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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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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身即解脫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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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本論
1.人類觀
人類觀──五蘊→五蘊皆空──人的本身即解脫自在

1.1 經文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
1.2 語譯
觀世音菩薩對釋尊的弟子，被稱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子啊！色之於
空，並沒有不一樣，空之於色，也沒有不一樣；色就是空，空也就是色。」

1.3 註釋
1.3.1 舍利子
1.3.1.1 即「舍利弗」，是梵語，「舍利」是印度的一種鳥，眼睛非常明銳；「弗」
為「兒子」的「子」之意。
1.3.1.2 舍利弗的母親眼睛明銳得像舍利鳥一樣，所以取名為「舍利」
。兒子從母得
名，所以叫「舍利子」。

1.3.2 五蘊
1.3.2.1 色蘊：屬於生理的、物質的現象
1.3.2.2 受、想、行、識四蘊：屬於心理的、精神的活動
1.3.2.3 觀五蘊皆空，得解脫自在：
人是由五蘊所成，若能如實觀照五蘊本空，雖有身心的現象，也能夠生活得
解脫自在。

1.3.3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1.3.3.1 色：此處色指身體，身體由「四大」互為因緣和合而成。
1.3.3.1.1 四大：地、水、火、風，四種物質界的特性。
1.3.3.1.2 地大：表堅硬性，如骨骼、肌肉、血管、皮膚、毛髮、指甲等等。
1.3.3.1.3 水大：表濕潤性，如血液、淋巴液、唾液、汗、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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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4 火大：表溫熱性，如體溫。
1.3.3.1.5 風大：表流動性，如呼吸和血液循環等。
1.3.3.2 色不異空 - 色身是虛幻的
1.3.3.2.1 四大和合的色身，一息不停地變化，根本沒有獨存性、不變性與實在
性，只是「假有」──暫時的有。
1.3.3.2.2 一旦和合的關係結束了，身體也就隨之死亡、朽壞、消失。
1.3.3.3 空不異色 – 雖然虛幻，因緣合和即生起
1.3.3.3.1 因緣滅故，色不異空；以因緣生故，空不異色。
1.3.3.3.2 色不異空，所以能見有如空，在生死不異，住解脫自在。
1.3.3.3.3 空不異色，所以能住解脫自在，但不離現實生死，這就是大乘菩薩了。

1.3.4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3.4.1 即「色」而顯「空」，才是「真空」 ：
1.3.4.1.1「空」是因為有「色」才知道有「空」，離開了「色」來說「空」，不
是真的「空」。
1.3.4.1.2 例：農禪寺的大殿，本來沒有人，現在卻有人了；當它有人的時候，
的確是真的有人；但是我們知道，等一會兒這些人會散去不見的。
1.3.4.1.3 例：我們的色身，在母親懷我們之前是沒有的，是在「空」中，它本
不自有，而將來死了，又消失不見了
1.3.4.2 色即是空
1.3.4.2.1 色身是因緣而起：我們的色身，是以四大為因緣而起生滅變易的延續
現象。
1.3.4.2.2 因緣而起是無常、無我、空：真觀色身的本身就是無常（非不變的）、
是無我（非獨存的），合而言之就是空的（非實在的）。
1.3.4.3 空即是色
1.3.4.3.1 這無常、無我的空相，絕非一無所有的空，而是因緣而生，宛然存在
的身體。
1.3.4.3.2 色與空，空與色，只是一體兩面的說法，彼此是沒有分別的。
1.3.4.4 一般人執「色」為有，是「具縛凡夫」
- 執著自己實有這個身體，因而纏縛了種種的煩惱不得自在。
1.3.4.5 小乘行者「耽空滯寂」，稱之為「偏空」
- 固然體證了色身是空，放下了對色身的執著，卻沒有放下對法的執著，
急欲出離世間，趣入涅槃，再也不想接受另一個色身。

1.3.5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受、想、行、識」四蘊是四種屬於心理的精神活動，也皆如色蘊，是如幻不
實，緣起而性空，性空而緣起的。
1.3.5.1 受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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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1 受是領納：是我們身體的五根，與外在的環境（色、聲、香、味、
觸）接觸所產生的種種感覺
1.3.5.1.2 受可分三種︰苦、樂、捨。捨受是指不苦不樂，純粹是感覺而已。
1.3.5.2 想蘊：與外境接觸而產生的認識作用，即對於外境的瞭解、聯想、分析和
綜合等等心理活動。
1.3.5.3 行蘊：與外境接觸之後，心理所起的對策，也就是決定處理事情的意志、
意願。
1.3.5.4 識蘊
1.3.5.4.1 心之本體：指對外境（色）以及因外境而起的感覺（受）
、認識（想）、
意志（行）等活動能起了別識知作用的心之本體。
1.3.5.4.2 統攝一切心理的活動：是連貫凡夫生命之流的主體。
1.3.5.4.3 凡夫的業識：凡夫由於無明，對於身心自體以及身心所依的外境，有
著強烈的愛執染著而造作種種善惡行為，積聚成為業識。
1.3.5.4.4 業識變化不停：不停地積聚業種，不停地隨緣現行，不僅前生與今
世，今生與來世識蘊質量彼此不同，即使一念之間也前後不一了。

1.3.6 菩薩如何看待五蘊
1.3.5.1 發起大菩提心
1.3.5.1.1 菩薩體證了五蘊是空，五蘊非我，一切眾生也都是緣起幻現，了無真
實的自性可得。
1.3.5.1.2 從如此甚深的空慧之中即能發起大菩提心。
1.3.5.2 菩薩對於五蘊身心的運用
1.3.5.2.1 凡夫的五蘊身心，在菩薩是化身、神通、慈悲與智慧。
1.3.5.2.1 如《金剛經》所說「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
眾生實滅度者。」 - 菩薩持一切淨戒，修一切善法，度一切眾生，
而不以為有功德。
1.3.5.2.2 這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般若智慧。
1.3.5.2.3 凡夫心理的活動稱為「受想行識」
；在佛、菩薩則叫「後得智」
，是「大
用現前」，是大慈悲、大智慧。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2.1 經文一，宇宙觀總論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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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宇宙觀
2.2 註釋
宇宙觀─五蘊、十二處、十 2.3 經文二，宇宙觀別論
八界─人在宇宙中即解脫
2.4 語譯
自在
2.5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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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宇宙觀
宇宙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人在宇宙中即解脫自在

2.1 經文一，宇宙觀總論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2.2 註釋
2.2.1 佛教的宇宙觀
包括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說明人在宇宙之中就是解脫自在。

2.2.2「宇宙」
：指無限時空中的一切事物。
2.2.3「宇宙觀」：人類對空間、時間的認識而論究宇宙的原理所提出的觀念
2.2.3.1 空間：
人類透過多種官能加上經驗，以此認識事物的深度、形狀、大小、顏色、
運動以及與自身的相對位置等等，因而知覺到空間的存在。
2.2.3.2 時間：
人類經驗著外界事物各種持續不斷的變化現象，如晝夜更替、夏去冬來、生
命的生死枯榮，乃至自身生理的周期現象等等，而知覺到時間的存在。

2.2.4 是諸法空相
2.2.4.1「諸法」即五蘊法：一切物質與精神；佛法稱之為「色法」和「心法」。
2.2.4.2 本節經文是以時空現象的五蘊法來觀空。
2.2.4.2.1 生滅：從時間的立場來看事物，叫「生滅」
2.2.4.2.2 增減：從空間的立場來看事物，叫「增減」
2.2.4.2.3 垢淨：從凡夫立場看時空的現象，有喜惡，喜的叫「淨」
，惡的叫「垢」。
2.2.4.3 從凡夫位所看到的宇宙：皆是生滅、增減與垢淨。
2.2.4.4 佛法的觀點：一切都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2.2.4.5 結論：五蘊法是空無自性的，沒有時間相，沒有空間相，也沒有所執相。

2.2.5 不生不滅
2.2.5.1 一切事物的生滅都是暫時，不是永遠：
2.2.5.1.1 以凡夫言：生是無變有，滅是有變無；以凡夫言是真實而不假。
2.2.5.1.2 以佛法言：生是各種因素的配合而顯現，
「滅」是各種因素解散而消失。

2.2.6 不增不減
2.2.6.1 就空間的質量與數量而言，質量有多有少，數量有增有減。就全體而言，是
不增不減。
2.2.6.2 例：眾生在各世界中來來去去，此處受業，他處受報；因共同的因緣而到
相同的世界裡來，對於一個地方有增減，從全體看是不增不減。

2.2.7 不垢不淨
2.2.7.1「垢」與「淨」來自凡夫眾生對時空諸相所生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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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喜歡的心就說「淨」，不喜歡就說不淨，也就是「垢」。
2.2.7.2「垢」與「淨」出自人的妄想與執著，並沒有真正的垢與淨。

2.3 經文二，宇宙觀的別論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
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2.4 語譯
因此在空性之中，是沒有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的；屬於五蘊法的另外方式的分
類─十二處、十八界，自然也是空的

2.5 註釋
2.5.1「空中無色」的「空」
- 指「照見五蘊皆空」的「空」性。
2.5.1.1 既然照見五蘊皆空，就不用害怕、不用逃避，更不會執著它了。
2.5.1.2 偏空思想的小乘聖人，未能看透這點，因此會要急著要離開這個五蘊法的
世界。

2.5.2 十二處：六根、六塵
2.5.2.1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 指人類身體的官能；六根組成身體，又稱根身。
2.5.2.2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2.5.2.2.1 指官能與外界接觸的對象；六塵組成我們生活的環境，又名「器界」。
2.5.2.2.2 法塵：指語言、文字、思想等種種能使我們用來記憶、分析、思想的
符號。
2.5.2.3「處」的意思：
2.5.2.3.1 所依託處，即是經由依託而能產生六識之意。
2.5.2.3.2 此十二處能使眼睛看到物體、耳朵聽到聲音等等而產生認識的作用。
2.5.2.3.3 十二處都屬物質體，是五蘊法中的「色法」。

2.5.3 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
2.5.3.1 界的意思：
界，即範圍、界限之意，表示每一部分各有其一定的概念範圍和功能定義。
2.5.3.2 六識：
2.5.3.2.1 六識屬「心法」：即五蘊法中的受、想、行、識等心理、精神的活動。
2.5.3.2.2 五蘊裡的識蘊並不等於六識中的意識。
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任何一識所產生的功能，成為業力，此業力才是五
蘊裡的識蘊。

2.5.4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關係
2.5.4.1「蘊」、「處」、「界」稱為三科，是佛教說明宇宙觀的三大項目。
2.5.4.2 佛教的宇宙觀推源於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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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1 五蘊的物質部分（色蘊），可分析成十二處。
2.5.4.2.2 五蘊的精神部分（受想行識等蘊），可分析成六識。

教材範圍
書籍
P.67
~
P.80

主題

光碟

3.人的三世因果觀
無

人的三世因果觀─人在生
來死去中即解脫自在

子題
3.1 經文
3.2 註釋

3.人的三世因果觀
人的三世因果觀─人在生來死去中即解脫自在

3.1 經文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3.2 註釋
3.2.1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 說明十二因緣的流轉和還滅也是離不了空性。
3.2.1.1 十二因緣是佛法裡很重要的理論和觀念：
以十二個階段，顯示生命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流轉的過程。
3.2.1.2 十二因緣是從人的立場來看：
因為諸佛世尊皆出人間，只有人才能信佛學佛，才能得解脫自在。
3.2.1.3 十二因緣的十二個項目：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3.2.1.3.1 以三世分：
- 屬過去世：無明、行
- 屬現在世：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
- 屬未來世：生、老死
- 橫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識

3.2.2 十二因緣的內容
3.2.2.1 無明：生死的根本，無始以來就有。
- 「無明」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因為自己曾經做了什麼壞事。
- 眾生一開始就是眾生，唯其本質可以成佛。無明如礦中之石，故有無明就
不是佛，而是煩惱的眾生。
3.2.2.2 行：由種種心理現象，表現為身心行為，造作種種的善惡諸業，稱之為行。
3.2.2.3 識：生命的主體，和五蘊中的識蘊是同一個東西。
- 當生命結束，生前的種種善惡諸業便積聚成一股力量，讓他去感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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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而投為新一期的生命主體。
3.2.2.4 名色：投胎的剎那，「識」加入父精母血（即受精卵）而成為「名色」
-「名」是指識，「色」是指受精卵。
3.2.2.5 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等官能，也就是「六根」。
3.2.2.6 觸：六根與外界六塵的接觸
3.2.2.7 受：觸之後產生苦或樂的感「受」
3.2.2.8 愛：產生感「受」之後，喜歡的追求，不喜歡的想擺脫，一併叫作「愛」。
3.2.2.9 取：由「愛」的心理活動，成為行為事實，稱之為「取」。
3.2.2.10 有：
「有」與「識」一樣，
「識」是今生投胎受報的因，
「有」是來世投胎受
報的因。
- 在追求或擺脫(愛、取)的過程，造作了善業惡業，又有了未來受生受
死的果報之身的因，這即是「有」。
3.2.2.11 生、老死：依憑著「有」，來世又去受「生」，然後「老死」。
- 三世因果就如此生死流轉，永無止期。

3.2.3 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
3.2.3.1 小乘的觀點：斷無明了生死
3.2.3.1.1 十二因緣流轉，就是生死不已；十二因緣的還滅，就是了脫生死，進
入涅槃。
3.2.3.1.2 生死的根本是因「無明」而生，有生就有老，有老就有死；所以小乘
要斷無明了生死。
3.2.3.2 大乘菩薩：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3.2.3.2.1「盡」：是還滅之意。
3.2.3.2.1 既然諸法都是空是假，十二因緣所呈現三世流轉的生命現象，亦不離
五蘊諸法的生滅，所以當然也是空的、假的。
3.2.3.2.2 生死的根本無明既是空的假的，就不必去斷無明，故也不需去了生死。
3.2.3.2.3 因此，「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 了悟空性之後，不戀生死、不厭生死，不被生死所縛而自在於生死之
中。

3.2.4 無苦、集、滅、道
- 說明苦、集、滅、道，即生死的流轉與還滅，也是離不了空性。
3.2.4.1 四聖諦「苦、集、滅、道」：是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也就是三世因果的流
轉生死，與生死的還滅。
3.2.4.2 四聖諦內容：
3.2.4.2.1「苦」
：生命現象就如苦海，有三類八種，見「度一切苦厄」的內容。
3.2.4.2.2「集」
：指苦的原因
- 無始以來的貪瞋癡等煩惱，驅使身口意去造作各種善惡業，
第

9

頁，共

16

頁

070102《心經講記》-02 本論
由此善惡諸業積「集」招感各種苦的果報。
- 造業而受報，受報而造業。周而復始，永無了期。
- 受報是苦諦，造業便是集諦。
3.2.4.2.3「滅」
：在修道過程中，漸漸地不再造苦因，終究才能「滅」苦。
3.2.4.2.4「道」
：如果不想再受苦，就要修「道」。
3.2.4.3 四聖諦與世出世間因果：
3.2.4.3.1 集為苦之因，苦是集之果；道為滅之因，滅是道之果。
3.2.4.3.2 集與苦為世間因果，道與滅是出世間因果。

3.2.5 不斷造業受苦的根本原因
- 來自無始以來的貪欲、瞋恚和愚癡的無明煩惱，也就是沒有智慧。

3.2.6 如何開發智慧：必須修三無漏學和六度。
3.2.6.1 三無漏學是解脫道的根本，六度是菩薩道的基礎，也是三無漏學的開展。
3.2.6.2 三無漏學：戒、定、慧。
3.2.6.2.1 戒與定是為了得無漏慧，有了無漏慧，才能斷除生死惡業，即不再造
生死的苦因。
3.2.6.3 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3.2.6.3.1 布施、持戒、忍辱和精進是戒的範圍。
- 從菩薩的立場看，有能力布施而不布施，應該忍耐而不肯忍耐，該做
而不做等等都是犯戒。
3.2.6.3.2 要持戒清淨，就要有禪定的工夫。
- 心安定才能真正持戒，才願發布施的心；心越安定，煩惱越少，智慧越
增長，最後就能得解脫。
3.2.6.3.3 因此，解脫來自禪定和智慧之力。由持戒而離苦得樂，習禪定而得禪悅
，修智慧而得法喜。

3.2.7 小乘說 ︰「苦、集、滅、道」
，大乘菩薩則說︰「無苦、集、滅、道」
- 在空慧的觀照之下，根本是無苦、集、滅、道的，這樣才會不離生死而不受
生死的束縛，是真正的大自在。

3.2.8「無智亦無得」
3.2.8.1「無智」才是真智慧
既然諸法是空，因此能觀照的智，和所證得的理，當然也是空，也就是無
可執著。
3.2.8.2「無得」
3.2.8.2.1 沒有什麼可以得到：
如果有果可證，修行可得功德、可得智慧、可證道果，就是一種執著。
3.2.8.2.2 若是把證悟當作一樣事實去執著，有一點宗教的體驗就生狂慧，是驕慢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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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結論：遵守《心經》告訴我們「無智亦無得」的話來修行才是最正確安全的。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P.81
~
P.108

無

主題

子題

4.菩薩的境界

4.1 經文

菩薩─解脫自在的範例

4.2 註釋

4.菩薩的境界
菩薩─解脫自在的範例

4.1 經文：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
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4.2 註釋：
4.2.1 以無所得故
4.2.1.1「得」：
4.2.1.1.1 凡夫有所得： 從凡夫來看，是有得的，世界是實有的。
4.2.1.1.2 例：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得的是五蘊身。
4.2.1.2「無所得」的三個層次：
4.2.1.2.1 層次一：世法的現象
- 凡夫看五蘊為實有，從佛法觀點講則是空的；凡夫所得到的五蘊身等
於沒有得到，故說「無所得」。
- 「六根清淨」：不受六根、六塵所動，就不會因六塵而使六根引生貪
瞋癡的煩惱。
- 「心空」：當六根對六塵時，像鏡子一般，鏡中影像清清楚楚，但鏡
子本身一無所動，不受影響
- 此時的六識已變成了智慧，它不再以情欲反應外境，而轉為以智慧來
處理外境。
4.2.1.2.2 層次二：聖道-四聖諦，的修證。
- 集、苦是緣生，是流轉生死，道、滅是緣滅，是生死的還滅。
- 凡夫：執著緣生緣起的現象，不離生死。
- 小乘的涅槃：執著要遠離這個現象，不再生死，一心求緣滅。
4.2.1.2.3 層次三：菩薩無所得
- 大乘菩薩：諸法空相，不生不滅，緣生緣滅，了無罣礙。
- 無所得：連聖道也無，亦無智慧可用，既然無智慧可用，當然「無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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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得」與「所得」的智慧亦分三種：
4.2.1.3.1 世間智
- 凡夫：得世間智，所得是世間的知識聰明。
4.2.1.3.2 出世間智
- 小乘聖者：得出世間智，所得是初果向、初果、二果向、二果、三果
向、三果、四果向、四果等四雙八輩。
4.2.1.3.3 世出世間智
- 大乘菩薩：得世出世間智，所得是三賢十聖等位階的菩薩。
- 菩薩無所得：從修行階段看是有，從菩薩立場說則是無所得。

4.2.2 菩提薩埵
4.2.2.1「菩提薩埵」：菩薩的全稱，舊譯「大道心的眾生」，新譯為「覺有情」。
4.2.2.2 原始聖典中所說的菩薩：
4.2.2.2.1 一指釋迦世尊從出生、修道，到成佛之前的時期，稱為菩薩。
4.2.2.2.2 一指釋迦世尊往昔生中，一再以不同形態捨生受生的過程。
- 也就是佛經「本生」部中所記載，釋迦世尊成佛前，生生世世以不同
的身分、不同的眾生類別來教化廣度眾生的故事。
4.2.2.2.3 原始聖典中，被稱為菩薩的只有釋迦牟尼佛和彌勒菩薩。
- 彌勒菩薩是繼釋尊之後下一尊將在娑婆世界成佛的菩薩。
4.2.2.3 大乘聖典中所說的四類菩薩：
4.2.2.3.1 第一，諸佛在尚未成佛前的因地，都稱菩薩。
4.2.2.3.2 第二，凡人從初發菩提心到成佛前的階段，也稱菩薩。
4.2.2.3.3 第三，《梵網經》、《菩薩瓔珞本業經》、《華嚴經》裡，皆把菩薩分成
不同的階次。
- 從凡夫菩薩到賢位、聖位、等覺、妙覺，共五十二個階位，都稱菩薩。
4.2.2.3.4 第四，
《阿含經》中說菩薩修六度，即六波羅蜜，又可延伸為十波羅蜜。
- 凡夫修六波羅蜜，初地以上的十地菩薩每一地修一波羅蜜，稱十波羅
蜜。
- 六度萬行：六度攝萬行，菩薩以種種方法使眾生從生死苦難的此岸，
到達涅槃的彼岸。
- 四弘誓願含攝萬行：「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
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4.2.2.4 菩薩常示現天人相、梵天相：
4.2.2.4.1 菩薩並無所謂在家、出家的分別，只是有時示現在家相。
4.2.2.4.2 菩薩已離欲界的淫欲，沒有男女的性別，沒有在家出家的問題。

4.2.3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 菩薩依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智慧，證畢竟空、無所得，能超越諸苦，了無罣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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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5 智慧與慈悲：
4.2.3.1.1 一切諸佛均以智慧為父、慈悲為母，其法身是依智慧與慈悲而生。：
4.2.3.1.2 以智慧自度，度一切苦；以慈悲利人，使一切眾生離苦
4.2.3.1.3 佛法中的智慧與慈悲是不可分的，有慈悲就一定有智慧，有智慧也一
定有慈悲。
4.2.3.2「心無罣礙」
心中無所得，內在無我，外在無物，內外皆空，沒有什麼好罣礙的。
4.2.3.2.1 心有罣礙，一定是先有自我，有自我就會放不下人，放不下事物
- 心外有人、事、物種種計較牽連丟不開，就是心有罣礙。
4.2.3.2.2 心如萬里晴空，無風、無雲、無雨，也無日月星辰，只是一片皎潔，
不著一點微塵，這便是智慧，是心無罣礙。
- 凡是相對的有和無，都是罣礙。心裡有計較、有執著，不管計執有還
是無，都是罣礙。
- 例：心裡有愛人、有仇人都是有罣礙；心裡有錢、心裡沒錢都是罣礙。

4.2.4「無有恐怖」
- 沒有能恐怖的自己，沒有所恐怖的事物
4.2.4.1 已證諸法皆空，心無罣礙的人，內既無我，外亦無物，因而沒有能夠恐怖
的自己，也沒有讓自己恐怖的事物。
4.2.4.1.1 例：誰在貪生怕死？是每一個「我」在貪生怕死！
4.2.4.1.2 例：初學打坐坐到心裡有安靜的感覺之後，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產生。
- 誰在怕呢？是「我」在怕。
- 怕的原因：打坐的時候，讓自己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精神世界，
感覺非常的寂寞，再下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心裡便
很害怕。
- 對治方法：不想過去，不想未來，不想自己，也不想他人；專心
的用方法，這時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4.2.4.2 初學的菩薩有「五怖畏」：
4.2.4.2.1 惡名：害怕沾了惡名，遭人鄙視、排斥甚至冤枉，在社會上難以立足。
- 例：壞人也怕別人說他是壞人，想盡辦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裝作君子善人，要人肯定他、歌頌他。
4.2.4.2.2 惡道：地獄、鬼、傍生等三惡道。
4.2.4.2.3 不活：行布施不敢盡其所有，以免自己生活成問題。
- 例：貪心重的人，財產只能多不能少，一少就害怕，就活不下
去了。
4.2.4.2.4 死：初發心的菩薩，雖然發了廣大心，突然要他捨身命，也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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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5 大眾威德：在大眾或有威德的人面前，心裡虛怯，不敢說法。

4.2.5「顛倒」
- 不合理的思想和行為，如凡夫的我執與小乘的法執。
4.2.5.1 凡夫的我執：指「常、樂、我、淨」的思想
4.2.5.1.1「常」：永恆不變之意。
- 例如：外道的神我思想認為死後會被上帝召回，永遠在天國享福。
民間信仰以為人死如換衣服，可以一生一生地換，性靈永遠不
變。
- 依佛法說，我們的神識與身體一樣沒有固定不變的本體。根本沒有一
個恆常不變的「我」。
4.2.5.1.2「樂」：快樂之意，眾生皆有不同層次的快樂。
- 依佛法說，沒有所謂真快樂。從無常角度看是「諸受皆苦」了。
4.2.5.1.3「我」：獨立自存之意。
- 依佛法說，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的暫時現象，沒有任何東西是
可以獨立自存的。
4.2.5.1.4「淨」
：在凡夫的立場看，由於心理情況的差異，也是因層次而有不同。
- 人間的清淨，從天上來看，就變成了垢穢。
4.2.5.2 小乘的法執：執「無常、苦、無我、不淨」，而厭離人間要入涅槃。
4.2.5.3 菩薩的境界：
中道思想：不執常，也不執無常；既不執我，也不執無我；是非常非無常、
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

4.2.6「夢想」
4.2.6.1 由於執著種種的對立，而在五蘊法中產生種種錯誤的想望。
4.2.6.1.1 對立：身心的對立，自他的對立，物我的對立，煩惱菩提的對立，生死
涅槃的對立等等
4.2.6.1.2 夢想：
- 凡夫：以我執為夢想
- 小乘：以法執為夢想
- 大乘菩薩：已經遠離我執法執的顛倒夢想

4.2.7 究竟涅槃 - 涅槃有三種
4.2.7.1 外道的假涅槃-即「與神同在」
、
「神我合一」或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
4.2.7.1.1 一是以信仰、信心祈求上帝或神的力量的救拔，帶引他到天國而達到。
4.2.7.1.2 一是以修定的力量，達到內外統一，體驗身心與天地宇宙原是一體。
4.2.7.1.3 這是逃避現實，也不能再有救世的功能。
4.2.7.2 小乘的真涅槃 - 佛法稱之為「灰身泯智」：
4.2.7.2.1 身體死了沒有了，招感生死的煩惱業惑也泯滅了，只是無明煩惱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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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盡。
4.2.7.2.2 陶醉在涅槃之中，別人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人，因此也就無法教化
世人。
4.2.7.2.3 雖放棄了個體的小我，而仍執著於宇宙之神的大我。
4.2.7.3 大乘的究竟涅槃 - 不離現實人生，隨緣度化一切眾生：
4.2.7.3.1 無怖畏、無顛倒、無夢想，不貪戀生死，也不畏生死，自由自在於生
死之中。
4.2.7.3.2 大乘菩薩以願力在生死中救苦救難，自由自在。

教材範圍
書籍
P.109
~
P.112

光碟
無

主題

子題

5.佛道
5.1 經文
佛道─菩薩道的目的，解脫
5.2 註釋
自在的終極

5.佛道
佛道─菩薩道的目的，解脫自在的終極

5.1 經文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5.2 註釋
5.2.1 佛是菩薩道的究竟
菩薩而能達到自覺、覺他、覺滿，最高人格的完成就是佛。

5.2.2 三世諸佛
5.2.2.1 原始佛教中僅有釋迦牟尼佛一尊佛，佛弟子們雖然也證涅槃，但稱阿羅漢。
5.2.2.2 大乘經典中，有所謂「三世諸佛」。
5.2.2.2.1 釋迦牟尼佛是由菩薩而成佛；現在的菩薩將來也必定成佛，是未來佛。
5.2.2.2.2 既有現在、未來諸佛，那過去一定也已有眾生成佛，是過去佛。
5.2.2.3 十方諸佛：時間離不開空間，既有三世諸佛，也就一定有十方諸佛。
5.2.2.4 一切菩薩都將成佛：
皈依三寶，乃是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即是在鼓勵眾生起信心，好好修
學菩薩道，肯定將來都會成佛。

5.2.3「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5.2.3.1 中文譯為「無上正等正覺」，又稱「無上正等正遍知覺」。
5.2.3.2 正覺：正確的覺悟；無上正覺，就是悲智圓滿的如來果位。
5.2.3.3 正覺從正行產生，正行從正信而來，即從正確的信仰產生正確的修行，再
從正確的修行達成正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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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五蘊的意思？佛法為什麼要說五蘊？

2.

大乘菩薩如何看待五蘊身心？

3.

佛法的宇宙觀為何？

4.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意思？

5.

經文「是諸法空相」的諸法指的是什麼？

6.

何謂十二處、十八界？

7.

六識中的意識就是五蘊中的識蘊嗎？

8.

請說明十二因緣的內容？

9.

佛說十二因緣的目的為何？

10.

小乘與大乘菩薩各別是如何看待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的？

11.

請說明四聖諦的意思？

12.

請說明「苦集滅道」與「無苦集滅道」的涵義？

13.

請說明「無智亦無得」的意思？

14.

請說明凡夫眾生的四種顛倒？

15.

「涅槃」有哪三種？

16.

請簡略說明佛法中的人類觀、宇宙觀、三世因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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