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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v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前　言

前言

自從尊敬的最高大哲士（Agga-mahā-pandita）馬哈

希大師於1949年11月從其家鄉雪布謝昆村（Seikkhun, 

Shwebo）來到（佛陀）教法禪修中心（Sāsana Yeiktha 

Meditation Centre），他一直引導著一批又一批禪修者

修行智慧禪法。他也栽培了眾多僧人成為禪修導師。作

為佛陀純正的弟子，他在履行這份神聖的工作時，亦定

期講經。他所講的全部經典，必定嚴格地依隨佛陀的相

關教導。每一個講記都各具特色，而且與現代接軌。

這一部以《負擔經》（Bhāra Sutta）為題的講記就

像一朵優美的花，串合了佛陀的教法。內文的措辭用

字，以及結構均是現代的。而馬哈希大師的筆觸，也將

繼續保持其一貫的獨特風格。

此講記，原文為緬文，經由鄔天發（U Htin Fatt或

Maung Htin1）翻譯為英語。譯者是緬甸眾多新聞從業

 1  在緬文中，「U」（音近似烏）及「Maung」（音近似茅）分別是對男性

長輩及後輩的稱呼，一般放在名字的前面，緬甸人沒有家族姓氏，只

有名字，男性出家人名稱前面必定使用「U」。女性則用「Daw」（音近

似逗）及「Ma」（音近似嘛）。

人員裡的優秀作家之一。

有關此講記

據說，佛陀有一次為了回應關於一位僧人應具備

甚麼特質才能當上「說法者」（Dhammakathika）的問

題，他回答說如果一位僧人能夠勸導別人在戒律上，不

順從其肉身的自我，並且能指導他們去除感官欲樂，

則可稱為說法者。按佛陀所說，一個世間人如果精勤

地修行解脫自身於感官的渴愛，他便可以成為比丘

（bhikkhu）。

如同其他經典，《負擔經》有其獨立的教授重點。

佛陀於舍衛城的祇園精舍停留期間，在四眾前開講此教

法，說明執取五蘊猶如一個沉重的「負擔」。然後，

他反覆講述「蘊」（意即聚合）的組成部分。佛陀

指出一個人只是五蘊的聚合。在此經中，佛陀對於法

（Dhamma）概要地說明如下。

所有人及動物都是由相互關連的心理和物質現象

（名法（nāma）及色法（rūpa））組成。名法和色法時

刻在變動，猶如漩渦的活動一般，就算是連續兩個剎

那，它們都不會維持同一個相貌。色法（物質）本身是

缺乏任何感覺或感情的。名法（心理現象）之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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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vii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前　言

稱為名法是因為其趨向於感官對象的傾向。色法，即

物質身體，是不斷地變遷的，這是無常的特質。「名

法」這個詞彙包括識（viññāna）、受（vedanā）、想

（saññā）及行（sankhāra）。

有關五蘊，第一個是色蘊（rūpa），即形態、形

狀或物質―包括感覺器官的物質身體。第二是受蘊

（vedanā），包括所有苦、樂、不苦不樂的感受。第三

是想蘊（saññā），包括所有的觀念或識別，不論它們

是感官的或心理的。它是對於感官刺激的反應，可以描

述為「帶著識別的體會」。第四是行蘊（sankhāra），

表示及包括所有心理及物質的傾向―這是心識裡面的

元素或成份，所有善及不善的意念活動或特質，它們

被過去的業力（kamma）所推動著。它們全部都不是自

我。它們不斷地生起然後滅去。因此所有成分都是無常

的。第五種蘊是識蘊（viññāna），如其他蘊一樣是轉

眼即逝及趨向壞滅的。這是對識蘊的最好說明。它也是

處於一個遷變的狀態。按照佛陀的教導，識蘊是沒有自

我或實體的。識蘊依於六個感官引生而組成，分別是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

所 有 的 五 蘊 在 因 果 法 則 的 支 配 下 都 是 無 常

（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的。沒有所

謂自我這樁事情。當這種認知變得成熟及圓滿，證得的

人將超凡入聖。

在《負擔經》講記的第二部份，說明五蘊的負擔是

怎樣被接受，以及怎樣拋下或丟棄此負擔。

過去所積集的無形業力，在物質宇宙的進程中孕育

而製造出眾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相續地連接起一

個人的生命，而構成佛教所謂的輪迴（samsāra）：生

命的循環。在不斷的生死循環之中，五蘊總是發生著。

取蘊（upādānakkhandha）自然地帶來貪、嗔、痴。為

了根除這些慾念及消滅渴愛（tanhā）的感受，這裡有

一條出路。換言之，要解除造成各類痛苦的負擔，佛陀

教導了我們四聖諦及展示導向苦滅的八正道。

基本而言，六根是名色（身體及心理現象）無可避

免的結果。生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煩惱、悲傷及痛苦。

從生命誕生到結束，負擔都是沉重的。因此，為了移除

及放輕負擔，以停止整個五取蘊之苦，佛法教導我們應

當修習毗婆舍那禪法（vipassanā），並起碼證取須陀洹

果，這樣最終將可以達致究竟解脫於輪迴的至高境地。

願一切眾生悉皆快樂。

敏瑞（Min 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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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經講記》
[1]

馬哈希大師講於緬曆一三二八年光明節

（Tazaungmon）的滿月日

1966年11月28日

今 天 ， 我 將 簡 要 地 講 解 《 相 應 部 ． 蘊 品 》

（Khandhavagga, Samyutta nikāya）的《負擔經》

（Bhāra Sutta）。我在很久以前曾經講解此經。那次的

聽眾大概現在已經忘記了。但是如果我再次宣講，他們

的記憶應該會恢復起來。那些從來沒有聽說此經的，將

會很慶幸能夠聽到這一次新的講記。

介紹

佛陀進入大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後四個

月，摩訶迦葉尊者（Mahākassapa）及五百比丘在王

舍城附近的毘婆羅（Vebhāra）召開第一次佛典結集

（sanghāyana）。在結集進行期間，摩訶迦葉詢問阿難

尊者，佛陀在哪兒講說《負擔經》。然後阿難回覆說：

「如是我聞……」（Evam me sutam）並誦出以下的言

句：[3]

ekam samayam bhagavā sāvatthiyam 

viharati jetavane anāthapindikassa Ārāme.

一時，佛在波斯匿王憍薩羅國舍衛城祇樹

給孤獨園。

舍衛城（Sāvatthi）是迦尸及憍薩羅國（Kāsi and 

Kosala）的首都，由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所管治。某

些日子，佛陀住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Veluvana）或該

城附近的鷲峰山（Gijjhakūta）。而在其他日子，佛陀

會住在毗舍離（Vesāli）、憍賞彌（Kosambi）、阿羅

毗國（Ālavī）或迦毗羅衛城（Kapilavatthu）。他不定

時地遷到別的地方逗留，是因為希望向容易受教的人

（veneyya）講授佛法。

當佛陀住在祇樹給孤獨園時，為了引起集合在跟前

的比丘注意，佛陀說道：「諸比丘！」

佛陀每日的工作

在這裡，讓我稍微離題，逐一地告訴各位佛陀每天

進行的，分為五段時間的日常義務。

（一）第一段時間是上午的義務（purebha t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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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ca），佛陀在黎明至早餐結束之間進行的義務。在

黎明時分，侍者供養他水及牙刷。他會刷牙及洗臉，然

後獨處直至托缽的時間到來，[4]那時他會穿上黃色僧衣

並踏出精舍。一般而言，他會像其他一般僧人那樣出外

行走。某些時候他會在停留的期間使用神通。註疏上記

載，猶如一陣清風，像掃帚那樣輕擺，他於路上不留痕

跡。天上遍灑露水撫平道上的塵坌。他行走時花朵散

落，障礙及坑洞會隨其狀況自然消失，使道路平坦。每

當他踏出一步，蓮花生起如墊子一般。

當他進入城市的大門，青、黃、赤、白、粉紅及虹

光，這六種顏色的光芒從其身上散發出來。象、馬、鳥

等獸奏出眾多和雅的音聲，各種音聲不鼓而自鳴。這些

都是神變。

某些人只會在佛陀顯現神變，以神人般的姿態出

現時才對佛陀生起信心。這種信心引導他們走向解脫

人生痛苦之道。為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佛陀才使用神通

（pātihāriya）。人類的本質是廣泛地不同的。某些人喜

歡簡單和平常的佛法（dhamma）。而某些人則喜歡帶

有神異色彩的教法，[5]展現著神奇的現象。我知道有一

位沉迷於不平常事物的在家女眾。

有一次，她禮敬一幅佛像並說道：「希望佛陀降臨

並安坐於我的頭頂，全身穿著金色的袍子，手持鑲滿鑽

石的缽，並帶著一支嵌入各種寶石的柺杖。」聽到此祈

願後，她的哥哥斥責道：「你真的過分苛求和挑剔。佛

陀需要為了取悅你而變現無盡的神跡嗎？如果我是佛

陀，我肯定不會理會你的要求！」

一位西方的女士曾經告訴我，她覺得因為紀念佛陀

而使用花飾、紙、塑膠、金箔及寶石等製品來禮拜佛塔

及佛像是多餘的。她說：「如果佛陀仍然在世，他肯定

會拒絕這樣的禮拜行為。」這顯示不同人在想法上的差

異。我覺得因為佛陀希望隨順那些沉溺於神異現象的眾

生所以才會使用神通。

當地的居民見到這些神異現象後，他們便立即知道

佛陀正前往他們居住的街道或房舍托缽。他們穿著整

齊，並以花蔓和香油向佛陀致敬。[6]此後，他們宴請與

佛陀同行的一些比丘，按照他們托缽的數量並供養食

物。

受食過後，佛陀按照大眾的根性傳授一部份人三

皈依，另外一些人則更授予五戒。有的大眾甚至證得

須陀洹（sotāpanna）、斯陀含（sakadāgāmi）、阿那含

（anāgāmi）及阿羅漢果（arahat）。

開示完畢後，佛陀返回精舍。他在禮堂稍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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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比丘們托缽歸來。當知道所有人已經回來並完成用

膳，他會返回「香舍」（Gandhakuti，佛陀的房間），

完成上午的義務。

（ 二 ） 第 二 時 間 ， 是 佛 陀 在 用 膳 之 後

（pacchābhatta kicca）的日常義務。當他準備進入香

舍，他會洗足。然後站立，作出這樣的勸戒：

「比丘們！應當警覺；精勤努力。生於佛

世甚難；能得人身甚難；圓滿無缺甚難；

出家學道甚難；聞正法機會亦甚難。」[7]

佛陀出現於這個世間之後，他的教法仍然流行，

因此我們是在佛陀教法（Buddha sāsana）時期的庇蔭

之下。這個機會是難遇的。獲得此機會的人們應自

警覺，努力精勤圓滿戒（sīla）、定（samādhi）和慧

（paññā）。佛陀提到等至（sampatti，三摩鉢底）。這

需要說明一下。能夠住在一個適合修行佛法，趣向道及

果；能夠擁有良好的個性；能夠對三寶生起強烈的信

仰；能夠生在和平及繁盛之世；能夠有營養豐富的食

物；能夠健康強壯修習佛法……在證得「等至」前，所

有的這些條件均必須要圓滿。

在 勸 戒 提 醒 比 丘 五 種 稀 有 甚 難 後 ， 佛 陀 按照

欲 學 習 禪 法 的 人 的 根 性 ， 指 導 他 們 禪 修 的 業 處

（kammatthāna）。在接受了這些業處指導後，比丘們

返回森林，並在樹下或其他適合的庇護處禪修。

佛陀返回香舍，如果他有需要，可以右脅躺臥稍

為休息。休息過後，他起來以心眼審察世間， [8]並以

「上下根力智」（indriya paropariyatta ñāna）洞悉眾生

的上下根性發展，及使用「意向隨眠智」（āsayānusaya 

ñāna）觀察眾生的傾向和意欲。這兩種智慧是一般所知

的「佛眼」。他觀看世間，審察哪些眾生根器成熟能

夠解脫於人生的痛苦。如果這種被稱為容易受教的人

（veneyya）前往佛陀的處所，佛陀會等待他的到來；

但當這類人在一個很遠的地方，佛陀會使用神通前往該

處。這類義務是在第二段時間，即午後進行。

在第三段時間，鄉民從佛陀經過托缽的街道及房舍

蜂擁至佛陀的精舍，他們穿上最好的衣服，帶著花飾

及散發著香氣。如果佛陀在王舍城（Rājagaha），他們

會前往竹林精舍；在毗舍離（Vesālī），他們會前往大

林精舍；若在舍衛城，則到東園精舍（Pubbārāma）。

（在佛陀講授《負擔經》的時間，他們前往祇樹給孤獨

園）。當他們成千上百地集合，佛陀一般會進入「法

堂」（Dhammasāla），講授適合的經法。身體沒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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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或殘缺的比丘們，必定會出席聽經法會，與那些前往

聽經的在家人聚會一處。[9]

這 些 比 丘 出 家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證 得 阿 羅 漢 道

（arahatta magga），消除所有輪迴（samsāra）的憂悲

苦惱。如此，他們熱誠地傾聽佛陀的教導。比丘尼同樣

地也前來與會。因此在會的大眾，分為四眾，出家的比

丘、比丘尼、及在家的優婆塞和優婆夷。一般佛陀會以

比丘為尊，經常首先稱呼他們。

這次負擔經的法會，佛陀也如上述那樣稱呼諸比

丘，比丘恭敬地回應：「世尊！」。佛陀然後開始講

經，在法會圓滿後，四眾弟子敬禮導師，各歸其所。

（三）初夜的日常義務（Purimayāma kicca）意思

是傍晚進行的義務。佛陀如有需要，會在此時澡浴，並

於香舍內的講臺獨處安坐。然後比丘們請他解釋一些宗

教上的困難問題，或進一步指示禪修的功課，或者教

學。他會一直回應他們的問題大概到晚上十點。

（四）跟著則是開始中夜的義務（majjhimayāma 

kicca）。在晚上，數以萬計世界的天人及梵天覲見佛

陀詢問佛法。[10]這些答問的內容收錄在《相應部．有偈

品》。這樣持續約幾個小時，經過午夜直至凌晨兩點左

右。

（五）後夜造作的義務（pacchimayāma kicca）大

概是三個小時。第一個小時，佛陀在走廊來回行走，作

為身體的保健。第二個小時是他睡覺的唯一一個小時。

他在第三個小時起來，然後審視世間並以智慧觀照一

切，正如在午後的義務那般，觀看是否有任何人的解脫

已經成熟。

可以看到，佛陀實際上並沒有時間留給世間的事

情。他恆常地從事這五項義務。他可能是在進行晚間的

義務時宣說此《負擔經》；但由於他照顧到出家在家的

四眾，我傾向認為他是在下午講授此經。大家一定要謹

記，雖然四眾均在場，但主要的聽眾導向是給予出家比

丘們，因為開始的時候，佛說：「比丘們！」。因此有

以下的經文：

「bhārañca vo, bhikkhave, desessāmi 

bhārahārañca bhāradānañca 

bhāranikkhepanañca. Tam sunātha sādhukam 

manasikarotha bhāsissāmi.

諸比丘！我為汝等說：重擔、擔者、[11]取

擔、捨擔，且諦聽。

佛陀付囑比丘們注意聆聽他宣講有關於重擔、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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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擔和捨擔的教法。佛陀要求人們「諦聽」是值得

留意的。一個人如果不用心傾聽，他是不會獲得任何利

益的。只有那些注心於教法的人，才可以獲得聖道及果

的智慧。以下將逐一解釋這四個詞彙的意思。2

真正的負擔－五蘊

當弟子們承諾將諦聽佛法後，佛陀使用以下的提

問，作為開始講經的主題：

Katamo ca, bhikkhave, bhāro? 

Pañcupādānakkhandhātissa vacaniyam.

諸比丘！以何為重擔耶！應名為五取蘊。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可能遇到在碼頭的裝卸工人

或火車站的搬運工人，搬運沉重的貨物從一處到別處。
[12]某些貨物因為過於沉重，需要使用吊車協助搬運。在

緬甸工人背著一袋一袋的米是常見的景象。一個強壯的

男人可以背著它，在肩膀擔上一段頗長的時間。這個頗

 2  此句按照緬文本，刪除英譯的補充文字。英譯本此處作：「In prefacing 
his discourse, his emphasis lay on how to throw down the burden much to 
one’s relief and joy.」中文意思是：「在開始說法時，他強調怎樣捨去負

擔，使一個人釋懷及歡欣的重要。」這是緬文本所無。

長的時間，實際上只有幾分鐘。他不可能維持幾個小

時，更不用說幾天。如果他要永遠背在肩膀上，他將會

因重壓過度而死。當他拋下它的時候是多麼的解脫！他

立刻感到欣幸，最後的工作終於完結了。

但 這 僅 僅 是 一 個 人 所 擔 載 的 一 般 貨 物 。 那 麼

「蘊」（khandha）這個負擔呢？這個被稱為人的五

蘊身心現象呢？當我們繫著於五蘊，便有「五取蘊」

（upādānakkhandhā）。這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蘊的負擔是沉重的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蘊」這個負擔，比起任何其他

人們日常所擔載搬運的物品都還要沉重。每一眾生都忙

著維持身體的安康，需要每天餵養它以保持健康。某些

人不只需要保持自身的健康，還要兼護他人的安康，這

不僅是一段時間，而是整個人生。[13]現生已如此，事實

上我們所有人在無盡的輪迴中，均攜帶著「生存」這個

負擔。我們不能夠把它從肩膀上稍微放下片刻。

這樣的話，什麼是五取蘊的重擔？以下是佛陀教導

何為五取蘊的說明：

Katame pañca? Rūpupādānakkhand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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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anupādānakkhandho, 

saññupādānakkhandho, 

sankhārupādānakkhandho, 

viññānupādānakkhandho; ayam vuccati, 

bhikkhave, bhāro’’.

以何為五耶？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

蘊、行取蘊、識取蘊。

諸比丘!此名為重擔。

色取蘊（rūpupādānakkhandha）：對於物質身體取著

的蘊。受取蘊（vedanupādānakkhandho）：對於感受取

著的蘊。想取蘊（saññupādānakkhandho）：對於想法取

著的蘊。行取蘊（sankhārupādānakkhandho）：對於意

志活動取著的蘊。識取蘊（viññānupādānakkhandho）：

對於心識取著的蘊。比丘們，這就是五蘊。我在禪修中

心，[14]經常反覆地講授這五取蘊，因為就本質而言，存

在的所有現象只有五蘊。因此我將概要地重述此教法。

蘊及取蘊

蘊（khandha）的意思是類別或積聚。所有過去、

現在及未來的現象均歸類為蘊。當一個現象生起，色

法（rūpa）或物質現象便涉入其中。該物質曾經在過

去存在。它現在仍然存在。它會繼續在未來存在。它

於我們的內與外存在。它可能是粗或細的。它可能是

高質量（勝）或低質量（劣）。它可能是近或遠。所

有這些物質均可歸類為色法，而我們稱之為「色蘊」

（rūpakkhandha），物質的積聚，這是構成我們叫作

身體的物質元素及組成物的聚合。當我們同樣地歸類

感受、想法、意志活動及心識，它們則分別稱為受蘊

（vedanākkhandha）、想蘊（saññākkhandha）、行蘊

（sankhārakkhandha）及識蘊（viññānakkhandha）。這

五個類別合起來統稱為「蘊」。有的人可能認為，就單

獨而言，色法不能稱為蘊，因為這個詞彙是一個集合

詞，代表所有五個類別。[15]然而，事實上各類別的蘊均

可以各自地稱為蘊。因此，物質是蘊、感受是蘊、想法

是蘊、意志活動是蘊，以及心識是蘊。但是有一個法

（dhamma）不可以使用這裡訂定的方式歸類，它就是

涅槃（nibbāna），這是唯一的。它沒有過去、現在及

未來，它沒有時間性。

取（upādāna）是執著或執取，因渴愛（tanhā）及

邪見（ditthi）而熾然。它意味著高度的執取。之所以

稱「取蘊」（upādānakkhandha）是因為它們形成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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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在證取「道」（magga）和「果」（phala）

之時，出世間心（lokuttara citta）產生。出世間心有八

種。這八種出世間心連同附屬於「道」和「果」的心所

法也稱為「蘊」，但它們不會被看成是「取蘊」。五蘊

裡面，色蘊是屬於物質的，其餘四蘊，受、想、行和識

屬於名蘊（nāmakkhandha）。取蘊涵蓋所有對五蘊的執

取。在這部《負擔經》裡，由於我們集中討論「負擔」
[16]，因此我們只應談及世間的現象（lokiya），而排除

出世間的現象（lokuttara）；因此，色法和名法將被討

論。然而，必須注意這裡強調的蘊是「取蘊」。

四種執取

執取以四種方式顯現：

⑴欲取（Kāmupādāna）

⑵見取（ditthupādāna）

⑶戒禁取（sīlabbatupādāna）

⑷我語取（attavādupādāna）

（一）欲取（Kāmupādāna）。當我們與感官對象

接觸，快樂的感受便生起。因為這些感受，一種希望享

受它們的欲望於我們內心生起。然後我們會取著它們。

我們的執取可以與由內或外所引發的感受有關。男女之

間的渴求，這是兩性之間的關聯。這是一種強烈執取

的例子。我們對於現在接觸到的快樂感受，以及將來

希望接觸到的感受產生渴求。我們渴望得到難得的事

物[17]；當我們得到難得之物，便無法與之分離。這是對

「欲有」（kāmabhava）的執取。但我們的欲望不止這

樣。它們還更包括名蘊和色蘊。當我們執取它們時，

我們便產生對「色有」（rūpabhava）及「無色有」

（arūpabhava）的執取。這樣也是「欲取」。

（二）見取（ditthupādāna）。一般而言，我們對

於各種觀念會感興趣。因此我們常常會對於這個或那個

觀念，產生不同程度或類型的執取。在此，我們特別關

注錯誤的觀念或信仰。有的錯誤觀念是關於戒律及自我

的存在。在這初步的階段，我暫時不談論它們，因為在

稍後將會分別闡述。不管是善或不善，認為沒有因果業

報（kamma）的見解，相信造業沒有果報及沒有後世，

均屬於「見取」的類別。

（三）戒禁取（sīlabbatupādāna）。對於宗教儀式

的執取，而導致不能止息輪迴及體證涅槃，就是「戒禁

取」。「戒禁取」意思是實行不符合清淨道的宗教儀

式。[18]這包括牛的修行法及狗的修行法，認為學習牛和

狗的行為可以讓人解脫痛苦；其他類似的見解是敬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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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或狗等動物，或禮拜天神、帝釋、梵天或類似的天帝

及大師，認為這樣可以解脫人的憂苦。相信透過在恆河

沐浴或以動物作為犧牲祭品便可以贖罪的信仰均是「戒

禁取」的例子。簡要言之，所有缺乏「八正道」的宗教

儀式及修行，皆不可以視為導向解脫痛苦的善業。

（四）我語取（attavādupādāna）。世上有許多關

於生命起源的理論。有的相信身體內存在一塊活的物

質，當這塊物質存在，人便存在，它死的時候，人也

死。這種想法是「斷見」（ucchedaditthi），意思是死

後一切存在便結束。這是虛無主義。另一種觀念是「常

見」（sassataditthi），認為有一個不壞的自我（atta）

或真我，死後亦永遠存在，它會轉往另一個身體。這是

永恆主義。

最後，對四種執取的分析可以歸類為「渴愛」

（tanhā）及「邪見」（ditthi）[19]。「欲取」屬於「渴

愛」，餘下三種執取屬於「邪見」。前者是基於感官對

象，後者是基於錯誤觀念。

執取怎樣生起

因為有了感覺器官（根），所以對感官對象（塵）

的執取便生起。若感官敏銳，對象便清晰地顯現。當眼

睛看清楚一個視物、當鼻子嗅到香味、當舌頭嘗到美

味、當身體感受柔軟，快樂的感受便生起。這種執取不

僅是對自己的身體生起，還包括他人的身體。我們被自

身好的外表所吸引，同樣也被他人的外表所吸引。我們

滿足於自己的肢體，屈、伸、坐、站等等。因為這種對

於自身物質身體的執取，我們便生起這個觀念：「這是

我；這是我的；這是我的丈夫；這是我的妻子；這是我

的兒子等等。」這是由於我們對色法（物質）的執取所

催使的，因此稱為「欲取」（Kāmupādāna）。

由於感覺器官和感官對象的接觸，感受生起，產生

執取。所有這些感受，不論是快樂或痛苦，均從身體發

出，[20]那個享受或不享受這些感受的人會認為：「我在

感受；我在聽；我在看。」當他感到良好，他說：「我

很好。」當他病了，他說：「我不太好。」當他感到不

舒服，他說：「我很苦」或「我覺得苦（dukkha）」。

當他遇到糟糕的情況，他說：「我很困難；我在危機當

中；我很傷心；我很失意。」他覺得所有這些狀況，都

是關於「我」或「自我」的。換言之，他認為所有經驗

到的都是他自己，如此，他確立了「我」或「自我」。

這也都是怎樣對「感受」（vedanā）的執取生起，以及

如何將感受認作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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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想」（saññā）的執取基本也是同樣的方式。

當一個人感知一個對象，他覺得是他在感知。因此他

說：「我感知它；我標記它；我記憶它；我可以從心裡

想起它。」這是一個人如何執取「想」，將它確立為

「我」或「自我」。

行（sankhāra）（或「意志」）決定我們的身心行

為。雖然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是意志的條件所控制，但一

個人還是會認為他才是造作行為者。因此他說：「我在

坐；我在站；我在思維；我在猜測；我在發怒；我被

它吸引；我不信；我愚蠢；我聰明；我相信；我有悲

心。」顯示他把所有這些心裡現象都視為「自我」。[21]

這是如何對「行」產生的執取。

當一個人看到一個對象，他立刻認知它。他會說：

「我認識它。」因此，「我」的觀念生起。他說：「我

看到它；我聽到它；我嚐到它；我嗅到它；我觸碰它；

我認識它。」因此他把自己等同於「真我」或「自

我」。這是如何對「心識」（viññāna）產生執取。

upādāna是「執取」；執取的目標對象是「取蘊」

（upādānakkhandha）。「這是我；這是我所有」的觀

念屬於「取蘊」。當一個人進入一家商店，看到各類衣

服及鞋子，一個想穿著它們的欲念在心裡生起。然後他

幻想自己穿著它們。在那一刻他以為自己擁有它們。渴

愛（tanhā）於他生起。那一刻當他想著自己擁有所渴

求的東西並感到快樂，我們必須知道這是「渴愛」正在

產生。所以「渴愛」會強化「執取」。

「色蘊」是從頭到腳指的整個物質身體。執取與身

體的任何一個部份都有關。只要你們拉某個人的頭髮，

他立刻會反抗說：「不要拉我的頭髮，而且會因為頭髮

被拉扯表示感到冒犯。因為他認為那是屬於他的。」他

如此地想著：「這頭髮是我的。[22]它代表我。」所有形

成其身體的物質都是他的。這是對色蘊（物質）的執

取。

執取「我」的概念

那些從來沒有禪修經驗的人，不解名法（nāma）

及色法（rūpa）的性質，認為這個人身是真實存在的實

體並稱之為「我」（atta）或自我。就算是那些曾經修

習毗婆舍那禪法（vipassanā）的人，也有許多不能夠辨

別名法和色法。他們因此認為，有一個活著的物質或靈

魂住在肉體裡面。這是對於「我」的執取。他不能夠與

它分離。縱使是已經知道名法和色法是無常的人，我們

必須承認，雖然他們明瞭所謂自我是對名色法的擬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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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如果發現他們有類似與「我」分離的狀況，這

種分離並不是從親身的確信而建立的，而是從因為接受

傳統教法所生起的。這是常識，而還不是顯示名色法實

相的毗婆舍那（內觀）。

如果一位禪修者能夠修習毗婆舍那，這一個能夠揭

示身心現象的真實生滅性質的禪法，自我便無法出現。

不過， [23]如果他不能證得聖道，自我還是會重現。自

我的概念只會在證得須陀洹道（sotāpatti；翻譯為「入

流」，即「初果」）時才能夠徹底消除。

有一種說法指出，如果一個人想要修習禪法，他

必須要除去我的概念。我不認為這是可行的。如果自

我的概念已經去除，那麼那個人已經成為了須陀洹。 

因此，這種說法等同於說一個人可以不透過毗婆舍那禪

法而成為須陀洹。但事實上，只有透過毗婆舍那，才能

夠超脫自我。佛經說明，唯有透過辨別名法和色法的真

實性（實相）才能夠達至「見清淨」。執取自我是不符

合「法」（dhamma）的。我堅持這種不符是不會在真

正敬奉佛陀教法之間流行的。佛教徒若沒有這種不符，

那麼毗婆舍那禪法便可以落實修習了。

在佛陀的時代，對於自我的概念有強烈見解的人

們親近佛陀，聆聽他說的法。當他們聽到佛法之後，

便完全解脫於我見並得證「道」與「果」。顯示他們

並不是在親近佛陀之前已捨棄我見。[24]而是當他們聽

到「法」，在那時候他們才證見法的智慧光芒並證得

「道」。

去除「自我」（Atta）

已經學到了一些關於名法、色法、無常、苦及無我

等根本教義的人，應當修習毗婆舍那禪法。這包括按照

「念住」（satipatthāna）有關確立覺知的方法教導，標

記觀照六根門所顯現的變化不停的名法和色法。標記觀

照眼睛所見到的現象；標記觀照耳朵所聽到的現象；標

記觀照鼻子所嗅到的現象；標記觀照舌頭所嚐到的現

象；標記觀照身體所接觸的現象；標記觀照意識所思維

的現象；隨著你們所取得的進度深淺，你們將會知悉一

切被知悉的現象。

當一個禪修者修習「念住」（覺知），其專注力將

會強化，他的心會被淨化。然後他將能夠分辨名法，即

那個能知的心識，以及色法，所知的物質身體。接著他

會證悟並沒有所謂真我或自我這個東西。反覆的標記觀

照將引導他趣向了解名法和色法因果緣起關係的智慧。

最後，自我的概念將會徹底被破除[25]。在修習「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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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可能會猜想自我是否曾經在過去存在，是否於

現在存在及是否在未來存在。在修習毗婆舍那後，所有

這類懷疑將會解決，因為從現象的真實性得到明瞭。

當禪修者繼續標記觀照，他可能會發現所知的感官

對象以及能知的心識一起消失。它們全部都是無常的。

它們自生自滅。凡是無常的皆是苦。沒有事情是實在

的。那麼，還有甚麼可以執取為「我」或「我的」？所

有現象均是浮動的，當下生起，當下滅去。透過觀照這

些現象，一個人便能夠確信地去除自我。

自我可以透過標記觀照消除

某些人可能認為僅僅標記觀照名色法的生滅是不足

夠的。他們比較喜歡更詳細地推想名色法或現象是甚

麼。這些推論並不是透過實際修行而親身獲得的智慧，

只是道聽塗說或書本知識。這種知識是推想，不是直

觀。我們在此並不著重推想而是內觀智慧，它只可以

透過實際修持而獲得。[26]當你親身觀察人們進出一個大

門，你將會察覺他們的離去及到來，你不需要依靠別人

的二手資料才知道他們進出大門。同樣地，如果你自己

觀察和標記觀照六根門，眼門、耳門等等，你將會實際

地看到名法和色法是怎樣生起和滅去的，不用靠什麼推

考憶想。

用另一個例子。放一個鏡子在路旁，所有行人及車

輛的真實相貌將會在鏡子裡面反映出來。如果你標記及

觀照它們，你將會如實地看到它們。同樣地，如果你以

覺知觀照及標記六根門所出現的一切現象，你將會察覺

感官對象生起（它們都沒有心識），而能知的心（擁有

心識的主體）持續地識知這些生起的現象。然後能知與

所知兩者消失。接著這個過程更新。禪修者將會證知名

法和色法現象生起和滅去。心識和物質身體究竟是不永

恆的。它們是無常的、是苦的以及是沒有實體的。

當你標記觀照名法和色法的操作，你將會知道它們

的真實性。在知道它們的真實性後，[27]還有甚麼需要推

想或考慮的呢？因此，不依靠實際標記觀照名法和色法

的生起滅去，而單靠推想它們，這並不是事物的真實

性。當你面對面地見到它們，還會爭辯它們的存在嗎？

如果一個人僅僅反覆讀誦「生起」、「滅去」，沒有標

記觀照整個實在的發生過程，這是沒有意思的。透過這

種推想或讀誦所取得的智慧並不是發自內裡，僅是從書

本所得的二手資料。

因此，毗婆舍那禪法的精髓是親身標記觀照所有生

起的現象。若你反思它們，專注力是不會確立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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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你不能夠獲得心清淨。當你推想及思考名、色

法的哲學，如果你與真理相符，這是很好；但如果你被

錯誤的見解所誤導，你將會迷失。譬如說，你可能推考

「無常」為「常」，或者「無實體」為「有實體」。這

樣的話，「我見」便會產生。

我會建議初學毗婆舍那的禪修者，在現象生起的時

候標記觀照它們。當一個人行走，他提起腳，推移它並

放下它。標記每一個提起、推移和放下腳的過程。初學

者也許不能夠在最初分辨每一個過程。[28]但後來當專注

力增強，他不僅會能夠標記觀照每一個過程，還能認知

它的心。當他提起腳，所提起的腳是心識所觀照的對象

（所緣）。當他的定力（samādhi）或專注力變強，他

將會清楚察覺這些所知的對象是一回事，而觀照的能知

心是另一回事。所知的對象是色法，而能知的主體是心

識。同樣地，當他屈伸他的腳，他將會證知「彎曲」是

一個現象，而「知道」（腳彎曲）是另一個現象。如

此，名法可以清楚地與色法分別之。每一個他做的動

作，他將能夠辨識「移動」的現象與「知道」的現象

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整個生存的概念，是依靠能知的

名法及所知的色法。這裡沒有實體，沒有個體，沒有存

在的實質。名法和色法於極短的時間出現然後消失，

接著在下一刻再次出現。這種體悟是「名色分別智」

（nāmarūpa-paricchedañāna），辨別色法和名法的智

慧。

有的人可能問，單憑獲得此智慧能否達致自我的捨

棄。我早前曾經談論到這一點。縱然一位禪修者感到確

信無常、[29]苦和無我的真理，如果他在證得聖道之前中

斷了禪修，自我的執取還是可能生起的。執取的消失只

會在「名色分別智」以上的一連串智慧得到確立後，當

「道智」成熟才發生。

較早前我談到與五蘊相關的，建基於渴愛和邪見的

執取。我們執取看到的物質，是因為那個視物令人愉

快，催使我們產生對自我的執取。這是對「色蘊」的執

取。同樣地我們執取「受蘊」、「想蘊」、「行蘊」和

「識蘊」。把執取的原理應用在所有現象發生的根門，

我們將會達致一個結論，就是所有名法和色法構成「取

蘊」（upādānakkhandha），為我們帶來一個沉重的負

擔。

負擔有多重？

小心地想清楚，你將體會到這個負擔有多麼的重。

當一個人在其母親的子宮內成長，屬於他的五蘊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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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照顧。母親給予他一切所需的保護，讓他可以安全

地出生，獲得良好發展並長大成人。她（母親）需要在

飲食以及睡眠等等日常生活事務上，處處小心翼翼。如

果母親恰巧是一位佛教徒，她會為準備出生的孩子作諸

善業。

最後孩子出生，他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由母親及

其他年長的人照顧。他需要母親餵哺母乳、洗澡、清潔

和穿衣。也需要人攜帶才可以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

方。照顧和扶養這一個小小的五蘊負擔，便需要最少兩

三個人了。順帶一提，讓我告訴你們兒女從小到大被父

母及親友養育及栽培，到底虧欠了她們多少的恩惠。不

懂得感恩的下一代說他們的出生，是因為父母的不自

制。這是多麼邪惡的想法喔！這個生存負擔的真正起因

並不是父母，而是業力（kamma）。業力因為心裡的煩

惱（kilesā）之火而熾然，因此才會在這個人世間產生

了五蘊的重擔。父母的因素只是附帶的。如果人沒有父

母，那些深種惡業和煩惱的人，將會步入四惡道中。

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他需要照顧自己，每天吃兩三

頓飯。如果他喜歡好的食物，他需要特別努力去獲得

它。他需要把自己弄乾淨、[31]自己沐浴、清潔廁所、穿

著衣服等。要保持身體健康，他需要每天運動、坐、

站、屈、伸、行走等等。每一樣都要自己做。當他感到

熱，他會使自己涼爽；如果覺得冷，他會使自己溫暖。

他需要很小心地讓自己身體健康。走路時確保不會絆

倒。旅遊時確保不會遇到危險。雖然處處小心，他有時

候可能會病倒，需要接受治療。照料其五蘊（身心現

象）的安康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一個眾生最大的負擔就是為自己謀生。就人類而

言，有些人需要從十二、十三歲開始工作幹活，因為這

個理由，他們需要受教育。一些人只能夠得到小學的教

育，因此他們僅僅能夠當傭人。那些得到良好教育的人

較為佔優勢，能夠受雇於較高的職位，但他們需要從早

到晚不間斷地工作。

過去生曾造作善業的人，再投生此世之後並不感到

有負擔。一個很有福報的人，從小就被父母餵養、著衣

及在長大後給予最好的教育[32]。縱然他成人了，他們還

繼續給予他一切支持，讓他成為一個有地位的人，可以

滿足其欲望及需求。這一個有福的人可能不知道生命的

負擔到底有多重。

那些過去生中善業不足的人是永遠不能體會富裕

的。作為兒童，他們只知道飢餓，不能夠吃他們喜歡吃

的東西，或穿著他們想穿著的衣服。到他們長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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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能僅僅保著自己的身心，有的連每天所需要吃的飯

量也不夠。有的需要很早起來樁米。有的沒有米，要從

鄰居賒借度日。如果你們想更清楚知道這種生活，到貧

民窟親身實地調查便明瞭了。

緬甸是一個土地肥沃的國家，所以環境不至於像某

些國家那樣不能種植稻米。穀物可以儲存，並在有需要

的時候派發。由於人類的文明，長久以來食物的問題並

不大，但在動物世界，尋找食物是一個大問題。對草食

動物而言，當青草和蔬菜數量豐富，一般不會有甚麼困

難，但在水源缺乏和寸草不生之地，可憐的動物在尋找

食物方面是一個沉重的負擔[33]。對肉食動物而言，情況

則不同。牠們捕獵較弱的動物，殺死牠們作為食物。在

林野的世界，弱肉強食的法則當道，生命實在是可悲

的。強者永遠只想到殺害弱者，這是不善的。一隻動物

企圖殺害其他動物，牠本身也就可能被殺。牠死亡的時

候是懷著不善的心（akusala citta），這是為嗔恨所纏縛

的邪惡之心，促使牠在來生墮入惡道裡頭。由於牠的死

亡充滿不善的嗔恨和敵意的心念，牠哪有可能求生到較

美好的世間呢？肯定的，牠會被拉進惡道裡面。因此佛

陀說，當一個眾生投生到畜生界，以後將會很難再次轉

生到人界。這些全部都顯示在覓食時，五蘊和合的眾生

所背負的沉重負擔。

我們看到勉強維持生活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有一些

善良的人修習「正命」。他們從事農業或貿易，或從事

商業管理或行政，一般而言，這些工作都被視為不會

傷害到別人的正當職業。這類人不會在此生他世遇到

痛苦（dukkha），生命的負擔也不會太過沉重。然而，
[34]一個人應當懼怕以不誠實和不公平的手法營生。希望

偷懶而快速賺錢的投機主義者，他們對於透過骯髒手法

奪取別人財物是不知羞恥的。為了自己自私的目標，他

們不惜殺害生命、偷盜或欺詐。當誠實的人以血汗換取

每天幾塊錢的薪金，盜賊卻以欺詐或類似的手法騙取每

天幾百及幾千元。他們不會對於謀殺、搶劫、掠奪、盜

竊、欺詐或盜用以獲得財富而感到遲疑。這是透過犯

罪手法賺取一個人的生活。罪行是不會在此時此刻受

到報應，而是在日後。惡業會產生惡果，摩訶目犍連

（Moggallāna）所述的有關於其他空間鬼神之事可以證

明。

骨頭鬼

在佛陀的時代，摩訶目犍連尊者和勒叉那尊者

（Lakkhana）在王舍城北面的鷲峰山。有一天，兩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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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城中托缽。在路途上，較年長的目犍連尊者，透過

天眼看到一隻全身以骨頭組成的餓鬼。該餓鬼因為烏

鴉、鳶及禿鷹群起啖食他黏在骨格上的肉和內臟，所以

很痛苦地大叫大喊。[35]就目犍連尊者而言，因為他已經

滅除所有業力和煩惱，所以他在未來絕對不會像這隻餓

鬼一般墮在鬼道。想到這一點令目犍連尊者充滿慶喜，

並展露了微笑。在悅愉中的阿羅漢永遠不會出聲大笑

的：除非有一個非常足夠的理由，他們一般不會微笑。

勒叉那尊者目睹此現象之後，詢問這位長老為何會微

笑。長老告訴他，應當在大家集合在佛陀面前的時候詢

問這個問題。

托缽過後，兩位比丘前往佛陀所在的精舍。然後年

輕的比丘再次詢問長老微笑的因由。目犍連尊者回答

說：「當我們從山上下來，我見到一隻餓鬼在天上奔

跑，被一群烏鴉、鳶及禿鷹啖食他黏在骨格上的肉和內

臟。他很大聲地痛哭。目睹此事後，我自忖道，怎麼會

有這樣的一種生物。」

聽到這番話後，佛陀介入他們的對話，解釋這隻餓

鬼的存在。「比丘們！我的弟子已得智慧之眼。真的沒

錯，他們曾睹見這種眾生，讓事實證明他們的存在。過

去久遠之前，在菩提樹下證成正等正覺的時候，我也

目睹他們。[36]但我並沒有告訴你們關於此事，因為可能

會有不信者懷疑此一事實。他們的疑惑會產生不善法

（akusala dhamma），為他們帶來不善的果報。因此我

不曾就此說過任何的話。事實上，目犍連尊者所遇到的

餓鬼，其前世的某一生曾是屠夫。因為這個不善法，他

墮進地獄數百萬年。其惡業果報的餘孼仍然存在並繼續

懲罰他。所以他於現世生為一隻全身骨頭的餓鬼。」

佛陀提到智慧之眼。由此可以推斷，一般人是

不可能見到這類眾生的。只有透過證得神通智慧

（abhiññā）的聖者才可以看到他們。今日的科學不能

證明他們的存在。但缺乏科學證明並不表示可以認定他

們是不存在的。

佛陀不曾提及他所見到的餓鬼的任何事，恐怕懷疑

者產生惡念，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些念頭會導致不善

業。因此只有目犍連尊者有這種地位，為餓鬼的真實存

在提供支持證明。他讓其弟子們知道此事。若因缺乏物

事證據而導致的批評和爭論當會引起疑惑，[37]這樣只會

造作出導向惡道的不善法。 

關於此個案，我想強調的是這隻餓鬼作為屠夫時，

曾殺害眾多牛隻，只為了供給這個五蘊所成的身體食物

和皮衣。然而，他需要為此而付出代價，於地獄受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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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的苦。縱然他從此痛苦中解放，他仍然被一群烏

鴉、鳶及禿鷹所折騰，這是由於其惡業的餘緒仍然在影

響他。其五蘊的負擔有多沉重當可想而知。

血肉鬼

又一次，目犍連尊者遇到一隻餓鬼，全身都是血

肉。他也是被一群烏鴉、鳶及禿鷹所折騰，啖食他的身

體。他四處奔走痛哭。勒叉那尊者再次於佛陀的面前，

詢問長老關於此事，他重覆解釋說餓鬼界的存在，就如

同早前的個案一般。佛陀說這一隻血肉鬼在過去某一生

中，曾經是王舍城的一位屠夫。因此他墮入地獄數百萬

年，脫離地獄後，他投生為餓鬼並繼續被烏鴉[38]、鳶及

禿鷹所折騰，這些痛苦皆因其惡業的餘緒未盡之故。

有的人可能問，為甚麼這兩隻餓鬼會不同？一隻是

骨頭，另一隻是血肉。他們所作的惡業皆相同，但他們

的命運卻有一些差別；到底是為甚麼？當死亡（cuti）

的心識生起，與一個人一生所作的善惡業相關的「業

相」（kamma nimitta）會在正臨死亡的人的「心門」

顯現。（一個普通人可能解釋這個現象為那位正在死亡

的人所見的一個徵兆。）第一位屠夫所見到的「業相」

與第二位所見的並不相同。他們的惡業無疑是相似，但

他們所見的「業相」並不同。或許前者所見只是一堆骨

頭，因為他習慣從動物的肉中抽取骨頭，並將它們堆砌

起來。這堆骨頭可能在其臨終時顯現在他的心門。所以

當他再投生為一隻餓鬼時全身皆是骨頭。至於第二位屠

夫的情況，他可能習慣收集已經除去骨頭的肉塊，因而

在死亡之際看見這種「業相」，所以死後投生成全身為

血肉的餓鬼。

多種餓鬼

目犍連尊者在不同時地遇到了不同類型的餓鬼。有

一隻是碎肉餓鬼，佛陀說這隻鬼的過去生曾是獵鷹者。
[39]還有的是無皮血漿鬼，過去是屠宰山羊和綿羊的屠

夫。接著是毛髮鬼，他的毛髮長得好像短劍，並在身體

擺動時刺傷他。業的變化是很奇怪的，這些短劍不能被

視為妖怪所造的，它們是由「惡業」所產生。烏鴉、鳶

及禿鷹折騰這些餓鬼也是惡業的結果。或許也可以將這

些短劍和惡鳥推想為魅影，它們的顯現只不過是為了懲

罰作惡者。

目犍連尊者亦見遇一隻餓鬼，身體會伸出像矛狀的

毛髮。它們會飄到空中，像雨一般掉下來。其過去生曾

經是一名獵人。又有一隻餓鬼，身體長著像箭一般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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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其過去生曾以箭虐待犯人。

他也遇見一隻患有陰囊水腫的餓鬼，它的陰囊水腫

已發展成如水壺般大。其前生是一名經常收受賄賂的奸

狡法官。他無法掩飾其羞愧處，負著這沉重的器官，[40]

為了躲避烏鴉、鳶及禿鷹攻擊而逃命。

又有一隻女餓鬼，其前生曾犯邪淫。她的身體沒有

皮膚的保護。另一隻女餓鬼則是非常醜陋。她曾是一

名神棍（nat-kadaw，緬甸本土侍奉神明者），倡導邪

見。還有其他男的或女的餓鬼，往昔曾為出家人，違反

戒律及造作不如法的事，因此他們的僧服在燃燒，所處

的寺院也在燃燒。

所有這些眾生均墮進餓鬼道中，因為當他們得人身

的時候，為了自己的身心五蘊，造作不法的行為。因

此，我們說身體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其他還有許多類

似的餓鬼故事，但我只會再多說一個關於女餓鬼的事，

她們的前生是以透過邪惡的手段謀生的。

累積財富的眾女鬼

在佛陀的時代，四名住在王舍城的女士從事米、

油、奶油、蜂蜜等買賣，她們利用虛假的秤及量度標

準，以不公平的手法做生意。她們死後轉生為餓鬼，住

在城外護城河，而她們那些仍然在世的丈夫則再度結

婚，且享受著她們留下的財富。有一晚，她們聚在一

起，[41]回想著過去的所作所為，對此刻所受的苦感到憂

傷。她們的悲泣連一般市民也聽到，市民們認為這些不

悅的聲音是某種不祥之兆。為了避邪，他們向佛陀及其

弟子供奉飲食，並訴說導致他們恐懼的原因。佛陀安慰

他們說：「各位居士！你們所聽到的不祥聲音不會對你

們構成任何危險。這些聲音是來自四隻憂愁的女餓鬼，

她們因為過去生的惡業而感召這樣的果報。她們對於這

種命運感到悲歎，在過去得人身時，她們以不法手段積

累財富，但在死後所有不法之財卻被其他人所享用，現

在只能在餓鬼道裡面受苦。」

由此證明，該四名女餓鬼在過去為人時，以不誠實

手段積累財富，以滋養她們累贅的「五蘊」。死後卻無

法實現享樂的目的。的確，這身體的負擔，真沉重啊！

背負這重擔

這個五蘊所聚合的身體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當我們

必須給它食物及衣服，我們便是背負著這個負擔。這也

是表示我們成為「色蘊」（物質現象）的奴隸。[42]吃飽

及穿暖了以後，我們一定想在身心的層面見到健康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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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這也就是成為「受蘊」的奴隸。同樣地，我們一

定想見到這個身體享受好看和好聽的東西。這又與「心

識」有關。因此，我們是在侍候「識蘊」。這三個負擔

是頗為明顯的。「色蘊」會說：「好好的給我食物。給

我想吃的東西；不然，我將會生病或弄衰自己。或者甚

至使自己死亡！」然後我們便需要嘗試侍奉它。接著

「受蘊」亦說：「給我快樂的感受；不然，我會使自己

疼痛或憂傷。甚至使自己死亡！」然後我們便追求快樂

的感受以符合它的要求。接著「識蘊」又說：「給我好

看的，給我好聽的。我想要舒適的感官對象。給我尋找

它們，不然我會使自己不高興及不愉快。甚至使自己死

亡！」然後我們便應該依循它的命令。這三種「蘊」都

好像不斷地在威脅我們。因此我們很無奈地無法違抗它

們的要求；這種順從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行蘊」[43]，意志活動的聚合是另一個負擔。生活

要求我們滿足每天的需要和渴求，為了要滿足需求，我

們便需要活動。必須要全天候工作。這一個人類活動的

循環是透過渴求所促使的意志帶動的。這些活動每天都

苛求我們，如果不滿足它們的需求，困難甚至死亡便接

踵而來。當人類無法滿足渴求，於是便犯罪。「行蘊」

給予我們的負擔是多麼的重啊！因為我們不能夠好好的

挑起這個擔子，所以變得沒有道德，作惡並換來一生的

罪名。犯罪行為多數都是我們沒有好好管理「行蘊」這

個負擔而引致的。罪犯死後，他們會墮入地獄，或轉生

為餓鬼或畜生。縱然他們再生為人，他們的惡行仍然會

如影隨形並懲罰他們。他們可能短壽、為病苦所煎熬、

貧窮下賤、饑渴所逼、孤苦無依、常處於危難險阻之

地。

「想蘊」也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因為有「想」，所

以你們可以訓練記憶力，保存知識及智慧，[44]從而分

別善惡，除去內心中由不悅的感官對象所產生的不善

心。如果不能滿足內心對於可悅感官對象的要求，它只

會作惡，對任何人都不是好事情。後悔及焦慮會因為我

們不能好好地荷起「想蘊」這個負擔而產生。

因為這些種種的理由，佛說「五蘊」是一個沉重的

負擔。我們帶著此「五蘊」重擔，不僅是一陣子，也不

是一分鐘、一小時、一日、一年、一生、一個世界的成

壞（一大劫）或一阿僧祇劫。我們在輪迴的洪流裡面一

直帶著這個重擔。它是無窮盡的，沒有開始，也不知道

何時終結。要停止它，只可以透過徹底消除煩惱，證入

「阿羅漢道」，即是聖者之道。縱然成為阿羅漢，在他

證取（無餘）涅槃之前，還必須要忍受此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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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羅漢會如是思惟：

「Kīva ciram nu kho ayam dukkhabhāro 

vahitabbo’ti」（Vism Mahāṭīka）

「我們還需要背著此招致痛苦的五蘊重擔

多久？」《清淨道論大鈔》[45]

就算是一位阿羅漢，也需要照料其五蘊身體。譬如

出外托缽受食以滋養身軀、沐浴洗澡以潔淨它、大小便

利維持體內的潔淨。他需要每天透過行住坐臥四種威

儀（iriyapatha）以照料身體的健康。定時睡眠以補養精

神。這些都是他的負擔。

世間娛樂好像能夠減輕此負擔

凡夫（puthujjana）沉迷於渴愛（tanhā），因此他

們認為整個五蘊身心現象並不是難以負擔。對他們而

言，這個負擔是很輕的。當我們說它是沉重，他們可能

認為我們在貶低它，因為他們覺得「蘊」讓他們可以享

受生命。可以看到美麗的景象、聽到甜蜜的聲音、吃到

百味的食物、嗅到芬芳的香味、觸到悅意的感覺，以及

認知美好的東西。受到「渴愛」的影響，生命被視為無

可責難的。因為沉醉於愉快的感官對象，一個人便覺得

負擔是很輕的。

如果一個男人很愛他的妻子，縱然鄰居發現這位妻

子的一些過錯，他還是會充耳不聞。因為就他所知，他

的妻子一直對他很好，[46]她的行為可以說是無可挑剔。

因此他不相信其他人所說有關於她的過錯。同樣的，一

個渴求滿足五蘊的人，是不會接受它是沉重負擔的批

評。

覺察負擔的沉重

當一個人年紀大了，不能隨自己意願地走動，不能

夠肆意地吃他喜歡吃的食物，不能夠按照他的需要而有

足夠的睡眠，以及不能夠滿足他個人的欲望，他便會確

信他的「蘊」是沉重的。當他病倒了，他會更堅定地相

信；當他和眷屬們遇到各樣的挑戰與磨難，他對於此沉

重負擔的覺悟便圓滿。

一位阿羅漢已經除滅了欲望，所以他再沒有必要觀

照這個負擔。看透負擔的智慧很自然地向他呈現。讓我

重複那個很愛妻子的男人的故事。最初他想著其妻子是

無可挑剔的。接著他發現她不忠及密謀侵害他，當他覺

悟到真實的情況，他不需要由其他人來警告他將會大禍

臨頭。類似地，一位阿羅漢不需要被他人警告他帶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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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有多重，他只需要思惟還需要帶著它多久。[47]

搬運工人所背的貨物無疑是非常重，但他只帶著它

一陣子。當他感到貨物過重會傷及背部，他會立刻放下

它並感到釋然。但是，我們卻要生生世世背著此「五

蘊」負擔，在輪迴中毫不間斷。要從我們的肩膀上拿下

它，只有當我們消除所有煩惱成為阿羅漢，在證入（無

餘）涅槃後才能夠徹底地做到。因此，佛陀說最重的負

擔便是「五取蘊」。

誰背著此負擔？ 

Katamo ca bhikkhave bhārahāro? 

Puggalotissa vacanīyam. Yvāyam āyasmā 

evam nāmo evam gotto; ayam vuccati, 

bhikkhave, bhārahāro. 

諸比丘!以何為擔者耶?應名為士夫（補特

迦羅），有如是名，如是姓，是具壽。諸

比丘，此名為擔者。

這段文字所指的擔運者（即「擔者」）是補特迦羅

（puggala），即一位「眾生」，他的名字可以是「帝

薩」（Tissa）或「達他」（Datta），是來自「堪哈亞

那」（Kanhāyana）或「瓦查亞那」（Vacchāyana）

的族裔 3。對緬甸人來說，他就好像名叫「茂彪」

（Maung Phyu）[48]或「瑪飄」（Ma Phyu），「茂辛」

（Maung Sein）或「瑪辛」（Ma Sein）。像「大迦葉

波」（Mahākassapa）、「堪哈亞那」和「宮丹那」

（Kondañña），這些都是姓氏。在緬甸人的家庭，很

少有姓氏。

佛陀的話使用了「āyasmā」，一般是指「僧人」，

但佛陀在這裡表示所有眾生，包括在家人甚至餓鬼，因

為他們全部都背著五蘊的負擔。一般言之，所有個人都

背著這個負擔。

因為五蘊被推定為負擔，而眾生則是擔運者，問

題是兩者是否分開的。那些相信有「自我」的人，推

想佛陀承認「補特迦羅」（眾生）、「有情」（satta）

及「自我」（a t t a），因此認為「眾生」是一，而

「五蘊」是二，兩者是分開的。這一個推論顯示他們

對於「自我」的執取。佛陀的教導是關於「無我」

（anatta）的，猶如日光般明晰。如果佛陀的教法是講

「自我」，那麼便與在他之前的思想潮流無別，這樣的

 3  文中的意思類似中國的「張三」或「李四」，表示印度常見的人物姓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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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佛教根本沒有必要成立。在佛教以外，有的人相

信「五蘊」構成了「自我」。另一種思想則認為「五

蘊」不是「自我」，「自我」是以另外的一種物質個體

存在於別的地方4。然而，[49]佛教是否定「自我」的存

在，不論它是否與「五蘊」分開。不過，為了遷就世俗

的慣例，佛陀會使用「眾生」或「有情」。也有的情

況，他使用「我」（atta）和「他」（para）的文法涵

義，分辨個別的東西。譬如說，「Attā hi attano nātho, 

ko hi nātho paro siyā」（人只能以自己作依怙，焉有他

人能作依怙。），這裡的「自己」（我）並不是指本

體上的「自我」，只是表示世俗名稱上的「我」。還

有別的有關「自我」的使用例子，是作為代名詞，例

如「Attānameva pathamam, patirūpe nivesaye」（讓他首

先確立甚麼是正確的）。也有其他的用法，譬如「atta 

saranā」（以我皈依）及「anañña saranā」（除了自己

沒有可以皈依的），「atta」和 「anañña」都是用作代

名詞。

按佛陀所說，人分四類：一、自利不利他；二、自

利兼利他；三、不自利不利他；四、不自利但利他；

 4  即「諸蘊是我」及「諸蘊非我」兩種思想。

當中採用了「attahita」（自利）和「parahita」（利

他）的字眼。在此所使用的「atta」不是指本體的「自

我」，只是世俗名稱上的「自我」。[50]

文法上的涵義引申了誤會，因此邪見生起。在《論

事》（Kathāvatthu）及《相應部．蘊品．阿那律經》均

說明這一點。

「阿那律！你認為怎樣：色是眾生嗎？」 

「不，色不是眾生，世尊。」 

「那麼受、想、識是眾生嗎？」 

「不，世尊。它們不是眾生。」

這個對答說明了沒有東西能夠被稱為個體或眾生，

不論是與五蘊相關與否。在此經典，佛陀明確地聲明，

他的教法是關於「苦」（dukkha），以及解脫於從五蘊

所生的「苦」，他不教導有永恆的「補特迦羅」（眾

生）、「有情」或「自我」。

金剛比丘尼對魔羅提問的回覆

魔羅問：「誰創造眾生？創造主在哪兒？ 

生物從何生起？他在哪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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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是阿羅漢的長老比丘尼金剛回

覆如下：

魔羅，你認為甚麼才是一位眾生？你認為

怎樣才是或不是邪見？一般人認為的所謂

眾生[51]，只是一堆不停變化的「五蘊」，

亦稱作「行」（有為法）。你不能夠在諸

行之中找到眾生。

我現在給你一個例子。當車輪、車軸及其

他附件組合，該組成物被稱為「車子」。

同樣地，當「五蘊」色、受、想、行及識

聚合一起，這個組成物被稱為「眾生」。

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眾生，只有諸苦的

生、住、異、滅。除了諸苦，並沒有任何

東西存在；除了諸苦的消逝，再沒有其他

了。

當我們說某人出生，這裡所指的某人並不是眾生，

而是指「五蘊」所固有的苦。說某人住世，也不是在說

一個眾生，而是一堆苦。同樣地，所謂滅去，也是一堆

「五蘊」所固有的苦。因此，當《負擔經》說擔運者帶

著這個負擔，是一個眾生，這句話僅是為了隨順世俗的

使用法。「眾生」這個詞彙意思是五蘊，但這並不是說

「五蘊」外有一個眾生。[52]

補特伽羅只是一個名字

當一個物件被認識（被給予名字），這是概念法

（paññatta）。補特伽羅（眾生）眾生僅是作為詞彙使

用。它只是一個名稱。為了讓事物得到明瞭，我們需要

回到「概念」的使用上。如果我們說「蘊」這個負擔是

被「蘊」所擔載，就會變得很難以理解，很少人會明白

它所表達的意思。

概念法及究竟法

在佛陀的教法裡面，有兩種指導的方法，分別

是究竟法的教示（paramattha desanā）和概念法的

教示（paññatta desanā）。眾生（puggala）、有情

（satta）、男人、女人、國王、智者、天人（deva）、

凡人（manussa）等等，這些全部都是俗諦（sammuti 

sacca）或概念法。無常（anicca）、苦（dukkha）、

無我（anatta）、蘊（khandha）、處（āyatana）、界

（dhātu）、諦（sacca）、念住（satipatthān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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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究竟法（或稱為「真實法」）。5有的人可以透

過以概念法的指導而見到佛法之光，也有人是透過究竟

法而覺悟的。一名懂得多種語言的教授，對著英國、印

度及緬甸的學生，[53]能夠分別以英語、印度語及緬語講

授課堂內容。佛陀大致也一樣，採取我剛才所說的兩種

方法進行教導。

這裡有八個原因，解釋為甚麼佛陀使用世俗名稱，

以及使用概念法進行教導：（一）闡述慚（hirī）及愧

（ottappa），阻止造惡；（二）顯示眾生他們所擁有的

只有「業」；（三）描述眾生所作的特出行為；（四）

解釋極重惡業的無間斷性和無可補償性；（五）勸勉

 5  此 段 根 據 緬 文 本 修 正 英 譯 本 的 內 容， 英 譯 此 處 作：「the former 
being concerned with abstract knowledge while the latter with ordinary 
or conventional knowledge appealing to perception by which objects are 
known by their names. When we discuss about anicca, impermanence, 
dukkha, property of primary substances, sacca, truth, satipatthana, 
establishment of mindfulness, and ayatana, sense-spheres, we are concerned 
with abstract subjects. When we talk about men, women, devas, brahmins, 
etc., we are concerned with everyday subjects that one mentions by name.」
中譯意思是：「前者是關於抽象的知識，後者則是關於平常或世俗的

知識，這是指感官注意到事物，透過其名稱而認識它們。當我們討論

無常、苦、諦、念住及處，我們所著重的是抽象的主題。當我們談到

男人、女人、天神、梵天等等，我們是著重於日常的主題，人們透過

名稱談論它們。」由於英譯本提及的「抽象知識」，是緬文本所無，而

且應屬於概念法的範疇，例如一般哲學及藝術概念便屬於這一類，因

此中譯不採納。

修習「梵住」（Brahmavihāra），對一切眾生散發善

心；（六）揭示宿命智（pubbenivāsana ñāna）的本質；

（七）解釋施清淨（dakkhināvisuddhi）及（八）遵從

當時的語言規範。

舉列而言：

（一）如果我們說「蘊」感到慚愧，這個詞彙的意

思便很難被人理解；但如果我們說某個女孩感到慚愧，

那麼每一個人都會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所以，當佛陀想

要強調對慚愧的培養以防止作惡，他使用平常的說法。

（二）如果我們說「蘊」只有「業」為其所有，

這句話的意思也會變得迷糊。[54]但如果我們說眾生造作

善業或惡業而導致善果或惡果6，因此這些業是他們自

己所有的，那麼該眾生的業便可以被明瞭。為了說明

「業」這個詞彙，佛陀使用當時語言中使用的名稱。

（三）如果我們說「蘊」建造房子或寺院，意思將

會不清楚。但如果我們說給孤獨長者（Anāthapindika）

建造了祇園精舍，以名字提及他，那麼意思便會很清楚

 6  此段根據緬文本修正英譯本的內容，英譯此處作：「But when we say 
that individuals commit good or evil deeds which result in good or evil 
kammas.」中譯是：「但如果我們說眾生犯善行或惡行而產生善業或惡

業。」行為（deeds）及業（kamma）意思是相通的。因此，中譯根據

緬本修正為造作善業或惡業而導致善果或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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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因此，佛陀使用眾生的名字。

（四）如果「蘊」殺害其父母，沒有人將會明瞭

這是甚麼意思。但如果我們說兒子殺害母親或阿闍世

王（Ajātasattu）殺害其父頻婆娑羅（Bimbisāra）。

惡業在其臨命終時將抓住這些弒父殺母者。這種惡業

被稱為無法補償，其性質是最重的惡業，稱為無間業

（anantariya），其果報是無有止息的。為了解釋這一

類佛法，佛陀使用了常用語言。

阿闍世王因為殺害其父而被無間業所纏縛。縱然

他有機會聽到佛陀的教法，他無法於佛法中覺醒。[55]

殺害父親成為了他證道的障礙，因此被視為「道難」

（maggantarāya），證「道」的障難。他於死後直墮惡

道，於銅鍋地獄（Lohakumbhī）受苦，失去上升天界

的機會。所以他亦被視為「天難」（saggantarāya），

升天的障難。

（五）如果我們說「蘊」祝願其他「蘊」長壽和

快樂，一般人可能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因此我們

會說僧人及在家人祝願其他僧人及在家人快樂，解脫

人生種種苦惱。佛陀教導他的弟子們修習「四梵住」

（Brahmavihāra），即練習慈、悲、喜及捨的素質。

確立這四項練習被稱為「梵住」。佛陀在教授這類禪

法的時候是使用概念法的教示（paññatta desanā）。在

此，有些不明瞭佛陀教學方法的人，以為究竟法的教

示（paramattha desanā）是比較好的，因此，他們把善

念散播給「蘊」而不是眾生。這裡必須要謹記，在修

習「梵住」的時候不只是使用普遍性的詞彙，像「一

切眾生」（sabbe sattā）；當中也使用特定的詞彙，如

「所有雄性」（sabbe purisā）或「所有雌性」（sabbā 

itthiyo）等等。在傳送慈愛給他人的時候，禪修者需要

引導心識投向被祝福者，視他們為眾生，而不是投向他

們的名法（心理現象）或色法（物質現象）。名色法

不是概念，[56]它們呈現時就好像磚塊和石頭；如果這樣

做，怎能推動人向無生命的東西散播慈愛呢？所以，通

常當我們修習梵住的時候，必須識別心識所投向的對象

是眾生。

（六）如果我們說外在的「蘊」可以憶起他們的過

去，沒有人會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因此我們說佛陀憶起

這個，或某阿羅漢憶起那個。當佛陀使用宿命智，講述

過去發生的事情，他使用概念法的教示。

（七）如果我們說供養「蘊」，意思便顯得模糊。

一個「蘊」給另一個「蘊」食物。一個「蘊」給另一個

「蘊」袈裟。「蘊」怎樣給予及接受事物呢？哪一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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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得到布施的利益，哪一組沒有利益？哪一組是善

及哪一組是惡呢？如果使用這些離開概念的思惟，混淆

必定發生。因此佛陀在提及施者與受施者的時候使用

「眾生」。

供養的淨化

在此，讓我告訴諸位有關供養的淨化，分為如下四

類：[57]

（一）當一個持戒的人給予不持戒的人供養，施者

能得利益。此供養是清淨的。

（二）當一個不持戒的人給予持戒的人供養，從受

施者的角度而言，此供養仍然是清淨的。因此施者同樣

能得利益，而且利益更大。

（三）當施者和受施者均不持戒（無道德），此供

養是不清淨的；這個布施行為沒有效用。縱然施者希望

回向其善行給餓鬼分享，這些餓鬼亦無法接收它，不能

夠從餓鬼道中解脫。

（四）當施者和受施者均持戒，此供養是清淨的，

而且從這類布施所累積的利益是最高等的。

供養可以再詳細分為「對個人的供養」和「對僧團

的供養」。

對個人的供養  

按照十四類可以布施的個人對象，可以分為十四類

供養，分別是：[58]

1. 佛陀；

2. 辟支佛（或緣覺）；

3. 阿羅漢；

4. 阿羅漢向；

5. 阿那含（不還）；

6. 阿那含向；

7. 斯陀含（一來）；

8. 斯陀含向；

9. 須陀洹（入流）；

10. 須陀洹向（就此，所有信奉佛教的人都可以被

視為努力趣向須陀洹的人；所以在這個類別，包括所有

剛開始皈依佛法僧的人，乃至將證入聖道者。這是按照

註疏所說。）；

11. 證得神通（abhiññā）的人，縱使他生在佛陀教

法時期之外；

12. 有道德的人（持戒者），縱使他生在佛陀教法

時期之外；

BAL0091-內文.indd   50-51 2015/4/20   下午 04:25:26



52 53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第一部分

13. 無道德的人（不持戒者）；

14. 動物[59]

對個人的供養所累積的利益 

1.供養動物能累積百倍利益；

2.供養不持戒者能累積千倍利益；

3.供養持戒者，縱使他們生在佛陀教法時期之外，

可於千生獲得千倍利益；

4.供養證得神通（abhiññā）的人，縱使他們生在佛

陀教法時期之外，可於十兆生中獲得利益。

5.供養有潛在能力證得須陀洹果的人，能於無量世

中獲得利益。這些供養可以按照受施者的等級而分類，

所得的利益按照等級增長。譬如說，供養受持五戒者，

比較供養只受三皈依者獲得更大的利益。

以下的受施者是按照他們所生起的利益等級排列：

1. 受持八關齋戒的人；

2. 受持十戒的人；[60]

3. 修習奢摩他（禪定）的人；

4. 修習毗婆舍那（慧觀）的人；

5. 持戒的在家人；

6. 持戒的出家人；

7. 精勤及系統地修習奢摩他及毗婆舍那的出家人；

8. 證得毗婆舍那智的人，按照其所證得之階位不

等；

9. 趣向須陀洹果的人，如此類推。

理論而言，如果一個人供養一位踏進聖道的禪修

者將會獲得最高的利益。但由於證入聖道的一刻是

非常短促，要特別在那一刻作出供養以獲得最高的利

益是不可行的。然而，可以透過供養「善的凡夫」

（kalyāna puthujjana）獲取最高的利益；這位「善的

凡夫」是指證得第九個毗婆舍那階智―「行捨智」

（sankhārupekkhāñāna）的人，達到這一階智的人，對

於世間所有事物已確立平等心。

1.至9. 從供養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所

獲得的巨大利益可想而知。[61]此利益可以長達「阿僧祇

劫」（asankheyya，在數字後加上14個零）。

對僧團的供養

供養在僧團的佛陀和眾僧人稱為對僧團的布施

（sānghika dāna），分為七類：

1. 按照僧團戒律所許的內容，集體地供養食物及其

他資具給佛陀和出家二眾，所累積的利益是最高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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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次是在佛陀入大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

後，對出家二眾作出的供養。在這裡，僧團的意思是指

所有出家的男女二眾來到供養的場地，不論是否受到邀

請。

3. 第三是給予男性出家眾的供養。時至今日，施主

一般習慣延請一個寺院裡面所有的男性僧眾受食。這種

善行屬於這一類別。

4. 第四是供養女性出家眾。今日這類供養已經不

再可能，因為僧團已經沒有女性僧人（比丘尼及沙彌

尼）。[62]

5. 第五是施主透過邀請，供養來自不同寺院的特定

數目的出家二眾。基於第四項的理由，這類供養現在也

已經不可能。

6. 第六是施主透過邀請，供養特定數目的男性出家

眾。當前流行的做法是施主覲見寺院的住持，邀請特定

數目的男性出家眾前往其家中接受供養，由於受邀的僧

人代表著整個僧團，這樣施主便能夠直接表示其敬意。

在這類布施裡面，施主並沒有對任何個別的僧人或

多個僧人存在個人的目的，而是對著整個僧團。寺院的

住持會按照僧臘高低或抽籤而委派僧人。在這些僧眾之

中，可能會有某些人是不受施主敬仰的。雖然如此，作

為整個僧團的代表，他必須向他們所有人表示敬意。當

一個人對佛像供養花和燈，該佛像只是作為導引供養

者對佛陀的敬意。事實上[63]，他的心不在於佛像而是佛

陀。佛像只是一個導引他的心投向佛陀的物件。同樣

地，前往施主家中接受供養的僧眾只是代表，他們把施

主的心導引至在世的佛陀弟子，這些弟子才是施主真正

在供養的對象。出席接受供養的僧眾僅是作為一個表

徵，讓施主明瞭他是對組織―成為僧團的佛陀弟子們

作出施捨。因為這個重點，使得對「僧團的布施」產生

甚大的利益。

關於使用這類供養，按照戒律所容許，只有就近

的僧人可以使用它們。當一位布施者供養食物給正在

托缽的僧人時說：「Sanghassa demi」（我供養給僧

團），這是對「僧團的布施」，因為供養是打算給全

體僧眾的。然而，如果接受供養的僧人說：「Mayham 

pāpunāti」（它已經到我的手裡），這食物便變成他所

有，他可以自己使用。不過，就這種權利是有一種說法

的。當你供燈給佛像，你所供養的實際上是過去世的佛

陀。你向佛像所供養的蠟燭所散發的光芒，雖只能夠照

到附近的範圍，但是，你的善行所散發的光芒照耀四

方，無所不遍。如果這位僧人把他在托缽所得的食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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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寺院，讓寺院的所有僧眾均能獲得分享，那麼按照律

藏（vinaya，或稱「毗奈耶」）的看法，此供養是對僧

團的布施。這樣的話，對施者與受施者均是很好的。一

個人應當知道最有效地布施的方法，這是很重要的。

7. 第七是施主透過邀請，供養特定數目的女性出家

眾。女性出家人的主事者一般會決定誰接受這個邀請。

如早前所說的理由，這類供養現在已經不可能。

有關於對「僧團的布施」，佛陀曾經說：

阿難陀！我不曾說供養個人的布施較供養

僧團的布施能給予施主更大的利益。

註疏曾說明，按照律藏，供養一位被委派代表整個

僧團受食的凡夫僧，所累積的利益大於單獨供養一位聖

者食物，即使他是阿羅漢。給僧團的供養永遠是最高

的。

在佛陀想強調供養僧團的聖潔時，他是以概念法

教導的[65]，並提到受施者的名字。至今，我們已談到四

種供養的淨化、十四種對個人的供養及七種對僧團的

供養。談論這些題目的時候，不會使用「究竟法的教

示」，因此這裡從來沒有提到「蘊」或「處」。只談論

到眾生。在進行供養的行為時，這是施者與受施者值得

注意的一點。

在佈施行為中不自然的虛偽毗婆舍那7

我強調這一點只是為了提醒各位，在布施中不自然

的虛偽毗婆舍那修法是不適當的。某些人可能會認為

這樣會更好，譬如在做善事時同時修習毗婆舍那（慧

觀）。因此在供養的時候使用以下的方式：

我，只是一堆「蘊」，由名、色法組成，

今所供養的眾生，也是一堆「蘊」，這些

物品（供品）亦是一堆「蘊」，是無常、

苦、無我的。8

這種方式並不符合佛陀的教導，是不一致的。從事

布施是為了其中所引申的利益（功德）之故。它並不

是為了修習毗婆舍那。如果一個人的心識傾向於毗婆

舍那，那麼並沒有必要去供養食物。[66]他只需要獨處閒

靜修習毗婆舍那，當其專注力增強，這樣便可以為他

帶來最大的受益。他可以從中獲得「毗婆舍那善業」

 7  按緬本增入「不自然」這個形容詞。

 8  這裡所提到的方式，是指觀察（一）施者、（二）受施者及（三）布施

物品的究竟法是無常、苦及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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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ssanā kusala），從毗婆舍那所引申的利益。正規

的禪修練習，與僅僅在布施時才修一兩分鐘的毗婆舍

那，有著天淵之別的。布施的造作之所以重要，是讓一

個人累積「布施的善業」（dāna kusala），即是從供養

所引申的利益，以真誠心的態度施捨。這是為甚麼我們

常常勸告施主要對他們的善行感到欣喜。如果施主思惟

受施者的高尚品德，或思惟所施捨的物品很有用和適

當，那麼該布施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將會倍增。這種思惟

能夠導引更大的欣喜感，因此施主將享受所獲得的累積

利益。如果他思惟受施者的「蘊」（身心現象）並體驗

它們的真實本質，他將不能夠分別受施者是「有道德」

還是「沒有道德」，是「聖潔」還是「墮落」，因為觀

察「蘊」所得的特質全部都不是概念。再來，如果他思

惟所施捨的物品的「蘊」，以及體驗它們的真實本質，

那麼所有他所施與的就變得沒有價值，猶如石頭和砂

礫，施主還有甚麼可以欣慶的呢？施主無法對其「布施

的善業」感到歡欣，布施便徒勞了。[67]

有的人可能爭論說，毗婆舍那禪法較布施更為高

尚，潛心修習它比施捨物品更為有利益。確實這說法是

合理的。一旦所有關於布施事情方面的擔憂消失，那麼

將會有更多時間專注於禪修。事實上，修習布施並不是

為了練習毗婆舍那禪法，而是從布施中增長利益。如果

是這樣，那麼施主便應當思惟其施捨的行為，對此事感

到欣喜，最終獲得其利益的積累。

因此，當佛陀想教導其弟子及信眾有關供養的淨

化，他會採用「概念法的教示」，使用眾生的名稱。

（八）現在我們回到第八個原因，解釋為甚麼佛陀

使用「概念法的教示」。有誰能夠比佛陀更清楚所有存

在物都只是名、色法的生滅現象，以及所有因緣聚合的

事物都是變幻無常？在適當的場合，他是這樣教導。不

過他不曾拒絕使用世俗語言。譬如說父母、子女、男女

[68]、天神、僧人等等詞彙，這些都在日常用語中使用，

佛陀也是使用當時人們所講的語言。

世俗言語

總而言之，「眾生」的概念（puggala paññatti）是

世俗的語言。當我們說一個人是眾生、人、女人或男

人，我們是符合實際，因為所有人都接受這種描述。

一般社會的普遍意見所規範的事實，是「世俗諦」

（sammutisacca）。換言之，這是人類世俗語言所接受

的事實，因此這不是錯誤的。因為不捨棄世俗的規定，

佛陀在《負擔經》中，說明擔運者是一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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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沉重的負擔是「五蘊」，而我們視之為

「我」或「我的」，擔載著此負擔的是眾生，他是由五

蘊所組成。

不過，注意不應該構想五蘊為一個與眾生分開的個

體。這在之前已經詳細解說。

某些人可能不同意五蘊是負擔及擔運者的主張。這

樣的話，可以把負擔視為渴求快樂及健康的五蘊，而擔

運者則是不斷被勞役以體驗到該種快樂及健康的五蘊。
[69]

現在這個負擔及擔運者已經被辨識，唯一剩下要深

思的就是怎樣去除它。這將會是我下一課的主題，現在

時間到了，我們必須結束。

希望所有諦聽《負擔經》講記的人，能夠對沉重地

壓迫我們的五蘊產生厭離感，標記觀照五蘊在六根門的

生滅現象，透過這樣的觀照或修習毗婆舍那，最終達致

涅槃，捨棄一切負擔。[70]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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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mañca , bhikkhave, bhārādānam? 

Yāyam tanhā ponobhavikā 

nandīrāgasahagatā tatratatrābhinandinī, 

seyyathidam – kāmatanhā, bhavatanhā, 

vibhavatanhā. Idam vuccati, bhikkhave, 

bhārādānam.

諸比丘！以何為取擔耶？當來有渴愛而喜

貪俱行，樂著於彼彼，是謂欲愛、有愛、

非有愛者。諸比丘！以此名為取擔。

渴愛是對感官目標的渴求

「渴愛」（tanhā）是渴望或欲求。它就好像飢餓

與口渴。它渴望愉快、有益及美麗的東西。但它永遠不

會感到滿足，總是渴求它們。如果看到一個讓人愉快的

東西，它會欲求看到下一個。它喜歡聽到甜美的音樂、

嗅到芬芳的香氣、嚐到各式的美味、感受怡人的觸受、

憶想美好的對象。它從不滿足於所有迎合感官的對象，

永遠都處於巨大的渴求，消耗著一切。

當心識住在一個可意的對象上，它發展為渴愛，希

望擁有它。這種渴愛接受這個被我們稱為身體的「五

《負擔經講記》
[71][72]

這是講記的第二部份，是延續我在兩星期前所講的

內容。上次我談到「取蘊」是負擔，而眾生則是背著此

負擔的擔運者。換言之，名法和色法（身、心現象）是

負擔，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擔運者。我們每一天侍奉我

們的五蘊身體，清潔它、裝扮它、餵養它、娛樂它、教

育它等等。我們不斷地將注意力投放在它的健康。到了

現在，我希望各位都相信這個負擔有多重。

接受這負擔

現在，為什麼人們明明知道它是非常沉重的卻又背

負著它呢？誰促使人們背負著它呢？如果深入思考，便

足以知道並沒有人促使任何人背著它。這是他自己本人

按照自己甜美的意願背著它的。那些相信創造論的人，

可能會說「神」讓他背著它。如果是這樣，那些貧窮

的、患病的、殘缺的、盲的、聾的以及被壓迫的人[73]，

便有許多理由可以與造物主爭辯了。按照佛陀的教導，

沒有人把負擔加諸於我們身上。這是眾生自己喜歡去接

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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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說明它。

「渴愛」會毫不分別地吸進它所接觸到的感官對

象，如同染色的化學物會黏住被染的物料上。它把自己

附著在它們上面，不論這種取著是適當與否。它會迷戀

所有看見的、聽到的[75]、嗅到的、嚐到的或想像到的。

因此經典描述這猶如對物件感到欣喜。它永遠不會對這

種享受感到厭倦。站在那些在人生中獲得崇高身份的人

的角度看來，我們可以推知，上等的眾生不會愛好下等

眾生的生活。他們對於那種生活條件會感到無趣或厭

煩。不過，如果當他們變得窮困潦倒，他們對於新生活

還是能夠尋找到快樂。從人界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可能

會覺得蟲子或蛇的身體是很噁心或讓人討厭的。他們會

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認為，如果一個人投生在蟲子或蛇

是很污穢可厭的。但是，當業力趨使一個人投生為蟲子

或蛇，他會覺得活在動物世界是很有樂趣的。這就是

「渴愛」的所作所為，它會在任何地方尋找快樂和愉

悅。因此佛陀也曾經描述它為一種傾向，著迷於任何感

官對象，不論它們出現在那裡。在瞻波龍王及烏巴里王

后的故事中，可以證明。

蘊」[74]。對感官對象的取著是「執取」（upādāna），

它努力地使欲求得到實現。這產生「善業」及「不善

業」。在一個人瀕臨命終的時候，業（kamma）、「業

相」（kamma nimitta）及「趣相」（gati nimitta）三者

之一會出現，當它出現時，渴愛及執取生起，當一個人

以這麼強烈的執取死亡，結生識（patisandhi-citta）及

新的蘊隨之產生。9可以見到，全部眼、耳、鼻、舌、

身、意，這六種感官（六處）均涉及製造渴愛或執取。

培育渴愛即相等於接受身體的負擔。因為渴愛，執取

便得到激發，我們描述它為「執取的業」（upādāna 

kamma），它引致新的「蘊」生起。因此，我們說渴

愛會製造人死後新的存在或「有」（bhava）。關於

「有」的自性，請參閱我的《緣起講記》（Discourse 

on Paticcasamuppāda）中的第二部分，我使用了頗多的

 9  此段落按緬本作出更正，英譯本作：「As one nears death these actions 
appear as kamma nimitas, signs associated with good or evil actions done in 
the past, which point up to kamma gati, destiny guided by such actions. As 
the individuals cling to these signs, a new khandha arises after the death by 
dint of that clinging.」中譯意思是：「在一個人瀕臨命終的時候，這些

業顯現為「業相」（kamma nimitta），這是與過去所作的善或惡業相關

的徵兆，它會進一步顯現為「業趣」（kamma gati），這些業引導著命

運。當眾生繫著這些徵兆，一個新的蘊會由於此繫著的力量而在死後生

起。」由於英譯本當中將「gati nimmita」誤作「kamma gati」，並加入

一些增補內容，因此中譯沒有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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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一樣好，對於這種新生活他感到歡喜踴躍。他與那些

娛樂他的龍女混在一起了。

有一段時間他遺忘了自己最初是怎樣討厭龍的生

活。不過，作為一位菩薩，他後來感覺到需要了悟自己

的實際處境。他想出一個脫離這一世為龍而再次為人的

方法。他發現對他來說，唯一的辦法就是修習波羅密

（資糧），譬如說造作布施和持戒等的善行。於是他化

成人身，到人界進行這些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渴愛」可以對任何情況和地

方著迷。由人的角度看來，可以推知菩薩可能會對轉生

為龍感到厭惡，因為龍的身軀一般都是令人討厭的。不

過，當他被龍女們娛樂的時候，他改變了態度，並對其

新生活感到歡欣。這是「渴愛」的所作所為，促使他接

受新生為龍的沉重「五蘊」。

烏巴里王后

很久以前，阿薩迦王（K ing Assaka）在迦尸國

的華氏城執掌王位。那時候，他的王后是烏巴里

（Upari）。傳統上，國王會挑選全國最美麗的女人作

為他的王后，[78]因此，不用多說也知道王后是一位絕色

美人。國王對她溺愛非常，不幸的是，王后芳華早逝。

瞻波龍王

有一次，菩薩（即釋迦牟尼佛的過去生）投生為一

名窮人，住在瞻波河的河畔。那時候的鴦迦（Anga）

國王和摩竭陀 （Magadha）國王舉行了一場盛宴，祭祀

住在瞻波河底的瞻波龍王。[76]所有市民都前來參與節日

盛會。龍王是眾龍之王。他與隨行的侍從化為人身，出

現於大眾之中。

那位窮人菩薩，看到龍王及其侍從的榮譽。因此他

行布施，並發願在來世投生為一條龍。如其所願，他後

來轉生為龍。當他看見自己的身體，他感到很厭惡。他

想著：「我為人時所造的善行應該是帶來好的果報，讓

我可以轉生到天界才是，到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

天、兜率天、化樂天及他化自在天等六欲天。但這不會

發生了，因為我發願轉生為龍。我錯了！我情願死也不

想繼續做龍。」然後，他想自殺。

不過，當時一位名叫蘇摩娜（Sumana）的龍女在

其旁邊。她示意一班龍族的藝伎娛樂這位名字也是瞻波

的新任龍王，也就是那位菩薩。所有的龍，化成人身，

美麗非常，以歌舞伎樂娛樂著龍王。此時，這位新的瞻

波龍王，眼見現前的景象[77]，想著他的世界就如同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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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聽到後歡喜不已，立刻命令準備馬車前往花

園，抵達後，他向瑜伽士表示敬意。然後他問道：「你

是否可以告訴我王后所在之處呢？」

「是的。」瑜伽士回答說。「王后生前因為其美貌

而十分妄自尊大，終日只培育著傲慢，忘掉了造作布施

等等的善行，也不持戒11。所以死後墮落為一隻甲蟲，

現在居住於此花園的南邊。」

傲慢是與財富、家庭關係、教育、身份及外貌有關

聯的。當一個人充滿著傲慢，他會忘記對別人有善意和

尊敬，以及服務別人培養功德。佛陀在《小業分別經》

（Cūla Kamma Vibhanga Sutta）中說，傲慢經常會使充

滿它的人墮落。如果一個人懷著謙卑，他能夠在下一生

升格為貴族。在烏巴里王后的個案，我們可以推想到她

的傲慢，可能導致她不尊敬那些應該要尊敬的人，因為

這個不恰當的舉止使她轉生為低下的甲蟲。[80]

國王聽到之後，他表示不能夠相信。因此瑜伽士說

他會招那隻甲蟲出現在國王面前，並與他對話。

運用著神通，這位瑜伽士召喚了那隻甲蟲。那時候

有一對甲蟲從糞堆裡頭飛出來，一隻公的和一隻母的。

11  英譯本此處為「Sabbath」（即齋戒日），緬文本只寫「持戒」，故此按

緬文本修正。

按照宮廷的說法，她的死被描述為「生到天界」，但事

實上她沒有到達那兒，而是投生為一隻甲蟲。

國王感到萬分悲痛。他以芝麻油保存她的軀體在一

個玻璃靈柩裡，並藏在自己的床下。他拒絕進食，每天

以淚洗臉。他的士臣紛紛安慰及提醒他無常的法則，人

皆必死；但他依然悲慟飲泣整整七日，眼目不離其至愛

的遺體。

那 個 時 候 ， 我 們 的 菩 薩 生 為 一 位 擁 有 著 神 通

（abhiññā）的瑜伽士（yogi）。有一天，他（以神通）

審視世間10，他看到這位悲傷的國王，知道在世上只有

他能夠解救他的痛苦，於是他到訪了國王的花園，在那

裡他遇到了一位婆羅門侍者。他詢問他有關於國王的事

情。當他知道國王有多麼傷痛後，他建議侍者請國王來

找他，他會把王后的命運揭露出來。於是，婆羅門侍者

急忙到宮中告訴他的主人[79]：「陛下！花園裡來了一位

有神力的瑜伽士，他具有天眼，能夠告訴您王后現在轉

生為甚麼及展示她的所處之地。求您拜訪他吧。」

10  英譯本此處加入：「One day he surveyed the world to see whom he could 
liberate from human miseries by enlightening him with the dhamma.」中譯

為：「有一天，他審視世間，觀看誰可以透過佛法來得到覺悟，並從

人生的苦惱中解脫。」緬文本沒有「誰可以透過佛法．．．解脫」等字

句，故中譯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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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瑜伽士需要安排那隻母甲蟲說出自己的身

世。透過其神通，他確保以下的對話得以進行，並同時

讓國王及在場人士明瞭。

瑜伽士：我來問你，母甲蟲，你過去生是甚麼？

母甲蟲：我是烏巴里，阿薩迦王的妻子。

瑜伽士：你現在愛的是阿薩迦王還是現在的丈夫，

那隻甲蟲？[82]

母甲蟲：當我為人時，我很高興能夠與之前的丈夫

阿薩迦王一起，我經常和他在此花園享受著人生的快

樂。但現在我已經轉生到甲蟲的世界了，阿薩迦王和現

在的我沒有關係了。

按照註疏所說，她進一步補充說：

「在這一生，我甚至希望可以割破阿薩迦王的頸

脈，讓我能夠用他的血來為我親愛的現任丈夫洗腳。」

這位前任王后是否太過無情了呢？這可能是因為她

想討好現在的甲蟲丈夫。不過，現在很多個案都與這個

故事類似。當一個家庭破裂了，妻子與第一任丈夫離

婚，然後嫁給另一位丈夫。在這種情況，妻子都會愛護

現任的丈夫，而不會為她過去的伴侶作任何考慮。

以下是註疏中關於母甲蟲回覆的版本：

「我在身為王后時曾經愛慕阿薩迦王，我經常到這

瑜伽士在國王面前展示牠們，說道：「國王！請看看那

隻追隨公甲蟲的母甲蟲，她就是您過世的王后喔！她現

在已經捨棄您，只喜歡她現在的伴侶了。請您仔細看

看，她總是伴隨著她的丈夫，無論他往哪兒去。」

聽罷後，國王並沒有為其所動。那些不相信業力法

則、報應及緣起法的人，是不能夠接受一位人間的王

后，會在死後墮落為一隻如此低下的甲蟲。縱使在佛陀

教化的時代，某些人們會認為，一旦投生為人，你將不

會再投生到低於人界的世界。在佛陀的教化時代以外，

許多人都抱著與現代異教徒類似的見解。根據佛陀的教

導，只要一個人還沒有證得聖人（ariya）的境界[81]，生

到善道的眾生仍可能退墮至四惡趣。就算是天王也不管

用。一個人死後的投生模式要視乎他在臨終時的心識處

於怎樣的狀態。如果一個人的心識在命終時是投向善法

（kusala dhamma），一個人可能會轉生為一個人或天

人，不論他是卑賤與否。反之亦然。有一個關於帝須尊

者的故事，他在臨命終時，因為心識執著於他所穿著的

紅色袈裟，導致他於來世轉生為寄生在其袈裟的虱子。

另一個故事是一隻青蛙，由於命終時聽到佛陀的教法，

所以後來轉生到忉利天成為天人。但由於國王從來沒有

聽過這些典故，所以他無法相信瑜伽士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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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他們的父母懇求，他們仍然拒絕返回以往的環境，

對於新的環境，他們已完全著迷了。這都是因為「渴

愛」的詭計。

三種渴愛

「渴愛」有三種，分別是對感官快樂的渴求―欲

愛（kāmatanhā）；對「有」（bhava，即「存在」）相

關的感官快樂的渴求―有愛（bhavatanhā）；對「無

有」（vibhava，即「非存在」）相關的感官快樂的渴

求―無有愛（vibhavatanhā）。12這些渴愛的接受及認

可稱為「蘊」的身體。

欲愛

「欲愛」是渴求能產生感官快樂的對象。這些對象

可以來自我們自身或其他人。當愉悅及美麗的東西吸引

著我們，我們一定要立刻認識到，我們已經產生了對這

12  英 譯 本 此 處 作：「bhavatanhā,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view of eternalism and vibhavatanhā,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view of nihilism.」中譯意思是：「與永恆主義相關的

感官快樂的渴求――有愛（bhavatanhā）；對虛無主義相關的感官快樂

的渴求――無有愛（vibhavatanhā）。」緬文本並沒有英譯的意譯說明，

故從略。

個花園的南邊慢步，作為一位備受國王寵愛的王后，我

享受著人生的榮華富貴。但是這一生，身為甲蟲所帶來

的苦與樂遠遠超過我的過去世。[83]因此我深愛著我現在

的丈夫，縱然他是一隻低下的甲蟲，我愛他仍遠多於那

國王。」

聽到母甲蟲刻薄的說話，阿薩迦王十分痛心。他想

著：「我十分的敬愛她，當她死後，我甚至寸步不離守

著她的屍首，但現在她居然對我如此的冷酷無情。」因

此，他下令侍者丟棄她的屍體。後來，他挑選了另一位

美麗的宮女成為王后。在勸告國王後，瑜伽士回到喜馬

拉雅山。

烏巴里王后在世時，萬萬想不到也不可能不厭惡地

投生在一隻甲蟲的胎中；但是當「業力」運作，她轉生

為甲蟲並對於其「蘊」感到高興，她還認為那快樂遠較

阿薩迦王時為高。這是為甚麼經文說「渴愛」在任何地

方及情況運作並感到高興。

狗覺得做狗很開心，做豬、雞或蟲的也是這麼想。

在我們的人世間，發生很多例子，在高位的人突然間降

為貧窮。他們不但忍受著「業力」所給予他們的新環

境，而且對此感到歡欣。[84]對於新的命運感到開心，某

些悖逆父母走上歧途的年輕人會選擇劣等的生活方式，

BAL0091-內文.indd   72-73 2015/4/20   下午 04:25:29



74 75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第二部分

未被滿足的慾望

我們經常想要最好的，但我們很少能夠得到。一個

眾生希望成為一個人或神；但他可能無法成為他所希求

的，由於「業力」他反而可能會掉進四惡趣或者餓鬼道

裡面。或者他會轉生為畜生，成為一頭水牛、公牛、一

隻雞或一條蟲。生命就像買彩票一樣。每一個人都投注

他的金錢買彩票，希望能夠贏得頭等大獎。但只有最幸

運的人能夠拿到。其它可能獲得二獎或三獎。大多數的

人只能拿到安慰獎。最不幸的人則落空而回。不是每個

人都能夠贏得頭獎。同樣地不是每個眾生都可以成為人

或神。那些擁有善業的可能投生到比較高的生命界。但

善業只能夠透過修習布施、持戒及禪定獲得。那些無法

造作這些善法的眾生，是不能夠轉生到人界或天界的；

他們一般會墮進惡道，像餓鬼道或畜生道。所有新的

「蘊」都是源於「渴愛」，它沉迷於快樂的對象；因

此，這被稱為「取擔者」，即接受負擔的人。[87]

每次我們接受一個可意的感官目標，我們都是在接

受「蘊」的沉重負擔。在接受過後，我們需要背負著

它，用四十年、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生命侍奉它，其中

的艱辛與悲苦無以言喻。如果我們過去覺悟到這一點，

些東西的渴求。美麗的感官對象不僅是指愉悅及美麗的

首要對象。當我們談到一位美麗女子或英俊男子，我們

不僅是指那位擁有美麗外表的女子或男子，而且還包括

他們的裝扮和飾物，例如衣著等等。因此，當我們說渴

求已經產生[85]，我們不單是指視物及聲音的樂趣，而且

還包括與它們一起的附帶物。同樣地我們可以說對好的

香味、味道、觸感及想像產生渴求。當我們欲求成為人

類、天人、男、女等等，我們的欲求是與感官快樂相

關，它們發生在六根門所出現的感官對象。「渴愛」的

產生是由於「無明」（avijjā），它遮蓋著現象的真實

性，顯示與真理相違背的一切，因此引生邪見的出現。

由於它遮蔽著真理，邪見於是備受接納。就這樣，它把

「無常」顯示為「常」，「苦」顯示為「樂」，「無實

體」顯示為「有實體」。因此，「無我」（anatta）被

錯認為「有我」。同樣地，不善及醜陋被錯認為善及

美。當妄想引起渴愛，「執取」（upādāna）便生起；

因為這個執取，我們盡所能地滿足欲求；而當我們很努

力地滿足我們的欲求，「業」及「行」便開始運作。它

們製造新的「蘊」。因此，此生完畢後我們再轉生到一

個新的「蘊」，全部都是由妄想引發地渴愛的力量。最

後我們只留下了「蘊」這個負擔要背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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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被記錄下來分別是「嘟、咑、哪、哆」13。

頭一個說「嘟」的人，他的意思是說當他為人時，

他沒有修習布施和持戒，一生都在造惡。在他開口想說

話時，他已經被拉下去了。

第二個一開口說「咑」的人，他是想說他已經在地

獄六萬年了，不知何時才可以被釋放。像頭一個人那

樣，他才開口發了一個音節便被拉下去了。

第三個僅僅能夠發出一聲「哪」的人。他是想說他

與其夥伴無法看到痛苦的盡頭，因為他們在生前除了惡

業，甚麼都沒做。[89]

最後叫出「哆」便沉下去的人，是想表示自己的後

悔，他想承諾一旦能夠被釋放離開地獄，他會作布施和

持戒以獲得功德。

懺悔

他們無疑都感到後悔。但此時才後悔已經是沒用

了，因為所犯的惡業已經產生了果報。因此，佛陀永遠

囑咐我們要把握時間修習正念。

諸比丘！將此銘記於心，應當警覺，不要

13 緬文譯音為「du、tha、na、tho」。

我們會以厭惡心去看待對可意目標的執取。事實上，如

果我們很早就知道，此執取會讓我們轉生到畜生的世

界，承受著畜生「蘊」的負擔，甚至轉生到餓鬼的世

界，承受著餓鬼「蘊」的負擔，我們就會感到怖畏不

已。更早前，我已經告訴你們飽受痛苦的餓鬼，曾因為

過去隨順他們的欲求所犯下的惡行而受報。如果我們事

先知道這些欲求最終會導致我們墮落地獄，我們會更加

驚怖惶懼。

阿闍世王因為懷著巨大的欲念，希望享受國王的榮

華富貴。他因此殺了他的父親。此惡業的果報，促使他

墮進惡道，在銅鍋地獄（Lohakumbhī）中受苦，過去

已經有四位富人的兒子因為貪欲而在死後投生到這個地

獄。為人時他們犯下姦淫，以金錢勾引一些有夫之婦與

他們偷歡。銅鍋地獄是一個極巨大的鍋，[88]四個罪人

被裡面沸騰的溶鐵烹煮，時而降到鍋底，時而升至水

面，循環往復。他們每一個人需要三萬年的時間沉到鍋

底，另需要三萬年升至水面。因此，在六萬年後的某一

刻，他們四個人得以在溶鐵大海的水面上片刻相逢，可

惜當他們想說一些描述自身苦況及悲痛的話時，每一個

人只能夠發出一個音節便再次沉下去了。他們所說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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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及「果智」，而順從了世俗的欲求，誰能夠保證我

們死後不會墮進惡道裡面？現在是獲得佛陀教法利益的

機會，[91]因為佛陀的教法（sāsanā）仍然繁盛。把握此

機遇修習布施、持戒及禪修（bhāvanā），特別是毗婆

舍那。有關於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Sayādaw）曾

經編寫以下的偈語：

「Nāham dāso bhato tuyham; nāham posemi 

dāni tam; tvameva posento dukkham; patto 

vatte anappakam.」

喔，此軀體！我不是你的奴隸，亦非你的

僕人。在獲得佛陀教法的利益後，我再也

不能夠滋長或養育你了。

在佛陀時代，當他的教法還未普及，人們按照他們

所受到的教育，滋長及養育他們的身體。但當佛陀指

出，這些「蘊」組成的身體對他們而言是一個負擔、此

負擔是非常的沉重、這些「蘊」永遠不會滿足於任何他

們所餵養的營養、在危難的時候永遠不能依賴「蘊」的

救援，因為它們是無常的、而養育它們只會在輪迴中受

著惡道無可言喻的悲苦，人們聽到這些教法後會停止隨

順他們的意願和渴求，並把心轉向佛法的修習。為什麼

在犯下惡行後才感到後悔。我曾經反覆就

此告誡你們。

的確，我們必定要警覺。一個人必定不能夠忘記。

當一個人耽著於欲樂，他會失去正念。因此佛陀告誡我

們不要渴望它們。當你們衰老或臨近死亡，或當你們墮

落至畜生或餓鬼道等惡道，才後悔沒有在為人身體健壯

時修習佛法，這已經太遲了。後悔已經沒用，因為在上

述所講的情況[90]，你們將不能夠做任何事情補救。現在

你們能夠有機會修習毗婆舍那禪法，應當立刻修習。

每一個在家人或出家人應當認真地思量佛陀的話及

遵從他的教誡。我們現在享受著人生，但能維持多久？

將幼年和老年排除，我們侍奉這個「蘊」大約有四、

五十年。如果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的人生沒有善業的支

持，那麼只會累積惡業並由它們導引我們至四惡趣。那

四位在沉下鍋底之前大叫「嘟、咑、哪、哆」的富家子

弟，在地獄的一生裡面，受了數千年的痛苦。惡業，是

可以導致我們遭遇與他們一樣的命運。記得之前我曾經

告訴你們那些餓鬼的命運，那些仍然在惡道或餓鬼道受

苦的眾生，他們隨順其「蘊」的意願，忘掉了修習布施

和持戒。如果在此生中，我們沒有修習佛法，證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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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及禪修者所看見的苦

迄今所描述的悲苦，都是與平常人所經驗到的相

關。對於智者及禪修者，縱然是人、天人及梵天所享受

的明顯快樂，也會看待為「苦」（dukkha）。在這個人

世間，縱然一個人覺得他是蠻開心，但事實上是擔負著

他的「蘊」，需要耗費整個生命餵哺和滋養它。這本身

就是悲苦。當他生病時，這會更加的明顯。一個與他毫

無關係的人不會幫忙照顧他。當然他可以請一位護士照

顧，並支付她看護費；但我們需要質疑，縱使他不斷支

付她相當多的金錢，她是否能夠每日長時間地照顧他

呢？

當我們談到天人的生活，我們很難肯定地說，因為

我們從未見過祂們。但就算祂們享受著欲界的生活，祂

們也會有需要滿足感官欲求的「苦」。天王被譽為擁有

眾多女性侍從，但祂不能夠在任何時候都滿足她們的需

求和欲望。當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悲苦也會降臨到天人

身上。[94]

梵天並不居住在欲界，但祂們也會有意志活動―

「行」（sankhāra）的麻煩，因為祂們在背負著祂們

「蘊」的負擔時，永遠忙著花時間在思惟這個或那個。

他們會停止呢？第二首偈語給予了答案：

我已經養育你了，但我卻在無盡的輪迴裡

面，飽受著一輪又一輪無以言喻的悲苦。
[92]

我們一直隨順著身體的意願和渴求。當我們被要求

行走，我們行走；當我們被要求說話，我們說話；當我

們被要求為它們尋找食物，我們為它們尋找食物。就這

樣，我們成為身體的僕人。或許為僕人時，我們可能很

盡責及稱職地完成工作。雖然造作這些事情是使人疲倦

的，但這不會產生惡業。所以這可能沒有什麼問題。但

如果在侍奉我們的身體時，我們造作了惡業，譬如透過

不誠實手段賺取生活，我們便遭殃了。無可避免我們會

在無盡的輪迴裡面，飽受著一輪又一輪的苦，可能墮在

地獄、餓鬼、或畜生道。舉例說，我們可能只利用了人

生的光陰造作殺、盜、婬、妄。或許我們會中傷別人，

或肆意不實地誹謗他人，只是為了從矛盾爭論中謀取利

益。這些全部都是不善業，為墮進惡道舖路。那些肆情

造惡的眾生，雖然也有可能投生到人界或天界[93]，但他

們必定會遭逢不幸，縱使是投生到他們所喜歡的世界。

BAL0091-內文.indd   80-81 2015/4/20   下午 04:25:30



82 83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第二部分

「有愛」（bhavatanhā）。世間人對於生命抱著兩種錯

誤的見解。一個是「常見」（sassata-ditthi），另一個

是「斷見」（uccheda-ditthi）。

「有愛」，即對生存的渴求，它是與「常見」一起

出現，這種見解設定快樂是不能被破壞的，一個生命體

會持續至永遠，不會死亡。身體的物質部份可能會出現

腐化或被破壞，但精神的部份會常存，從一個身體轉到

另一個身體，產生一個新的個體。宇宙可以被破壞，但

靈魂或生命體會繼續活著。它是常的，是永恆不滅的。

在佛教的教導以外，這種見解是最為流行的。某些持有

這種見解的人，假設一個人死後，按照神的意願，他可

能會上天堂永遠活著不死，或者是被貶到地獄，永遠受

苦。其他人可能會相信，按照一個人的「業力」運作，

他的靈魂會從一個身體移居到另一個而重生。另一種人

相信生命是事先已被安排及注定的，[96]按照這種預設永

恆繼續下去。

簡言之，相信生命體的永恆，是「常見」。在這種

觀念下，生命就好像一隻鳥，因為本來棲身的樹木衰老

倒下，從一棵樹飛到另一棵樹棲身。當物質身體死亡，

生命體會搬出，移居另一個新身體。

在「有愛」的影響及常見的支持下，一個人會滿足

智者及禪修者認為這類事情是「苦」。如果一個人整天

坐著甚麼事都不做，一個人會感到疲倦。如果一個人坐

著用一個月的時間反覆沉思，一個人可能會覺得很悲

慘。我們對於這些以數百年或數千年，坐著只管沉思的

梵天應該怎麼說呢？應知道這種沉思可以歷劫不衰！這

就是「行苦」（sankhāra dukkha）……這就是放縱於心

理活動的悲苦。當一個梵天死亡，祂會重新投生到人的

世界，等著讓他承受人間痛苦的種種。情況不理想的

話，就算是梵天也可能轉生為畜生或餓鬼，如果情況真

的糟透，甚至可能轉生於地獄。所以從智者或禪修者的

角度，梵天的生存狀態是不值得羨慕的，因為祂還是需

要承受「五蘊」的衝擊，從之而產生「苦」。因此在臨

入般涅槃前，阿羅漢經常會思惟：

Kīva ciram nu kho ayam dukkhabhāro 

vahitabbo’’ti [95]

我還需要背負此引發諸苦的五蘊重擔多久

呢？（清淨道論大疏鈔）

有愛

在解釋「欲愛」（kāmatanhā）後，我們現在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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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是由地、水、火、風的主要元素構

成。他命終時，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

火還歸火。風還歸風。所有感官，眼、

耳、鼻、舌、身、意根全部歸空。若人死

時，無論是愚人或智者，其身皆悉壞敗及

消滅。死後一切皆無。

在身體內存在時，地大的元素以僵硬或柔軟的模式

展現；但當身體死亡時，它離開身體，與外在的地大元

素融合。換言之，亡者身體的地大元素轉為地的物質

（pathavī rūpa），讓樹木及花草生長。如此類推，[98]亡

者身體的水大元素呈現為水物質的濕性及液態。

阿耆多的斷滅論不承認心識的存在。視覺、聽覺等

所有感官都是物質的條件組合。因此當他們談及這些感

官的時候，是採用「根」（indriya），即感覺器官。所

以，當一個人死亡的時候，他的物質會消失斷滅。他的

感覺器官會在虛空中消逝。無論是誰死亡，不論是賢人

或愚人，他的存在會被「切斷」或消滅。當一位愚人死

亡，他不會有再生，因此他不需要為他的惡業（akusala 

dhamma）感到任何後悔不安，同樣地賢人也不會被他

的善業（kusala dhamma）影響。

於想著「我」（atta）永遠都會逗留。他覺得現在所存

在的是他自己，很有信心的以為他現在所享受的也可以

在許多的來生享受著。因此他執取所有看到的、聽到

的、嗅到的、嚐到的、觸到的和想到的，這執取在整個

生命中變得愈來愈強。他不僅對於現生中所經驗的感官

對象感到喜悅，還對那些他希望在日後經驗到的也感到

喜悅。他想現在就享受生命並渴求在下一生繼續享受著

它。作為人時因為曾享受快樂的人生，所以他想更超

越，希望能夠如神一般快樂。因此欲求便增長。有些人

會希望在所有（現在未來）的生命中都能夠成為男性，

而另一些人希望成為女性。所有這些渴望都是「有愛」

所造作。渴求那些已經執取的感官對象，[97]表示接納

「蘊」這個負擔。因此，「有愛」是渴求感官快樂，抱

著相信生命體是永恆的觀念。

無有愛

簡單言之，「斷見」（uccheda-ditthi）是相信沒有

後世，所有東西在死後消失。這是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Ajita Kesakambala，後稱「阿耆多」）的教法，在佛

陀的時代曾經流行。他的教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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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永遠會滿足於斷滅的觀念。一個持有此見解的

人永遠渴望無拘束地犯罪，以享受所有生活的快樂。

這種對現生快樂的接受，如同於接受來生將會生起的

「蘊」。這一生所累積的惡行是臨命終的人所執取的

「惡業」（akusala kammas）[100]，由於這些「業」的作

用，新的「蘊」會生起。只要渴愛維持著，新生命是不

可避免的，儘管是抱著斷滅的見解亦同。醫療建議說病

人不應該進食任何不適合身體的食物；但病人不能夠制

止自己，吃了不能夠吃的東西。結果是他的病情轉壞。

他甚至可能死亡。一個被「斷見」所惱亂的人，就猶如

病人一般。雖然他不相信有後世，但因為他強烈渴求快

樂的對象，導致他「再生」，不論他的哲學理念為何。

他的新生難以讓他有好的環境，因為他過去從來沒有作

任何的善業。每一個惡行都會產生惡果。（這甚至可以

提說，每一個惡行會有對等的惡的報應。）他的哲理一

直不顧對別人的傷害，只顧滿足一己的私欲。為救自己

的命害死他人，他如此地思惟。他對自己傷害別人的行

為沒有後悔心。他這樣執意培養惡業，在以後的輪迴不

會有任何希望，只會墮落至低下及可悲的生命中。

重溫一遍，「無有愛」是一生中對感官對象的渴

求，並相信沒有來世。被這種渴愛惱亂的人，全無禁制

這就是阿耆多思想的概要。他的學說對喜歡作惡，

討厭為善的人甚為吸引。因為他推想死後再無生命，不

過，我們仍可以駁斥他死前是有生命的。如果是這樣，

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死前的生命是甚麼？」按照阿耆

多和弟子們的推理原則，答案將會是「自我」（atta）

或「有情」（satta）。雖然對四大元素有一套見解，但

這種看法卻表示著「自我」或「有情」存在。這很簡單

清楚地顯示對自我的執取。那些持有斷滅見的人，[99]規

定一個人不應該浪費時間為來生（因為不會來臨）做善

事，但應盡情讓自己享受現世之樂，那一個人唯一擁有

的一生。

從這種沒有存在的見解，所產生的渴愛是「無有

愛」（vibhavatanhā），它宣揚在快樂結束前盡情享

受，因為所有事會在死後消逝。無用多說，這種理念對

於喜歡作惡的人十分吸引，使人們遠離道德及其他善

行。因為死後甚麼都沒有了，所以就沒有需要造作善。

那些迷戀這種見解的人，不喜歡生命持續不斷再生以及

善惡業報如影隨形的觀念。如果死後沒有新生命，所有

他們曾作的惡業都會隨著生命的結束而了結，他們不用

再為任何結果負責，無論其好壞。他們相信實際所造的

惡業會隨著死後消失，他們的想法真的天真無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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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比丘！以此名為捨擔。[102]

一旦「渴愛」被驅除，這個重擔便會從一個人的肩

膀卸下。要驅除渴愛，可以透過內觀禪修相關的觀智及

體證聖道。「渴愛」會因為這種觀智而減退，猶如黑暗

被熄滅，在無因（徹底斷除）的情況下，「蘊」將沒有

辦法生起。

阿羅漢道（arahatta-magga），能夠完全消滅各種

渴愛。阿那含道（anāgāmi-magga，不還道），能消滅

對感官快樂的渴求或貪欲（kāmarāga）。因為再沒有

那種渴愛，阿那含聖者已解除「欲有」，所以他不會

再投生為人或欲界天人，也不用背負他們所擔載的五

蘊。斯陀含道（Sakadāgāmi-magga，一來道）能消除

大部分貪欲，因此他只需要再經過兩世便可以完全拋

下負擔。須陀洹道（Sotāpatti-magga，預流道）可以

消除「身見」（sakkāyaditthi，薩迦耶見）及「疑惑」

（vicikicchā）。這兩個結使（samyojana）與渴愛大

致相同。一旦這些結使被移除，便沒有機會讓惡道的

「蘊」生起。所以一位須陀洹聖者永遠不會墮進地獄。

他已準備在及後的七世內拋下此負擔。[103]

為了闡述須陀洹獲得免於五蘊所生之苦的利益，佛

地放縱於喜樂，他所認為的快樂的觀念是，[101]由於所

有事物在死後都會消逝，一個人不用去理會他一生中所

作的善惡行為。

現在讓我重溫早前所講的內容：

以何為重擔耶！「蘊」為重擔。

以何為擔者耶？由蘊所構成之補特迦羅

（眾生）為擔者。

以何為取擔耶？渴愛為取擔。

拋下負擔

現在我應該講述怎樣可以拋下此重擔，這是本經最

重要的部份。

有關怎樣拋下此負擔，佛陀說：

Katamañca, bhikkhave, bhāranikkhepanam? 

Yo tassāyeva tanhāya asesavirāganirodho 

cāgo patinissaggo mutti anālayo. Idam 

vuccati, bhikkhave, bhāranikkhepana’nti

諸比丘！以何為捨擔耶？即前之渴愛，無

餘之離滅、棄捨、定棄、解脫、無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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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執著於我們的物質身體。這是渴愛的本質，

每次當渴愛出現，我們便要接受那沉重的「蘊」負

擔。因為渴愛，執取（upādāna）生起，而執取會推動

「業」（kamma）和「行」（sankhāra），因此一個新

的「蘊」便生起存在。

當一個人在某一刻忽略修習毗婆舍那，沒有觀照感

官對象，渴愛便會萌生。他可能於視覺或聽覺之中生

起，或者他會潛伏一段時間等待適合的環境來臨。這是

為甚麼我們必定要抓住心識接觸感官對象的那一刻，因

為如果我們做不到，妄想連同渴愛便會佔上風。這樣的

情況下，我們便要接納新的「蘊」，需要造作它所指示

的事。因此我們必定要透過在任何看到或聽到一個現象

的時候，觀照「名法」和「色法」的生起和滅去[105]，

拒絕讓它出現的機會。當我們如此標記這些現象，我們

的專注力便得到良好發展和茁壯，從而讓我們能夠了解

現象的真實性。然後我們會明瞭能知的名法與所知的色

法是各自獨立的。名法在滅去之後快速地再次生起，生

起之後亦快速地謝滅，色法也如是。兩者都是處於不斷

變化的狀態。當你留意到這一點，你將會了悟沒有事物

是永恆的，全部都是瞬間轉變的，因此，所有現象都受

制於「無常」。事物生起然後逝去，這是不值得快樂的

陀以沙作為譬喻。他抓了一些沙放在手指甲上，展示給

比丘們並詢問：「我指甲上的沙和地上的沙，那一個數

量比較多？」比丘們回答指他手指上的沙遠少於地上的

沙。他告誡比丘們，在沒有證得須陀洹之前的禪修者所

生起的苦是不可數的，正如地上的沙；在證得「道」及

「果」後，他在最後七世所餘下的苦，相比他在此以前

所受是微不足道的。他以此勉勵弟子們奮力趨向體證四

聖諦。

透過毗婆舍那拋下負擔

迄 今 為 止 ， 我 已 經 說 明 可 以 透 過 四 種 聖 道

（ariyamagga）拋下負擔。但要進入聖道，一個人必定

要獲取毗婆舍那智。選擇要拋下負擔的人必定要努力取

得此智慧。

當你們不覺知那所見、聽、嗅、嚐、觸、想的事

物，你們將無法知道這些感官對象的真實性。[104]你們

對於這些現象的了解只是表面的，因此並不正確。你們

會把無常的現象認為是常，苦的認為是樂，無我的認

為是我。這是說，你們將無法證知無常、苦和無我。

不知道所有事物是虛妄的，即是「無明」（avijjā），

亦即無知或妄想。是妄想誘使我們黏著可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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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可意感受的渴求便無法生起。但是如果一個人不

能夠抓著現象的真實性，那麼這個人會誤以為腹部的起

和伏是「我」的腹部。[107]認為「這是我的腹部」究竟

只是一個妄想。由於這個妄想，一個人會覺得「凡是我

的都是可意的。」這導致一個人永遠為著所有他認為是

自己的東西而做事。接著，「業」和「行」被誘發出

來。因為這兩種推動的因素，新的「蘊」生起。它們來

自於什麼？它們來自於渴愛的詭計。當一個人忘失名色

法的生起和滅去，一個人會覺得「我的腹部在運作」的

觀念是很好的。一旦這個觀念生起，渴愛便得到發展。

當一個人觀照名色法的現象，它便會消失，所以我們說

驅除渴愛表示拋下負擔。

有時候，當你在禪修觀照腹部起伏現象的時候，你

會不經意地思考。這種思考導致一種必然的意圖或欲

求。譬如說，當你在思考一個對象，你可能會突然間想

做一些事情，或者想擁有某些東西。不管你了知這些意

圖與否，只要你在思考它們時感到快樂便什麼都不在

乎。這些思考所產生的快樂，甚至會使正在觀察腹部起

伏的禪修者，不喜歡要觀照思考現象的教導。[108]但實

際的修行是應當觀照你的心的運作。因為如果你們忘失

對思考的觀照，你可能會養成對它的執取，認為這是你

事，我們不會視之為樂，因此是「苦」。所有事物按照

它們的規律而發生，自我無法控制或主宰它們。這是

「無我」（無主宰）。體悟名法和色法是無常、苦和無

我表示獲得「明」（vijjā）的智慧。這代表覺悟。因此

我們說毗婆舍那禪幫助我們增長智慧之光，驅除妄想。

在這個階段，我們能夠消除可意的東西是值得渴愛的錯

誤觀念。在觀照心中呈現的視物和聲音的那一刻，我們

便能夠驅除渴愛。當我們如此觀照[106]，渴愛或欲求沒

有機會可以生起。縱然日後我們嘗試回憶所見到或所聽

到的，也不能夠再感受到它。因此我們說那個禪修者在

一念中完全地脫離「渴愛」。在那一念中，當「善法」

（kusala dhamma）確立，渴愛不能夠生起。這表示透

過毗婆舍那所獲得的善法，在每一刻有力的觀照下，現

在及以後所可能生起的「渴愛」得到驅除。

當我們每次標記觀照名色法現象的生滅並驅除渴

愛，這表示拋下「蘊」的負擔。因為這種觀照使我們覺

悟到無常、苦、無我的實相，正是這種智慧促使我們拋

下負擔。

當一個人標記觀照腹部的起和伏，身體坐、站、彎

曲或伸展的活動，這是向內觀察自己。當一個人一個階

段接著一個階段，了知所有這些身體活動的實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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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的升起，那升起的腹部連同觀照的心在他觀察當下

間壞滅。它們從來沒有維持不變。它們的影像不能夠被

看到。它們無法呈現出來。它們的存在轉瞬即逝。它們

是無常的。因此，在這種狀態下，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把

「蘊」當成是「我的身體」、把腹部當成是「我的腹

部」或者把心當成是「我的心」，並且對之感到愉快。

因此，渴愛便不能夠獲得發展。當「渴愛」不能生起，

「執取」、「業」或「行」也不能生起。當他觀照所有

其他現象，例如腹部的沉降、身體的彎曲或伸展，他會

感覺到所知的色法及能觀的名法，成雙地壞滅，沒有絲

毫的形態及實質痕跡[110]。它們全部都是極為短暫的。

因此，這些現象不能夠被感知為「我的腹部、我的手、

我的腳或我的身體」。渴愛已經被滅除。隨著它的滅

除，「執取」、「業」和「行」不能夠運作。隨著它們

活動的終結，「蘊」無法生起。這樣負擔便被拋掉。

接著，是觀照「受」的練習。禪修期間，你可能會

覺得累、或熱、或痛。標記所有這些感受。當你正在觀

照名色法生起滅去的現象，你會發現這些感受會成雙地

消失。專注於你身體某一部分所感到的熱。一般人會認

為這種熱力持續地發生。但當你按照毗婆舍那禪法觀照

熱的感受，你會發現此熱力是一連串的熱受出現，此刻

在思考的觀念是快樂的。這是自我的觀念如何地插了進

來。一旦被這個觀念佔有，你只會為「自我」的利益而

努力。然後「業」和「行」會被誘發，而它們將會推動

新的「蘊」生起。所以，當你在某個時候忘失觀照在思

考什麼，你便會接納新的「蘊」出現。

一位觀察自己正在思考甚麼的禪修者，將覺知他

的思考並不是自我（atta），它只是一個自然出現的現

象。當他標記觀照「思考、思考」，思考的活動便會消

失。當他標記觀照「想要、想要」或「欲求、欲求」，

他想要的意圖與欲求將會消失。然後他將會了知這些想

法、意圖與欲求，在過去都不曾有，它們現在才出現，

接著它們又會消失。他直接地感知這些事實，不用刻意

努力去了知它們（的內容）。他不再對想法、意圖與欲

求感到悅樂，與它們已然分離[109]，不再認為它們是其

自我的產物。這表示著渴愛的消滅；當渴愛不再存在，

從它所生的「蘊」也隨之消失。因此，當你在任何時候

標記觀照你的思想，你都是在拋掉負擔。現在當我講關

於「壞滅隨觀智」（bhangañāna）的內容後，這將會更

為清楚明白。

一位證得「壞滅隨觀智」的禪修者會發現所觀的色

法與能觀的名法在生起之後，彼此立刻壞滅。當他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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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受」（sukha vedanā）及「不苦不樂受」（upekkhā 

vedanā），他可以脫離永恆的「我」、快樂的「我」或

痛苦的「我」的觀念。這種脫離可以終止「執取」、

「業」和「行」及「蘊」[112]，最終使負擔從一個人的

肩膀卸下來。隨著「蘊」的終止，老、病及死不能夠生

起。佛陀談到這個題目時說：一旦禪修者放下了他的負

擔，他將會避開死亡。

Yathā pubbulakam passe, yathā passe 

marīcikam. Evam lokam avekkhantam, 

maccurājā na passati.

若人能有如看待水泡，或看待海市蜃樓

般，來看待這世界（即五蘊），那麼，死

亡之王就看不到他了。《法句經第一七○

偈》

一個水泡在形成之後不久便破滅。海市蜃樓所構成

的逼真影象，在近距離的觀察下會消失。兩者絕對都沒

有實體。這是常識。當我們知道它們的真實性質，我們

也會知道現象的真實性質。透過觀察「蘊」的壞滅，當

一位禪修者獲得專注的智慧，他將會發現所知的對象及

能知的心識，全都是處於變化的狀態，此刻出現，此刻

出現、此刻消失、此刻又出現、此刻再消失。感受鏈之

間存在間隙。對於一位毗婆舍那禪修者，每一個間隙是

明顯可知的，而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整個感受鏈是持

續沒有間隙的。這不僅應用在產生感受的感官對象上，

那個觀察它們的心識也是如此的。在某一刻心識認知那

個感受，然後這個認知消失。接著另一刻到來[111]，後

繼的心識生起並認知新出現的感受，然後這個認知也如

同之前那樣消失。只要這感受還在持續著，這種情況就

無止境地持續。

被觀察的熱的感受並不是「我」。那個觀照熱的感

受的心識也不是「我」。不是「我」的東西並不值得為

之欣喜。一旦這種想法生起，渴愛不再存在。隨著渴愛

的終止，渴愛及它的附屬物―「執取」、「業」和

「行」終止運作。缺乏運作的活動，新的「蘊」無法生

起。因此，當你每次觀照生起的感受，你都是在拋掉負

擔。這是就「樂受」而說，但同樣的觀照也應當套用在

「苦受」及「不苦不樂受」上。當你修習觀照該現象，

你將會發現感受並不是（單一地）持續出現，而是它們

的各個部分反覆地生起和滅去，一直到它們終止。在有

關熱的例子當中，熱的感受可以分為多個部分，一刻接

著一刻。當一個人標記「苦受」（dukkha ved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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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進入涅槃 14。當所有現象停息，便是絕對平靜

（absolute peace）。他解脫於將身心視為「自我」或

「有情」的我見。 [114]那個會看的、聽的、嗅的、嚐

的、觸的或想的，只是名色蘊的構成。彎曲、伸展或移

動表示這些蘊的活動。所有身口意的行為都是源自於這

些蘊。在沒有禪修之前，禪修者會想所有活動及行為

構成了他自己，因此他可能會說：「是我在看。我在

看、我在聽。」他把所有的身心現象當作是一個活的

實體，居住在他那裡。現在他透過須陀洹道智獲得覺

悟，他了悟到所有看的、聽的等等全部都是名色法生

滅的展現，自我的見解消失。這描述了消除「身見」

（sakkāyaditthi）的過程。

在「身見」消除的那一刻，智慧浮現；禪修者驅除

所有對佛法僧三寶及戒定慧三學（sikkhā）的疑惑。在

這裡，為著簡潔，我會將三學置於一旁；但各位必須謹

記，一旦禪修者已經確立皈依於三寶，這很自然地代表

他已經對三學培養起信心。在修證「道」和「果」的時

候[115]，戒定慧是無比重要的。僧伽（sangha）是修習三

學的人15。

14  此句按緬文本補入及修改。

15` 此句依緬文修正，英譯誤作「three dhamma」（三法）。

消逝。它們都是曇花一現的。它們之中沒有一個實質或

本體可以命名為「我」（或「我的」）。它們表示的只

有生滅的過程。[113]死亡無法找到具有這種覺悟的人。

在修習毗婆舍那禪法的那一刻他已經解脫於死亡。當他

持續地修習，他獲得阿羅漢道（arahatta magga），他將

會永遠脫離於死亡。

偈頌內所說死亡不能夠找到禪修者的譬喻，與《負

擔經》所講的內容相應，當「渴愛」沒有機會生起，一

個人便能夠從肩膀卸下此負擔。因此，死亡是經過擬人

化（的概念），才表示能夠激起怖畏。在那一個特別的

時刻，禪修者消除「無明」、「渴愛」、「執取」、

「業」和「行」，他已經在那一刻放下他的負擔。

須陀洹已解除負擔

隨著毗婆舍那智慧的逐漸成熟與圓滿，並導致須

陀洹道（sotāpanna magga）的體證，禪修者能夠在精

神上體悟到涅槃（nibbāna），「名法」、「色法」

及「行」在這裡全部都被熄滅。在觀察中的（六）處

行法（āyatana sankhāra）及毗婆舍那行法（vipassanā 

sankhāra）全部終止，他能夠確切地體會到平靜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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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的。《相應部》

有關視覺、聽覺等由「蘊」所組成的身心現象的一

般知識，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是「無明」（avijjā）

或妄想。它製造了一個假象，讓人以為看到的及聽到的

都是永恆的。它欺騙我們相信一個對象是善、好和美。

它誤導我們進入自我的觀念，使我們認為「這是我，這

是他，這是一個眾生。」它遮蓋「蘊」的真實性質，因

此我們被引導以為一個對象是可意或良好的，對它產生

執取。這是渴愛怎樣與無明合謀運作。這如同一條繫

鏈，被繫著的牛只能夠跟隨鏈條所允許的長度移動，不

能夠超越它的限制。類似地，眾生被渴愛所繫縛，他們

環繞著它，無法脫離。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轉生成為各種

各樣的「蘊」或形態，沒完沒了。由於他們無法脫離

「蘊」，他們無法脫離「輪迴」。事實上，他們無法想

到脫離。因此，「蘊」一次又一次地生起，數之不盡的

輪迴，無法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種情況會繼續下

去，直至他們體證「須陀洹道」。在體證這個「道」

之後[117]，一個人可以推知新的「蘊」最多只能繼續七

生，此後再沒有「存在」了。永恆的寂靜最終會被確

立。這是如何把負擔卸下。

隨著疑惑及身見的消除，內心的煩惱也被移除。這

包括貪嗔痴和其他煩惱，沒有證得須陀洹的人，因為這

些煩惱而需要不斷再生，超過七世。

任何人完全或一時無法修習毗婆舍那，將無法證得

「道」，因此他需要承受著惡業帶來的結果，在惡道中

受苦。如果他是小須陀洹（cūla sotāpanna），他或許可

以避過在第二生墮進地獄；但在他的第三生，他仍然需

要承受輪迴的循環，不停反覆轉生為天人或人。如果他

在任何一生修習毗婆舍那，有機會從佛陀的教法中獲

取利益，他可以在往後幾生的短時間裡證得「道」和

「果」，縱使他在此生已錯失了機會。這表示他的再生

已經有限。這是相對沒有禪修的人而言，一位修習毗婆

舍那的禪修者所獲得的好處。妄想和渴愛阻止了世間

人，削減他們在輪迴中的投生次數。佛陀曾說：

anamataggoyam, bhikkhave, samsāro. 

Pubbā koti na paññāyati avijjānīvaranānam 

sattānam tanhāsamyojanānaṃm sandhāvatam 

samsaratam.

比丘們！輪迴是無始的，無明所蓋、渴愛

所繫之眾生的流轉、輪迴，起始點是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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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dhāvāsa）結生最多五次。在無色界天有四層天，

因此他可能在這四層天結生四次。這種詮釋亦能夠應用

在關聯到「斯陀含」和「須陀洹」的解釋。它們是關於

「存在」的世界，而不是關於結生。這在《根本鈔》

（Mula Tikā）中有解釋，而且是有學識的人才可以討論

的議題。16

隨著體證「阿羅漢道智」（arahatta magga），阿

羅漢在其般涅槃（parinibbāna）後不會再「有」，所有

「蘊」已經完全滅盡。這一類的般涅槃，被稱為無餘涅

槃（anupādisesa-nibbāna），意思是沒有任何餘下的東

西（即「蘊」）。

因此，佛陀說：

16  中譯者曾就此段落的內容詢問一位法阿闍黎（Dhammacariya），他解

釋說當中提到的「結生」（patisandhi）是指「結生識」，英譯一般稱為

rebirth consciousness（轉生識），這是一個眾生轉生時生起的第一個心

識，一般而言，一個眾生的一生只會生起一次結生識，此後都只是與

它同類的「有分識」（bhavanga citta）生起。然而，在此處所說的「阿

那含」，即只剩下一次存在的不還聖者，按《根本鈔》（Mula Tikā）的

說法，在他的最後一「有」（bhava），即最後一次存在（existence）
的時候，是能夠出現多於一次「結生」。如果他投生到色界的五不還

天（即「淨居天」），他最多能夠「結生」五次；如果他投生至無色界

天，則最多能夠「結生」四次。這與一般認為一生只有一次結生的觀

念不甚相符，由於馬哈希尊者明白此觀點可能令一些人難以理解，所

以末後說此議題需要有學識的人方可討論。此段落根據緬文本將巴利

詞語補入及修正。

在巴利文《義釋》（Niddesa），曾提到以下的內

容：

透過「須陀洹道」，善與不善業的累積終止，隨著

此終結，所有本來在沒有證「道」之前，應該在輪迴當

中隨時生起的「名法」和「色法」， 將會在七生後滅

盡和消除。

如同經過藥物治癒的疾病，道的體證（「須陀洹

道」猶如藥物）將能拯救他免於無盡的轉生，不然他是

需要承受的。現在他將會逃離無盡的輪迴，並且將不會

再生超過七世，此後將再沒有轉生。這展示了負擔是怎

樣被「道智」驅逐和移除。

在更高的階智進一步解除負擔

隨著體證「斯陀含道」（sakadāgāmi magga，一

來道），禪修者將能夠在下一次的「有」（bhava，

或「存在」）終結時拋掉負擔， [118]因為他只會再存

在一次。然而，「阿那含」（anāgāmi）能夠在他

最後一次的「存在」解除結生（patisandhi，即「轉

生」），這可以是色界天或無色界天。在這裡，雖然

是還有一次「存在」，但不能夠說必定只有一次結生

（patisandhi），因為在色界天，他可能在五淨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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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現在讓我們把此法應用在四聖諦上。「五取蘊」

構成「苦諦」（dukkha sacca）。早前已經說明，背負

著「蘊」的重擔的人是一個眾生，而眾生只是一個名

字（唯名）。[120]從究竟真諦的角度而言，他並沒有實

體。考慮到這一方面，「眾生」不在四聖諦的範疇內。

換言之，在此的論述，眾生是不算在內。渴愛是招致苦

的原因。接受這一事實，我們來到「集諦」（samudaya 

sacca）。我已經告訴你們滅除渴愛的方法，這是「滅

諦」（nirodha sacca）。但是，在《負擔經》之中，引

向苦滅之道的「道諦」（magga sacca）並沒有提及。然

而，如果佛陀教導我們滅苦的智慧，我們一定能夠推知

引向苦滅之道的修習，它已包括在「滅諦」內。所以，

在我的論述當中，我特別提及毗婆舍那禪法及四聖道。

因此，請注意以下內容：

負擔表示「五取蘊」。它顯示「苦諦」。

接受負擔的人是「渴愛」。它顯示「集

諦」。

拋下負擔表示「渴愛」的滅除。它顯示

「滅諦」。[121]

毗婆舍那禪法及四聖道是滅除「渴愛」的

Yo tassāyeva tanhāya asesavirāganirodho 

cāgo patinissaggo mutti anālayo. Idam 

vuccati, bhikkhave, bhāranikkhepana’’nti.

即前之渴愛，無餘之離滅、棄捨、定棄、

解脫、無執著是。諸比丘！以此名為捨擔

（去除五取蘊）。[119]

故此，渴愛的滅除表示拋下負擔（即「捨擔」）。

如果一個人無法在看、聽、嗅、嚐、觸或想的時候，觀

照出現在六根門的感官對象，渴愛連同無明會立刻佔取

上風。允許它生起表示接受那個負擔。當一個人標記觀

照在六根門所生起的現象，一個人便能夠熟悉無常、苦

和無我的真實性，這種對無常、苦和無我的智慧可以在

頃刻之間驅除渴愛。因此在每一刻觀照現象，即表示瞬

間地拋下負擔。當一個人證得「聖道」（ariya magga）

的智慧，他便滅除渴愛。因此如果你真誠地希望棄捨這

個負擔，你必定要修習毗婆舍那禪法，它可以導向證得

「道」。

以四聖諦看待此負擔

《負擔經》的經文部份（長行）到此已經解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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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忙著侍奉身體食物以及打扮梳洗。對於業力比較差

的人，這是更為明顯。病人及老人也會感受到身體的沉

重。那些在餓鬼道和地獄道的人所受的更苦。他們的苦

是最高程度的，然而他們卻無法脫離。動物也不比較

好，食物是牠們恆久的問題。牠們面對著各種的危險，

毫無保護。為了保住身心性命，不被捕掠者殺害獵食，

牠們需要逃跑及隱藏。雞、鴨、豬、羊等等遇到任何危

險時都會感到恐懼及擔憂。縱使嘗試保護自己，牠們總

會被獵食。牠們沒有救世主。小牛的情況更讓人憐憫，

牠們在健壯時為著主人工作，風雨不歇，但最後的日子

卻是在屠宰場被殺。因為牠們的身體（蘊），牠們需要

受苦。如果牠們沒有身體，牠們不會被殺或吃掉。就算

是人，我們也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更何況是可憐的

動物呢？

關於偈頌提到，眾生（p u g g a l a，或譯「補特

伽羅」或「士夫」）的意思，這個字是概念法的

教示（paññatta desanā） [123]，因為在究竟法的教示

（paramattha desanā）裡面並沒有所謂眾生。我們在傳

統用語的規範上，會以委婉方式描述「五蘊」，說一個

人是眾生、男人、女人等等。它們沒有別的，就只是名

稱而已。以究竟法而言，眾生並不存在；是「蘊」承受

方法。它們顯示「道諦」。

重點回顧

為 了 總 結 《 負 擔 經 》 的 經 文 ， 佛 陀 宣 說 偈 頌

（gāthā）輔助聽眾記憶。在經典結集時記錄下來。世

尊作為天人之師，為著利益大眾經常說示真理，在說畢

此經後，他以兩首偈頌總結教導的內容。現在我首先誦

出第一首偈頌：

Bhāro have pañcakkhandhā, bhārahāro ca 

puggalo;

Bhārādānam dukham loke, 

bhāranikkhepanam sukham.

重擔是五蘊。擔者名士夫。世間取擔苦。

捨擔為安樂。

的確，五蘊的負擔是沉重的（重擔）。背著它的人

（擔者）是眾生（他也是一堆五蘊）。在世間，接受五

蘊（取擔）是可悲的。拋掉負擔（捨擔）的人是安樂的

（應用毗婆舍那智慧禪及聖者之道）。[122]

負擔的重量每日都可以被擔者體會到，因為他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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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捨重擔者。不再取重擔。根絕渴愛者。

無欲般涅槃。

這首偈頌是指阿羅漢聖者。不過，縱使是一位阿羅

漢，在進入「般涅槃」（或死亡）前，他仍需要背著此

負擔。他仍需要照顧身體、沐浴、餵養、清潔等，所有

這些事情只會在他死後才可結束。因此阿羅漢在「般涅

槃」前常常會思惟，並說「我還需要背著此重擔多久？

「對於他們來說，死亡是解脫於負擔。但受著「渴愛」

煎熬的世間人，會視之為一個悲慘的時刻。

事實上，就算是阿難陀尊者，也在佛陀進入「大

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前哭泣。同樣地，女弟

子們在佛陀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Mahāpajāpati 

Gotamī）的「般涅槃」前夕哭泣不止，她反過來需要安

慰她的弟子們說：「我的女兒們，不要哭泣！般涅槃

不是悲傷的時刻。這是值得喜悅的時刻（hāsakālo）。

「的確，阿羅漢的死亡（入滅）是喜悅的時刻！[125]

正如早前所提及內容，由於「業」、「業相」及

「趣相」所現的感官對象，新的「蘊」負擔產生。這

是對負擔的接受，這種接受會導致一次又一次的「存

在」，沒完沒了。因為擔載者接受一個負擔，他便需要

著負擔的重量。縱使是照顧身體或維持健康，其作用也

只是背著此負擔。

接受負擔是苦，而驅除它則是有益於快樂。當我們

無法在禪修中觀照看、聽等現象，渴愛便會生起。它在

看或聽的時候生起，或者它會潛伏一段時間，在禪修者

後來的反思中生起。不論是怎樣的方式生起，它會帶來

「執取」、「業」及「行」，它們會製造新的「蘊」。

然後引致苦。當我們觀照看、聽、嗅、嚐、觸或想各自

生起時的現象，我們將會體悟到它們的真實性質，有

了這種體悟，我們能夠消除渴愛以及它的支持者「無

明」。在取得「聖道」時，這種消除會讓「執取」、

「業」及「行」再沒有機會運作；因此當「蘊」沒有

了，痛苦終結，確立了真正的樂。因此，在滅除渴愛後

拋下負擔，表示獲得真正的快樂。[124]

現在來到第二首偈頌，請大家一起跟著讀一遍17：

Nikkhipitvā garum bhāram, aññam bhāram 

anādiya;

Samūlam tanhāmabbuyha, nicchāto 

parinibbuto’’ti.

17  此句依緬文本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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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人的渴愛亦會生起。「無明」是渴愛的始因；因

此僅僅斷除渴愛是不足夠的。它的根本或基礎必定要戳

破及破壞。不然，它會在機會來臨時偷偷的把頭伸出

來。有一些具有神通的禪修者，因為無明的蘇醒而失去

了神通。

在《優相本生譚》（Mudulakkhana Jātaka）中，我

們的菩薩（即釋迦牟尼佛前生）投生為一位擁有神通的

禪修者，他遠離欲貪（kāma rāga）。但由於他並未獲得

「道智」，渴愛沒有從根本拔除，當他看到優相王后的

美貌後，渴愛出現刺激他的欲貪。他立刻失去了他所有

的神通。此前[127]，他能夠飛越翔空前往王宮；但在失

去神通後，他需要走路回去自己的住處。此事證明他只

是遠離欲愛（kāma tanhā），並沒有根除它。當一個可

意的景象出現，它會擊潰他的心。

另一個類似的故事發生在佛曆四百年左右，當時

杜塔軋瑪尼（Dutthagāmani）正管治錫蘭（現在的斯里

蘭卡），有一位年長比丘以為自己證得阿羅漢果，並

斷除了渴愛。有一天，一位真正的阿羅漢比丘―法

施（Dhammadinna）18造訪他並詢問他成為阿羅漢有多

18  英譯本此處翻譯為「female yogi」（女性禪修者），但緬文本則記載為

男性的「比丘」。或許英譯誤以為那是佛在世時期的「法施比丘尼」，

接受下一個負擔，如此類推，數不盡的負擔背負在他左

右兩邊的肩膀上。擔載者尚有喘息的機會，但一般而

言，世間人連一秒的休息機會也無。縱使是須陀洹，他

也有連續七世的時間無法休息，期間他們雖然嘗試，但

未能成功解脫於渴愛。同樣地，斯陀含連續兩世無法休

息，而阿那含還有一世需留在色界或無色界。一位阿那

含可能要忍受四到五次的轉生，視乎在那些界有多少重

天。至於已永遠了斷渴愛的阿羅漢，一旦證得「般涅

槃」，他們便徹底脫離「蘊」的再生。由於渴愛已經完

全消失，他驅除了本來會強加在他身上的新負擔。

渴愛就像飢餓一樣，是無法滿足的。世間人被它控

制。就算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也不能

夠完全脫離它。他們像世間人一樣[126]，會在臨終時對

「業」、「業相」及「趣相」引發的感官對象產生執

取。因為這些執取，新的「蘊」生起。而阿羅漢則已透

過「阿羅漢道」這個武器，消除渴愛。他拔除了它的

根。它的根是甚麼呢？就是「無明」，妄想。事實上，

「無明」是所有苦的根。它迷惑眾生，讓他們對其存在

了無所知。因此，拔除它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人在禪

修時，無法觀照看、聽等現象，他便會把它們當成是一

個眾生、個體、男人、女人等等，而對眾生、個體、男

BAL0091-內文.indd   110-111 2015/4/20   下午 04:25:32



112 113

負擔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Bhāra Sutta 第二部分

若根除渴愛，欲求得消除。

舊負擔已去，新擔不能生。

安穩涅槃樂，隨之得成就。

當渴愛連同無明被消除，欲求將會徹底地消失。當

舊的身體或「蘊」被驅除，[129]擔載新身體的負擔將會

被移除。接著，悲苦終結，涅槃寂滅得以成就。

總結

現在，《負擔經》的講解已經完畢，只需要總結。

你已經明瞭，五蘊假定自己為眾生，它是一個巨大的負

擔，而我們在輪迴的循環中一直擔載著此負擔。按照四

聖諦的教義，此負擔表示「苦聖諦」。你也了悟到，只

要你享受視物、聲音等感官對象所帶來的快樂，你便是

接受此負擔，它的本身是苦。你享受它們是因為忘掉了

觀照它們，不知道它們的真實性。當你對它們的無知愈

多，你對它們的渴愛愈大。接受負擔的渴愛，是所有煩

惱的原因。確認到渴愛是苦因，表示你明瞭「集聖諦」

（導致苦的原因）。你也體悟到消除渴愛表示放下負

擔，這是「滅聖諦」（苦的滅盡）。無明導致對看、聽

等現象性質的無知，而你在禪修觀照的過程中沒有體會

久。他告訴法施比丘自己已經證阿羅漢果六十年。他真

實地相信這是事實，因為他從來沒有發現渴愛的出現。

但法施知道他並沒有證果，也就是說，他沒有真正消除

渴愛。然後，他問他能否運用神通。在獲得他的正面回

答後，法施要求他變現一個蓮花池，裡頭有一朵大蓮

花，花中有一位美女正在跳舞。如其請求，他變了有美

女跳舞的蓮花池。接著，法施比丘要求這位所謂的阿羅

漢，用眼睛看著自己變的美女。他按照指示看著，突然

間他發現欲貪的衝動。[128]然後他意會到並承認他所

求證的阿羅漢果並沒有成就。因此，他請法施比丘開示

他修習佛法的正確方法，根除渴愛和無明，讓他成為一

位真正的阿羅漢。那時候，他只能夠暫時斷除渴愛，猶

如一個水壺撞擊長滿苔蘚的水池時，可以推開水面的苔

蘚，但拿走水壺之後，它們又再聚合起來。無明的根

除，只有在「阿羅漢道」時才可以證得。如此根除後，

縱然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美女在跳舞，禪修者也絕不會被

污染，何況是幻現的呢。當對存在的渴愛徹底地消除，

新的名法和色法不能生起。沒有「蘊」，所有的苦結

束。我作了一首偈頌，讓大眾能夠記得我所說的重點：

但因此個案發生於佛後四百年的斯里蘭卡，今依緬文本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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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聖道裡面，如果你證得「須陀洹道」，你

（最多）只有七次轉生之苦，此後所有「蘊」消失。

在某程度上這可以減輕負擔，但是，如果你喜歡繼續

修習毗婆舍那禪，進一步減輕負擔，其實你應當這麼

做，你可以證得「斯陀含道」，所有「蘊」的負擔會

在兩次「存在」後捨掉。如果你繼續圓滿自己的波羅

密（pāramī），你將會到達「阿那含道」，在色界或無

色界「存在」後，所有負擔都能夠捨掉。接著「苦聖

諦」，即所有「五蘊」會消失，達致寂滅。

在這裡重複佛陀所說的話，一但渴愛被根除，渴愛

不能生起，證得寂滅。如果你真的希望捨掉負擔，證得

寂滅，使所有苦終結[132]，你必須要修習我在此所教導

的內容。

我現在以之前所說的格言內容總結：

沉重的負擔是甚麼？「蘊」是沉重的負

擔。

誰載著負擔？由「蘊」所成的眾生，載著

此負擔。

誰接受此沉重的負擔？渴愛接受此沉重的

負擔。

到。無明是渴愛的根源[130]，因此當你嘗試驅除渴愛，

無明必須要移除。這一點你也已經知道，當無明被消

除，「明」的智慧（vijjā ñāna）便生起。正如光明替代

黑暗。這你也明白了。獲得智慧後，你來到「滅聖諦」

的階段，當你持續禪修，你的毗婆舍那智慧將會發展，

而你將會證得四聖道及體悟「道聖諦」，即導向苦滅的

聖潔之道。

如果我們享受視物、聲音等感官對象所帶來的快

樂，渴愛便會發展，一旦發展它便等於接受那沉重的負

擔。這一點你也已經明瞭。渴愛被培養是因為我們沒有

認清現象的真實性質。正是這種無知接受那負擔。因此

渴愛是所有煩惱的根，我們說它是苦的因。你也清楚這

一點。如果渴愛被驅除，我們便能夠從痛苦中解脫；這

表示我們證得苦的滅盡（滅聖諦）。無明是渴愛的根

源，因此它必須要被驅除。當我們忘掉覺照感官對象，

它便會生起。如果我們在禪修時，觀照現象的生起和

滅去，智慧會得到發展。[131]有了智慧的光芒，無明消

失，如黑暗被驅除。沒有它，渴愛之蘊的負擔不能生

起，因此我們不用再生和擔載它。當我們發展觀照感官

對象的習慣，毗婆舍那禪會得到培養，接著將會證得四

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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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下負擔是甚麼意思？滅除渴愛是拋下此

負擔。

五蘊的負擔是很沉重的。

那名背載著此負擔的眾生以其名字為人所

知（概念的教法）。

接受負擔是苦，驅除它是有利於快樂。

當渴愛從根本被拔除，愛欲不能生起。

舊的負擔已捨掉，新的負擔不能再起。

接著他證入涅槃，究竟寂滅的境界。

希望你們在聽完這部《負擔經》的講解之後，能夠

了悟「五蘊」在你們的肉體不停地生起和滅去，它們是

一個巨大的負擔；你們對視物、聲音等感官對象的渴愛

表示接受新的「蘊」的負擔，讓它得以生起；這是所有

苦的原因；驅除它能達致寂滅；透過修習毗婆舍那禪

法，便能夠證得寂滅。最後，我至誠地祈願你們所有

人，透過毗婆舍那智及所踏上的道路，能夠在不久的未

來證得涅槃。

善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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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文

願法界一切眾生

心裏沒有瞋恨沒有痛苦

身體沒有病痛生活快樂

願所有一切有情

解脫一切身心痛苦

願出資者、成就此印書因緣者

深植八正道、七覺支善根因緣

閱讀者德真實法益，勤修念處

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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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芳名錄

釋大策 
釋大惠 
釋惟敬 
釋善一
釋惟闡
釋聖悔 
釋法成
釋惟遠 
釋禪文 
釋印融 
釋善詮 
釋善稔  
釋善曦  
釋中含  
釋善廉  
釋如願
釋心觀
釋性敬
釋善揚
釋常仁
釋善獻
釋隆海
釋禪賢
釋明痴
智光禪師
高李汝 
高清標 
鄭玉燕
高維均 
高詩欽
林紫芬 
陳慧瑄 
林文彬

陳澤祥
李月幼 
陳玫樺
于淑琴
高玉美 
王美皇 
鄭文琳 
陳保伸 
廖登連 
李榮高 
游沅忠 
趙佩玲 
徐鳳英  
莊宮齡 
胡永豪 
徐勤妹 
藍   儷 
陳美君 
吳佩陵
葛道芳 
鄧維欣 
施皓翔 
李幸華 
張碧玉 
王超麟 
劉盡德
王玉珠 
鄭武雄 
陳天文 
張亞嵐 
簡彩霞 
李再壽 
李清文 

鄭金陽
鄭寶玉 
翁稚瑩 
廖靖慈 
吳雲嬌
林寶連
陳明鈺
曾雲華 
鄭桂枝 
李玉鳳 
林瑞雄 
葉鈴鈴 
韓月英 
郭禮敦 
王丁蓉 
王永慶 
王素蓮
陳亮光 
鄭麗玲 
陳郁雯 
陳怡如 
吳淑惠 
莊連富 
秦苡珊
卓秀娟 
潘逸騏 
陳彥霖 
李怡珊 
林明慧 
林庭均 
陳鄭勤
陳   銀 
鍾宜蓁 

謝秀枝 
蕭豫台 
龔純貞 
馮至疄 
吳彥霖 
黃麗玲
賴雪琴 
陳皆興 
陳俊菖 
黃于修 
周芷妡 
高煒育
楊維明 
林俊勝 
黃桂琴 
吳貴春 
吳欣芳 
吳彥霖 
黃麗玲 
陳玉美
周良男 
陳映亘 
曹肖瑤 
張瓊媛 
游新育 
郭慧玲
洪金釵 
姚宜君 
姚森侯 
黃名嘉 
黃正宗 
吳文穎 
劉剛足 

劉美足
劉金福 
鄭金陽 
范梅英 
鄭藝銘 
鄭斐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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