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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自我概念，從日常生活模糊的自我概念出發形成問題意識，並且聚

焦在佛學的非我教導上，洞察稱之為自我的，無法令比如是，不令比如是；以及

五蘊無常，無常故苦，苦故非我。藉此初步釐清日常生活中稱之為自我的，缺乏

其本身的存在。接著論述錯誤的自我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藉由起我想、起我見、

起我執產生痛苦──大致可歸結為三步驟：認定自我、分別自我與他人、執著在

自我的利益上。佛學的教導在第一步就先做如實觀察的工作，不急於認定甚麼是

自我，洞察非我，因而能不起我想、不起我見、不起我執。因此不會由自我而產

生痛苦。本文接著說明日常生活中所說的自我只是方便的指稱詞，用以指稱這個

生命體。最後本文指出轉生和業力的運作流程不需要有某種自我來轉生或者承受

業力，因此不與佛陀的其他教導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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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主題說明 

    本文之研究主題為「自我概念的反省與佛陀的教導」。主要聚焦在理解佛

陀的非我教導，探究非我教導的意義和目的。並以此理解來解釋和回應日常生活

中使用「自我」所面臨到的問題。最後對佛陀的非我教導進行更全面的反省，主

要是從佛陀對世界實相的其他教導來檢視其與非我教導是否相容。 

 

(二)文獻依據 

    本文在確定佛陀非我教導的意義和目的主要所依據的文獻是劉宋‧求那跋

陀羅譯的《雜阿含經》。而在拆解日常生活中「自我」的使用如何產生問題以及

問題的解決多依據 the Saṃyutta Nikāya 和 the Majjhima Nikāya 兩部英譯經典。 

《南傳彌蘭王問經》則是在反省在佛學的非我教導下，「自我」在語言意義上的

出路，以及佛陀教導的相容上所依據的文獻。 

 

(三)研究動機 

    「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造成太多痛苦，像是我認定「我是醜的」，我

就會感到難過；可是我知道身體的美醜並不是我。初步思考理由有二：我即使斷

了一隻手，我仍然是我，可見身體不是我；或者在戀愛中，戀人總無法接受對方

只愛自己的身體，覺得我有其他部分是更應該被戀人愛的，那在戀人說「你愛我」

時，戀人到底愛了甚麼。既然我不是身體，那為什麼我會對我的身體的醜感到難

過。像這樣盤根錯節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上演，其根本的問題初步看起來就

是出在到底甚麼是自我上面。再者，筆者在大一求學期間對蔡耀明教授開授的佛

學概論，當中的不做自我認定感到疑惑與興趣。因此，本文欲藉由佛學的教導來

探究自我概念，解決「自我」所產生的重重問題。 



(四)研究進路與方法 

    本文研究進路為如實觀察世間，先從世間表面上的現象進行觀察和反省，

再依據佛學漢譯或英譯文獻洞察並指出世間實相。並且針對漢譯和英譯的佛學文

獻做出合理的詮釋。 

 

(五)研究架構與主要內容 

    全文以「自我概念的反省與佛陀的教導」為研究主題，第二章的第一節開

門見山就以「何謂自我」帶出問題意識，並且根據佛學文獻，帶出佛學的非我觀。

第二節則以起我想、起我見、起我執指出世間痛苦的來源，並就其來源指出解決

的方法和佛學能給的幫助。第三節是緊扣第一節指出非我實相後，探究「自我」

在語言上的意義。換句話說，既然自我指的不是其本身的存在，那日常生活上說

的自我到底是甚麼意思。在確定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和實相上的意義後，接著在第

三章，從佛陀的轉生和業力的教導來檢視非我觀可能引起的問題，並做合理的詮

釋消解問題。 

 

二、自我是否有其本身的存在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Robert Frost, 《Mountain Interval : The Road Not Taken》 



 

    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避免地，也幾乎沒有人會避免地使用「我」來表達信

念、處境、感受、比較、認同等。諸如：「我相信前方只有兩條路」、「我存在，

或者我不存在」、「為什麼我愛你，你不愛我」、「我比你美」或者「我是詩人」。

使用「我」這個語詞進行表達本身沒有甚麼問題，但若是認為語詞使用上的「我」

不只是語詞上的表現，還指涉到自我本身的存在，那就必須加以檢視。理由有二：

一是要指出世界的實相(非我的意義)；二是錯誤的觀念往往造成困惑與痛苦，藉

由檢視錯誤的觀念加以導正，可以作為初步解決困惑與痛苦的方法(教導非我的

目的)。 

 

(一)五蘊 

    五蘊作為執取的積聚對象就名為五取蘊。五取蘊的梵文為 upādāna-skandha，

英文譯作 the five “bundles of grasping-fuel”。梵文的 khandha 譯為積聚，英文可

以譯作”group”、”aggregate”、”bundle”；而梵文的 upādāna 就是執取之意，英文

翻成 grasping。由於執取五種積聚對象會產生苦(dukkha, painful)，所以在翻譯上

使用了隱喻的手法，將積聚隱喻成燃料，使五取蘊的意思更為明確。五種積聚就

是使苦維持像火一樣燃燒的燃料，執取五種積聚就生苦，也就是將燃料往火裡燃

燒。這個隱喻中意思比較具體的來源域是燃料和火的燃燒，分別對應意思比較抽

象的目標域是五種積聚和苦。1 

    五蘊分別是色蘊(material form)，即任何物質的或物理的東西；受蘊(feeling)，

即感受，包括愉悅、痛苦和不逾越也不痛苦；想蘊(conception)，即對經驗的事

物進行印象和觀念上的抓取的心理事件；行蘊(compounded mental states)，即非

想蘊和識蘊之一切心態活動，像是意志、情緒、專注；識蘊(consciousness)，即

                                                      
1 Peter Harvey, “Dukkha, Non-Self, and the Teaching on the Four ‘Noble Truth’,” A Compan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edited by Steven Emmanuel,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3, p. 32. 



以區別、洞察為形態的意識。 

 

(二)五蘊非我 

    《雜阿含經》中關於自我的課題可以從以下的二則引文理解。第一則引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非是我。

若色是我者，不應於色病苦生，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無我故，

於色有病有苦生，亦得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是。」2 

 

    大部分的人每天看到的自己和他人都是表面的色身，習慣分別判斷色身的高、

矮、胖、瘦、美、醜，以為色身就是我，由此而生起我想，像是「我是美麗的」、

「我是醜陋的」。此外，色身的感受幾乎伴隨著每個人，習慣追逐色身各個部份

的爽快，口渴要喝涼的，肚子餓要吃得飽飽的。人為了追求讓色身有舒適的感受，

要把色身作為我照顧得好好的而有利益追逐，由此而生起我執，像是「我要有財

富」、「我要有車子、房子、孩子」。無論在財富容貌上起我想，還是起我執，主

要歸因於以為色身就是我。 

    引文中第一個拿來檢視自我的就是色，這是在世間各種組成中找出要害加以

檢視。其認為色非是我的理由是：如果色是我，色不會趨向病苦，我也不會想讓

色這樣或不這樣。如實觀察世間，色會趨向病苦，我也會想讓色這樣或不這樣。

因此色不是我。 

    簡單來說，如果色是我，我不會讓色生病，偏偏我無法不讓色生病。既然無

法讓色不生病，怎麼能說色是我！ 

1.自我概念的預設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引文並沒有預設自我的概念：自我是可以控制自己的。

                                                      
2《雜阿含經．第 33, 34 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T. 99, vol. 2, pp. 7b-8a. 



而是如實地觀察世間，將切要用來檢視自我的概念「可以控制自己」關聯地拿來

檢視自我。也就是說，引文說明色不是我的理路中，並沒有認定自我就是可以控

制自己的，而只是初步拿切要的概念「可以控制自己」來檢視色可不可以是自我。 

    打個比方，討論甚麼是無糖綠茶，切要地就會拿出糖或是相關的化學物質來

檢視某個東西是否為無糖綠茶。這不是預設無糖綠茶沒有糖，而是如實觀察世間，

拿糖這個要項來檢視稱之為無糖綠茶的東西。所謂預設無糖綠茶沒有糖，是主張

無糖綠茶沒有糖；而將糖作為檢視稱之為無糖綠茶的東西的要項並不就是主張無

糖綠茶沒有糖。 

2.五蘊的存在與化約主義 

    同樣地，觀察世界是組成的表現，拿五蘊作為組成世界的要項作檢視，並不

意涵著肯定五蘊存在。這是探討組成世界要項的入手處，和主張組成世界要項的

結論之間的差別。學者 Mark Siderits 認為佛學的教導是一種化約主義，主張「個

人」只是個指稱詞，用來指稱無常且不具人格的心理物理元素的複雜因果系列。

也就是說，究竟不存在個人，存在的只有色、受、想、行、識等五蘊。3 

    然而，佛學的教導並不是化約主義，更不是非化約主義。首先，佛學的教導

並不主張五蘊存在。五蘊因緣起法而無常，無常故空。觀察世間的組成不離色、

受、想、行、識等五蘊，而五蘊也是由錯綜複雜、盤根交錯的因緣條件聚合而生

成，當這些聚合的條件散失，五蘊也會消滅。更進一步說，因緣條件的聚散並沒

有生成或消滅五蘊，因為名之為五蘊的本來就缺乏其本身的存在，並沒有恆常固

定不變異的五蘊存在。再者，佛學的教導也不主張五蘊之外，另外存在個人。稱

之為個人的，看來看去能檢視其是否真實存在的也不離五蘊。而五蘊無常，因此

個人也欠缺其本身的存在。 

    雖然佛學的教導並不主張五蘊存在，但確實觀察世間的組成不離五蘊。佛學

的教導主張世間與五蘊之間的關係為非一非異。非一在這邊的意涵是，世間不等

                                                      
3 Mark Siderits, “Chapter 2: Refuting the Self,”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Pers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Press, 2003, pp. 24-25. 



同於五蘊。這說如實觀察世間，初步拿切要的五蘊作為檢視世間的項目，發現世

間欠缺其本身的存在，不等於五蘊或者五蘊的任意組成。非異在這邊的意涵則是，

離開五蘊，並不另外存在世間。打個比方，教室和用以檢視組成教室的要項─以

黑板、桌子為例─之間的關係也是非一非異。一方面教室不等同於黑板、桌子，

欠缺其本身的存在；另一方面，離開黑板、桌子，並不另外存在教室。 

 

    第二則引文： 

 

   「比丘。於亦云何？色為是常，為無常耶？」比丘白佛：「無常。世尊。」「比

丘。若無常者是苦不？」比丘白佛：「是苦。世尊。」「若無常、苦，是變易法。

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有我、異我、相在不？」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觀察受想

行識，亦復如是。比丘。於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實觀察，如實觀察已。於

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4 

 

3.非我教導的意義及目的 

    凡人不做如實觀察的功課，只是順著語言的表面所形成的朦朧的自我概念，

而衍生出五花八門的我見、我想、我執，卻沒洞察世間組成運作的主要項目是無

常，無常故苦，苦故非我。了解世間組成運作的機制是無常、苦、非我後，就要

形成跳脫無常、苦、非我。打個比方，凡人在世間就好像被迫上了大學的資工系。

如果在就讀資工系的過程中，不斷地探究「甚麼是電腦」，抑或是認定「我就是

電腦」、「這臺電腦是我的」，或是更不切要的「我比你漂亮」，而沒有了解在資工

系主要運作的是寫出程式，通過教授所出的作業，修得足夠的學分，然後畢業，

                                                      
4《雜阿含經．第 33, 34 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T. 99, vol. 2, pp. 7b-8a. 



則會導致不斷地拿不到學分，無法畢業。至於如何跳脫無常、苦、非我，就是要

透過修行，但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就像是如何從資工系畢業，就是要透過學習

寫程式一樣，這是另一個問題。5 

    在第二則引文中，世尊點出五蘊無常，無常故苦。既然是苦，在苦當中就找

不到我，也找不到等同於我的東西，我也不會在苦裡面，苦也不會在我裡面。換

句話說，稱之為我的不會擁抱、接受苦，既然五蘊都在受苦，則五蘊都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擁有。世尊教導無常故苦，苦故非我。就意義而言是指出世界的實相，

因此說「如實觀察，如實觀察已」；另一方面，就目的而言，是要教導弟子達到

自覺涅槃，因此說「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

槃」。 

    《雜阿含經一一零經》也有非我教導的意義和目的的經證： 

 

   佛告薩遮尼犍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

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

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

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

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

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

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解脫無上、

解脫知見無上。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

                                                      
5 Sue Hamilton, “Chapter 1: Setting the Scene: We have no self but are comprised of five aggregates,” 

Early Buddhism – A New Approach: The I of the Beholder,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pp. 18-32.  



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

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

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6 

 

    從以上經文可以看出，佛陀在教導五蘊非我後，都會指出涅槃作為教導的目

的；佛陀更在以上的經文中明說：「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因此非我教

導的目的是為達到涅槃。 

4.非我與無我 

    有學者認為梵文的 anattā 應該要翻譯成英文的 non-Self，在以下的意義下

意涵為無我：五蘊既不是自我，也不屬於自我。如果將 anattā 翻譯成英文的

not-Self，意思是非我，則遺漏了「五蘊不屬於自我」這個面相的意義。7 

    然而，就如實觀察世間而言，尚無法確定甚麼是我，更不要說是確定諸法無

我。世尊的教導是「於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其確定的是五蘊非我。五蘊既

然不是我，更不要說是我所擁有，或者屬於自我。世尊的非我教導開放給任何人

檢視，任何人可以如實觀察世間，試圖找到自我。但必須經過是否為五蘊的檢視，

如果是五蘊，就不會是自我；如果不是五蘊，那就要檢視其是否無常、是否苦，

如果是無常、苦，那就不是自我。打個比方，自我對世尊而言就像是握在拳頭裡

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經由檢視猜測拳頭裡握的是甚麼，而世尊對於任何人給的

答案都說「以上皆非」。至此尚未肯定拳頭裡有或沒有東西，就像世尊沒有肯定

有我或無我一樣。 

    其實，世尊曾經被直接問過：「自我存在嗎？」世尊以沉默回應。接著是尊

被問：「自我不存在嗎？」世尊一樣以沉默回應。等到問問題的人離開後，世尊

解釋如果他說自我存在，則他就和恆常主義者(永恆的自我存在)一樣，而且與他

                                                      
6 《雜阿含經‧第 110 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T. 99, vol. 2, pp. 35a-37b. 
7 Peter Harvey, “Dukkha, Non-Self, and the Teaching on the Four ‘Noble Truth’,” A Compan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edited by Steven Emmanuel, Malden:Wiley-Blackwell, 2013, p. 34. 



的諸法非我的教導不一致；如果他說自我不存在，則他和滅絕主義者(人死掉就

甚麼也沒有了)一樣，而且會使已困惑的問問題的人更感到困惑：我曾經有的自

我不存在嗎？8 就指出世界的實相而言，重點在如實觀察世間，洞察諸法非我，

而不是在於支持甚麼主義；主張恆常主義，或者滅絕主義都禁不起檢視。就教導

弟子解脫而言，非我教導的目的正在於此，如果教導弟子自我存在，則弟子會感

到困惑；又為了使問問題的人也得解脫，不使其更加感到困惑，因此世尊不回答

沒有自我。 

 

(三)感受與非我 

    一般人會所認為的感受就是自我，在經典中也有討論： 

 

   阿難，一個認定自我的人在甚麼意義下來認定自我？(1)認定自我，他認定自

我是感受：「我的自我是感受」，或者(2)「我的自我不是感受，我的自我在經驗

之外」，或者(3)我的自我不是感受，也不是在經驗之外，我的自我感受，它有能

感受的特性。 

    (1)現在阿難，說「我的自我是感受」的人應該被告知：「朋友，有三種感受：

愉快、痛苦和不愉快也不痛苦。你認為三種感受中的哪一種被認定為自我？」當

感受到愉快，就沒有痛苦或者不愉快也不痛苦，只有愉快的感受。當感受到痛苦，

就沒有愉快或者不痛苦也不愉快，只有痛苦的感受。當感受到不愉快也不痛苦，

就沒有愉快或者痛苦，只有不愉快也不痛苦的感受。 

    愉快的感受是無常，有條件，依緣生，受於消滅，走向死亡，走向消失，走

向停止。痛苦的感受和不愉快也不痛苦的感受也是一樣的。所以任何人當他正感

受到愉快，認為：「這就是我的自我」，必然會在愉快的感覺停止時，認為：「我

                                                      
8 Peter Harvey, “Theravāda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erson,”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7. 



的自我消失了！」痛苦的感受和不愉快也不痛苦的感受也是一樣的。因此，無論

誰認為「我的自我是感受」就是認定在這個當下，自我是無常，是愉快和痛苦的

混合，並受於升起和消滅。因此，不適合堅持：「我的自我是感受。」 

    (2)至於說「我的自我不是感受，我的自我在經驗之外」的人應該被詢問：「朋

友，如果感受不存在，可能會有『我是』的想法嗎？」「不可能，世尊。」因此，

不適合堅持：「我的自我不是感受，我的自我在經驗之外。」 

    (3)此外，說「我的自我不是感受，也不是在經驗之外，我的自我感受，它

有能感受的特性」的人應該被詢問：「朋友，如果所有的感受全部且徹底地停止

且沒有剩餘，可能會有『這是我』的想法嗎？」「不可能，世尊。」因此，不適

合堅持「我的自我不是感受，也不是在經驗之外，我的自我感受，它有能感受的

特性。」 

    現在阿難，當比丘不再認定自我是感受，或者自我在經驗之外，或者「我的

自我感受，它有能感受的特性」，不這樣認定，則他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

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9
 

 

    第(1)種看法之所以認為感受不是自我的理由有二：一是自我如果是經文中

所說的三種感受的任何其中一種，則無論是哪一種感受，都會持續消失、升起、

消失。因為自我不適合是會持續消失的東西，所以自我不是感受。這裡並沒有預

設自我就是不會持續消失的東西，只是拿切要的概念來檢視被認定為自我的是否

確實是自我。二是自我如果是經文中所說的三種感受的混合，則也不適合是自我，

因為自我不會是受於無常變化的東西。 

    第(2)種關於自我等同的看法之所以不洽當是因為，如果自我在經驗之外，

就不可能動「我是」的念頭。但人時常動「我是」的念頭，所以自我不在經驗之

                                                      
9 Peter Harvey, “Theravāda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erson,”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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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第(3)種看法認為在一切感受不存在的狀況下，稱之為能感受的自我就不是

我，因為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可能依感受而說「這是我」。 

1.從感覺與自我概念證成無我 

    學者 Peter Harvey 將這段經文的意涵整合成一段論證：「如果自我存在，它

會有這樣的感覺：『我是』或者『這是我』，而這樣的感覺依賴於感受。但是感受

不是自我……而且任何依賴於非我的東西必然本身就是非我。自我本身感覺到的

『我』因此會變成非我。但是如果自我只可能在會使自我變成非我的條件下存在，

則非常清楚地不可能有像是自我這樣的東西存在：自我概念本身就是自我矛盾

的。」10 Peter Harvey 試圖從自我與感受的關係去論證無我，以及自我概念本身

的矛盾。 

2.無我的不被證成 

    然而，Peter Harvey 的論證錯誤至少有兩點可以指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有「我是」或者「這是我」的感覺，未必能按圖索驥地找到自我本身。但是值得

懷疑的是自我本身如果存在，那它會有「我是」或者「這是我」的感覺嗎？答案

是不會。經文中第(2)和(3)中的論述就提供了理由，因為如果沒有感受存在，就

不可能有「我是」或者「這是我」的想法，當然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感覺。稱之為

自我的如果受制於感受的存在或不存在，那就不是自我本身。 

    再者，「任何依賴於非我的東西必然本身就是非我。自我本身感覺到的『我』

因此會變成非我」必須加以檢視其更確切的意義。這裡的「依賴」應該是認識論

上的意義，而非存有論上的意義。如果是存有論上的意義，則「任何依賴於非我

的東西必然本身就是非我」沒有道理，因為桌子、椅子等被感覺的東西都不是在

存有論上依賴感覺而存在。而用「因此」連結的下一個語句「自我本身感覺到的

『我』因此會變成非我」，如果從存有論上說，會無法理解自我為何因此變成非

我。可是如果「依賴」是認識論上的意義，則整個語句就可以這樣理解：任何認

識論上依賴於非我(感受)的東西本身就是非我；換句話說，透過感受認識的東西

                                                      
10 同上，p. 270. 



就不是我。因此，自我本身感覺到的『我』在認識論上就會變成非我；簡單說，

即使自我存在，也不是感受可以認識的，透過感受認識的東西都是非我。如果以

上推論沒有錯的話，則 Peter Harvey 並沒有證成無我以及自我概念本身的矛盾。 

因為 Peter Harvey 在以下這一個語句中混淆了存有論上和認識論上依賴的意義：

如果自我只可能在會使自我變成非我的條件下存在。這個語句中的條件如果是指

存有論上的意義，則會產生 Peter Harvey 製造出來的矛盾，並證成無我。然而依

照文章脈絡，語句中的條件是指，使自我在認識論上變成非我。可是若以認識論

上的意義來理解這個語句，它就會是一句奇怪的話。 

    其實關於世尊非我的教導，雖然做到了指出世間的實相，但是更重要的是要

引領弟子走向涅槃。因此在經文中的最後，世尊要弟子不再認定自我，不做此認

定的行為，則可無所取、無所著，以致自覺涅槃。 

 

三、自我如何造成困惑與痛苦，及其消解 

 

    一般的人在講桌子、椅子等物件而形成認定桌子和椅子等約定俗成的概念不

會有太大的問題，因為就算桌子、椅子確實上不存在，也不致於讓人產生困惑與

痛苦。區別於此，自我就不一樣了。一般的人以為自我有其自身確實的存在，因

此而感到困惑與痛苦。 

 

(一)起我想 

    《蛇喻經》中有這樣相關的論述： 

 

   一個比丘向世尊請示：「世尊，內心可以對外面不存在的東西感到攪動嗎？」

世尊說：「可以的，比丘。」「聽著，比丘，有人這樣想『唉！我擁有它！唉！我

不再擁有它！唉，或許我擁有它！唉，我沒有擁有它！』接著他就感到悲傷、哀



悼、悲痛，他哭著敲著他的胸膛，而且變得心煩意亂。那就是內心如何可以對外

面不存在的東西感到攪動。」 

   「世尊，內心可以不對外面不存在的東西感到攪動嗎？」世尊說：「可以的，

比丘。」「聽著，比丘，有人不這樣想『唉！我擁有它！唉！我不再擁有它！唉，

或許我擁有它！唉，我沒有擁有它！』接著他就不會感到悲傷、哀悼、悲痛，他

不會哭著敲著他的胸膛，而且不會變得心煩意亂。那就是內心如何可以不對外面

不存在的東西感到攪動。」11 

 

    一般人容易順著語詞，按圖索驥，以為語詞上使用自我，在確實上就存在著

自我，因此起了我想。像是蛇喻經中說的：「唉！我擁有它！唉！我不再擁有它！

唉，或許我擁有它！唉，我沒有擁有它！」這裡暫且不探討它指的是甚麼或者它

到底存不存在，而先將焦點放在自我上。因為認定了自我存在，所以起了我想，

才會產生「我剛才擁有了它，可是現在我沒有擁有它」的困惑與痛苦。 

    《雜阿含經第三十經》中也有也有起我想的論述，而且世尊教導如實觀看無

常故苦，苦故非我。要弟子從這樣的正知見對五蘊生厭離，欲解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

時有長者子名輸屢那，日日遊行，到耆闍崛山，詣尊者舍利弗，問訊起居已，卻

坐一面，語舍利弗言：「若諸沙門、婆羅門於無常色、變易、不安隱色言：『我勝、

我等、我劣。』何故沙門、婆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若沙門、婆羅門於無

常、變易、不安隱受、想、行、識而言：『我勝、我等、我劣。』何故沙門、婆

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若沙門、婆羅門於無常色、不安隱色、變易言：

『我勝、我等、我劣。』何所計而不見真實？於無常、變易、不安隱受、想、行、

識言：『我勝、我等、我劣。』何所計而不見真實？」「輸屢那！於汝意云何？色

                                                      
11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MN 22: Alagaddūpama Sutta - The Simile of the Snake,”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2005, pp. 230-231. 



為常、為無常耶？」答言：「無常。」「輸屢那！若無常，為是苦耶？」答言：「是

苦。」「輸屢那！若無常、苦，是變易法，於意云何？聖弟子於中見色是我、異

我、相在不？」答言：「不也。」「輸屢那！於意云何？受、想、行、識為常、為

無常？」答言：「無常。」「若無常，是苦耶？」答言：「是苦。」「輸屢那！識若

無常、苦，是變易法，於意云何？聖弟子於中見識是我、異我、相在不？」答言：

「不也。」「輸屢那！當知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

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

知。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

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輸

屢那！如是於色、受、想、行、識生厭離，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12 

 

(二)不起我想 

    內心若要不因起我想而產生困惑與痛苦，就要找出起我想的來源，從來源上

斷滅而不起我想，因而不起困惑與痛苦。經文中論述： 

 

   在舍衛城，世尊問說：「比丘，當甚麼東西存在，藉由緊抓這個東西、黏附這

個東西，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世尊，我們的教導來自於您……」 

   「當色存在，比丘，藉由緊抓住色、黏附於色，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這是我

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當受……想……行……識存在，藉由緊抓住識、

黏附於識，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比丘，當聖的信徒拋棄了對六大基地的困惑，而且更進一步，拋棄了對苦、

苦的來源、苦的停止以及通往停止苦的道路的困惑，他就被稱為入流者，不再前

                                                      
12《雜阿含經．第 30 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T. 99, vol. 2, p. 6a-c. 



往下三道，束縛於命運，而以菩提為他的目標。」
13
 

 

    從引文中可看出世尊教導緊抓或者黏附於五蘊，會產生五蘊是我的看法。若

要不起我想，對五蘊就要無所抓取和黏附。而要不抓取和黏附五蘊，在認知上，

就要體認到五蘊無常，無常故苦，苦故遠離；在情感上，因為有正確的認知而消

除對五蘊的欲望。如此能不起我想，苦不再由起我想而產生。 

 

(三)起我見 

    一般人的苦除了從起我想而生外，也會從起我見而生。因為生起了我見，心

中有貪嗔癡慢疑等毒素，就容易和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就起了爭執，或是為了名

利，或是為了求勝，或是為了爭一口氣，或是沉浸在爭執的感覺中，或是為了證

明自己的能力……這些都是為了「我」的意見而產生的苦，而沒有將焦點放在如

實觀察世間的實相，因此只是看在現象上形成我見在打轉。經文中論述： 

 

   在舍衛城，世尊問說：「比丘，當甚麼東西存在，藉由緊抓這個東西、黏附這

個東西，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風沒有在吹，河沒有在流，懷孕的女人沒有生產，

月亮和太陽沒有升起和落下，而像根柱子穩定站在那』？」 

   「世尊，我們的教導來自於您……」 

   「當色存在，比丘，藉由緊抓住色、黏附於色，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風沒有

在吹，河沒有在流，懷孕的女人沒有生產，月亮和太陽沒有升起和落下，而像根

柱子穩定站在那。』當受……想……行……識存在，藉由緊抓住識、黏附於識，

會產生這樣的看法：『風沒有在吹，河沒有在流，懷孕的女人沒有生產，月亮和

太陽沒有升起和落下，而像根柱子穩定站在那。』」 

   「你是怎麼想的？比丘。色是恆常或者無常？……識是恆常還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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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世尊。」 

   「不去緊握無常、苦、變異的東西，這樣的看法可能生起嗎？」 

   「不可能，世尊。」 

   「那個被看見、聽見、感覺到、認知到、獲得到、尋找到以及被心所涉及到

的東西是恆常還是無常？」 

   「無常，世尊。」 

   「無常的東西是苦還是樂？」 

   「苦，世尊。」 

   「不去緊握無常、苦、變異的東西，這樣的看法可能生起嗎？」 

   「不可能，世尊。」 

   「比丘，當聖的信徒拋棄了對六大基地的困惑，而且更進一步，拋棄了對苦、

苦的來源、苦的停止以及通往停止苦的道路的困惑，他就被稱為入流者，不再前

往下三道，束縛於命運，而以菩提為他的目標。」14 

 

    一般人因為緊抓與黏附在五蘊上，而產生我見。例如這一秒感受到風吹，就

論斷風在動；下一秒沒有感受到風在吹，就論斷風沒有在動。然而無論風有在動

還是沒有在動，都只是掛在世間上的一個見解，而沒有指出世間的實相。如果形

成見解只是隨便說說，或者當作興趣消遣則沒有甚麼大問題；可是如果形成「我

的」見解，就容易產生自我保存、利益追逐或者敵對衝突等的問題。 

 

(四)不起我見 

    化解我見的第一步是認知到世間的實相不是說出來、吵出來或者推論出來的，

而是透過如實觀察，洞察本來就是如此的事實，世間的實相不會因為我產生了甚

麼樣的見解而改變。有了如此的認知後，在觀察上就不會在現象上捕風捉影、掛

                                                      
14 同上，pp. 991-992. 



一漏萬地形成我見。世間的現象非常的眾多，考察其用以組成和推動的要項，不

離五蘊或其組成。將世間的情形拉到世間的基本要項五蘊做考量，就避免了捕風

捉影、掛一漏萬的情形。洞察五蘊無常，無常故苦。既然五蘊是苦，就不去緊抓

與黏附而產生問題重重的我見。 

 

(五)起我執 

    一般人除了起我想、我見外，容易上手的就是起我執，也就是對自我存在的

感覺根深蒂固而產生執著，很難拔離。《雜阿含經‧110 經》記載世尊以佛神力

才幫助了我執深重的薩遮尼犍子在觀念上打通對自我的執著：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

行，遙見薩遮尼犍子來，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薩遮尼犍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

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時，薩遮尼犍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

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 

識觀察非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

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

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佛告薩遮尼犍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 

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

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

殺，無常、苦、空、非我。」 

   薩遮尼犍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佛告薩遮尼犍子：「宜知是時。」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

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 

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 

   薩遮尼犍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

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 

悉能爾不？」  

   答言：「能爾。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答言：「如是，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

是，不令如是耶？」時，薩遮尼犍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如是再三，薩遮尼犍子猶故默然。

時，有金剛力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犍子頭上，作是言：

「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佛神力故，

唯令薩遮尼犍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 

   薩遮尼犍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佛告薩遮尼犍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

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

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瞿曇！」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曇！」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

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答曰：「如是，瞿曇！」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

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答言：「不也，瞿曇！」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火

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傭直，即斷其根葉，剽剝

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

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15 

 

    薩遮尼犍子以為：「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這句話

放在當今的臺灣處處可見。在政治議題上，有些人以為：「我在臺灣長大，臺灣

就是我，臺灣的土地是我的。」在多元成家議題上，有些人以為：「我是同性戀，

我也要擁有婚姻，婚姻是我的。」在國中教改與會考議題上，有些人以為：「我

是建國中學的學生。」在職業上，有些人將職業等同於自我，以為：「我是工程

師」、「我是律師」。在世界盃足球賽上，有些人以為：「我就是世足賽」、「我是義

                                                      
15 《雜阿含經‧第 110 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T. 99, vol. 2, pp. 35a-37b. 



大利隊的」、「梅西是我的」。以上稱為是我或者我所的，都無堅實，如芭蕉樹。

從某種角度說土地是我，並沒有錯，因為土地供給我成長的資糧。但是地震一來，

也可以把我毀滅，從這個角度就不宜說土地是我。然而無論從何種角度觀看，都

只是在芭蕉樹的表面剝皮而已，沒有砍在要害上。 

 

(六)不起我執 

    一般人做「認同」的工作很容易，但是要做「等同」的工作就不容易，必須

經過嚴格的檢視。砍在要害上觀看的就如世尊的洞見：「汝言色是我，受、想、

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五蘊若不得隨意自在，

令彼如是，不另如是，就不是自我。另一條主軸觀五蘊無常，無常故苦，苦故非

我。在關於自我的認知上如此打通應該不褊狹，但要放下我執以致不生困苦，還

需在情意上遠離貪嗔癡。因此，世尊說：「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

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反之則不然。 

 

(七)以自我觀念為本位 

    日常生活中起我想、我見、我執雖然都導致困苦，但就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更

基本的使用而產生困苦而言，可以歸結為三步驟：認定、分別與執著。認定我就

是我，接著分別自我與他人，再來執著於將好處加在自我。於是有種種自我保存、

敵對衝突和利益追逐等行為。當自我保存受到威脅，就會產生困惑、驚恐與痛苦。

當發生敵對衝突和利益追逐，心態上就受貪嗔癡、計較、忌妒、怨恨等毒素而苦，

衝突追逐的結果都是無常，因此也是苦。 

    以自我觀念為本位的想法深植人心。舉例來說，有些人會擔心核四所帶來的

風險大於利益，因此採取反抗核四建立的行動。這其實是一種自我觀念的變形。

先認定自認為的核四，接著分別建立核四之區(我區)和他區，再來執著於不要建

立核四在我區上所帶來的利益。當政府決定要將核四建立在我區時，一樣會產生



困惑、痛苦：稱之為「我」住的地方，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住的地方一樣無常困

苦非我，也無法令它不建核四。 

 

(八)小結 

    總結來說，起我想、我見都是在認知上對自我認識不清，以致產生邪見，依

邪見而生困苦。打個比方，被「臺大學生」的概念蒙蔽，就會導向做出要會讀書，

又要會玩社團的行為。結果社團玩不好，書也沒讀好就會產生像這樣的困苦：「我

不是臺大學生嗎？」被「自我」概念蒙蔽，就會產生分別比較心，喜歡我比較厲

害，討厭我輸給別人。結果因為比別人醜，就會產生像這樣的困苦：「為什麼我

比別人醜？為什麼比較醜就沒人愛？」佛學的教導能做的就是幫忙釐清自我概念，

不被錯誤的自我概念蒙蔽，進而起我想、我見而產生困苦。 

    起我執則不只在認知上對自我認識不清，在情意上對自我更是信仰和執著，

極端的我執者以為：「信仰就是我」、「變異就是我」、「不用你管，受苦受難也是

我」。對於如此的我執者，佛學的教導只能幫助他對自我有正確的認知，並做到

關心陪伴，要不要跳脫自我的執著還需看他願不願意。 

     

四、自我在語詞上的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容易因為語詞上「自我」的使用以及對「自我」的存

在有根深蒂固的感覺──例如，自我介紹的時候：我是彌蘭王，今年四十歲，我

的爸爸是偵探，我的媽媽是律師，從小我就是個衣食無缺的人。但是家教嚴厲，

所以我小時候的志向就是環遊世界，醜其名是離家出走，到現在我還記得。有時

候看著照片上以前的自己，我都會想著自己為什麼誕生在這個世界上，誕生在這

個家──而以為「自我」是一個續存的實體，甚至以為「自我」是身而為人的不

變本質。然而，佛學教導諸法非我，如上所檢視也確實如此。那麼就有必要檢視

語言上使用「自我」時，到底在說甚麼。 



 

(一)自我只是方便的指稱詞 

    《南傳彌蘭王問經》裡面有這樣的記載： 

 

   爾時彌蘭王往詣尊者龍軍所在處。即達，與尊者龍軍互相問候。互問友好已，

他退坐一面。尊者龍軍亦問候答禮使彌蘭王之心歡喜。彌蘭王遂向尊者龍軍如此

說道：「尊者如何被人知？尊者何名？」  

   「大王，我以龍軍被人知。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為龍軍。雖然父母取名曰

龍軍、或勇軍、或雄軍、或獅子軍，那祇是一個名稱、稱呼、名字、泛指而已。

此龍軍名，於此人泝不可得。」  

   於是彌蘭王如此說道：「諸賢，五百臾那人及八萬比丘且聽我說。此龍軍如此

說道：『於此人不可得。』此是否適宜而得認可？」時彌蘭王向尊者龍軍說：  

 「尊者龍軍，若人不可得，則誰給你們衣服、飲食、房舍、醫藥等所需資具？

又誰享受、誰護戒、誰習定？誰證道、果、涅槃？誰殺生？誰不與取？誰行邪婬？

誰妄語？誰飲酒？誰作五無間業；因此，無善無不善，無人作或教人作善不善業， 

無善惡業之異熟果。尊者龍軍，若有人殺你，於他不是殺生。尊者龍軍，你們亦

無阿闍黎、無和尚及無具足戒。若你說：『大王，同修梵行者呼我為龍軍。』於

此何者是龍軍？尊者！頭髮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身毛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指甲……齒，皮，肉、筋、骨，骨髓、腎、心、肝、膜皮、脾、肺、

腸、腸間膜、腹、屎、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血漿、唾液、黏液、

骨節油、尿、腦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色、受、想、行、識是龍軍？」  

   「大王，否。」  

   「尊者，數次發問，但我不見龍軍。尊者，龍軍祇是聲音，於此誰是龍軍？

尊者，你說謊，你說妄語，實無龍軍。」  於是尊者龍軍向彌蘭王如此說道：「大

王，你得優裕養育，你是極優裕養育之剎帝利；大王，若中午時你赤腳行於炙熱

的熱土、踐踏砂礫、圓石及麤沙，你乃腳傷、身疲、心損，為苦所伴之身識遂生。

大王，你步行來還是乘車來？」 

   「尊者，我非步行來，我乘車來。」  

   「大王，若乘車來，請以車告訴我。大王，轅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軸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輪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車身……旗桿、車軛、韁繩、刺棍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轅、軸、輪、車身、旗桿、車軛、韁繩之外是車否？」  

   「尊者，否。」  

   「大王，我數次發問，但我均不見車。大王，車祇是聲音，於此甚麼是車？

大王，你說謊，你妄語，實無車。大王，你是全印度第一王，你怕誰而說謊？諸

位，五百臾那人及八萬比丘請聽我說：此彌蘭王如此說道：『我乘車來』，但當被

問及『大王，若你乘車來，以車告訴我』時，他無呈獻，此是否適宜而得認可？」

說此語已，五百臾那人向尊者龍軍喝采後，向彌蘭王說道：「大王，若可能，現

在該你發言。」  

    於是彌蘭王向尊者龍軍說道：「尊者龍軍，我無妄語。因基於車轅，基於車

軸、車輪、車身、旗桿、車軛、韁繩、刺棍等遂成車名、稱呼、名字、名號、泛



指。」  

   「大王，善哉。你已知車。大王，以我來說，基於頭髮，基於身髮……腦、

色、受、想、行、識等遂成為龍軍的名稱、稱呼、名字、名號、泛指亦復如是。

但依真諦，於此人不可得。大王，金剛比丘尼沴於佛前亦曾作此說『如零件配合，  

乃名為車，諸蘊生存時，稱名有情亦復如此。』」 

   「希有哉，尊者龍軍，未曾有哉，尊者龍軍，解答所問甚是精彩。若佛尚在，

也會喝采。龍軍！善哉，善哉！解答所問甚是精彩。」16 

 

    從以上彌蘭王和尊者龍軍的對談中可以得知，語言上使用「龍軍」這個語詞

並不意涵著龍軍這個人有其本身的存在。經由檢視人的構成要項，發現確實找不

到龍軍這個人，也就是說人的構成要項皆不是龍軍。然而，龍軍也不只是聲音，

而是日常習慣方便用來指稱人的構成要項五蘊的組成。這就如同語詞上的車只是

用來指稱各個部分零件組成的複合物，於此複合物中的各部分皆不是車本身的存

在。同樣地，語言上使用「自我」只是日常習慣方便用來指稱五蘊組成的生命體。 

因此，自我只是日常習慣方便用的指稱詞，但並不是自我本位立場的指稱，而是

生命體本位立場的指稱。 

 

(二)自我只是言說的代表 

    換句話說，自我只是方便溝通言說的代表。在溝通言說中，拿出五蘊是很不

方便的。打個比方，如果要自我介紹，就會變成是這樣：(手指著身體說)這個身

體的全部五蘊名之為彌蘭王，彌蘭王出生至今運作四十年了，爸爸是偵探，媽媽

是律師，從小這個色蘊就衣食無缺，因此這個受蘊感覺愉快。但是家教嚴厲，所

以這個行蘊曾經思考過小時候的志向就是環遊世界，醜其名是離家出走，到現在

這個識蘊都還可以區別，這個行蘊都還記得。有時候眼睛看著照片上以前的身體，

                                                      
16 《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譯，宜蘭縣冬山鄉 : 生命電視台,中華印經協會，2003，pp. 79-82. 



這個想蘊都還歷歷在目，這個行蘊、識蘊都會想著這個身體為什麼誕生在這個世

界上，誕生在這個家。自我之於言說代表，就如同總統之於國家人民的代表。總

統的職分之一是出國去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代表交際開會，否則全國的人民出國交

際開會是辦不成的，這就如同出動五蘊來言說是不方便的一樣。另一方面也要了

解，出國交際開會雖然是總統，但過日子的是人民，這就如同言說的代表雖然是

自我，但在過日子的是五蘊。作為代表的語詞、名稱都無法替真的在無常變化、

受苦受難的五蘊過日子。 

 

(三)分體論的化約主義 

    學者 Mark Siderits 以為車只是方便的指稱詞，不指稱到有其自身存在的車，

因為車在事實上並不是實在的東西，但車所指稱到的對象的部分是實在的。稱之

為車的整體可以被化約成部分，而且雖然整體是由部份所組成，但整體不是部份

的組成，因為只有部份是個別實在的，整體並不是實在。也就是說，真實存在的

只有組成車的各個部份，離開這些各個部份並不另外真實存在車。這樣的看法是

分體論的化約主義。所謂分體論是一種關心整體和部份之間關係的形上學主張，

因此分體論的化約主義整體和部份的關係是，整體可以化約成部份。17 

     

(四)語詞指稱到的都是複合的整體 

    然而，即使是部份也不是實在的。因為根據龍軍尊者的如實觀察，從整體的

各個部份中，找不到與語詞相對應的整體，但不因此斷定各個部分確實存在。因

為各個部分也檢視下去也是複合的整體，也有其組成的各個部份。所以原本是用

以檢視整體的各個部分，作為複合的整體，也缺乏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洞見也

可以用來檢視五蘊。五蘊是五種積聚，無論是哪一種積聚，都是一捆一捆的，而

                                                      
17 Mark Siderits, “Non-Self: Empty Persons -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elf, and that the 

person is a conceptual fiction,” Buddhism as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ants: Ashgate, 2007, p. 54. 



不是一個東西。既然五蘊都是一捆一捆的，其作為整體經過如實觀察，也找不到

其自身的存在。 

 

五、佛陀的非我教導與其他教導不一致的消解 

    在上一節的《南傳彌蘭王問經》中彌蘭王還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若人不

可得，則誰給你們衣服、飲食、房舍、醫藥等所需資具？又誰享受、誰護戒、誰

習定？誰證道、果、涅槃？誰殺生？誰不與取？誰行邪婬？誰妄語？誰飲酒？誰

作五無間業？」彌蘭王以「誰」為開頭的發問方式容易讓人以為自我確實存在，

可是人的各個構成部份卻又確實都不是自我，那自我到底存在嗎？解決這個困惑

的方法之一就是先確認甚麼是自我，才能在探究自我到底是否存在。然而，在佛

學的非我教導下，尚未找的到甚麼是自我。 

 

(一)「誰」做的 

    學者 Christopher W.Gowan 面對佛學的非我教導也有同樣的困惑：既然是「無

我」，那該如何正確理解「自覺涅槃」。以及既然「無我」，那該如何正確理佛陀

教導的解業力和再生。換言之，既然沒有自我，那是誰涅槃？誰造業？誰轉生？

Gowan 認為合理解釋佛陀的教導的方式是：無我的意涵其實是沒有實體自我。 

佛陀必然接受某種自我來達到涅槃、來造業以及再生，他稱這樣的自我為流程自

我。流程自我雖然無獨立的實在性，但在自覺涅槃前，流程自我直接依賴某種心

理狀態而存在──即錯誤地相信自己是實體自我；因而黏附在自我的欲望和感受

上。金錢的價值也是這種直接依賴某種心理狀態而存在的例子，它的價值直接依

賴於人的相信。一旦人不再相信金錢有價值，金錢就沒有價值。同樣地，一旦人

不再相信自己是實體自我，流程自我也會不再存在而達到自覺涅槃。18 

                                                      
18 Christopher Gowans, “Chapter 6: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t-self Doctrine,” Philosophy of the 

Buddha,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63-75. 



    雖然 Gowan 對佛學的教導的理解問題重重，但他試圖解決困惑的方向反而

指出問題所在──這個困惑的產生更根本的問題出在於被「誰」的概念蒙蔽了。

打個比方，「樹」是一個方便用來指稱根、莖、葉、果實等部份組成的複合物，

且缺乏其本身的存在。一般人不會問誰開花、誰落葉、誰結果，而是問甚麼東西

開花、甚麼東西落葉、甚麼東西結果。以「甚麼東西」作為開頭發問就讓人想到

樹的各個構成部分。同樣的方式用在人上，答案初步就浮現：不是真的有誰在享

受、誰證道、誰殺生，而是五蘊在做。19 

     

(二)非我與轉生、業力的相容 

    學者 Mark Siderits 解釋轉生的發生主要是由五蘊推動，當中不需要任何自我

來轉生，即不需要自我從一個生命到另一個生命。轉生發生意涵著，構成人的生

命體的五蘊推動新的五蘊成為新的生命。這就像身體上的細胞死掉推動了新的細

胞的誕生。而五蘊如何推動轉生所依據的就是業力法則。根據業力法則，做善事

會有好的轉生，做惡事會有壞的轉生。然而如果一個人一生做了許多行為，那這

個人轉生後是如何得到他做了這些行為的結果？因為五蘊本身不轉生，它們只是

推動轉生的發生，促成新的五蘊成為新的生命。既然是新的五蘊所組成的新的生

命體，則過去的五蘊所做的一切行為而產生的業力是作用在新的生命體上，而非

過去那些五蘊所構成的生命體上。如此一來，在非我教導下的業力法則就不可理

解。20 在《南傳彌蘭王問經》中的其他段落對這個問題有清楚地論述： 

 

   國王說：「尊者龍軍，誰轉生？」  

   長老說：「大王，名色轉生。」  

                                                      
19 Mark Siderits, “Chapter 2: Refuting the Self,”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Pers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Press, 2003, p. 26. 
20 Mark Siderits, “Non-Self: Empty Persons -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elf, and that the 

person is a conceptual fiction,” Buddhism as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ants: Ashgate, 2007, pp. 

65-67. 



   「是否此名色自己轉生？」  

   「大王，此名色自己不轉生。但大王若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則因該業，

另一名色轉生。」  

   「尊者，若此名色自己不轉生，是否其會從惡業得解脫？」  

   長老說：「大王，若其不轉生，其得從惡業解脫。但大王！因其轉生，所以其

不能從惡業得解脫。」  

   「請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偷他人的芒果，芒果主人將其捕捉並送交國王說：『陛下，我

的芒果遭此人偷去。』此人則說：『陛下，我實不偷，此人所種者為一芒果，我

所取者為另一芒果，故我不應受罰。』大王，是否其人應受懲罰？」  

   「尊者，是。彼應受罰。」  

   「何以故？」  

   「尊者！無論其人如何說，第一、他不否認得芒果；第二、因芒果他應受罰。」  

   「大王，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以所造業因另一名色即轉生亦復如是，

因之他不從惡業得解脫。」  

   「請再給一譬喻。」  

   「大王，若有人在冬季燃火取暖，火未熄滅他即離去，其後該火焚他人田土，

田主將其捕捉並送交國王說：『陛下，我之田土被此人焚燒。』其人會說：『陛下！

我實未燒此人田土，彼未被我熄滅之火是一火，而燒此人田土之火是另一種火，

故我不應受罰。』大王，是否其人應受懲罰？」  

   「尊者，是。彼應受懲罰。」  

   「何以故？」  

   「尊者，無論其人怎樣說，第一、他不否認其火；第二、因其火他應受懲罰。」  

   「大王，以此名色造業，或善或惡，以其業因另一名色轉生亦復如是，因之



他不從惡業得解脫。」
21
 

 

    在此則經文中，雖然取暖的人所燃起的火和焚燒他人田土的火不等同，但是

焚燒他人田土的火是由取暖的人燃起的火所推動，因此那個取暖的人會受到懲罰。

同樣地，以此五蘊所構成之生命體造就的事，其推動的後果，會由其所推動而產

生的新的五蘊來承受。舊的五蘊並沒有因此沒有承受其所造做的事的後果，因為

新的五蘊和舊的五蘊雖然不等同，但它們也不相異。這是說它們也不是截然不同，

因為新的五蘊來自舊的五蘊的推動。就像一杯甜的牛奶放了一段時間會變酸牛奶。

酸牛奶雖然不等同於甜牛奶，但它們也不是截然不同，酸牛奶的產生來自於甜牛

奶的推動。因此，佛學的非我教導與轉生與業力的教導是沒有矛盾的。 

 

六、結論 

    既然世間運作的主要項目是無常、苦、非我，則一般人在日常語言上稱之為

「我」的，就如實觀察講，缺乏其自身的存在。「我」只是無常、苦、非我的生

命體在日常生活上做反身指稱時所慣用的稱呼而已。理解與體會佛學的非我教導

就要不起我想、我見、我執，斷滅痛苦，走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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