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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識所現的輪迴過程

陳雁姿

唯識觀點

唯識所現 ─ 宇宙萬象是通過八識的運作而出現。

賴耶緣起 ─ 交代現實生命及世界的來源。

境由心生 ─ 心只能認知自心投射的境象。

佛言： 心淨則國土淨，心穢則國土穢。

世間一切染淨諸法，無不是內心素質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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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識

舌識

鼻識

宇宙人生通過
八識的運作而出現

阿賴耶識

末那識

身識

耳識

宇宙人生

阿賴耶識

意識眼識

SAṂSĀRA：流轉/輪迴

流 前後相續流：前後相續

轉：生起

流轉：生死海中相續轉生

輪迴：六道之生死輪轉，

恰如車輪之迴轉，永無停止

再生：死亡只是生命另一章的開始，

死而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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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的內容範圍：
1.印度婆羅門教輪迴理論

2.佛教輪迴理論的特質

3.輪迴中每期生命的四有歷程：

本有 死有 中有 生有

4.自心素質與此唯識所現過程的關係：

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

轉生中有時的善惡形態

投胎時自心的顛倒情況

出生業果（五蘊身體及存在世界）的昇沉相應於前各階段的自心素質

5.自心素質基於生時的業力熏習及修養

死亡之後

肉體死亡之後，還能繼續存在？肉體死亡之後，還能繼續存在？

人之生也必有死，生命必然地走向死亡，

但死亡及死後的世界是人生的最大迷團。

一切宗教無不探尋死後生命是否延續或再生的問題，

或談二世、或談三世，佛教及婆羅門教皆相信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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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度婆羅門教輪迴理論

婆羅門教的輪迴理論認為眾生死後 「自我 (靈魂)隨生前善惡行為婆羅門教的輪迴理論認為眾生死後，「自我」 (靈魂)隨生前善惡行為，

受生到有福樂或無福樂的境界，受果報後再依業力轉生他界，生天入地，永無休止。

印度婆羅門教輪迴理論

《布列哈陀奧義書》：

「自我不滅，人臨終時，意識與業力 (karma) 抓緊自我，

擺脫肉體束縛，從此世界轉移到彼世界。

如一條尺蠖之蟲，從一葉邊，轉到另一塊葉。如是生生世世，轉移不息。

可為諸神，或可為不同眾生。

依不同言行成為不同種類的眾生，善得善報，惡得惡報。

因欲而有意志，因意志而造業，因業而感果。

假若無欲，人死則自我終與梵合一而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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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傳統中的輪迴理論

1.輪迴主體：自我（靈魂）

2.輪迴主因：造善、不善的行為（身、口業）

3.輪迴助緣：欲念

4.酬果功能：業力（行為的殘餘勢力）

「自我」的「欲念」所引發「意志」(故意、存心去做)，

推動而作善、惡業行，才會感受果報。

「業行」留下殘餘勢力，保持於「自我」中而成「業力」。

印度傳統中的輪迴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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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傳統中的輪迴理論

5.輪迴取向：獲得不同生命形態與器界，

或「天道」，與諸神同處，仍屬迷界

或「祖道」，以人類為中心，仍非悟界

或「第三道」，畜生道、地獄道、植物道，為惡業所感之生命與器世界。

印度傳統中的輪迴理論

6.酬果原則：

依「善有福報，惡有罪報」的「公平原則」，即「德福一致」的相應原則進行。

不必由「造物主 以負責審判是非善惡而執行賞罰不必由「造物主」以負責審判是非善惡而執行賞罰。

依此「自然酬果 ── 善有福報，惡有罪報」的原則，就會展現生命昇降的結果。



2016/11/28

7

印度傳統中的輪迴理論 - 輪迴會否終結？

解脫理論：

(1)解脫主體：自我（靈魂）。

(2)最後歸趣：梵（內在又超越的宇宙實體）。

(3)解脫助緣：修行淨行。

(4)解脫主因：淨化靈魂，達至離欲的覺悟境界。(4)解脫主因：淨化靈魂 達至離欲的覺悟境界

即由修「無欲淨行」使「自我」擺脫外境的影响，回歸到宇宙實體之「梵」，

終止輪迴，則達成解脫的目標。

2. 佛教輪迴理論的特質

繼承傳統的「三世輪迴」思想及「業報理論」；

「無我論」與「緣起論」是佛教的革新思想；

無我而輪迴── 構成「佛教輪迴理論」的獨特系統。

若無我則需解答誰去輪迴？業力如何保存？如何保證自作自受？若無我則需解答誰去輪迴？業力如何保存？如何保證自作自受？

唯識宗於六識外提出阿賴耶識(潛意識)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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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識的安立主要是解決：

1. 業力承担者 ─要求造業者和受報者是同一身份( identity)，才能保證由同一個

體來承受行為的後果，由於賴耶無時無刻地運作，可以作為三世相續而轉變的

精神主體(非永恒不滅的靈魂)。

2. 交代生死與解脫的現象。

3. 宇宙萬法的發生須靠種子(功能)，賴耶是含藏一切種子的庫藏，所以賴耶是一

切法的所依。

4. 潛在的記憶系統以保持一切經驗、知識與業力。

佛教輪迴理論的特質

《增一阿含經》：《增一阿含經》

「汝等在生死，淚多於恒水，所以然者，於生死中，亦更父母終亡，於中墮淚不
可稱計，長夜之中，父兄姊妹，妻子五親，及諸恩愛，追慕悲泣，不可稱計。

是故比丘，當厭患生死，去離此法。」

眾生現實生命中體驗不同的苦難 非僅在自身的八苦 亦關涉到親友的諸苦眾生現實生命中體驗不同的苦難，非僅在自身的八苦，亦關涉到親友的諸苦，
乃至生存的艱難。

「人生之苦」並非透過死亡就可以一了百了，因為苦並非只一期生，而是累劫
而無有窮盡。

所以佛教重視「生死」(生死事大)及 「解脫生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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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輪迴中每期生命的四有歷程：

眾生在流轉生死中，每一期生死的四個階段：

本有 死有 中有 生有

「有」 ︰表示存在。

「本有」 ︰由生有至死有之間的生命歷程，即「活著的時候」的
生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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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心素質與此唯識所現過程的關係

# 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

死有：臨終的時候

Elisabeth Kübler-Ross “On Death and Dying” ( 《論死亡與臨終》) ：

人在面對自身將要死亡時，內心會經歷五個階段：

一、否認

二、憤怒二、憤怒

三、討價還價

四、抑鬱

五、接受：面對並接受死亡。

只有處於「接受」的階段，內心才會平靜。

自心素質與此唯識所現過程的關係

死有：臨終的時候死有：臨終的時候

《瑜伽師地論》提到，一個人在臨終時不出三種情況：

「善心死」（心裡懷著善念而死），

「不善心死」（心裡懷著不善念而死），」（ ）

「無記心死」（心裡既不是懷著善念，也不是懷著不善念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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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善終」/「好死」？

瀕死時的重要特徵或最基本的條件：

身體的痛苦減輕或解除。

沒有心理上的負擔或痛苦，

能夠心裡穩定、平安、安祥。

《瑜伽論》指出「善心死」的方法：

第一階段是當一個人臨命終時，仍然有明顯的意識活動，

可由自己記憶或他人提起一生曾作過的善行，使令自己內心生起善念。

亦可多做布施及迴向，妥善處理遺産，與親友善別 。

臨終前一直努力保持「正念」：

一、般若空觀，放下對自我身體及世間的執著

二、稱念佛號，依靠佛力護持自心。

這樣保持著善心而死，就叫「善心死」這樣保持著善心而死，就叫「善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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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意義

伴隨死亡而來的對未知的未來的恐懼。伴隨死亡而來的對未知的未來的恐懼

面對死亡時，可能會出現情緒不穩及心理上的困擾，只有坦然地接受自己將要

死亡的事實，心裡才能獲得平靜。

人在面對死亡時，會對自己一生的行為作出回顧，並評價是否活得有價值與意

義義。

如果對此生無悔或無遺憾，且感欣慰，不會有大怖畏，且會在喜悅中離世。

尤其是行菩薩道(自利利他)者。

實例：羅時憲教授臨終瑞相

感遠方強光

見佛來迎故敬禮

以涅槃相安詳往生

七日香氣不散

火化後得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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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勒菩薩來迎圖

天人持曼陀羅花來歡迎往生者

彼
岸
花

適
意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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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利

《瑜伽論》指出「善心死」的情況：

《瑜伽師地論》 ：

「善心死」者在臨終時，心理上不會呈現令人恐懼的影像，但會出現令人欣喜
的影像，因而能夠安樂而死。

當知如是眾生「從闇趣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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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論》指出「善心死」的情況：

善終癥狀：

除了天及地獄的眾生之外，其餘眾生在臨終時都會經

歷「解肢節」(四大分散)的身體痛苦。

作善業者「解肢節 時所受的痛苦輕微作善業者「解肢節」時所受的痛苦輕微。

善終的心理質素

可以通過信仰解除恐懼不安：

明白五蘊皆空、無常無我，有生必有死的世間法則，較能夠接受自己將要死亡
的事實；

確立過去一生所作的事具有價值與意義；

死時無愧於心；

相信佛教所說的善惡因果法則 對往生善的世界具有信心相信佛教所說的善惡因果法則，對往生善的世界具有信心。

這些都是得能夠得到善終的重要心理質素的培育，但需在生前做培育及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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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的示範

臨終憶念生平功德

•命嘉尚法師具錄所翻經、論，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又錄造俱胝畫像、彌勒像各一千幀，又造塑像十俱胝，

•又抄寫《能斷般若》、《藥師》、《六門陀羅尼》等佛經各一十部，

•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數萬生(放生)。

•錄訖，令嘉尚宣讀，聞已合掌憘慶。

玄奘法師的示範
臨終修空觀去執

「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

時復口中誦(《大品般若》)：

「色蘊(實體)不可得，受想行識亦不可得……眼界不可得，乃至意界亦不可得；

乃至菩提不可得，不可得亦不可得。」

或可念《心經》 ：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行識。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心無罣礙。

或念南無彌勒如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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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往生瑞相

口云：「吾眼前有白蓮華，大於槃，鮮淨可愛。」

又夢見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諸綺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臥房宇，以次

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嶺林木，悉竪幡幢，眾彩間錯，并奏音樂；門外又

見無數寶輿，輿中香食美菓色類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來供養於法師。

• 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來所修福慧，准斯相貌，欲似功不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不虛也。」

《瑜伽論》指出「不善心死」的情況：

不善終癥狀：不善終癥狀

《瑜伽師地論》：

臨終者在臨終時，會因其以前所作過的業，而在心裡

顯現出與其當受的果報相應的影像。

若是造不善業者，見到各種各樣恐怖影像，甚或流汗

毛豎、手足紛亂、遂失便穢、捫摸虛空、翻睛咀沫。

當知如是眾生「從明趣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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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

第二階段是意識變得惛昧模糊，第二階段是意識變得惛昧模糊

內心失去了對善、惡判別的「無記」狀態，

只感到「我」將要失去了，

於是，與生俱來的那股貪戀自體、本能上執著有個「我」的「我愛」煩惱變得

強烈；

這股強而有力的「我愛」煩惱構成求生意欲，能夠潤澤剌激阿賴耶識內的種子，

使下一期生命出現。

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

第三階段是「正 式「死 亡的時候，意識完全惛昧不起。第三階段是「正」式「死」亡的時候，意識完全惛昧不起。

《瑜伽論》：根據臨終者在生時，所造的善、惡業不同，身體會呈現出不同的
現象：

造惡業的人在臨終時，冷觸隨起，體溫會先從上身開始退卻，最後冷觸遍滿全
身，代表著生命力及阿賴耶識同時消退，無心如木石，就是正式的死亡 。

造善業的人臨終時，體溫會先從下身開始退卻，最後冷觸遍滿全身。

（如無言老師、捐贈遺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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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過程自心善惡素質的影響

關鍵在意識仍然清晰明了，

憶起善法、生起善念，

並在意識清醒時盡力保持著善念，

就能夠「善心死」——心裡能夠安樂而死。

這就是《瑜伽論》提到的「善心死」的方法。

意外身亡

若是突然的意外身亡或昏迷而死，

則依靠生前善惡那一種力較強而決定投生的世界。

可見臨終時個人的自心素質的表現對轉生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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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生中有時的善惡形態

中有(中陰、中陰身)︰中有(中陰 中陰身)︰

介於今世「死有」與來世「生有」之間的臨時五蘊身。

轉世的中間狀態。

多數最長四十九天。

轉生中有時的善惡形態

中有的形態：

中有是稀薄的物質，故肉眼不能見，是天眼所見。

頓起諸根，且極為靈敏。

造惡業者之中有如黑羺光。作善業者之中有如白衣光。

以香為食 ─ 尋香。

所當生的形類中有而生。所當生的形類中有而生。

中有眼猶如天眼，無有障礙，隨業見己同類中有有情。

行動無礙，如得神足通，隨業唯至生處。

又造惡業者，眼視下淨，伏面而行；往天趣者上；往人趣者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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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生中有時的善惡形態

若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有得生緣，即不決定。

若極七日未得生緣，死而復生，極七日住。

如是未得生緣，乃至七七日住。自此已後，決得生緣。

又此「中有」七日死已，或即於此類生；若由餘業可轉

中有者，便於餘類中生。

佛教依此而建立了超渡的觀念，如《地藏經》主張，

亡者要在一七、乃至七七日當中，給予超渡。

投胎時自心的顛倒情況

入胎過程：

又於餘鬼、畜生、人中，將受生時，

於當生處見己同類可意有情，於當生處見己同類可意有情

由此於彼起其欣欲，即往生處，便被拘礙。



2016/11/28

22

投胎時自心的顛倒情況

見父母為情欲邪行時，起顛倒覺，便起貪愛，見己自行。見父母為情欲邪行時 起顛倒覺 便起貪愛 見己自行

當欲為女，於父起貪，欲其母遠去；

當欲為男，於母起貪，欲其父遠去；

(佛洛依德的戀父/戀母情意結的性心理)

生此欲已，乃往逼趣，漸漸不見父母其餘身分，唯見男或
女根門 即於此處 便被拘礙女根門。即於此處，便被拘礙。

爾時父母貪愛俱極，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父)精(母)血。
中有與二滴和合，住母胎中。

於此時中，說阿賴耶識已住結生相續(連結前後生)。

出生業果（五蘊身體及存在世界）的昇沉
相應於前各階段的自心素質

若薄福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

便聞種種紛亂之聲，及自妄見入於叢林等中。

若多福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

便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見昇宮殿等可意相現。

此顯唯識所現，境由心生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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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果的功能與歷程：

感果的功能與歷程：

六道輪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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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果的功能與歷程：

感果的功能與歷程：

生有生有

胎中生命體的孕育過程，然後出生。

再次展現四有歷程：

本有 死有 中有 生有

如是生生世世循環不息，直至修行得解脫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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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Consciousness
(From Power Vs. Force, by Dr. David R. Hawkins)

意識地圖 – 王絪改寫自『心靈能量：藏在身體裏的大智慧』

素質的表現決定生命的層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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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 醒世歌 》：

紅塵白浪兩茫茫 …

榮華終是三更夢，富貴還同九月霜。

老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

休得爭強來鬥勝，百年渾是戲文場。

頃刻一聲鑼鼓歇 不知何處是家鄉！頃刻一聲鑼鼓歇，不知何處是家鄉！

5. 自心素質基於生時的業力熏習及修養

四有闡示唯識所現的輪迴過程皆由自心不同素質所展現。

自心素質基於生時的業力熏習及修養而成。

四有中：

最重要是做好本有：把握今生，好好做人及修養好自己，主要是福慧雙修，所修功德
分分己獲

(修福：持五戒 修十善業 布施 廣結善緣 輪迴中得善報(修福：持五戒、修十善業、布施、廣結善緣，輪迴中得善報。

修慧：明白道理，勤修止觀，得輪迴解脫。)

其次是死有：好好準備。

再其次是中有：視乎助緣，縱有人為做功德，亡者只是七分獲一。

再其次是生有：不由自主，受母親懷胎時及業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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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做什麼？

積集福德 積集智慧積集智慧

我們應該做什麼？

對明白生死及已做好準備的人 如實觀無常無我 學習放下 坦然地面對死亡對明白生死及已做好準備的人，如實觀無常無我，學習放下，坦然地面對死亡

的來臨，可減少對死亡的恐懼。

接受死亡可以改變我們的人生態度，並發現生死之間的關聯，非一了百了，而

是方死方生，緣聚緣散，前世與後世有密切的連續，領悟生命昇沉的規律及精

神修養的無限完善歷程神修養的無限完善歷程。

勤修戒定慧，則一世比一世進步。死亡只是另一個更好生命狀態的開展，死又

何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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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祝各位福慧雙修，
一世比一世進步和幸福！

謝謝各位！

特別鳴謝：

Raymond Chan繪圖

羅偉輝簡報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