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罪與苦集的懸迷？

「耶佛對話—如何向佛教徒傳福音？」之二



一、苦難的普遍性



四聖諦 The four noble truths

苦 dukkha (suffering)

“Lo! As the wind is, so is mortal life:

A moan, a sigh, a sob, a storm, a strife”

(Dhamapada)



佛教通常講的苦有：

二苦

三苦

四苦

五苦

八苦

乃至一百一十種苦等無量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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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the birth trauma)

老 (old age)

病 (illness) 

死 (death)

愛別離 (to be separated from what one loves)

求不得 (can’t gain what one loves)

怨憎會 (to be saddled with what one hates) & etc.

五陰盛 (suffering due to the five skandhas)



五陰盛（五取蘊）苦

• [色、受、想、行、識] =（組成人體的五種要素）
• 五蘊即是五陰。五陰集聚成身，如火熾然，前七苦
皆由此而生。

• 色陰熾盛，四大不調，而有疾病之苦；
• 受陰熾盛，領納分別，使諸轉本加極；
• 想陰熾盛，想相追求，而有愛別離、怨憎會、求不
得諸苦；

• 行陰熾盛，起造諸業，又為後來得報之因，且因行
而遷流不停，而有老衰之苦。

• 識陰熾盛，起惑造業，三世流轉，而有生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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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人生本是痛苦的。」

「苦諦」說明世間一切皆苦，人生的本質就是苦，這是世間的
果報。佛家的三法印指出「人生皆苦」或「有漏皆苦」，漏是煩
惱的別名， 進一步解釋苦就是因為人生是一團慾望，人生
來就有無盡的欲求，當欲求不得滿足，「苦」便隨之出現。



• “患難不從土中生出來，勞碌不由地裡長出來； 原來
人為勞碌而生，如同火花向上飛揚。 （伯5:6-7，新
譯本）

•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如果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可誇耀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詩90:10，新
譯本）



傳道書描寫日光之下的人生的 “虛空、捕風” 現象。如：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
虛空。人的一切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對自己有甚麼益處呢？”（傳1: 2-3）

•“那時，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的王。我曾
用智慧專心尋求查究天下所發生的一切事；原來
神給予世人的，是勞苦的擔子，叫他們為此煩惱。
我看過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不料，一切都是
虛空，都是捕風。”（傳1: 12-14）



• 所以你當除掉心中的煩惱，除去肉體的疾苦，因為
無論是幼年或是壯年，都是虛空的。（傳11:10）

•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傳12:8）



• “我把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使你們在我裡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們有患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這
世界。”（約16:33）

總結：所有正統的宗教都是嘗試給信眾提供一
個解決苦難的方案，由這個角度來看，苦難是
普遍存在的。



二、苦難是如何產生的？



集
Tanha = a specific kind of desire of for private fulfillment

集諦：集是集合、積聚、感招之意。

集諦：指眾生痛苦的根源。

• 六根本煩惱

• 十二因緣

• 法印

時間關係，我們只探討佛教 “法印” 的教導



小乘佛教

•所謂三法印，即《雜阿含經》卷10所說：“一切行
無常，一切法無我，涅盤寂滅”。通常作：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涅盤寂靜。
•所謂四法印，即《增一阿含經》卷18所說：“一切
諸行無常，一切諸行苦，一切諸行無我，涅盤永寂”。
通常作：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皆苦，涅盤寂
靜。
•所謂五法印，即《菩薩地持經》卷8在四法印外，
再加上“一切法空”，則成五法印。



大乘佛教

則以諸法實相作為法印，稱 “一實相印”。

所謂諸法實相，指一切萬法真實不虛之體相，或真實之理法、
不變之理，此系佛陀覺悟之內容，本然之真實。

佛教認為，世俗認識的一切現象均為假相，唯有擺脫世俗認識
才能顯示諸法常住不變之真實相狀，故稱實相。

我們只看小乘的 “三法印”



三法印 Three Marks (Trilakshana)

“諸行無常”
Impermanence (anitya)

“諸法無我”
Egolessness (anatman)

“人生是苦”
Suffering (dukkha)

“涅槃寂靜”
(Nirvana)



佛教認為，一切都是變遷不息的、無常的，
宇宙中不外苦集之場。由於眾生不能自我
主宰，為無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
沒有安樂性，只有痛苦性。生命的無常，
是生命的痛苦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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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印 Three Marks (Trilakshana)

“諸行無常”
Impermanence (anitya)

“諸法無我”
Egolessness (anatman)

“人生是苦”
Suffering (dukkha)

“涅槃寂靜”
(Nirvana)

無我＝無主宰性

所有事物緣起性空

淨土的阿彌陀
佛和密宗的大
日如來佛的世
界觀似乎與此
有異



一、有關宇宙的問題
1．宇宙是永恆的嗎？
2．宇宙不是永恆的嗎？
3．宇宙是有限的嗎？
4．宇宙是無限的嗎？

二、有關心理學方面的問題
5．身與心是同一物嗎？

佛陀沈默不語的十大問題
婆蹉種的發問（巴利文原典）



6．身是一物，心又是一物嗎？

三、佛陀悟證的境界問題
7．如來死後繼續存在嗎？
8．如來死後不再繼續存在嗎？
9．如來死後是既存在亦同時不存在嗎？
10．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亦同時非不存在嗎？



1.世界恒常存在嗎？
2.世界不會恒常永在嗎？
3.世界既恒常而又不恒常嗎？
4.世界非恒常非非恒常嗎？
5.世界有邊際嗎？
6.世界無邊際嗎？
7.世界有邊際而又無邊際嗎？

佛陀沈默不語的十四大問題
曼童子的發問（《中阿含經》卷六十的《箭喻經》）



8.世界非有邊際非無邊際嗎？
9.生命即是自我嗎？
10.生命與自我並非同一嗎？
11.佛死後還存在嗎？
12.佛死後不存在嗎？
13.佛死後存在而又不存在嗎？
14.佛死後非存在非不存在嗎？



佛教認為“無明”於“諸行無常”和
“諸法無我”的佛理，就會處於六根本
煩惱之中，因而造下惡業；在來生要遭
受業報。如此反復自作自受，輪回不休。

六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
間、天堂），生死浮沉皆為痛苦。



《雜阿含經》： 「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
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
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
苦即非我，非我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
真實正觀。......」

“苦、空、非我、非我所”等都是從觀察無常而
延展出的概念。



釋聖嚴：「佛教所講的苦，是由眾生自己的業
感報應而來，眾生的業感，是由無始的無明覆
障而來，眾生由於無明之惑的煩惱，而造生死
之業，由於生死之業，而感生死之苦，正在感
受生死之苦的生死之間，又因生死而造無明之
惑；就這樣，由惑造業，由業感苦，因苦生惑
，惑業苦三者，連成一個生死之流的環狀，頭
尾銜接周而復始，永無了期。」



釋聖嚴：「佛教所講的苦，是由眾生自己的業
感報應而來，眾生的業感，是由無始的無明覆
障而來，眾生由於無明之惑的煩惱，而造生死
之業，由於生死之業，而感生死之苦，正在感
受生死之苦的生死之間，又因生死而造無明之
惑；就這樣，由惑造業，由業感苦，因苦生惑
，惑業苦三者，連成一個生死之流的環狀，頭
尾銜接周而復始，永無了期。」



「所謂無明，云何是無明?誰有此無明?」
舍利弗答言: 「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
無明。」 （《雜阿含經‧第二五六經》）

那麼，何謂「無明」？



• 聖經有關 “苦難” 之因，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如：

✓人類苦難的來源，指的是人類始祖所受到的苦難
是跟他們的罪有關。（創 3）

✓耶穌對瞎子闡明：瞎子的苦難與自身或自己的父
母的犯罪無關，它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
來。」（約9: 3）

✓義人約伯的苦難讓他最終認識到神主權的恩典。
苦難本身有神的美旨。（伯42: 5）



✓保羅認為：苦難讓我們經歷神的恩典和能力。（參

林前12: 1-10）

✓基督的受苦

✓信徒必須跟隨主受苦的腳蹤行（基督徒在世的召命
之一部分是：忍受苦難。（彼前2: 21）

✓神讓我們經歷苦難後，叫我們能夠幫助同受苦難的
人。（林後1:4）



• 我這裡提及的人類苦難的來源，指的是人類始祖
所受到的苦難是跟他們的罪有關。（創3）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我要大大增加你懷胎的痛苦，
你必在痛苦中生產兒女；你要戀慕你的丈夫，他卻
要管轄你。”（創3: 16）



耶和華神又對亞當說：“因為你聽從了你妻
子的話，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
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生
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地要給你長出荊
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蔬菜；你必汗
流滿面，才有飯吃，直到你歸回地土，因為
你是從地土取出來的；你既然是塵土，就要
歸回塵土。”（創3: 17-19）



•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烈怒而驚恐。你把
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把我們的隱惡擺在你臉光
之中。我們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們
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詩90:7-9）

難怪詩人如此說：



• 你使人歸回塵土，說：“世人哪！你們要歸回塵
土。” （詩90:3；參創2:7，3:19）

• 神懲罰不信的以色列人，令他們返回曠野，以致死
於曠野。（民13-14）



三、原罪和苦集的懸迷



1. 佛教要解決的是人生的苦難，而基督教要
解決的是人的原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
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羅5: 12）。

2. 因為兩者的世界觀不同，解決苦難/原罪的
重點不同，因而其解決之法就有所不同。

欲知解決之法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