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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老母經講記——關於小乘的因緣法

原文：聞如是。一時佛在維耶羅國。所止處名曰樂音。時與八百

比丘僧菩薩萬人俱。

釋：阿難說，我親聞佛所說，佛在維耶羅國樂音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一次與八百比丘僧，菩薩萬人在一起，佛為這些比丘僧眾和菩薩眾

講法。

比丘僧一般是跟隨佛陀，修學小乘苦集滅道四聖諦法，以證得人

無我法，證得眾生的五陰十八界苦、空、無常、無我。既然五陰十八

界是苦的，就不是我；是空幻的，空就不是我；是無常的，無常就不

是我。我是不苦的，我是不空的，我是常在的。而五陰十八界就沒有

一個真實的、常在的、不苦的我性，那麼這個五陰十八界就不是我。

因為五陰是會滅的，會消失的，不是永遠存在的。

由於認可了這個理，就把原來認為五陰是我的錯誤知見顛倒了過

來，這樣就斷了五陰是我的我見、邪見，捆綁自己流落生死的三縛結

就斷掉了，證得初果須陀洹。繼而貪嗔癡煩惱減輕，證得二果斯陀含；

修得初禪定以後，斷欲界的貪欲心，又斷嗔心，證得三果阿那含；繼

而修行，把意根對自我的執著性修滅，斷我執，斷除一念無明四住地

煩惱，證得四果羅漢。舍壽時到，因為他不再執著自己，可以滅掉自



己的六根、六塵、六識，色受想行識五陰功能完全滅除，就能夠入無

餘涅槃，不再來三界受苦了。這個叫做了生脫死，出離三界，是比丘

們主要的修行目標。

菩薩有出家和在家兩種，菩薩主要修菩薩六度波羅蜜，所有自利

利人的菩薩行。曆經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

等覺、妙覺五十二個階位，然後圓滿成就佛道。菩薩的心量廣大，能

夠不畏懼生死，不出離三界，以三大阿僧祗劫自利利人，成就佛道。

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度，

悟道之前要修行這菩薩六度波羅蜜。布施包括財布施、法布施、無畏

布施。持戒包括持小乘五戒和大乘菩薩戒。

忍辱，主要是要調柔自己的心性，對於一切人事物理要修忍。最

主要的忍辱是我們對大乘甚深法要能夠忍耐，堅持精進地修行，不畏

難。精進，對布施要精進，廣集無量的福德；對於持戒要精進，戒行

要圓滿；對忍辱要精進，對於禪定要精進，對於修般若智慧也要精進。

第五度就是修禪定，要具足定力，以此定力來思維佛法，觀行大小乘

的空理，才能證空得空果。最後就是般若度，熏習般若之理，如來藏

之理，為明心見性打基礎，這就是菩薩六度。

菩薩六度修滿足了，就能證得無生忍和無生法忍。無生忍的意思

是忍於五陰十八界沒有真實的出生，都是如來藏所生，因此都是空幻

的、都是虛假的；忍可一切法無生、無行、無實、無所有；萬法都沒



有真實地出生，都是空相，都是假相，都沒有真實的我。小乘證得初

果至四果，證得人無我，也叫無生忍。

菩薩的無生忍，就是明心見性證得如來藏，了知如來藏不生不滅，

真實不虛，是實相法。同時了知萬法都由如來藏所生所顯所變，是虛

妄的，生滅的，不真實的。五陰十八界也是由祂出生，那麼也是一種

假相，是虛妄法，生滅法，不真實法，就是無我的，這個叫做無生忍。

無生法忍是初地一直到妙覺菩薩所證得，如來藏依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所輾轉出生的一切法，都沒有真實性，都是虛妄性的，不是實有的，

心智寂滅，堪受不退。菩薩們無生法忍的智慧一地比一地的增進，直

到佛地才能圓滿具足。

悟前要修六度，開悟以後還要內門修菩薩六度，滿足條件以後就

可以入到初地。初地菩薩在六度基礎上，又增加了菩薩的四度：方便

波羅蜜、願波羅密、力波羅蜜、智波羅蜜。修行完十度波羅蜜，證得

十地菩薩果位。這就是菩薩們所修的菩薩道。

原文：時有貧窮老母。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

欲有所問。佛言。善哉善哉當問。老母言。人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

至何所。色痛癢思想行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舌身心。從何

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釋：在這個大會當中，有個很貧窮的老母親，也來到這個法會。

她來到佛的面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然後對世尊說：我有問題想

問，可以問您嗎？佛言：善哉善哉，可以問。老母就問：人的生老病

死，從什麼地方來，又到什麼地方去；色受想行識，從什麼地方來，

又到什麼地方去；眼耳鼻舌身心，從什麼地方來，又到什麼地方去；

地水火風空，從什麼地方來，又到什麼地方去。

老母親一連問了這幾個問題，一個是生老病死的問題；一個是色

受想行識五陰，從哪裏來的問題；一個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

身根、意根，這六根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地、水、火、風、空五

大又是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了。

她問的問題，很深也很全面，都是我們六道眾生的切身問題，生

生世世六道輪回的問題。怎麼會有六道輪回，有我們生老病死的？我

們死了以後，這一期生命結束了，我們的色身到哪裏去了？五蘊到哪

裏去了？五大種到哪裏去了？六根到哪裏去了？看她問的問題，就知

道這個老母親不是一般人，她前世修行的善根是很深厚的。如果善根

不深厚，她會問什麼問題呢？她會問：我怎麼能讓身體健康一些，我

怎麼活得快樂一些，我怎樣能富貴，怎麼讓我們全家幸福和睦。這個

老母善根深厚，她問的都是佛法的根，她要找這些東西的根源。

既然要找根源，這就涉及到佛法修行的一個重要的法門，就是中

乘的十二因緣。十二因緣就是講一切法都是從哪裏來的，怎麼有我們



世間的生老病死現象，怎麼有三界六道眾生的生死輪回。十二因緣是

辟支佛（緣覺佛）、獨覺佛修學的內容。

緣覺佛（辟支佛），就是佛在世的時候，佛講十二因緣法，緣覺

佛（辟支佛）就根據佛講的十二因緣法，自己去靜修，去深細地思維

這個因緣法。深細地思維以後就證得：萬法都是因緣所生，既然是因

緣所生成的，這些法就是空的。這個法是靠很多緣而生的，缺少一個

緣，這個法就生不起來，那麼一切法就是沒有自性的，是空的，是無

常的。證得了這個理就是緣覺佛（辟支佛）。

獨覺佛是怎麼回事呢？是他生生世世修行，善根非常地深厚，他

來到人世間的時候，世間裏沒有佛，也沒有佛法住世。但是他因為前

世修的善根，看到世間的一個現象：某種現象生起又滅了，心中就起

疑。比如秋天風一刮，樹葉就從樹上掉下來了。他看到以後，就想：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種現象引起了他的思索，為了弄清楚這個現象，

他就一個人到深山老林裏靜修，去思考這些問題。

他就想，人生下來還能死，樹呢，到秋天樹葉落光了，到春天又

長出來了，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萬事萬物都有生有滅呢？他去思維

其中的因緣。每天靜坐思維，這也叫禪修、思維修，尋找萬事萬物產

生的根源。因為他善根深厚，經過多年的修行，就悟得十二因緣法，

證得人無我。知道世間萬事萬物萬法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的法就

是空的，就是假的，就是無常的，他證得了辟支佛的果位。



因為他多年的修行，修完了四禪八定，禪定很高，證得辟支佛果

時，他的神通就現前了，以後他就用神通來度眾生。如果他去乞食，

眾生布施給他飲食，他為了報答眾生，就會示現神通，在空中行住坐

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鑽山入地。眾生見

了非常羨慕，於是就對佛法生起信樂，也就隨其修行了。如果辟支佛

在世間的緣盡了，就會入無餘涅槃，離開這個世間，不再來了。

阿羅漢和辟支佛他們證得涅槃以後，都離開三界世間，佛法在世

間也就不能傳下去了，那些受苦的眾生就不能得度。所以佛說，二乘

人的慈悲心薄，他們只想自己滅苦，不考慮眾生得度。而菩薩們的慈

悲心大，所有利樂眾生的事業都要做，修行慈悲喜舍四無量心，廣利

眾生，發十無盡願，生生世世廣利眾生，無有窮盡，直至成佛，永不

入無餘涅槃。成佛以後，又會變化出無量個色身來利樂無邊的眾生。

中乘辟支佛所修的十二因緣是什麼呢？第一個是無明，因為眾生

都有無明。什麼叫無明，無明就是不懂，心中黑暗不明白。對什麼不

懂？對生老病死不懂，對於六根、六塵、六識不懂，對於五陰十八界

不懂，對於萬法的無常、苦、空、無我不懂，對如何了生脫死、究竟

成佛之理不懂，不懂的內容是非常的多，這就是無明。

無明緣行，因為有無明，下一步就產生了種種身行、口行、意行，

身行各種造作、生產、經商、事業、政治、維持色身的存在等等，這

些都是身行。口行，就是我們語言覺觀的造作，言談語笑等等的行為，



就是口行。意行，我們的妄想、計劃、心裏的盤算、思量、回憶、推

理、判斷、想象等等，這些都是意行。我們的一切行為都離不開身、

口、意這三行的造作。因為無明，我們的身口意行就和貪、嗔、癡煩

惱相應，因為和貪、嗔、癡相應，就造作了染汙的業行，將來就會受

到惡報，生死苦惱不斷。

行緣識，因為我們身口意行不斷，使得六識就會不斷地出生，不

斷地起分別作用，就不能寂止。業種就會存入如來藏裏，將來就會再

度出生。這樣也迫使意根對五陰執取不斷，就會出生下一世的名色五

陰。

識緣名色，什麼叫名色？名就是說只有名，但無形，剛入胎時指

的是第七識，六根圓滿時指的是七個識妄心，也就是受想行識四陰。

色就是受精卵，代表身體，名色代表身心五陰，色身與識心和起來就

叫名色。意根執著自己、貪戀自己、不肯滅掉自己，那麼意根遇緣就

帶著如來藏去投生，投生以後住在母胎裏面，就有一個受精卵，這個

受精卵就叫做名色。受精卵上有第七識和第八識，第七識就叫名，那

個受精卵叫色。第八識就吸收母體當中的地、水、火、風四大元素，

再變造這個色，也就是再變這個受精卵，然後再出生六識。

下一環節就是名色緣六入。名色一點點的增長，就會生出五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會生長成熟，意根原來就有，加一

起就是六根。六根也叫六入處，因為六塵通過六根而進入，所以六根



也叫做六入。因為有了名色，就產生了六入。色、聲、香、味、觸、

法這六塵就會現起。

六入緣觸。有了六入，就能和六塵相觸。相觸後，就能產生六識

心。有了六識，就有了覺觀，就有了別，於是就有胎動了。胎兒的六

根能觸六塵時，六識就會出生了。眼根觸色塵，耳根觸聲塵，鼻根觸

香塵，舌根觸味塵，身根觸觸塵，意根觸法塵。然後第八識出生六識

來了別這六塵，所以六根發展圓滿了，一定要觸六塵。

六入緣觸，觸緣受，這個受就是接受、領納、感受。耳根觸聲音，

就會有苦、樂和不苦不樂的感受。耳根觸到的聲音，就會有了別，之

後就有了感受。聽到音樂就有樂受，聽到爭吵聲就有苦受。母親吃的

各種飲食能觸到，繼而就有各種感受。母親身體的活動，也能感覺到，

於是就有苦樂等等感受。隨著自己色身的長大，六識覺知的增強，就

會覺得自己的生存環境比較擁擠，於是就想出胎。這些都是感受，觸

緣受，是六根觸六塵的結果。因為觸，就產生苦受、樂受、不苦不樂

受。

受緣愛，這個受產生出來以後，進一步就會產生了貪愛，有喜厭

的思想情緒。就會對六塵產生出喜愛貪愛的心理，希望能多聽、聞、

嗅、感受、分別，對自己的六個功能生起了貪愛。貪愛產生了以後，

愛緣取，就會執著抓取六塵境界，就有了一種取舍心，希望自己喜歡



的境界永遠存在，不喜歡的境界趕快消失。眾生出了母胎更是如此地

喜厭，執取不斷，就是取的心行。

因為我們有占有和執取的心行，愛緣取，下一步就是取緣有，三

界的有就產生了。這個有代表三界的有，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有。

欲界有男女，有男女欲，有生活資具，財、色、名、食、睡，有這些

東西。色界有色界天人的色身，有色界天人生活的環境，有他們的禪

定，沒有禪定就不能生到色界天。無色界有禪定，有第六、第七、第

八這三個識，沒有色身，所以叫無色界。因為我們眾生都想占有、執

取，抓取，就產生了三界法，三界一產生出來，我們生活的器世間就

出現，生存條件就具足了。

下一步呢，有緣生，因為三界的生存條件具足了，我們的生命就

會出生。生存條件具足，生命才會出生，不具足就不能出生。比如說

濕生的眾生，一定要在潮濕的環境裏才能生存，生命體才能出生。如

果某個地方很幹燥，沒有水分，濕生的眾生就不能出生。如果環境潮

濕，一些小蟲就會生出來。所以家庭環境衛生如果搞不好，就會養很

多的小動物。有小蟲子需要的食物和環境，牠們就有條件出生了。不

給牠們創造生存的條件，牠們就不能出生。

所以有濕生、有胎生、有卵生、有化生這些眾生，這個條件具足

了他們才出生。如果沒有地球這個生存環境，我們人類就不能到此生

活，沒有山、沒有樹，沒有河、沒有田地，我們不能來。這些生存環



境是怎麼產生的？是我們執取、占有、抓取三界法而產生的。三界產

生出來以後，人類的生命、動物的生命、畜生的生命、餓鬼的生命、

地獄的生命、天人的生命就出生了，一個個生命體就都出生了。

生命出生了，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眾生出生以後，就會一點點的

衰老，出現疾病，所有的憂悲苦惱，純大苦聚就出現了。除了天人之

外，其他的生命體都會有病。生命體一點點的長大，一點點的衰老，

有生必有死，沒有生命出現以後而不死亡的，眾生都希望長生不老，

根本沒有不老不死的。

外道修仙道，想要永遠不死，實際上他們活個幾千年、幾萬年，

也會死，沒有不死的。我們終將要死亡的，生命產生出來以後，終將

要衰老，最後要死亡，生老病死是一個生命循環周期。人有生老病死，

萬物有生住異滅，宇宙器世間都有成住壞空的循環周期。所以每一個

眾生只要生出來了，就會有死亡，就會有生老病死，這是免不了的。

我們的生命為什麼能出現在這個世間？因為我們執取三界，有三

界器世間的存在，有我們生存的條件，又與這個器世間有緣，我們就

來這裏生存了。為什麼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呢？是因為我們總想抓

取、執取、占有、保愛三界世俗法，三界就會出現。我們為什麼總想

抓取、執取、占有、保愛三界世俗法呢？是因為我們有貪愛。我們為

什麼會產生貪愛呢？就是因為我們對三界當中的六塵境界有覺受、有



感受，有感受就會產生貪愛。我們為什麼會有感受呢？因為我們有觸，

六根總是要觸六塵，這一接觸我們就有感受。

為什麼有這些觸呢？因為我們有六根，有六入，就能與色、聲、

香、味、觸、法相觸。為什麼會有六入呢？因為我們有受精卵這個名

色，就會有六入。為什麼有受精卵這個名色呢？就因為有六識心的不

斷生起和分別，使得意根對自我的執取攀緣不斷，我見我執不斷。意

根就不願意滅掉自我，總想有自己的色身存在。於是就會進入中陰身，

在中陰身裏就想再投胎，以擁有自己的下一個色身五陰。

為什麼六識了別不斷，識別不斷呢？就因為我們的身口意行不斷，

身口意行不斷，就要牽累六識不斷出生，不斷了別，不能滅去，就存

下了未來世的業種。為什麼我們的身口意行不斷造作呢？就是因為我

們的無明，內心的昏暗和愚癡，身口意行就不斷地造作和現行。這個

就是十二因緣的逆推。

十因緣法的逆推是推到名色這裏，就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思維，思

維這個名色的真正來源是什麼，生命的源頭在哪裏，我們為什麼有這

個名色受精卵呢？這個名色受精卵從哪裏來？辟支佛們推到這裏，就

知道名色是從阿賴耶識來，阿賴耶識是一切法的總源頭。往回推是十

個，再往前推是十二個，這是順推和逆推因緣法。在中陰身的時候，

意根領著阿賴耶識去投胎，沒有阿賴耶識，意根也不存在，也不能投

胎了。那麼這個名色的來源，就是從阿賴耶識來的，叫做名色緣識。



雖然眾生有無明，只有無明沒有阿賴耶識，名色還是不能出生，

必須有個出生名色的不生不滅的體存在才行。所以眾生出生的直接根

源就是阿賴耶識，沒有阿賴耶識，我們也沒有無明，也沒有生老病死。

因為是阿賴耶識產生了受精卵，那麼受精卵這個名色，就靠著阿賴耶

識才能生長和存活，所以我們的色身直接來源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

識也靠著我們的名色才能顯現出來，才能運作。

離開名色，阿賴耶識就不能顯現和起作用了，這就叫識緣名色，

名色緣識，識和名色互相依賴。既然有阿賴耶識的存在，所以修行把

十二因緣中的無明滅了，入涅槃以後，並不是成了一無所有的斷滅空，

還有涅槃本際阿賴耶識存在。十二因緣的每一支都以阿賴耶識為根本

依，否則就成了無因而唯緣的謬論。如此四果阿羅漢和緣覺佛才敢入

無餘涅槃，因為涅槃不是斷滅空。

所以老母親問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問這個十二因緣法。如果我們

像四果阿羅漢和辟支佛、緣覺佛一樣，把一念無明滅掉，我執斷盡就

可以入無餘涅槃，色身五陰滅盡，那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也就沒有了，

就會離苦得樂，出離三界生死輪回。但是他們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樂，

只是離苦，沒有色身五陰來受苦，離開三界，了生脫死，得解脫了。

為什麼沒有得樂呢？因為沒有阿羅漢們的五陰身來受樂。所以老母問

人的生老病死從哪裏來，就是從阿賴耶識裏來。



現在簡單解釋一下五陰，眾生的色、受、想、行、識這五陰，從

受精卵開始，直到我們死亡，這一期的身體叫色陰。受陰就是我們苦、

樂、不苦不樂的感受。在眼看色的時候有受，耳聽聲的時候有受，鼻

嗅香的時候有受，舌嘗味的時候有受，身覺觸的時候有受，意識思維

法的時候也有受，也叫六受身。

想陰就是我們心上取相，了知了相，就是我們對六塵的了別。眼

見色的時候知道這是什麼色，這就是了別，色相就在心上出來了，就

有了了別。眼看色的時候有想，耳聽聲的時候有想，鼻嗅香的時候有

想，舌嘗味的時候有想，身體和外面的觸塵接觸的時候有想，心裏在

思想，活動、計劃、打算時就是想，所以想也叫六想身。

行陰是指身口意行，包括身體的行為造作、言語覺觀的行為造作、

思想觀念的行為造作。行，就是行為、運作、遷流、變化。時間的變

化、地點方位的遷移，這些都叫做行。身口意刹那刹那的變化，就是

行陰。六識在分別六塵的時候都有行陰，眼看色的時候，眼識一直在

運行下去，一刹那一刹那的眼識種子輸送出來，心所法的運行就是行

陰。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也如是地運行運轉，都屬於行陰。

識陰包括六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眼識

負責分別色塵，耳識負責分別聲塵，鼻識負責分別香塵，舌識負責分

別味塵，身識負責分別觸塵，就是覺觸，身體感覺舒服，疲乏、累、

酸疼、餓、飽、渴、冷、熱，這些個感受，都是身識分別的觸塵。第



六意識分別法塵，就是在這五塵相上同時產生的法塵，以及意識單獨

了別的法塵。

老母就問，這個五蘊（五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又問眼、

耳、鼻、舌、身、心，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這是在問六根從哪裏

來，到哪裏去，是關於十二因緣法中的六入的來處。眾生有五陰和十

八界，在眾生身體上，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還

有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還有六識：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有十八界就代表了眾生，有五陰就代表眾生，眾

生都有五陰十八界，老母問這些都是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地、水、

火、風、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首先看地水火風空，這五大，都是如來藏當中的大種子，也就是

阿賴耶識當中，有地、水、火、風、空，這五大種性。地性是堅硬性，

有支撐執持的作用。比如外界的土地、山川、樹木、金屬、礦藏，這

些東西是屬於堅硬性的，以地大為主。在我們的身體裏也有地性，比

如骨骼、肌肉、筋、脈等等，以地大為主，屬於硬性的。

水性就是濕潤性，比如河流、大海、各種液體等等以水性為主，

屬濕潤性，在我們身體裏，尿液、汗液、唾液、血液、眼淚、鼻涕，

都屬於濕潤性的。火性，就是熱量、溫度、能量，在外界和我們身體

內界，都有火性，比如外界的陽光、燃燒的火、體內的溫度、暖度，

都是屬於火性，以火性為主。



風性就是飄動性、流動性。風有外風，有身體內的風，外風如宇

宙虛空當中出現的大風、臺風、暴風，微風，就是外界的風。身體內

界的風，就是呼吸和各種氣息在身體內的運行。因為身體裏有風的流

動性，所以吃的飲食才能在腸胃裏一點點地消化、吸收、排泄，血液

才能流動，心髒、脈搏才能跳動，這些都是風性的作用。沒有風，物

質就不能流動，身體就不能運轉，風就代表流動性，是一種動能。眾

生語言的產生也離不開風性的作用，內心裏有了想法和覺觀，風就產

生出來了，風觸臍，再觸心髒，依次觸氣管、舌根，口腔，聲音就發

出來，語言就產生出來，這也是風性的作用。

還有一個空大，就是虛空性，有外界的虛空和空間，也有身體內

的空隙和空間。因為外界有空間，才能容納一切色法，物質才能運行，

聲音、氣體和味塵才能傳播，各種能量才能傳遞，眾生才能在虛空當

中生存。外界的虛空是所有眾生的阿賴耶識，共同輸出空大種子所形

成的，是所有眾生的如來藏所共同執持的。各種物質當中也有空隙和

空間，其空隙多少的不同，就造成物質的結構不同，密度就不同，物

質的物理性質就不同。物質當中的空間也是由共業眾生的所有阿賴耶

識共同形成和執持的。

身體裏各個組織結構當中都有空隙和空間，因為有空間，飲食、

氣體和血液才能流動。身體當中最小的細胞組織裏也有空間，細胞裏

的各種分子結構當中也有空隙，這樣分子、離子等各種微粒才能運行，



細胞才能進行新陳代謝。所以四大加上空大，組成了眾生的三界世間，

五大遍一切處存在。

阿賴耶識輸出四大種子，四大種子和合起來，就造出各種物質，

包括外面的山川、大地、樹木、河流、星體，都是四大和合起來的，

只是各自的比例不同，所形成的物質就不同。地水火風和合起來也造

就了我們的色身，就象骨骼裏面不僅有地性，還有火性、風性、水性。

外界也是，外界的樹木、花草，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種子組成的。

比如樹木是由地水火風組成，因此樹木一擠壓就出水，說明裏面

含藏水大；樹木點燃就能燃燒，說明裏面含藏火性；樹木是堅硬的，

就說明裏面含藏地大，樹木能夠生長，說明裏面含藏著風性。樹木裏

面也有空大，有空隙，風才能在裏面流通，水才能在裏面滋潤。

石頭裏不僅有地大，也有水大和火大。石頭一擠壓也出水，敲擊

就冒火星，裏面也有空隙，它是由很多分子組成，分子中間有空隙，

因為有空隙，分子才能運動，風才能在裏面流動。裏面空大的比例不

同，石頭的性質種類就不同。所以一切物質都是由地水火風空組成的。

原文：佛言。人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色痛想行識。

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眼耳鼻舌身心。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火

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釋：世尊就開始解答老母的問題，世尊在這裏是從小乘的萬法的

空相上來講，沒有從大乘的真實義理上講，因為當機者是小乘根基，

世尊就得依從眾生的根基，從因緣法的空相上來講，不講大乘真實義。

佛說人的生老病死，沒有一個來處，也沒有一個去處。

比如說我們這個人的色身出生了，色身有一個來處，有一個處所

嗎？如果有一個來處，那麼我們就推究這個來處，又是從哪裏來的，

一一推究，每個處所都沒有來處。如果有人說是從母胎裏來，從受精

卵裏來，那麼我們觀察這個受精卵，發現也沒有一個來處。如果說從

父母來，那麼父母也得有個來處。如果說從虛空裏來，虛空又從哪裏

來，推來推去，找不到一個盡頭。

到最後我們又死亡了，我們這個一百多斤的身體毀滅了以後，也

沒有一個去處。如果我們的身體有一個去處，我們生生世世有多少個

色身，那麼多的色身，無量無邊的色身，每一個色身按一百斤份量算，

要是堆積起來，一小劫的色身都要比須彌山還高大，那麼所有眾生的

色身堆積起來就能堆滿虛空。我們死亡以後色身消失了，消失了，也

沒有存放身體的地方，沒有去處。現在是火化，身體只剩下骨灰，以

前不火化，扔在樹林裏或者埋起來，就腐爛了，到最後連骨頭也沒有

了，什麼都沒有了，我們一生一世的色身就這麼消失了。因此色身來

無所來，滅了，也沒有去處。



又比如說生病，這個病從哪裏來，得癌了，癌細胞從哪裏來，哪

裏存著這些病到身體裏來了。患了肺癌，肺癌這個病從哪裏來，這些

病沒有一個來處。等我們吃藥把這個病治好，這個病又到哪裏去了。

如果說病到虛空裏去，那就糟了，虛空裏存著無數的疾病，我們躲不

過這個虛空，就會都生活在一片病氣當中，那就無有不病時了。因此

病不能去到虛空裏，也不到其它處所，沒有一個來處，也沒有去處。

這說明萬法都是空的，都是無常的。

色受想行識這五陰從哪裏來呢？剛才說色身無有來處和去處，受

陰也如此，我們的感受，比如聽音樂時感覺很快樂，這個快樂的感受

從哪裏來？聽時間長時，心煩了，快樂的感受就消失了，那麼快樂的

感受到哪裏去了呢？這個受陰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再說想陰的知

性，對於相的取著性，我們眼見色，有知性，會取著色相，這個知是

從哪裏來的？。當睡著了，外面什麼色來了也看不見，這個知性又到

哪裏去了？沒有一個去處，也沒有一個來處。

再說行陰，身口意的造作，比如說我釘個桌子，釘桌子的行為從

哪裏來？釘完後，不釘了，這個行為造作沒有了，那這個行為又到哪

裏去了？比方對一個人起嗔恨心罵人，沒罵之前，這個罵聲從哪裏

來？罵人這個行為從哪裏來？罵完人不罵了，這些語言又到哪裏去

了？罵人的行為又到哪裏去了？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最後一個識

陰，六識對於六塵的了別性知覺性，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



萬法都是空的，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空來空去。外面那些車輛

的聲音從哪裏發出來的，如果說是從汽車裏出來的，那麼汽車裏那個

地方存著那些聲音呢？沒有。虛空裏也沒有，人的心裏也沒有，哪裏

都沒有，任何處所都找不到。這個聲音消失了，又到哪裏去了，也沒

有一個去處。

又比如說樹木，是從哪裏來的？在土地裏種一粒小小的種子，最

後就長成參天大樹。那棵大樹從哪裏來？如果說是從樹種子裏來的，

種子只有很小的一點點，並沒有大樹的相，虛空裏也沒有大樹的相，

大樹不來自於虛空。等樹的因緣滅了，這棵樹消失毀滅了，這棵樹又

到哪裏去了？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一切法一切相都是虛妄的，沒

有來處，也沒有去處。如果一個事物是真實的，就會有個處所，沒有

一個處所就是假的。象魔幻師變幻的一樣，沒有來去處所。找不到變

幻的東西從哪裏來，又來到哪裏去，都是幻化的假相。

宇宙虛空當中出現了臺風，臺風從哪裏來？來之前藏在哪裏了，

為什麼不時時現前呢？臺風止息下來以後，風又到哪裏去了？沒有來

處，也沒有去處。一切的風，不管大風微風，都無來處和去處，本是

虛幻。天上烏雲密布，下起了雨，那些雨點從哪裏來，藏在了哪裏？

藏在雲朵裏嗎？如果藏在雲朵裏，天空總有雲，為什麼不總下雨呢？

如果說雨點藏在虛空當中，虛空也常在，應該總下雨才是。既然不是

如此，那麼雨就不是從雲朵和虛空當中來。雨停了，雨點也沒有去處，



不能躲到雲朵和虛空裏。尤其是我們這個地球毀滅的時候，天上下的

雨點就像大象那麼大，就形成了水災，一直淹到初禪天。世界要毀滅

的時候，首先會出現水災，那麼多的雨水就更沒有隱藏之處了，等水

災消退沒有了，大水又去了哪裏？也沒有去處。諸法都是來無所來，

去無所去。

冬天一冷，窗戶外面就起了窗花，什麼形狀都有。那些窗花從哪

裏來？太陽一出來冰花消失了，又到哪裏去了？特冷的天氣，石頭牆

上都會有霜，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圖案，那些圖案又從哪裏來？消失以

後又到哪裏去了？外面著火燒了荒草，那火沒著之前在哪？在點火人

的手裏還是在虛空裏、在火柴裏？都不在，火沒有來處，滅了，也沒

有去處。太陽照射非常強烈的時候，樹木就會著火，森林裏總有那種

情況。那火從哪裏來，虛空裏有火嗎？虛空裏有火，早就燒毀一切物，

世間什麼都沒有了。火如果是從太陽來，也會一切時燒著一切物，所

到之處都是灰燼。

又比如人頭暈目眩，或者是低血壓、高血壓嚴重時，感覺眼冒金

花，那些金花從哪裏來？如果從虛空來，別人卻看不見，而且會常有

金星出現，眾生常頭暈目眩。如果說從眼睛裏來，應該常常眼冒金花

才是。當頭不暈的時候，那些金花又到哪裏去了？來無所來，去無所

去。一樣一樣的事物我們去分析，分析來分析去，到最後全都是空，

全都是虛幻，沒有一樣真實。



原文：佛言。諸法亦如是。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

火便滅。佛問老母言。是火本從何所來。滅去至何所。老母報佛言。

因緣合會便得火。因緣離散火即滅。

釋：佛言：諸法也如是，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

便滅。萬法都是這樣無所從來，也無所去。一切法不從虛空來，不從

一切物來，不無因來。虛空無物，不會變出任何物質色法。譬如兩木

相摩，摩擦出火，火就燒燃了木頭，木頭燒盡了，火也就滅了。那麼

火從哪裏來？如果是從木頭裏來，那麼木頭不用摩擦自己就能燒著

了，木頭燒盡，火消失，火又到哪裏去了？沒有地方可去，來無所來，

去無所去。

又比如說，我拿一個鼓槌敲鼓，鼓是皮做的，鼓槌一敲，咚咚咚

的聲音就出來了，那個聲音是從哪裏來？如果是從手裏來，手裏也沒

有存聲音的處所，如果是從那個鼓錘裏來，鼓錘裏也沒有存聲音的處

所，鼓裏也沒有存聲音的處所，虛空裏也沒有存聲音的處所，否則就

不叫做虛空了。不敲鼓了，那咚咚咚的聲音到那裏去了？到手裏去了，

到小錘裏去了，到虛空裏去了，還是到鼓裏去了？哪兒也不到，都是

虛妄的，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佛問老母言。是火本從何所來。滅去至何所。老母報佛言，因緣

和會便得火，因緣散，火即滅。老母說，這個火是因緣產生的，因緣

聚合，就產生了火，因緣一散了，火就滅了。火產生的因緣是什麼呢？



兩塊木頭，人工去摩擦，摩擦到一定程度，暖相出現，木頭發熱，火

就生出來了。有兩個木頭、有人工，這些個緣聚合起來，再加一個因，

產生火的因，阿賴耶識當中的火種子，這樣因緣聚合，火就產生了。

就像兩只手，一摩擦就產生了熱量。這熱量從哪裏來？熱量是因為兩

個手合在一起，然後又使勁摩擦，而出現的。而兩個手之間使勁摩擦

就產生不了火，因為這個緣不能產生火，產生火的因緣就不具足。木

頭摩擦就能產生火，這個因緣就能產生火，那個因緣就不能產生火。

火的產生是因緣聚合的，差一個緣，或者無有因，都不能產生火。

比如我們生到這個世間是有因有緣的，因緣聚合我們才能生到這

個世間。那我們生到這世間的因緣是什麼？首先要有造業的三界業

種，還要有父母緣，有貪欲心不斷，這些個條件再加上出生的因阿賴

耶識，我們才能入胎和出生。在這個世間的緣散了，壽命就終了。所

以萬事、萬物、萬法，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的法都是空的，依因

依緣所生的法就是不自在的、幻化的、虛妄的。

原文：佛言。諸法亦如是。因緣合會乃成。因緣離散即滅。諸法

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眼見好色即是意。意即是色。是二者俱空。

無所有成。滅亦如是。

釋：佛言，諸法也如是。諸法包括色法和心法。任何一種法，都

是因緣和合才形成的。緣不具足，什麼法也不會產生出來。產生各種



法都有其相應的因緣，一個緣散去了，這個法就滅失，所以離了一個

因緣就不成事。

比如我在這講法需要一個處所，需要有一臺電腦，需要有聽眾，

還需要我身體健康，還需要有光明等等這些外緣，缺一個緣，講法的

事就不成就。那麼講法這事就是因緣所生法，就是空幻的，因緣離散

也就消失。比如一家人，因緣聚合就生活到一起，緣滅，一家人就散。

所以對我們的親人也不要執著、貪戀，都是空幻的，沒有永遠不散的

宴席，沒有永遠不退去的舞臺，都會因緣聚合，聚散無常。諸法也都

是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我們心裏總是想見到好色，而所見到的色就是心想所生。能見色

的心與所見的色，都是空，色法和心法都是空。沒有所藏的處所，滅

也沒有滅的去處。外界一切的色法，依各種緣而出生，雖然出生，也

沒有來處，因緣散，色即消失，消失了，也沒有去處，來無所來，去

無所去。而能見色的心，也是因緣聚散，來無所來，去無所去，全部

虛妄。

原文：諸法譬如鼓不用一事成。有人持桴捶鼓鼓便有聲。是鼓聲

亦空。當來聲亦空。過去聲亦空。是聲亦不從木革桴人手出。合會諸

物乃成鼓聲。聲從空盡空。諸所有萬物一切亦如是。我人壽命亦如是。

本際皆淨無所有。從無所有因作法。法亦無所有。



釋：佛又舉了敲鼓這件事說，諸法就比如敲鼓，要有人拿著這個

鼓錘，然後再敲那個鼓，鼓才能發出聲音。那麼咚咚咚的鼓聲就是因

緣所生法，因緣所生的法，本身就是空的。鼓本身就是因緣所生，敲

鼓這件事就更是因緣所生，鼓產生出來的聲音也是因緣所生，都是空

的。現在的鼓聲是空的，將來的鼓聲是空的，從前敲鼓所產生出來的

聲音也是空的，所有這些聲音都是空的。聲音不從那個鼓中產生，也

不從人的手中產生出來，也不從虛空產生出來，是這些因緣和合到一

起了，才產生這些鼓聲。這個鼓聲來也沒有一個來處，去也沒有一個

去處，從空到空，空來空去。諸法也如是，所有的萬物也如是，空來

空去，沒有來處沒有去處。

又比如地球的生住異滅，宇宙中的地球慢慢形成時，地球是從哪

裏來？地球毀滅了，地球這麼大的一個星體，又到哪裏去了？須彌山

比地球大無數倍，毀滅的時候，整個須彌山都沒有了，一點碎末都不

見了，須彌山又到哪裏去了？以後慢慢又形成了一個須彌山，這個須

彌山又從哪裏來？那麼大個宇宙器世界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了？沒

有來處也沒有去處。

佛又講，人的壽命也如是。眾生往往認為，五陰是我人，在這個

我人的上面有一個我人的壽命，這是壽者相。屬於四相：我相、人相、

眾生相、壽者相，我相就是我的五陰十八界相，人相就是人的五陰十

八界相。眾生相，就是所有眾生的五陰十八界相。在這些眾生上面顯



現出來的一期壽命，就是壽者相，也全部都是虛妄的，來無所來，去

無所去。

佛說，這些法相的本際淨，這句話很關鍵。本際淨，就是說諸法

還是有個來處，就是出生的處所，這個處所叫做本際，是清淨而無染

的。在相上雖然是一無所有，卻能把一無所有的法都產生出來。因為

世尊是在為小乘根基的眾生講法，對於萬物的出處，只是輕輕這麼一

點，不能多說，著重於講因緣法。這麼一點，就說明一切法都不是無

因無緣就能產生的，還有一個本際因，清淨的阿賴耶識。這樣本際因，

加上各種緣，因緣聚會以後，就產生了法。因此一切法都是空，是因

緣所生，不自在的。

原文：譬如雲起陰冥便雨。雨亦不從龍身出。亦不從龍心出。皆

龍因緣所作乃致是雨。諸法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釋：佛說，比如雲彩聚集到一起，非常陰暗低沉，那裏面就含有

雨水了，沒有雨水的時候是白雲，有雨水的時候，雲彩就黑藍黑藍的，

馬上就要墜墮下來似的，然後就下雨了。這雨是從哪裏來呢？雨不從

龍的身上出來，下雨雖然是龍所管轄的，但是龍身上沒有雨，龍身不

管有多大也藏不了這些雨。這些雨是從龍心產生出來的嗎？龍心裏也

不裝著這些雨。而是因為眾生善惡業因緣聚合，就產生了雨。是什麼

因緣呢？眾生善緣成熟時，該有雨水來滋潤土地和飲用，龍就會降雨，

雨就產生出來了。眾生的惡業因緣成熟時，龍就會降下過多的雨水，



眾生就會受到水災，或者是連年不下雨，眾生就會受旱災。因此因緣

聚會的東西就是不可靠的，就是假的。一切法就像這個雨一樣都是無

所從來的，滅也沒有一個滅的處所。

原文：譬如畫師先治板素。卻後調和眾彩便在所作。是畫亦不從

板素彩出。隨其意所為悉成。生死亦如是。各各異類地獄禽獸餓鬼天

上世間亦爾。有解是慧者不著著便有。

釋：就像一個畫師想畫畫，他得把這個畫板准備好，然後把色彩

調和好，還得有畫筆，這個畫師拿著這個筆，沾取調好的色彩，在這

個畫板上就開始畫畫了。他畫出來的無論是山水畫也好，人物畫也好，

什麼畫也好，那這個畫是從哪裏來？是從畫師手裏出來嗎？從畫師手

拿的筆裏出來嗎？從畫布上出來嗎？還是從虛空來呢？都不是，這個

畫的產生沒有一個來處。如果把畫抹掉，這個畫又到哪裏去了？沒有

一個去處，空幻和虛妄。

生死也是這樣。我們的生死也沒有一個來處，去也沒有一個去處，

地獄，畜生、惡鬼、天人、人都是這樣。生也沒有一個來處，消失了

也沒有一個去處，就是這樣的虛妄，就是這樣的空幻，就是這樣的無

常，而無常就是苦。 佛又說，有解是慧者，就不執著，著便有。能

真正懂得這些道理的人就有智慧了，有智慧的人就不再貪著、執著這

些因緣所生的虛妄法，也就能得解脫了。如果還有執著貪求的心，萬

法就會產生，三界的有還會產生，生死就不能了。



原文：老母聞佛言。大歡喜即自說言。蒙天中天恩得法眼。雖身

老羸今得安隱。

釋：這個老母聽佛說了這些道理，就非常歡喜，對佛說：蒙天中

天您的恩德，我得了法眼淨。天中天就是世尊，天人中的天人，比天

人更尊貴。三界眾生當中天人最尊貴，在天人中最尊貴的就是世尊，

佛是三界至尊。證得法眼淨，就是小乘的斷我見，成為初果至四果人。

這個老母聽完世尊所講的因緣法，證得五陰空，三界萬法皆空，她就

得了法眼淨，成了一個賢聖之人，消了三惡道的業。大乘得法眼要到

初地菩薩，人有肉眼，有神通的人以及天人有天眼，開悟、證果了有

慧眼，修到初地了，證得無生法忍就有法眼。成了佛有佛眼，這是五

眼。

老母又接著說，我這個身體又老又弱，又有病苦，但是我現在心

得安穩了。心安穩是心得解脫，斷了貪愛，這是三果和四果人的境界，

有能力入涅槃，可以出離三界的生死，未來世不會再有苦受了。所以

心才能安穩。

原文：。阿難正衣服前長跪白佛言。是老母聞佛言即解。何因緣

智慧乃爾。佛言。大德巍巍。以是故而即解。是老母者。是我前世發

菩薩意時母。阿難白佛言。佛前世時母。何因困苦貧窮如是。



釋：阿難就整理衣服，衣裝整齊心存恭敬地禮佛，然後跪著問佛：

這個老母這麼有智慧，聽佛講法就能得法眼淨，是什麼原因呢？

佛言：大德微微，以是故即解。佛說這個老母是一個非常有德行

的人，因為她生生世世修道，善根很深厚，有大威德，因此聞佛說法

就能證解。佛就講了老母前世的因緣，佛說這個老母，是我前世剛發

菩薩道心時的母親，時劫太久遠了。阿難就說既然是世尊您的母親，

她現在應該是什麼果位了，她為什麼這麼貧窮困苦呢？

原文：佛言。乃昔拘樓秦佛時我為菩薩道。意欲作沙門。母以恩

愛故不聽我作沙門。我憂愁不食一日。以是故前後來生世間。五百世

遭厄如是。

釋：佛就講老母前世的因緣，說在拘留佛時，我修行菩薩道想出

家做沙門，這個老母因為對我太恩愛了，不允許我出家做沙門，我就

憂愁苦惱的整整一天沒吃飯。以上是世尊講因，讓發菩薩道心的人整

整一天沒吃飯，果就是五百世得貧窮困苦的果報。因果就是這樣的重

大不可思議，所以我們一定要善護身口意，不要造作不善業。老母的

五百世是做人時的五百世，這其中還有不做人的時候，加一起，其時

劫非常久遠。做人的時候就像在大海裏冒出頭，沒做好又掉進海裏，

下三惡道了。佛說，這個老母前後五百世來人間，都是象這樣貧窮困

苦。



佛的兒子羅睺羅，前世修道時把老鼠洞堵了六天，把老鼠都悶死

了，其果報就是在母胎裏住了六年，這六年該有多少苦受。我們在母

胎裏住幾個月就受不了，八九個月就要出來，羅睺羅卻住了六年，五

陰身早都已經成熟了，那感覺就像住監獄似的，比住監獄可難受多了，

身體不能活動，就在裏面受擠壓。所以一點點的業行，所感得的果報

卻是極大的。還有人因一句話就下了無間地獄，因果就是這樣的可畏，

所以說話做事一定要謹言慎行。

原文：佛語阿難。是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供養諸佛。卻

後六十八億劫當得作佛。字扶波健。其國名化作。所有被服飲食如忉

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壽一劫。

釋：佛語阿難，是老母壽終，這一期的壽命終了，就往生極樂世

界，在阿彌陀佛身邊，跟隨阿彌陀佛修學，在那裏供養十方諸佛。因

為老母已經證果了，往生極樂世界就不用住在蓮花宮殿，不在裏面包

裹著，在極樂世界隨意自由來往其他佛國土。隨意供養十方世界的諸

佛，供養包括身口意行、飲食臥具的供養，以及在佛身邊隨佛學法的

法供養。

然後佛又給老母授記說：這個老母，再過六十八億劫當做佛。佛

名為扶波健。其國名化作。所有被服飲食如忉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

壽一劫。六十八億劫是很久遠的時間，雖然是久遠還是有數量的。成

佛需要三個無量數劫，修到八地菩薩要經過兩個無量數劫，還有一個



無量數劫就成佛。六十八億劫是有數量的，就在最後一個無量數劫裏，

那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薩了。佛為菩薩授記一般是在菩薩修到八地菩薩

的時候。這個老母此時已經得解脫了，就是三四果羅漢，往生到極樂

世界，回心大乘，聞佛說法，就會證得八地菩薩的果位，離成佛最多

還有一個無量數劫。

佛說她將來的佛國土，所有的飲食生活資具都像忉利天一樣，都

是變化而有。只要心起念，百味飲食就現前，然後一聞就吃完了。那

個國土中，人們的壽命都是一劫，一劫是大劫還是小劫，沒有具體說

明，小劫是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大劫就再乘以八十。國中人民的壽命

就這樣長，那麼扶波健這尊佛的壽命至少也是這麼長，可能比這還要

長。這就是老母修行所感得的果報，非常殊勝。

原文：佛說此經已。老母及阿難等。菩薩比丘僧。諸天龍鬼神阿

須倫皆大歡喜。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釋：佛說了這個經以後，這個老母以及阿難、菩薩們、比丘僧們，

還有天人、鬼神、阿修羅都非常的歡喜。都頭面著地，對世尊作禮才

離開，表示信受奉行，於是這個法會就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