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

《楞嚴經》五十陰魔及解脫次第       

文 / 中華唯識學會前理事長 牛津大學電子工程博士 黃高証

《楞嚴經》的後面兩卷，從色、受、想、行、識五陰中，各

舉出十種「魔境」，合稱五十陰魔，代表修道需要超越的

五十種困境。反映出人性的貪瞋癡在不同階段所展示出

的多樣性，即使破了色、受、想、行等陰，仍有可能差之毫

釐，失之千里，在識陰之下功敗垂成。無論學習任何文化或

宗教，想要深刻了解自己的話，不可不詳參這五十種陰魔。

一、什麼是五陰
人的存在先是阿陀那識的總攝，相應著阿賴耶識的作

意，然後有了五陰（色、受、想、行、識），生因識有，滅從

色除。五者皆是妄想所成。

色陰：色陰是指有色有相的存在，包括四大（地水火

風）合成的物質，也包括種種影像在內。以色身為例，它

是自己中陰身的妄想（即阿賴耶識的朦朧作意），被父母

的妄想吸引而投胎，孕育出四大假合之身。所以色身的存

在，可以視為妄想的凝固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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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陰：人若一想酸梅，此妄想所成之身的四大就起變

化，唾腺開始流口水。心若想到火堆，就會感覺到溫熱。

心想蹦極高空彈跳，就會感到暈眩。這是妄想和四大影

像接觸後所起的感受。有喜受、樂受、憂受、苦受、不苦

不樂受。

想陰：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念頭指導行動。心中所

想，行為就會與之相配合。這些都是念想搖動妄情所成的

想陰。

行陰：人體細胞隨時隨地在變化。指甲漸長，容顏易

衰。新陳代謝在不知不覺中，日夜更替，幽隱遷流，稱為

行陰。

識陰：在精明湛然的境界中，仍會受到外界染污的

妄情所熏習，不思量，自難忘，即為識陰。它就像流沙一

樣緩慢移動，隨內外妄境的熏習而轉變。現前的見聞覺

知，都是妄習所生。就連那個湛然明了的境界，也還是業

力的微細精想。

由上可知，色、受、想、行、識，同為妄想，一而五，五而

一。若沒達到六根互用、開合自在，這妄想是不會消停的。

以下是五陰的各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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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十陰魔
（一）色陰幻境

色陰與身體四大（地水火風）及空大的變化有關。

行者在靜定中，一切放下，沒有雜念，自然清明入定。沒

有什麼需要去憶念或遺忘，無論動或靜都是不昏沉不散

亂，明明了了。時時刻刻，刻刻時時都是這樣的，慢慢的

會有從現有存在的形式中解脫出來的感覺。像是這個現有

的存在是你也不是你，他可以變成任何樣子，這些各種各

樣的變化形式都是你也都不是你。

如果閉眼靜坐時漆黑一片，心光還沒發起，這固然是

色陰的境界。但即使有了光明，若無法自主，也仍是色陰

境界，故需分辨清楚。像明朝的憨山大師有天晚上在山

上經行．忽覺頂門轟然一聲雷響，身心世界豁然頓空。老

前輩告訴他，這是四大變化所成的色陰區宇，並非本來面

目。若不去執著身心氣脈在禪定中的轉變，就不會被它遮

卻本來面目。

下舉色陰十例（第1至第10魔）： 

 1.穿透外境

精氣流溢外境，使得神識不由自主脫離肉體，飛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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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覺得外境如幻，不受物質阻礙，可是進出速度還無

法自己做主。由於色、受、想、行、識五陰都沒轉化，這種

神識出竅，是出陰神，不是意生身成就。故不應執著，否

則可能會使氣場混亂，向外奔馳，導致身心病態或恍惚。

 2.內透自身

返觀體內，可以徹見身中的一切景相。由於凡夫五陰

皆具，身內陰氣聚集之處，便會化生病菌、病毒，且有喜

愛陰溼環境的蟯蛔等蟲寄生其中，隨著陰氣長短粗細寒熱

之不同而有長短粗細寒熱不同的蟲。在禪定中四大讓位

時，手指氣場能穿透肚皮，把這些大大小小、長短不一的

蟲撿拾出來。而且肚子、腸壁並沒有任何傷口。這是因為

精氣由體內溢出身表，暫時進到色身如幻的狀態，所以出

現此幻境。

 3.空中聞法

《宣明五氣篇》言：「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

藏意、腎藏志」。這時行者的魂、魄、意、志、精、神互爭

主位，也就是心肝脾肺腎的氣血相互牽扯，帶動語言意

識，便忽然在虛空中聽到講經說法聲，或者聽到十方虛空

同時宣講妙理，卻不見說法人影。這是自己的精神魂魄沒



48

有歸元，潛意識在和自己對話，或是與別的精神魂魄互相

感應在一起了。

 4.千佛普現

自心發光，看見十方世界成紫金光明。一切眾生都化

為佛身，或者忽然看到毗盧遮那佛端坐於中，四周千佛

圍繞，並有無數國土和蓮花同時出現。這是身上細胞發

出靈光，引發平時信仰所熏的影像，故暫時出現色界覺

受，此非智慧的勝觀。由於受、想等陰都在，若靜坐時間

太長，仍覺腿痛，或細念不斷，只好下座。

 5.空成彩色

地水火風在四加行的煖法中蒸發騰耀，雲興霞蔚，看

見十方的虛空，同時遍滿七彩或百寶光明，水藍、土黃、火

紅、雪白等色各自顯現，互不妨礙。這是淨色根淨氣交感

轉為天光的自然現象，只是功夫上的一種徵驗，不代表果

位的成就。

 6.漆黑見物

在半夜暗室之中，卻像是在白天一樣可以清楚看見四

周景象。或見實際房中擺設，或見鬼魂精怪進出。這是心

識功用細密所致，當能見的功能清淨，猶如內家拳的「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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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一樣，全身可以覺察到微弱的光波或信息場，故能洞

見黑暗中的現象。

 7.身同草木

以信仰遮遣四大作用，注意力不再落到色身上，便覺

得四肢如同草木一樣，沒有痛覺。用火燒或刀割，也不知

道疼痛。這是精氣的高度集中，使生理本能暫時隱去不

顯。不應執著於此，且當轉向大乘菩薩道，以免落入枯木

禪或變得冷漠無情。

 8.遍見無礙

由於自己持續堅固作意，四大歸元，使身心內外淨相

合而為一。故能看到十方大地山河，化為佛國，充滿各色

光明。同時又見無數的佛身和華麗樓閣，遍滿虛空。而

且有如開了天眼，天堂、地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全無障

礙。但這是由於欣聖厭凡，專注凝想而來的有為法，不是

天眼通。故要提醒自己，「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便可全身而退。

 9.遙見通聞

無論晝夜，可以跨越距離限制，隔空看見或聽到遠方

某處親朋戚友的動靜，很遠的地方似乎就在眼前一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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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聽到小動物的喘息聲。這是用功急切，使心神飛出，暫

時見聞遠境。就好像忽然開啟了千里眼、順風耳的無線直

播功能，但若不轉化自己的無明，此功能不過是讓自己和

更多眾生的煩惱攪和在一起而已，更難解脫。

前面九種，皆自性功能於禪定中所顯境界。練內家拳

或氣功的行家，也可能會有類似經歷。若能不受其騙，便

沒問題。但是第十個則是邪魔入侵，更需小心。

10.天魔附身

看見善知識出現各種分身顯像，形體變移不定，時男

時女，忽老忽少。這是邪心受了鬼魅或天魔附身，鬼話連

篇，自讚毀他，且鼓動情緒以支配群眾，此時若安住於無所

得之正見，天魔自然無法得逞。

以上所述都是生理、心理和物理交感互變所現的色陰

境。其中包括了欲界的色陰、色界的色陰與著魔的色陰。

要說明的是，色法是由地水火風四大聚合而起。對人體來

講，地為骨頭，水為血液，火為熱能，風為呼吸。欲界天的四

大則為不同的炁，到了色界天，四大皆以不同光色顯現了。

此外，色陰境界因人而異，不限於上述十種，也不是人人必

然要經歷以上全部境象。事實上，色陰境界千奇百怪，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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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十種，例如：見到白骨行人，或兩軍對峙，或出現龍吟虎

嘯、排山倒海等幻境。這些境界雖顯現而無自性，經歷時知

道即可，不需分別好壞，免得自找麻煩，就可以度過此考驗。

色陰是人的堅固妄想，氣脈、拙火都是色陰範圍。要破

色陰，需以楔出楔，用堅固作意與虛空合一，虛空也不可

得。跳出生理的範圍，打破漆桶，十方豁然開朗，即為色陰

盡。色陰盡不代表沒有色法了，而是沒有陰暗的盲區，不

為一事一物一境所迷滯，可以徧照十方，超越劫濁。超越

劫濁，並非就可以超越天人的水劫、火劫、風劫，但已經能

夠躲掉時代亂象，包括刀兵、瘟疫、饑荒等災難，不隨著社

會的昏擾擾相而走。

再補充的是，色陰盡不代表完全了了色身，因為色身

屬於阿賴耶識的相分，受累世業習的影響，每分每秒都在

老化的。真正了色身必須是五陰都超越後，又修到報身圓

滿才算穩妥。且往往要在身心劇變中拼死一搏，方見柳暗

花明。故平時當秉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原則，把所

有雜念釋放，放掉也放掉，便可超越恐懼，化險為夷。

（二）受陰幻境

超越色陰後，十方光明一片，這時覺得自己已經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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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即是佛心，但還不能起用。這是因為身見還在苦、樂等

感受中打轉，雖有光明卻不能生起實際妙用，六根形同虛

設，稱為「虛明妄想」。感覺像被綁手綁腳一樣。這種情形

就是受陰的範域。

本節說明超越色陰以後，人的貪瞋癡等煩惱是如何

呈現出來的，其中當然包含了受、想、行、識等雜染，但

四者當中，以受陰之勢力最盛，故出現種種受陰境界。其

實，並不是色陰盡後，才有受陰境界出現。人只要情緒不

穩定，都與受陰境界有關。

以下略舉十種（第11至第20魔）：

11.悲魔

知道此心即佛心後，若想起親人過去枉受諸苦，便悲

從中來，憐己憐人，對眾生，乃至蚊蟻都起了憐憫之心，不

禁落淚，希望它們皆能得到解脫。若哀傷過度，悲魔常常

乘虛而入，一見到人就哭個沒完沒了。這時應趕快排遣心

情，否則便無法清淨，沉浸在悲情之中，使精神不足，有內

傷五臟的危險。

12.狂魔

色陰盡後，知心即佛，好勝心中起大勇猛，覺得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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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中能超越三大阿僧祇劫，頓成無上佛果，從此目中無

人，言詞誇大，不可一世。這樣很容易被狂魔附身，變得

狂妄成性，喪失正定。故應謹記「滿招損，謙受益」的道

理，狂心才得以休歇。

13.憶魔

定多慧少者，受陰還在，沒有新的證量，進無可進；但

從前的色陰已盡，退無可退。在進退兩難中，心裏覺得索

然無味，情志抑鬱，以致智力日益衰微，沉浸在槁木死灰的

境界中，好像入定的樣子，卻不能發起妙樂與智慧。此時

容易被憶魔入侵。要說明的是，憶魔的憶並不是清晰的憶

念，而是在昏昏沉沉中，耽空滯寂，喪失觀照的能力。

14.知足魔

慧多定少者，經歷了色陰盡的光明境界，又知道自性

本來是佛，得少為足，以為自己已經像盧舍那佛一樣報身

圓滿，不再進修。一旦沉溺在這種知見中，便丟失正念，被

知足魔所迷，像瘋子一樣，譁眾取寵，到處猛吹自己證到了

佛法的無上第一義諦。

15.憂愁魔

色陰消，受陰顯，而未能起用，從前的法喜又找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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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整天憂心忡忡，愁眉苦臉，覺得學佛好難，坐立不

安，後來甚至感到生不如死。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不懂得

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便容易招來常憂愁魔，或者莫名其

妙地厭世尋短，或者心中煩悶，受不了吵鬧，也不想和人打

交道，見了人就發脾氣，乾脆躲到山林裏頭去。

16.喜樂魔

在禪定中，色陰既消，清淨心中生起無限歡喜，樂不可

支。手舞足蹈。但是因為只有輕安沒有正知正見，容易舉

止失態，引來歡喜魔，見人便大笑不已，說自己已經徹悟

了，走起路來又唱又跳地，得意忘形，以為這便是歡喜地菩

薩的境界。

17.我慢魔

知道自己色陰已消，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諸妄已盡，便

傲視天下。後來甚至對十方的如來也都瞧不起，看別人都

不如自己，起大我慢，易招來外面的大我慢魔，認為自己才

是至高無上的佛祖，居高臨下，要大家揚棄經典和佛像。

這都是因為認識與智慧不夠，故有此迷失。

18.輕清魔

色陰既消，遠離粗重，心中產生無量輕安，能夠隨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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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便認為自心與佛心無二無別，是真正得到大自在的聖

者了。這是由少分慧解引生的輕安。但因見地不正確，把

覺受當成是功夫境界，把功夫境界當做是果位成就，一味

沉浸在輕安中，就會招來好輕清魔。

19.空魔

當色陰已消，內心生出斷滅的見解，落入虛無主義，誤

以為一切皆空，死後永滅，故否定世間有因果的存在，看別

人持戒說是小乘的作法，自認是大乘菩薩悟一切法空，不

拘小節，哪裡有什麼戒可持，又有什麼叫做犯戒呢？這便

招來空魔附身，或吃肉飲酒，或吃屎喝尿，或以其魔力震懾

信眾，濫行婬事。

20.欲魔

受陰將盡，不捨相思，心生情愛，愛到深處，便落入愛

欲之陷阱裡面，惹來欲魔附身。在末法時代，廣招信眾，憑

藉其魔力，攝迷眾生，把行婬欲當做是在傳法。有朝一

日，魔離其身，魔力頓失，便難逃劫難了。

以上都是受陰在禪定中所現境界，它比前面十種色陰

還難對付，因為這不只是四大的變化，而是禪定的喜受或

樂受、憂受，配合上自己的貪心、瞋心、癡心、慢心和疑心



56

所展現出的心理變態。若受陰不破。便沒有正受。但是心

兵難防，一個人如果平時大喜大悲，無法苦樂平懷，等到沒

有色陰的緩衝時，一髮千鈞，更難通過受陰十魔的關卡。

若惡貫滿盈，最後慘墮無間地獄。

如果心識能夠超越身見的一切感受，便隨時可以離開

身體的束縛，反觀自己的面孔，而不是只能透過鏡子才能

看到。這時候已經可在空中來去自如，沒有障礙，如此境

界就是超越了受陰。便不會再被身見引生的種種情緒所

困。不過業力還在，無法醒夢一如。

（三）想陰幻境

有受陰時，無法起用。超越受陰後，剩下想、行、識三

陰。此時精氣神不再被色、受兩陰所耗損。念力強大，意生

身出離自己身體，天上人間隨意寄居，好像可以四處說法

了。即使在睡覺時說夢話，也能夠讓聽到夢話的人有所領

悟，可是自己醒來後，卻不記得在夢中說了什麼話，這代表

不能醒夢一如。由於妄想及煩惱未除，智慧不夠，卻自以

為已經達到菩薩位了。

想陰境界並不需等到受陰盡後才出現，人只要有私心

和煩惱得失，都是想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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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舉想陰十例（第21至第30魔）：

 21.貪求奇巧引怪魔

喜歡弄巧作怪者，到了受陰盡的時候，貪愛定境，便

有怪魔趁虛而入。着此魔者自稱已得無上涅槃，可以化為

比丘、比丘尼身、帝釋身、女子身，也可以在暗室中身放光

明，但特好飲食男女，創立邪教，不守戒律，常以種種災

祥吉凶來危言聳聽，使人感到恐怖不安，耗散家財。等到

怪魔另找他人附身後，原先著魔者和其徒弟們都難逃國法

的制裁。

 22.貪求遊蕩招魃魔

好遊蕩者，在禪定中，神識出竅到處遊山玩水，容易

遇到魃魔，魃魔會招來旱災，被魔附身後，能讓聽他說法

的人，忽然各個互見化為紫金光，坐上寶蓮花，信眾都把

他當做是菩薩。但他不肯持戒，婬逸成性，騙人家說某人

就是某佛化身，某人又是某大菩薩再來。若信以為真，便

開始增長邪見。等到魃魔離開以後，邪教師徒全會被查

獲，移送法辦。

 23.貪求心通附魅魔

貪求心通者，在定境中，想追求契合，容易被魅魔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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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狐媚好婬，魅力無法擋，便以為成就了無上涅槃。說

法時，雖然他自己和聽眾的外形都沒有什麼兩樣。但他能

讓聽法的人明白宿命，通曉他心，或預知吉凶，或能言詩

讖，不過聽眾們只有在聽法時短暫有此特異功能，一下課

又沒這本事了。此魔把佛分大佛、小佛、真佛、假佛，混淆

視聽，破壞正法，最後因果不爽，死於囹圄之中。

 24.貪求辨析惹惡魔

平時喜好深研萬物究竟之人，在定境中，想要外尋

存在的根元，便有惡魔上身，受其支配，能施展魔力摧伏

信眾。宣稱現在就是佛國，現前肉身父父子子代代相傳

即為法身，除此之外並沒有別的淨土，也無其他金色佛

身。他又謗佛戒律，蠱惑群眾以眼、耳、鼻、舌、身諸根為

淨土，男、女二根為菩提涅槃處，婬穢不堪。等到魔力消

失，便業報現前，鋃鐺入獄。

 25.貪求攝受逢癘魔

在定境中，妄求攝受之妙，專傳播惡疾的癘魔便趁機

入住。好說前世今生之事，例如講某某人是我前世妻妾

兄弟等，說法時能讓聽眾暫時看見其身，如百千歲一樣年

高德劭，信眾便以為見到自己上輩子的心靈導師，愛慕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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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獻身供養，如膠似漆，做牛做馬也不覺疲勞。此魔又騙

人說魔宮是大光明天，一切諸佛都住在那裡。如此妖言惑

眾，怎能得到善終呢？

 26.貪圖清靜納大力魔

喜歡遠離人群者，在定境中貪圖清靜，靜極思動，便受

到大力魔控制。著魔後吹捧自己是佛。仗其勢力，整天謾

罵徒眾，誹謗比丘，並能知道眾生所想，隨意公開別人隱

私，也不怕被人討厭。於說法時以腳踩地，可使聽眾動彈

不得，於是欽伏。他們除了擅改佛戒以外，多從事苦行。

喜歡預言未來禍福且很靈驗。但是等到魔心滿足離去以

後，過去的所作所為就無法收場了。

 27.貪愛知見遇山川鬼魔

在定境中，想要知人所不知，便引來山川鬼魔，此魔總是

先變化其形，以寶珠或天書授予某苦主後，再附於其身。此

魔專食藥草或每天只吃一麻一麥，從不跟人家大吃大喝，因

有魔力攝持故能體態飽滿。他無所忌諱，常誹謗出家人，隨

意謾罵徒眾。愛說各地的寶藏所在和有道之士隱居之地。若

隨他前往尋找，會見到奇人異士。以此來掩飾野心及其對信

眾的精神控制。一旦魔力褪去，東窗事發，業報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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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貪求神變成精魅魔

求神變者，在定境中，妄想擁有超自然力量，引來山精

或海精、風精、河精、土精、龍魅之類的千年老妖附身。此

魔讚歎行婬，自稱是佛，故以在家人身分，接受出家人禮

拜。他可以用手指搓出火光，分置於聽眾頭頂。或行於水

面，如履平地。又能上天下地，穿牆入戶，還可讓人看到各

方佛土。但對冷熱兵器仍有忌憚。缺乏口德，隨意詈罵、揭

人隱私。等此魔離開以後，被附過身的苦主，生不如死。

 29.貪求深空伴靈魔

在定境中，貪求入於滅盡深空者，便有吸取日月精華

的不死靈魔來附身。在大眾之中，他可以忽然隱形，大家

都不見其蹤影，他再從虛空裡瀟灑現身。有時身如琉璃一

樣，手足散發檀香氣，或大小便裡頭有蜜糖的味道。專門

誹毀戒律，廣行婬欲，撥無因果，輕賤出家人。主張死後永

滅，沒有凡聖之分。等到魔力消失，身陷牢獄，不得解脫。

 30.貪求長生遇自在天魔

求長生者，於定境中，希望能夠常住於世，便有自在天

魔入其心竅（自在天是欲界天最高處），五百世永為魔眷

屬。著魔後，好顯神通，能至千萬里之外取物，瞬間往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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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或在斗室之內布下迷魂陣，讓人暈頭轉向，跑不出去。

因此對他心生崇信，以為真佛在前。此魔常說：十方眾生都

是我的孩子，我創造這個世界，我是最初的元佛，出生一切

佛。我的出世，是自然而來，並不是靠修行而得到的。又能

現美女身，盛行貪欲，食人精氣，受害者肝腦枯竭。此魔若

被舉報，移送法辦，還沒受刑，全身就先已乾枯而死了。

以上十種是由各類山野精怪經過千年修煉而成欲界天

魔，他們的魔力比受陰十魔更強更高，專門利用眾生的貪

求，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著魔者雖有神通，沒有德行，仗勢

欺人，生陷牢獄，死墮地獄。

行者本來已經超越色陰和受陰了，但卻因為一念貪求

勝境，想多看一眼，引魔入身，進到想陰境界，反而與欲界

天魔為伍了。若要魔不來，除非習氣改。人都是自己磨自

己，見魔起歡喜心，固然著魔；起討厭心，也是被魔轉。假

如不迎不拒，「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

月照大江。」則內魔不生，外魔便無著力之地了。

在想陰境的意生身，不能變化自如，而且對生死也還

沒有看通，四方飛翔之後仍需回到現在這個身體裡。等到

言語道斷，浮想消除，便像鏡子的鏡面明亮一片，可以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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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物受生的前因後果。悟到生也可以，死也可以，從

頭到尾都是圓滿清淨的，如此便沒有想陰，也就是超越了

煩惱濁。想陰雖和八個識都有關係，但與第六意識關係最

密切，想陰一念空了，行陰慢慢跟著就轉了。

（四）行陰幻境

想陰已盡者，身心輕靈，遠離顛倒夢想，去掉以前的

粗重習氣，但這不是刻意息心除妄想，而是心中無事可思

量。因此總是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中，達到晝夜常明。看所

有世事都一清二楚，心無所住。認識到一切萬有的生死根

元是阿賴耶識的盲目徧行。雖然還不能完全知道十方世界

眾生的各別輪迴差異，但是已經照見他們共通的氣機，有

如春天時地上冒出的水蒸汽一樣，光影閃爍。這就是身心

活動的原動力，在中陰身時更加明顯，屬於行陰範域。

以下略舉十種行陰境界（第31至第40魔），皆是外道證

量，依其止觀力的高低深淺而有不同法執。

 31.二種無因

在禪定中窮究各類生命的本元。依其止觀力之所

及，妄下結論，墮入兩種無因論：（1）看見過去八萬劫，所

有的眾生，死死生生，輪轉不停。但無法見到八萬劫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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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故誤以為八萬劫以來的所有眾生，都

是無因出生，自然而有的，並不存在「第一因」。（2）此人

見未來無因，看豬，八萬劫以來一直做豬；看牛，也是八萬

劫來永遠都做牛。由此類推，八萬劫來自己根本不知道什

麼是菩提，未來怎麼可能證得菩提呢？故認為未來的事都

是無因自成，不會改變。

從此淪為自然外道之流，看宇宙萬有都是莫名其妙自

然生起，最後也是莫名其妙無因而終。

 32.執有遍常

在定境中，執著有常。略舉四種情況：（1）觀察心

境，能夠知道兩萬劫中、十方眾生的生生死死，都是此

消彼長，總數沒變。因此認為心境是常。（2）窮究四

大的元素，知道四萬劫中四大之本質未曾散失，地恆為

地，水恆為水，火恆為火，風恆為風，因此推知四大的

物質性，常在不滅。（3）把行陰當成是心意識最初的

本源來深研，由此能知八萬劫中，眾生本來就一直存

在，雖有輪迴。但始終未失。因此推得心識本能是經常

存在的。（4）色受既盡，想心永滅，剩下的應該是永恆

的理性，沒有生滅。以上四種法執，都是在行陰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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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便墮入徧常外道。

 33.有常無常

這是對於主觀的我和客觀的境相，生起一分無常、一

分常論的顛倒見。此亦分四：（1）內觀自心遍滿十方，以

此為究竟。推知一切眾生都在我心中自生自死，唯我心是

常，其他眾生為無常。（2）外觀十方無量國土，到了劫壞

之時，世界全毀，無一倖免，此為無常。那不受劫運影響的

四空天，方為常存。這是以國土的壞與不壞來界定常與無

常。（3）反觀自心之微細種，流轉十方而性無改移，故名

我性是常。那個從微細種性展示的生死之身，就名為無常。

（4）見到生命本能活動的行陰大化流行，就以為行陰是

常。色、受、想陰都已滅盡，為無常。

這是在自己的行陰中，去分別什麼是常與無常，有如

古希臘的二分法，並非中道，實為一分計常外道。

 34.有邊無邊

在行陰的川流不息中，對於時間和人我產生邊見。邊

見也者，不是抓有，就是執無。略舉四種：（1）見過去已

遠離，未來還沒到，唯現在是相續無間的，便認為過去和

未來為有邊，而現在為無邊。（2）看到八萬劫初有眾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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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對八萬劫以前，一無所知。便認為八萬劫以前是無

邊，當八萬劫開始有眾生時為有邊。（3）認為自己無所不

知，我知故我在，其他眾生都顯現在我的知性之中，但我不

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知性，故以自已為無邊，眾生為有邊。

（4）認為一切眾生身中四大，有生有滅，生時為有，滅後

歸無，依此類推，世界萬有，也是一半有邊；一半無邊。

如此分有分無，此人便會墮入邊見外道。

 35.有無矯亂

這個人觀察生命本能活動中的變化本元，（1）見八

萬劫內謂之生；不見八萬劫外謂之滅。見行陰生生不息

名為增，生滅中的間隙名為減；見行陰互生名為有；行陰

互亡名為無。總是告訴求法者說：「我既生也滅；既有也

無；既增也減。」說法模稜兩可，令人茫然不解，更加糊

塗。（2）觀察行陰並無固定的存在，便認為一切本無，覺

得自己因無而證。若有人問，唯答「無」字。（3）觀察

行陰生後有滅，滅後有生，凡存在皆有理，自認因此得

證，逢人請法，唯答「是」字。（4）既見到行陰的有，也

見到行陰的無。但智慧不足，告訴請法者說：「有即是

無；但無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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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種矛盾錯亂的說法，是非不分，迷失中道，屬於

計虛外道。

 36.死後有相

主張死後有相者，以為（1）色法就是我；或者（2）我

有色法；或說（3）色法附屬於我；或是（4）我在色法中。

除了色法有這四分以外，其他受、想、行陰，也各有四，總共

十六有相。此外，煩惱有染相，菩提有淨相，非染即淨，非

淨即染，由此推想死後仍然是有相的，成為死後有相外道。

 37.死後無相

與前者相比較，此時色、受、想三陰已盡，推知行陰應

該也會歸於滅盡，於是成為虛無主義者，主張生之前沒有

色、受、想、行四相，死之後也沒有色、受、想、行四相，並

認為死後歸空，涅槃、因果都是空話，毫無實義。淪為死後

無相外道。

 38.死後非有非無

此時以色、受、想三者之滅，看行陰之有，似有

非有；以行陰之有看色、受、想之無，似無非無，故說

色、受、想、行非有也非無。生時四陰非有非無，死後四陰

亦是如此，八者俱非，但是又不明白什麼是中道，就昏昏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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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無可把握，屬於死後有無俱非之外道。

 39.死後斷滅

第37魔由色、受、想陰盡，推知死後無相，這裡的第

39魔見到行陰不停趨滅，認為身死之後一切終歸散滅，滅

了便不會再有。不但人身死後斷滅，其他像六欲天、初禪

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及四空天，死後也同樣畫上休

止符了，這種人便成為死後斷滅外道。

 40.死後涅槃

此魔見到行陰無間相續，認為死後不滅，必得涅槃。

有的以欲界的天人境界為涅槃，有的把初禪離生喜樂當做

涅槃，也有把二禪定生喜樂、三禪離喜得樂、或四禪捨念

清淨的境界視為涅槃，以為這些天人境界就可以超越生死

輪迴了。此類屬於妄計涅槃外道。

以上十種行陰境，都關係到死後何去何從，這是在生

命本能活動中，對於生死計有計無所造成的偏執。

如果能使這股微明擾動的氣機歸元，把種子瀑流化為

風平浪靜，水波不興，回到自性本來清淨，那麼天魔的伎

倆便無法得逞。把行陰轉化之後，不再被眾生搞得昏頭

轉向，可以超越眾生濁。若發願來娑婆世界就可以乘願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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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來的話也能夠在這個境界多停留一段時劫。

（五）識陰幻境

行陰盡時，見一切世間生命活動的共同業氣，頓然

歸元。與生生不已的深層情執隔離開來，自己作得

了主，不再被業力吸引而投胎。進入識陰境，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清淨，既不領受個什麼，也不妄

想個什麼，更不再向外抓個什麼。六根不落在六塵上，便

能盡虛空、徧法界，如同處在廣大清明的晨曦，沒有沾

滯。這時可以明白所有眾生最初受生的宿因，雖然知其

貪瞋癡的病根，但不會被彼業力所吸引，真正知道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這時最深層、最隱密的唯識境界便顯現出

來，即識陰範域。下舉十例（第41至第50魔）：

 41.立冥諦因

行陰盡時，還沒有寂滅現前，但能夠使自己的六根開

合，不被色、受、想、行陰所分隔；也能夠與十方眾生同一見

聞覺知。可是他的神通無法知道八萬劫前之事，便將此冥

然不知之境當做萬物本源，以為這個就是，稱之為冥諦。妄

執冥諦為真常之因，能生萬法，立此為宗旨，就像摩登伽女

的母親所信奉的數論派一樣追求神我之果，非因計因，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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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心，成有所歸之果，如此怎能達到無為涅槃？

 42.真神全能

以識為身，觀察所有盡虛空界的十二類眾生（胎生、濕

生、卵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

色、非有想、非無想），都是從我識身變化分流而出，因此

看不起人，認為唯有自己是全知全能的真神。這便成為色

界天頂摩醯首羅（大自在天）的同類了。以為自己是全能

的造物主，高高在上，生大我慢，背離無我正道。

 43.執著真常

執取識陰境作為我所歸依的本元，並且認為個人身心

和十方虛空，都從這個唯識境界生起，把識陰當成是沒有

生滅的真常身。由於不懂實相本自無生，同時也還沒有離

心意識，遂以識陰為常為勝，便步入欲界天頂的他化自在

天境界。由於在因地上所依為妄，又不懂得如何轉識成

智，結果也就背道而馳。

 44.草木如人

超越行陰後，還沒有認識到生命的本源，以為這個

所知性，就是普遍圓滿的能知之性，於是妄立知解，認為

所有植物都是有知的。跟人沒有差別。草木枯死可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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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人死又成為芒果、榴槤等各類植物。因此以無知為

知，墮入知無知執，感召婆吒、霰尼等印度外道。認為無

情的草木，與有情眾生相等，都有知性的作用。見地不

正，果招迂曲。

 45.唯物常在

在圓融變化之境界中，以地水火風四大的物能為究

竟，各各崇拜敬事，認為這四大的物能，就是生成世界的

本因，故此本能常住不變。這就是迷心從物，把意識也當

成是量子之類的物質作用，認為世間萬象都由物性所生。

萬象無常，唯此物能常住，以為那就是造化的究竟，因而拜

火、拜水來求解脫，與唯物婆羅門為伍。

 46.歸向空無

以一切皆空，都無所歸的境界為其畢竟歸依。想要盡

滅群塵所化一切身土，達到灰身滅土，一塵不染。這是把

虛極無心當成是道的究竟，從此墮入歸無歸執，和非想非

非想天等四空天的空神們一樣，他們的見、思二惑尚存，以

斷滅為果，背離正道。

 47.長壽不死

知道識為身之主，在識境中，希望身體能如識永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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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其所能勤修長壽不死的法門，這就變成長壽仙之流，以

堅固妄念來延續生命，在有為法中與業同行。不知自性不

生不滅，結果適得其反，做個守屍鬼。

 48.享樂主義

前面提到的邪魔，都是被魔附身，狐假虎威。這裡講的

是魔種的成因。當色、受、想、行四陰盡銷，剩下識陰，變

化自在。但不願將識中自戀滅盡，深恐無所依託。於是由

情生愛，以其勢力，坐蓮花宮，多方變化七寶妙眷，追求欲

樂，以為勝解。這是在超越色受想行四陰後，由於情種起

現行，之前的功夫、境界都抵不過業力，出生天魔種，坐魔

王宮。

 49.鈍根羅漢

在識陰的境界中，由此分別聖凡：能證我空超越三界

者為聖，唯修禪定不斷見思惑者為凡。專以四諦法修道、入

滅，唯求長揖世、不受後有，則大事已辦後，內守幽閑，以

不生滅的心境，作為趨向寂滅之果，成為傲慢無知的鈍根

羅漢，無法行菩薩道。

 50.定性辟支

如果在識陰中獨自研求，無師自通，扭轉十二因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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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無明，認為這樣就是涅槃的境界，再也不求精進。這是

執著圓明而不化眾生，有如宇宙獨行俠，以泯心無念，成為

湛然清淨的辟支佛，卻不迴向菩薩道，無法成就無上正等

正覺。

如果已經可以和十二類眾生和光同塵，又可以不受其

業力所牽引，斷絕和他們的輪迴。如是以往，業盡情空，六

根無礙，用之則分而為六，收之可合而為一。每一根都有

六根之妙用，彼此可以清淨互用。十方世界及此身心，就

好像青琉璃一樣，內外通透明徹，即識陰盡，就可以離心意

識，超越命濁，真正達到「照見五蘊皆空」。

三、綜論
色陰魔境是四大變化所成之暫時現象，若不執著就沒

事，一起執著，便入邪道。受陰、想陰涉及感受與貪愛，屬

於我執，導向魔道，做惡多端者死後下地獄。行陰和識陰

屬於法執，邪知邪見，多入外道。

佛法講：「五陰熾盛」是苦，對凡夫來說，色陰過盛可

能造成身體衰病，受陰過盛會使身心不安，想陰過盛會影

響腦神經信號傳導，行陰過盛影響新陳代謝，識陰過盛改

變精神狀態。對修道者來說，不超越色陰則光明不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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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受陰則不能心離其形，出入自在。不超越想陰則不能

醒夢一如，不超越行陰則不能跳出輪迴，不超越識陰則無

法轉識成智。

實際上，常人一念中便包含了五陰，念中有境是色

陰，觸境生受是受陰，遇境思維是想陰，念念相續是行

陰，隨境受熏是識陰。檢查出五陰全在一念中，才知什麼

是「一念不生全體現」，由此超越，超越也超越，可證漏

盡通。

其次，五陰代表察覺能力可及的妄念粗細，色陰粗

顯，最易察覺；識陰罔象，最難發現。故《楞嚴經》由粗至

細，先破色陰，然後依序破受、想、行、識等陰。此經中雖

然列舉五十種魔境，實際上它是有千變萬化的，但萬變不

離其宗，陰魔的根本原因，都是由習氣妄念所演化而來。

若沒有妄念，生死也就了了。所以若想從五十陰魔中解

脫，首先要有正見，就不會盲修瞎練，然後才能在事上漸

除，因次第盡。

那什麼是正見呢？

正見固然需徧學一切法而後得，但它也是本自圓

成、不待外求。自己歸到自己的真心本性，不黏在有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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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中，那麼生活裡的每一刻都是正大光明，正見現前。

入色境不被色騙，入聲境不被聲騙，入香境不被香騙，入

味境不被味騙，入觸境不被觸騙，入法境不被法騙。也就

是通達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

話說回來，存在的本身渾然一體，哪裡有色聲香味觸

法的差別？只因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把它分隔成六，現

在既然知道這些都是空相，則六根藩籬自然消失，以全

體相應全體，根塵識心互攝互入，當下圓照法界，周徧

含容，心佛眾生本無差別也。轉見天下人忘失本有的妙

樂與光明，往往不應苦而苦、不當死而死，致使處處淚眼

婆娑。遂發願在無盡的時空中轉化共業的種子，「虛空

有盡，我願無窮」。於是重入五濁泥淖中，在眾生的五陰

裡，栽種出朵朵蓮花。要喚回的，不是蜂蝶，是一顆顆慈

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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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身陷五毒苦難言，

感恩五濁能生蓮；

若了五陰無自性，

花開五葉震大千。

苗栗達摩書院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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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外不著境，

內心不亂，

當下即空，

萬魔遠離。

宇宙花園，

無不自在。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台灣達摩書院


	華慧的目的/張尚德老師
	量子哲學與唯識/林德培教授
	《楞嚴經》五十陰魔及解脫次第/黃高証博士
	南太老師一生究竟說了什麼/魏盛 
	心識與量子-從古典文化到現代科學的宇宙論、存在論/姜海通
	量子力學探索心識本質的可能性與問題探討/鄧國華
	量子與摩尼寶珠/ Michael
	給媽媽的一封信-謹以此文獻給媽媽六十周歲生日/王光旭
	唐太宗 大赦 治病/張尚德老師
	長空不礙白雲飛-張尚德先生禪門文化之所見/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