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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蘊」探源 

——初期佛教語境下的衝突與抉擇 

 
劉 勁 松 ∗ 

 

摘要：  

什麼是「色蘊」？佛教部派對此認識不一。現代學界的觀點可歸納

為三種：（1）色蘊即物質。（2）色蘊為構成人（有情）的物質。（3）色

蘊是物質的屬性（或功能）。因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佛教部派對色蘊的

定義不同，如上觀點均可在佛教文獻中找到根據。然而，色蘊最初含義 

——即在初期佛教語境下的定義是什麼？迄今為止，尚無詳審討論。有

鑒於此，本文對此問題作出探討，並提出詮釋的根據與理由。 

關於初期佛教對色蘊的定義，目前學界的共識為：色蘊即色的積聚。

但其中色的含義是什麼，卻有不同解讀：一種為「四大及四大所造（物

質）」；一種為「與有情主體相關的四大及四大所造（物質）」。 

對此，本文從色蘊的上位概念五蘊、色蘊的構成、處於緣起法中的

                                                 
∗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於萬金川教授指導下完成，後貴刊審稿老師也提出了許多專業、細緻的修

改意見，受益良多，特表感謝！其中若有不當，文責應由筆者自負。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二期 2019/9 158 

名色三方面考察後認為，在初期佛教的語境下，色蘊之色應解讀為「與

有情主體相關的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因此，根據初期佛教文獻，色

蘊可定義為：五蘊之一，是與有情主體相關的「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的積聚，其構成要素為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種

色入。 

此定義仍存在進一步詮釋空間：如何定義與有情主體相關的「色」，

它存在於主體意識之內還是之外？如何認識色與識的關係？等等，由此

產生的理論衝突，正是後來有部阿毘達磨教法以及唯識家所致力解決的

核心問題。 

 

 

關鍵詞：色蘊、初期佛教、佛學術語、佛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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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Meaning of “Rūpa-Skandha”: 

The Conflict and Decis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Early Buddhism 

 
Liu, Jin-song ∗ 

 
 
 

Abstract: 

What’s the meaning of rūpa-skandha? Different Buddhist sect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he viewpoints of modern academia can be summed up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rūpa-skandha is matter. (2) rūpa-skandha is the 

physical world experienced by a sentiment being. (3) rūpa-skandha is the 

property (or function) of matter. Becaus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ifferent Buddhist sect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it, their basis can all be 

found in Buddhist literature. However, what is its initial meaning in the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No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has yet been made till now. 

Therefore,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is ques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s and 

reasons of interpretation.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sects is as follows: 

rūpa-skandha is an accumulation of rūpa.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rūpa means: one is “the four mahā-bhūta and the 

derivation of four mahā-bhūta”; one is “the four mahā-bhūta and the 

derivation of four mahā-bhūta related with sentiment being”. 

Through a survey of three aspects—the upper concept “five aggregates” 

of rūpa-skandha, the elements of rūpa-skandha, the definition of nāma-r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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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he twelve nidānas, a conclusion is drawn as follow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arly Buddhism, rūpa-skandha should be explained as “four 

great elements and derivation of the four great elements(rūpa) which is 

related with sentiment beings” . Therefore, rūpa-skandha can be defined as: 

one of “five aggregates”, an accumulations(aggregate) of four great elements 

and derivation of the four great elements(matter) which is related with 

sentiment being, its elements are eyes, ears, nose, tongue, body, rūpa, voice, 

fragrance, odor, tactile. 

Even if rūpa-skandha is defined in the early Buddhist documents, the 

explanation is still ambiguous, it need to be refined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whether rūpa exists in consciousness of sentiment beings or not,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and rūpa? The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the key issues for 

Abhidharma and vijñapti-mātratā theory to solve.  
 
 
 
Keywords: rūpa-skandha, early Buddhism, Buddhist term, Buddhist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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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色蘊為佛教的重要名相，其初創時的含義為何？學界研究略顯薄弱，

本文將對此展開探討。 

回顧歷史，各部派佛教對色蘊的認識不同。有部阿毘達磨認為，色

蘊為十一種色法的積聚，如《阿毘達磨俱舍論》所述：  

「論曰：言五根者，所謂眼耳鼻舌身根；言五境者，即是眼等五

根境界，所謂色聲香味所觸；及無表者，謂無表色。唯依此量立

色蘊名。」
1
 

南傳上座部的觀點認為，色蘊為二十八種色法的積聚，如《清淨道論》

中所述：  

「此中，有任何寒冷等壞相之法，當知一切總括為「色蘊」。雖

然此色依壞相說只有一種，但因為（大）種及所造的區別，所以

有二種。」
2
 

另將兩種色細分為二十八種。PeTakopadesa（《藏釋》）認為色蘊由十色

處積聚而成。3其對應漢譯本《陰持入經》也有同樣內容。4《大智度論》

                                                 
1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大正藏》冊 29，頁 2 中。 
2 覺音，葉均譯，《清淨道論》（下）（臺南：收藏家藝術有限功能公司 1991 年），

頁 12-13。 
3 Dasarūpa-āyatanāni cakkhurūpā ca yāva kāyo phoTThabbo ca, ayaMrūpakkhandho.【漢

譯】十種色處是：眼和（與眼相對的）色；到身和（與身相對的）觸；這就

是色蘊——Arabinda Barua, Ph. D. PeTakopadesa (London: 1982), p.112. 
4 「色陰名為十現色入，十現色入為何等？一、眼，二、色，三、耳，四、聲，

五、鼻，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樂；是為十現色入。是名

為色種。」——後漢·安世高譯，《陰持入經》卷 1，《大正藏》冊 15，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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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答曰：鏡中像有種種色，影則一色，是故不同。是二雖待形俱

動，形質各異：影從遮明而現，像則從種種因緣生。雖同細色，

各各差別。『誑色』者，如炎、如幻、如化、如乾闥婆城等，遠

誑人眼，近無所有。如是等種種無量色總名色眾。」
5 

據此可知，該論以鏡中像譬喻色，說明其為不實的存在。此觀點不同於

阿毘達磨教法，後者以「有為法」的概念說明色蘊。 

有關各佛教宗派對色蘊的認識衝突，近、現代學界也意識到此並多

有研究，且有不同觀點。Y. Karunadasa 於 1967 年以南傳經典為主要依

據，參考《俱舍論》全面研討了色義。
6
他以「matter（物質）」一詞翻譯

並定義色蘊，且認為色蘊具有物質的含義。
7
不少當代學者接受這一觀點，

如 Mathieu. Boisvert8、張瑞良
9
等。吉元信行在《物質概念的大乗アビダ

ルマ的分析——色蘊と變壞》
10

與《物質概念的大乗アビダルマ的分

析——色蘊的諸相》11則分析並比較了色蘊的物質屬性。 

                                                                                                                   
中。 

5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6，《大正藏》冊 25，頁 324

下-325 上。 
6 Y. Karunadasa, Buddhist Analysis of Matter, (Colombo: 1967), p.1. 
7 Y. Karunadasa, Buddhist Analysis of Matter, p.8. 
8 Boisvert, Mathieu., The Five Aggregates; Understanding Theravāda Psychology 

and Soteriology(Waterloo: 1995), p.33-34. 
9 張瑞良，〈蘊處界三概念之分析研究〉，《臺大哲學論評》第八期，頁 109。 
10 吉元信行，〈物質概念的大乗アビダルマ的分析——色蘊と變壞〉，《大谷學

報》，vol.62, no.1，1982 年，頁 24-36。 
11 吉元信行，〈物質概念的大乗アビダルマ的分析——色蘊的諸相〉,《印度学

仏教学研究》，vol.31 no.1 (=no.61)，1982 年，頁 32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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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Rupert Gethin 等學者明確地反對以物質定義色蘊，他認為，

將色蘊（或色）譯為或者理解為「物質」是一種誤導。
12

查良鏞也認為

阿毘達磨教法對色蘊的概念作了哲學改造，按初期佛教思想，色蘊應定

義為「活人的肉體」或「有機的肉體」。
13

此種觀點認為，色蘊不代表全

部的物質，只是構成有情的物質。 

水野弘元曾探討了色義在佛教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趨勢，認為色的含

義經歷了從「物質」義到「物質屬性」義的演變。14Dan Lusthaus 根據成

唯識論和瑜伽行派的觀點，不讚同以物質的概念定義色蘊，認為色蘊的

意義在於其被感知性，即從其功能與主體的角度進行定義。15此類研究

依據某一部派佛教的文獻認為，色蘊為物質的屬性（或功能）。 

印順法師基於大乘的義理指出：  

「這所知可分二類：一、一切外在的物質現象，就是色蘊。二、

內在的心理形態，即受、想、行三蘊。」16 

也曾指出色蘊與現代物質概念存在些許差別，但未明確說明。17 

                                                 
12 Rupert Gethin, The Five Khandhas: Their Theatment in the Nikāyas and Early 

Abhidhamm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No.14 , 1986, pp.35-53, p.36. 
13 查良鏞，〈談色蘊（一）~（七）〉，《內明》（n68-n74），1977-1978 年。 
14 水野弘元，釋惠敏譯，〈佛教的色（物質）之概念〉，《佛教教理研究——水

野弘元著作選集·二》（臺北：法鼓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435- 

 460、460。 
15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p.183. 
16 印順，《性空學探源》（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48-49。 
17 「色蘊」，原則上講，大體上和我們現在講的「物質」差不多，不過稍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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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佛教部派對色蘊的定義並不相同，前述觀點

均有文獻依據。誠如水野弘元所做的比較研究，認為色蘊含義經歷了若

干演變。然而，色蘊初始含義究竟為何——即在初期佛教語境下，色蘊

的定義是什麼？迄今為止，尚無詳審討論。有鑒於此，本文擬根據初期

佛教文獻對此探討並提出詮釋的依據與理由。 

二、文獻依據 

（一）原始文獻說明 

關於初期佛教文獻的範疇，學界已取得了某些共識。西方學者

T.W.Rhys Davids 較早開始了初期佛教文獻研究。18當代學者印順法師19

總結了和辻哲郎、20前田惠學21、宇井伯壽22等學者的研究後認為，初期

佛教聖典既包括漢傳阿含系列經典、律典，同時，也包括南傳佛教經藏

與律藏。23晚近的學者，如 Tse-Fu Kuan、24Bhikkhu Sujato25等認為，初

                                                                                                                   
一點不同。這當中分為兩大類：一類叫能造色（能造的色），就是「四大種」；

一類叫「所造色」，就是其他依四大種而所造的色。——見印順，《大乘廣五

蘊論講記》（新北：印順文教基金會，2011 年），頁 2。 
18 T. W. Rhys Davids, Buddhism 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1907). 
19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頁 3-10。 
20 和辻哲郎，《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東京：岩波書店，1969 年），頁 3-31。 
21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東京都：山喜房，1964 年）。 
22 宇井伯壽，〈原始佛教資料論〉，《印度哲學研究 第二》（東京：巖波書店，

1982 年），頁 113-260、118。 
23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 65-66。 
24 Tse-Fu Kuan, MINDFULNESS IN EARLY BUDDHISM new approaches through 

psychology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Pali, Chi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 London 



 

                              「色蘊」探源——初期佛教語境下的衝突與抉擇 

 
 

 165 

期佛教文獻包括巴利四尼柯耶、部分小部經典、某些律藏與漢譯四阿含。

Oliver Abeynayake 、 26 Rupert Gethin 、 27 Bhikkhu Sujato 、 Bhikkhu 

Brahmali28認為初期巴利語佛教文獻除四部尼柯耶與律藏外，還包括部分

小部經典，Anālayo29認為漢譯阿含經典屬於初期佛教文獻的一部分。

Mun-keat, Choong、30Andrew Glass, Mark Allon31等根據近來考古發現了

一些于闐語、犍陀羅語、藏語的初期佛教文獻。 

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南傳四部尼柯耶、北傳四阿含、部分律藏、

部分南傳小部文獻均為初期佛教經典。本文將以南傳四部尼柯耶與北傳

四阿含為主要文獻依據。 

前述文獻中，與色蘊定義有關的文獻主要包括南傳四部尼柯耶與北

傳四阿含，與此相關的文獻研究均已成熟，此處不再贅述。現將本文引

用的 PeTakopadesa（《藏釋》）說明如下：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3-4. 

25. Bhikkhu Sujato, Bhikkhu Brahmali,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Toronto: 2015), pp.9-10. 
26 Oliver Abeynayake, A textu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Khuddaka Nikaya 

(Colombo: First Edition, 1984), p.113. 
27 Rupert Gethin, The Buddha's Path to Awakening (Leiden:1992), p.42. 
28 Bhikkhu Sujato; Bhikkhu Brahmali,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Toronto: 2015), pp.9-10. 
29 Anālayo, Some Pali discourses in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No. 22 (1), 2005, pp.93-105. 
30  Choong Mun-keat,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Early Buddhism: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Sutra-anga portion of the Pali Samyutta-Nikaya 

and the Chinese Samyuktagama(Wiesbaden: 2000). 
31 Andrew Glass, Mark Allon, Four Gandhari Samyuktagama Sutras (Seattle:2014), 

p.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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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印順法師32、Arabinda Barua 博士33、比丘 ÑāNamoli34、水野弘

元35、古山健一36等學者的研究，關於 PeTakopadesa，37可得出如下結論： 

（1）PeTaka 為摩訶迦旃延所作的對佛所說經的註釋，其初次的結

集至少在公元 1 或 2 世紀之前
38

，是編輯 PeTakopadesa 一書的依據。 

（2）PeTaka 的性質為 upadesa，所以在其後編輯成書時成為

PeTakopadesa。 

（3）PeTakopadesa 一詞在 Netti-aTThakathā（《導論註釋》）中作為引

文出現兩次，所以 PeTakopadesa 最遲在公元 5-6 世紀之前已經成文。 

（4）PeTakopadesa 一書初次成文時以僧伽羅語記錄於貝葉之上。 

（5）PeTakopadesa 性質上屬於優波提舍，是十二分教之一，古山健

一對此論述較詳。 

這部經典被緬甸巴利三藏收錄於經藏小部；而在斯里蘭卡，則視為

藏外經典（此處部分反映了斯里蘭卡上座部大寺派與緬甸上座部赤銅牒

派的分歧）。39與該經對應的漢譯經典為《陰持入經》（T603）40。本文將

                                                 
32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81

年），頁 16-19。 
33 Arabinda Barua, Ph. D., ed., PeTakopadesa(London: 1982). 
34 Kaccana Thera, Bhikkhu ÑāNamoli, trs. The Pitaka-Disclosure (PeTakopadesa) 

(London: 1979), p.xii. 
35 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巴利論書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集（三）》（臺北：

法鼓文化，2000 年），頁 137-173。 
36 古山健一，〈PeTakopadesa は PeTaka の upadesa(註釈)か〉，《仏教研究》，通号

322004-03-30，2003 年，頁 195-210。 
37 關於此經文獻學更詳細的研究，將另文探討。 
38 Kaccana Thera, Bhikkhu Nanamoli(tr.), The Pitaka-Disclosure ( PeTakopadesa), 

Published by The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1979. p.xii. 
39  PeTakopadesa （《 藏 釋 》） 與 Netti-pakarana （《 導 論 》） 同 為 大 迦 旃 延



 

                              「色蘊」探源——初期佛教語境下的衝突與抉擇 

 
 

 167 

以 Arabinda Barua 博士編輯整理的 PeTakopadesa 一書（第 6 章）為參考

文獻，以 ÑāNamoli 所譯英文版 The Pitaka-Disclosure 為參照。 

（二）文獻使用原則 

本文使用原始文獻基本原則為：（1）以北傳四阿含與南傳四尼柯耶

為主，兼採南傳小部經典 PeTakopadesa（《藏釋》）及其對應漢譯經典《陰

持入經》。由於此論成文較早，並對色蘊有較詳論述，因而作為註釋的

參考。（2）以南北傳共有文獻為主，以只存在於一種文獻的經文為輔。

雖然南傳四部尼柯耶與北傳四阿含從整體來說是對應的，但對應經文內

容並不完全一致。本文在研究中，以採用兩種文獻中內容基本相同（至

少所表述義理相同）的經文為主。若引述經文無對應文字或所表述義理

有出入，則作出說明。 

三、基於文獻的共識與衝突 

本節以一段公認的經文為依據，得出色蘊一般性定義。進而探討色

與色蘊的差別以及初期佛教文獻中有關色蘊之色的不同記述和解讀。 

（一）對色蘊的共識 

                                                                                                                   
（Maha-kaccāyana）之作，在巴利佛教置於三藏聖典之外。當然在緬甸則採

此二書與《彌蘭陀王問經》同樣收入小部經。——水野弘元著，釋達和譯，

《巴利論書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集（三）》（臺北：2000 年），頁 137。 
40 Stefano Zacchetti, “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Takopadesa: 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Ṫ 603 and Its Indian Original: A 

Preliminary Surv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5, No. 1, 2002. pp. 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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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中有明確的色蘊定義，這段經文被後來阿毘達磨論書

如《阿毘達磨俱舍論》41、《大毘婆沙論》等42廣泛引用以說明色蘊含義，

內容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陰及受陰。云何為陰？若所有

諸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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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切總說色陰。隨諸所有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彼一切總說受、想、行、識陰，是名為陰。」43  

其對應南傳經文為： 

YaM kiñci, bhikkhave, rūpaM atītānāgatapaccuppannaM ajjhattaM vā 

bahiddhā vā oëārikaM vā sukhumaM vā hīnaM vā paNītaM vā yaM 

dūre santike vā, ayaM vuccati rūpakkhandho.44 

該句譯為：凡所有色，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部的，外部的；粗

的，細的；劣的，優的，無論是在遠處還是近處，這被總稱為色蘊。45此

                                                 
41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１，《大正藏》冊 29，頁 4 下。 
42 「云何色蘊？答：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

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為一聚說名色蘊。」——尊者舍利子說，

唐·玄奘法師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11，《大正藏》冊 26，頁 412 上。 

  「云何色蘊？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

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為一聚，說名色蘊。」——五百

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4，《大正藏》冊 27，

頁 383 上。 
43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2，《大正藏》冊 2，頁 13 中。 
44 SN.22.48. 
45 其中，YaM，副詞，凡是，任何。Kiñci，任何。RūpaM，色，中性，單數，

主格。Atītā，形容詞，過去的。nānāgata，形容詞的，未來的。 
  paccuppannaM，形容詞，現在的 ajjhattaM 形容詞，在內的 Bahiddhā，ind.，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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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將色與色蘊做了區分，並進一步說明，所有（一切）色的「略為一

聚」，稱為色蘊。 

此一被廣泛引用的經文核心意涵有二：（1）色蘊是所有的不同時間、

不同空間、不同特徵各種色的積聚。（2）蘊為「積聚」義。其中隱含了

三層含義：（1）色與色蘊不同。（2）色有不同種類。（3）色蘊是色的積

聚。 

但這段經文留下三個問題：（1）色是什麼？（2）色蘊之「色」是

什麼？（3）此中「所有」的範圍？ 

（二）作為前佛教時期的色之含義 

色早在前佛教時期就已產生，Anupa Pande 對此做過研討46。徐梵澄

譯《五十奧義書》的《唱贊奧義書》中說： 

唯此眾生有其三種：卵生，胎生，芽生是也。（一） 

彼神明自思：『我當以情命我而入乎此三神中，而廣分名色也；』 

譯者認為：「此書屬散文體制，為最古《奧義書》之一，觀其說唱贊儀

法之類可知也。」47這就是說，「色」的概念在佛教之前就已經產生了，

並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又，根據 Maryla Falk 的研究： 

作為定義世俗現實的名色（nāma-rūpa），「名與色」表達了古代

                                                                                                                   
外面。OḷārikaM，形容詞，粗的。SukhumaM，細的，單數，主格。HīnaM，

劣的，單數，主格。PaNītaM，單數，主格，優秀的。YaM，副詞，任何。

Dūre，中性，位格，在遠處；santike，中性，位格，在近處。Vuccati，被稱

為。AyaM，陽性，單數，主格。Rūpakkhandho，陽性，單數，主格。 
46 Anupa Pande,“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rūpa’ And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Art”,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10, 1993.p.179. 
47 徐梵澄譯，《五十奧義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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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思想特有的概念，於奧義書的第一時期就已廣泛流行，並在

其後以及整個階段持續地進一步發展並貫穿於佛教學說全部階

段的，但最早的證據還是要回到梨俱吠陀之中。48 

關於色的定義，徐梵澄認為：「『名色』之『色』，非徒『顏色』之謂，

顯、形、表等皆包，亦可謂『相』。」49 Miura Hirofumi 認為：「從根本上

說，在古印度時期色的含義包含形和色，並且用以指稱物質。」50又，

水野弘元也認為： 

在說明解釋「色」時，是說：所謂色，是地水火風四大種，以及

四大種合成的所造色；對此場合的「四大種」或「四大種所造色」

之詞，並沒有做說明解釋。由此可推測，這就是為當時人們所能

理解的一般性通俗概念。51 

據前述可知，在初期佛教的語境下，色是當時大眾普遍理解的概念，即

                                                 
48 “The definition of worldly reality as nāma-rūpa, “name-and-form”,expresses a 

conception peculiar to ancient Indian thought, widely current already in the first 

period of Upanishads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successive periods as well as 

throughout the stages of Buddhist speculation, but going back in its earliest 

evidence to the Rgveda.”——（美）Maryla Falk, Nāma-Rūpa and Dharma-rūpa: 

Origin and Aspects of an Ancient Indian Conception( California: Jain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1. 
49 據譯者考，該《奧義書》產生於佛陀時代之前，是最早的奧義書之一。——

見徐梵澄譯：《五十奧義書》，頁 200。 
50 Basically, the rūpa is a word meaning both color and form, and was used to 

indicate matter in ancient India.—Miura Hirofumi, “The Concept of rūpa and 

mūrtatva in the Vaiśeşika School: A study of Concept of Matter in Ancient Indi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59, No.3, 2001, p. 1122.  
51 水野弘元著，釋惠敏譯，《巴利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臺北：

法鼓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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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和四大所造，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物質現象，它不是佛教特有的概念。

為了闡釋佛教思想，佛陀提出了五蘊的施設，作為五蘊之一的色蘊從內

容與範圍上與前佛教時期「色」的概念不同。色蘊的提出非但不是對前

佛教時期色之概念的繼承，恰是對此概念一定程度的改造，它體現了佛

陀思想的創新與發展。 

綜上所述，色作為前佛教時期概念，其含義為「四大和四大所造」，

相當於我們現代哲學中物質的概念。初期佛教直接用其作為「色蘊」的

一個語素，並以其定義「色蘊」。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色蕴之色指全

部的「四大或四大所造」還是指部分的「四大或四大所造」。對這一問

題的理解，還需參考更多經文的論述。 

（三）「色蘊」之「色」的不同經證及解讀 

據前文可知，對色蘊中「色」的理解，關鍵在於它包含全部四大和

四大所造還是部分四大和四大所造，而兩種觀點都可以找到文獻依據。 

1. 色蘊之色包含全部「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經證。 

初期佛教的文獻並未明確地界定色蘊之色的範疇，若據一些經文，

可將色蘊中的色，理解為全部的「四大或四大所造」。如《中阿含經》

所述： 

云何知色？謂四大及四大造為色。
52 

此段經文對應的南傳經典為中部尼柯耶（MN.9）： 

cattāri ca mahābhūtāni, 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M 

                                                 
52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7，《大正藏》冊 1，頁 46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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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ādāyarūpaM—idaM vuccatāvuso, rūpaM.53 

此段經文義為：四大與四大所造的色，這些被稱為色。此中可見「四大

及四大所造色」都是色。又如《雜阿含經》所述： 

緣識名色者，云何名？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

云何色？謂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此色及前所說名，是

為名色。54 

如果從這兩段經文來看，可以將色蘊的色理解為全部的「四大和四

大所造」，即「四大和四大所造」= 色蘊之「色」。 

2. 色蘊之色包含部分「四大和四大所造」的經證。 

另一方面，根據有關經文，還可將色蘊之色理解為與有情生命相關

的四大與四大所造。如《雜阿含經》卷十三所述： 

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耳、鼻、舌，身

                                                 
53 見南傳中部尼柯耶 MN.9。文法分析如下： 

  其中，cattāri 為中性、複數、主格，義為：四。ca 為不變化詞，義為和。mahābhūtāni

為中性、複數、主格，義為大種（存在）。catunnañ 為中性、複數、屬格，

義為四。mahābhūtānaM 中性、複數、屬格，義為大種。upādāya 為不變化詞，

義為所造的。idaM 中性、單數、主格，義為前述這些（代詞）。vuccati，動

詞，一般現在，三人稱，vuc 的被動。義為被稱為。āvuso 陽性、單數、呼格，

義為朋友。rūpaM 為中性、單數、主格，義為色。 
54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2，《大正藏》冊 2, 頁 85 上。 

  對應南傳經文為： 

  Katamañca bhikkhave, nāmarūpaM? Vedanā, saññā, cetanā, phasso, manasikāro– 

idaM vuccati nāmaM. Cattāro ca mahābhūtā, 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M 

upādāyarūpaM. IdaM vuccati rūpaM. Iti idañca nāmaM, idañca rūpaM. IdaM 

vuccati, bhikkhave, nāmarūpaM. (SN.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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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緣，生身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是無色陰，

身根是色陰，此名為人……55 

此段經文認為，身根是色蘊，色蘊和四無色蘊共同稱為人。可見，色蘊

是與有情（五蘊）相關的「四大和四大所造」。《增壹阿含經》卷二八中

有述： 

云何為色陰？所謂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謂名為色陰也。56 

根據這兩段經文，可以將色蘊的色理解為構成身體的「色」——四大和

四大所造，即色蘊之「色」= 與有情相關的色。 

更多地考察不同初期佛教文獻中有關色的論述，基本上可以將色蘊

之色的範圍作出這兩種解讀：即色蘊之色=全部的四大和四大所造；色

蘊之色=與有情相關的四大和四大所造。哪一種更合理，將於下文分析。 

四、焦點、詮釋與抉擇 

通過前文論述可知，色是前佛教時期即已存在的概念，指四大和四

大所造，如果使用「格義」的方法，相當於今天的物質概念。初期佛教

採用色作為語素構建了「色蘊」一詞，根據經文，難以明確其含義，矛

盾焦點在於：色蘊的色是指全部的「四大和四大所造（物質）」的積聚，

還是指與有情生命相關的「四大和四大所造（物質）」的積聚。下文將

從色蘊的上位概念五蘊、色蘊的構成、處於緣起法中的名色三方面作出

                                                 
55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3，《大正藏》冊 2, 頁 88 上。 

 此段經文也曾為《俱舍論》引用，以說明五蘊為人（有情）的施設——見世

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冊 29, 頁 154 上。 
56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28，《大正藏》冊 2，頁 7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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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並簡要說明歧義的原因，進而提出色蘊定義。 

（一）色蘊含攝於五蘊 

色蘊為五蘊之一，故此色蘊的範圍含攝於五蘊。五蘊為有情眾生（人）

的施設，世尊為破除眾生的「我執」而提出此一施設以闡明「非（無）

我」思想。57對此，《中阿含經》有云： 

云何知生如真？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生則生，出則出，成

則成，興起五陰，已得命根，是謂知生如真。58 

命根是維繫有情一期生命存續的煖（體溫）與識，與有情生命共生共滅，

其體為壽。
59

興起五陰即得到命根，由此可知有情生命的產生，即五蘊

的產生。《增壹阿含經》也有與此同義的經文。60一方面，有情生命的產

生即五蘊的產生，另一方面，有情生命的消亡即五蘊的消亡，如《增壹

                                                 
57 「由於有情執取當前的身心為自己，所以成為一獨立的有情，一直流轉不已。

有情是依「有執受」的五蘊而假立的，雖然有世俗的補特伽羅，卻沒有實體

的我可得。」——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頁 47。 
58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7，《大正藏》冊 1，頁 462 下。 
 對應南傳中部尼柯耶為： 

 Yā tesaM tesaM sattānaM tamhi tamhi sattanikāye jāti sañjāti okkanti abhinibbatti 

khandhānaM pātubhāvo, āyatanānaM paTilābho– ayaM vuccatāvuso, jāti.（MN.9） 
59 根據《清淨道論》，命根屬於色法，是二十四所造色之一。參閱覺音造，葉

均譯，《清淨道論》（下）（台北，華宇出版社，1987 年），頁 18。而在有部

阿毗達摩論書中，則將其歸入心不相應行法。如《阿毘達磨俱舍論》所云：

「命根體是不相應故，不相應中自當廣辯。」參閱《阿毘達磨俱舍論》（《大

正藏》冊 29，頁 14 下）。此中義理衝突所涉甚廣，需專文討論。 
60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12，《大正藏》冊 2，頁 60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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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所述： 

云何為死？所謂彼彼眾生，展轉受形，身體無熅，無常變易，五

親分張，捨五陰身，命根斷壞，是謂為死。61 

此經意在說明眾生生命的消亡即五陰的消亡，關於五蘊為有情的施設在

《增壹阿含經》卷十六62與卷四六中63均有論述。從這些經證可知，五蘊

為有情眾生的施設，即生命現象不過是物質和精神的和合。此如印順法

師所說： 

依佛法說，組成有情的要素，一、精神的，是五蘊中的受、想、

行、識四蘊；二、肉體的，是五蘊中的色蘊。64 

因此，作為五蘊之一分的色蘊，只是有情生命現象一部分，它無法超出

有情生命（五蘊）的範圍而含攝所有色（四大及四大所造）。據此可知，

色蘊的色僅指與有情生命相關的色（四大及四大所造）。 

（二）色蘊的內容 

前文談到了被廣泛引述的用以說明色蘊的一段經文，從空間、時間

                                                 
61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46，《大正藏》冊 2，頁 797 下。 

 對應南傳相應部尼柯耶為： 

 Yā tesaM tesaM sattānaM tamhā tamhā sattanikāyā cuti cavanatā bhedo 

antaradhānaM maccu maraNaM kālakiriyā khandhānaM bhedo kaḷevarassa 

nikkhepo, idaM vuccati maraNaM. Iti ayañca jarā, idañca maraNaM. IdaM vuccati, 

bhikkhave, jarāmaraNaM.（SN.12.2） 
62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16，《大正藏》冊 2，頁 626 中。 
63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46，《大正藏》冊 2, 頁 797 中。 
64 印順，《學佛三要》（臺北：正聞出版社，1970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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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性質上定義了色蘊，但並未說明色蘊的具體內容，PeTakopadesa 對

此有明確定義： 

dasarupa-ayatanani cakkhurupa ca yava kayo photthabbo ca; 

ayam rupakkhandho.65 

本句的含義為：十種色處為：眼和（與眼相對的）色；到身和（與身相

對的）觸；這就是色蘊。66與此經對應的漢譯經典《陰持入經》中也有

內容相當的經文： 

十現色入為何等？一、眼，二、色，三、耳，四、聲，五、鼻，

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樂；是為十現色入。是

名為色種。67 

從這兩段經文可知，初期佛教色蘊的內容為「十種色入」
68

。這就是說，

色蘊只包含這十種要素，在十種之外的「色」不屬於色蘊。此如印順法

師所說：「依經分別，古以五蘊或十二處攝一切法。眼、耳、鼻、舌、

身、色、聲、香、味、觸——十色處是色蘊。」69 

如上所述，色蘊的內容包括十項：眾生的五種感官及其所感受的對

象。如果色蘊以此為內容，那麼色蘊就無法含攝全部的四大及四大所造。

                                                 
65 Arabinda Barua, PeTakopadesa, p.112. 
66 其中，dasarupa-ayatanani，複合詞，中性，複數，主格；十色處。Cakkhu，

中性，單數，主格；眼。Rupa，中性，單數，主格；色。Kaya，陽性，單數，

主格；身。Photthabbo，中性，單數，主格；觸。Ayam，陽性，單數，主格；

這。Rupakkhandho，陽性，單數，主格；色蘊。 
67 後漢·安世高譯，《陰持入經》，《大正藏》冊 15，頁 173 中。 
68 阿毘達磨教法中則變為十一種色法，對此將另文論述。 
69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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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眾生感官所能感知的外在世界受到認知能力的限制，無法了解色的

全部，在其感知範圍之外一定會有其他物質現象，因此，色蘊只可包含

部分色。 

（三）名色為緣起法之一支 

緣起法的內容在經典中多有表述，《中阿含經》有云： 

阿難！我本為汝說因緣起及因緣起所生法。若有此則有彼，若無

此則無彼，若生此則生彼，若滅此則滅彼。緣無明行，緣行識，

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緣愛

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

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覺

滅，覺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

則老死滅。70 

緣起法即有情眾生的生命（輪迴）歷程，名色為其中一支。此中名色71的

含義在《增壹阿含經》中有明確說明： 

云何名為名？所謂名者，痛、想、念、更樂、思惟，是為名。彼

云何為色？所謂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謂名為色。色異、名

異、故曰名色。72 

                                                 
70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62 下- 563 上。 
71 「名色」的色，是色蘊；名是受、想、行 、識四蘊。這五蘊——名色，可

以總攝一切精神與物質。——印順，《唯識學探源》，（臺北：正聞出版社，

1992 年），頁 17。 
72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46，《大正藏》冊 2，頁 79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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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名色，即五蘊，指眾生的生命現象，十二因緣中的「識緣名色」意

指因識而生名色。識的生起只能造成構成有情個體的物質（四大及四大

所造）和意識現象的生起，不可能造成全部物質（四大及四大所造）現

象的生起。因此，色蘊之色不是全部「四大及四大所造」的積聚，僅僅

是與有情生命相關的「四大及四大所造」的積聚。 

（四）造成認知衝突的原因 

前文說明了對色蘊之色的認知衝突，對佛學名相乃至義理的認識衝

突在佛學領域是比較常見的現象，其產生原因是多元而複雜的，需專文

論述，但為更好地理解本文所作之探討，特簡要說明如下： 

（1）語言的局限性。佛陀早期的傳教，主要是口頭傳播，所表達

的思想都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口耳相傳而保留下來的經典後以文

字記錄，不可能保存當時全部信息，所以經文中許多表述不十分嚴謹、

全面，為後人解讀留下了很大空間。此如三·（三）節中所列舉的不同經

典中的經文內容表達的語義不盡相同，從而造成了對色蘊之色的理解的

衝突。 

（2）傳抄與口傳過程中造成。佛典經過口誦結集之後，起初數百

年都是口口相傳，其後以文字記錄下來，許多經文經過多次轉抄，必然

會產生一些錯誤或者模糊之處。對此，根據目前文獻學研究的成果，我

們難以斷定哪些關於色內容為傳抄與口傳過程中導致的內容矛盾，但在

對勘與校勘實踐中可以發現諸多此類問題，這是學界都已了解的事實。 

（3）由於翻譯。目前流傳的藏經，多數經過翻譯、編輯加工而形

成，在此過程中，會產生許多問題，如術語的不統一、一詞多譯或多詞

一譯等，這些都可能造成經文信息損耗。關於術語的不統一，這在漢譯

佛典中比較普遍，就以色蘊為例，早期的翻譯為色陰，後又譯為色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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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蘊，有時又以色作簡稱等等。有關一詞多譯以及多詞一譯的情況也較

為普遍，對此學界多有討論，此處不贅。 

（4）自然語言所表述的邏輯。藏經均為自然語言記載，因此其所

表述的邏輯關係與數學語言相比就欠缺嚴謹性。例如係詞「是（或為）」

所表達的邏輯關係有時表達相等的邏輯關係，有時表達屬於的邏輯關係。

這就造成了語言的多義性，從而可能造成誤讀。例如「色為四大即四大

所造」可理解為兩種含義：一是色=（等於）四大和四大所造；一是色

∈（屬於）四大和四大所造。如何對此進行解讀，需要從更廣泛的背景，

例如從義理層面、概念之間的關係層面進行。此中涉及問題較廣，提出

來供學界參考。 

總之，造成文獻歧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語言因素，也有非

語言因素。在對經典進行解讀時，應全面考察，以便正確地解讀經文、

理解佛教義理。 

（五）抉擇——初期佛教語境下色蘊定義 

通過前文論述，初期佛教（即根據初期佛教文獻）對色蘊的認識可

概括如下： 

（1）色蘊是色的積聚。 

（2）色即四大及四大所造。 

（3）色蘊之色並非指全部四大及四大所造，而是指與有情主體相

關的四大及四大所造。 

（4）色蘊是五蘊之一。 

（5）其構成要素為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

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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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在初期佛教語境下，可將色蘊定義為：五蘊之一，指由與有

情相關的十種色入的積聚。其表現形式是四大與四大所造，但不是全部

四大與四大所造。 

五、「色入」之蘊與「色法」之蘊 

據前文所述，初期佛教的色蘊是指「十色入」的積聚；而佛教發展

到部派佛教時期，有部阿毘達磨則認為，色蘊是指「十一種色法」的積

聚。二者共同點為：（1）都是積聚。（2）與有情生命相關要素的積聚。

（3）所有（色入或色法）的積聚。二者差別體現在其構成要素的種類

與要素的不同，但主要差別在於它們構成的基本要素「色入」與「色法」

概念的差別。73此中蘊含著較深的義理衝突，需專文論述。但為使本文

主題更明確，下文簡述初期佛教與有部阿毘達磨的色蘊構成要素——色

入與色法的區別。 

（一）何謂色法 

關於有部阿毘達磨對色法的定義，筆者已另文討論，74此處做概括

說明。《俱舍論》對色的定義為： 

故前所難定為不齊，變礙名色，理得成就。75 

【梵文】tasmād asamānaH prasaNgaH ity ata upapannam etadāśraya 

                                                 
73 其要素種類的不同也是因此二概念不同而造成。 
74 色、色蘊、色法不是同一概念，甚至不同時期色蘊的定義也有根本不同（如

本文所述），筆者已分別專文討論，但未能獲得認同並得以公表，如能刊載

或可顯見其間差別。 
75 尊者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冊 29, 頁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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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ūpaNād rūpam iti /76 

【今譯】因此前述質疑無法成立，可以認為因為依於變礙它（指無

表色）是色。 

據此可知，色是指「因為依於變礙這（無表色）是色」，而不是指「變

礙是色」。 

又，在《俱舍論疏》77、《俱舍論記》78中所作注釋與此觀點一致。

因此據《俱舍論》，色的定義為：具有變礙屬性的事物（有）。 

《俱舍論》對法的定義為「能持自相」79，後代注釋書中又增加了

「軌生物解」80，據此可知，有部阿毘達磨對法的定義為：「能夠具有獨

立屬性（能持自相）」的有（事物）。 

綜合前述兩點，色法可定義為：具有「變礙」這一共相的有為法的

總稱。色法包括十一種，每一種色法各有其自相，區別於其他色法，是

實有。 

（二）何謂色入 

色入，又稱為色處。初期佛教對色的理解如前文所述，即「四大及

四大所造」。關於處的定義，阿含經中沒有明確的定義。覺音於《清淨

                                                 
76 【文法分析】tasmād，陽性，單數，從格；是故。a-samānaH，陽性，單數，

主格；不同。PrasaGgaH，陽性，單數，主格；前述質疑。Iti，ind.，表引述。

Ata，ind. Upapannam，中性，單數，主格；所獲得的。 etad，中性，單數，

主格，這個。āśraya，依賴。rūpa，色。āśraya-rūpaNād，複合詞，中性，單

數，從格，依於變礙（性）。Rūpam，中性，單數，主格，色。 
77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大正藏》冊 41，頁 484 上。 
78 唐·普光撰，《俱舍論記》，《大正藏》冊 41，頁 23 下。 
79 尊者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冊 29，頁 1 中。 
80 尊者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冊 29，頁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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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論》中有詳細說明： 

（1）努力故，（2）來的伸展故，（3）長領導故，當知為處。即

（1）於眼及色等的根門、所緣、而心、心所法各各緊張發奮努

力精進其自己的感受等的作用（所以說努力故為處）。……是以

說此等一切（十二處）法，因努力故，因來的伸展故，因長領導

故為「處」。81 

此段論文旨在說明處義為：可發奮、緊張、精進自我、努力去感受；是

心、心所法的所緣，能使它們產生；使（引導）產生輪迴之苦。《俱舍

論》也認為處義為「生長彼作用義」，即處能產生、促進心、心所法產

生的作用。 

據此，色入可定義為：構成色蘊的（與有情相關的）四大及四大所

造的能產生心、心所法要素。 

（二）色入與色法的區別 

根據前文定義，可將色入與色法的區別歸納如下： 

（1）兩個概念中色的含義不同。色入中的色義是指「四大及四大

所造」；而色法中的色義是「具有變礙屬性（的）」。 

（2）法與入的含義不同。法是指「具有獨立屬性（能持自相）的

事物（軌生物解）」；而入是「促進（心、心所法）生長」等含義。 

（3）色入的概念屬於「四大及四大所造」的範疇。但色法的概念

比較獨特，按有部阿毘達磨觀點，肯定不屬於意識——即心心所法的範

疇，它是具有變礙屬性的能持自相的法，與「四大及四大所造」具有共

性，但又有所不同。 

                                                 
81 覺音造，葉均譯，《清淨道論》（下）（台北：華宇，1987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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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色入與色法概念完全不同，此中反映了初期佛教與有部阿毘

達磨教法理論基礎不同。為進一步說明初期佛教色蘊的定義，此處僅僅

作了扼要說明。筆者曾為此圍繞色、色法等概念專文討論（尚未公表），

只有在這些概念清晰之後才能進一步探討色入與色法的詳細區別及其

所反映的義理演變。 

六、結論 

本文根據初期佛教文獻，探討了色蘊的定義。在這些原始文獻中，

關於色蘊的共同認識是：色蘊是色的積聚。但色蘊之色的含義是什麼，

卻有不同解讀，一為「四大和四大所造」；一為「與有情主體有關的四

大和四大所造」。筆者通過對色蘊上位概念五蘊、色蘊的構成、處於緣

起法中的名色三方面考察後認為，在初期佛教語境下，色蘊之色應該解

讀為「與有情主體有關的四大和四大所造」。因此，色蘊可定義為：五

蘊之一，是與有情主體相關的全部色——「四大和四大所造（色）」的

積聚，其構成要素為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種色

入。 

初期佛教色蘊的定義仍存在很大解讀空間：與有情主體相關的色存

在於有情主體意識之內還是之外？色與識的關係是什麼？由此造成的

理論衝突，正是阿毘達磨教法以及唯識家所致力解決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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