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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典的胚胎生命觀
鄭志明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提要：在印度有部佛為阿難講授的入胎經，在漢傳佛教主要有三個譯本，一是西晉‧月氏國
竺法護譯《佛說胞胎經》。二為唐代菩提流支譯《佛為阿難說處胎會》，收錄在《大寶積經》
卷五十五。三為唐代義淨譯《佛說入胎藏會》，收錄在《大寶積經》卷五十六與五十七，又
收入在《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卷十一與十二。前二部根據的是同一個原本，以唐代
的譯本較為通暢，第三部與前二部的原本是不同，僅中間部分是重疊的，卷前多了佛陀與阿
難談天堂地獄諸事，卷後多了修行觀法以及經讚。藏傳佛教有《佛為阿難所說入胎經》的譯
本，在內容上也與前二部大致相同。本文主要是以《佛為阿難說處胎會》為依據，參酌《佛
說胞胎經》，再以《佛說入胎藏會》作為補充，說明佛教的因緣果報思想不是一種宿命觀，
而是著重在還觀自性的精進修行，也可以說是一種優生學或全生教育，教導父母在未懷孕之
前，要不斷注入慈悲、智慧等因緣，提昇自己的心靈品質與身體健康，來招感相應的生命入
胎，也可算是一種胎前教育。佛教對胚胎生命的重視，不只是來自於宗教性的信仰理念與終
極關懷，也有著類似科學的存有觀察，重視在受胎剎那的神識教育，要求在入胎、住胎與出
胎時都能不失正念，清楚明白成就人身的修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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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是極為重視生死學的宗教，對於人生實相進行深刻的觀察與領悟，以豐富的生存智
慧來指引人們徹悟生命的本質。在佛教的義理系統中，將人生命流轉的生老病死與宇宙變遷
的成住壞空結合起來，發展出龐大多元的緣起論思想體系，可以說是佛法的中心骨髓，指導
人們能從緣生事相的觀察中，體驗到緣起的諸法理性，悟解到諸法的必然秩序，契入諸法空
寂證得涅槃解脫[註 1]。將人的生命提昇到宇宙萬有的本源之處，在生死相續的因果輪迴中，
能經由般若智慧的證悟，體現無生無滅的真如實相。
佛教雖然重視宇宙萬象的生成原理，但是也極為關注人生命的成長歷程，認為人的生命
是超越出有形身體的生死現象，還包含著受業力牽引的輪迴神識。佛教將人的生命分成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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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即生有、本有、中有、死有等，所謂「生有」，是指投胎受生的最初一剎那的身心；
所謂「本有」，是指出生至瀕死的全過程；所謂「中有」，或譯為「中陰」，是指死後到再
生的中間過度階段；所謂「死有」，是指命終時剎那間的身心狀態[註 2]。人們比較執著於本
有階段，有著強烈戀生悲死的情節，畏懼死亡的課題，近年來，在人人必死的鐵定事實下，
逐漸熱衷於「中有」與「死有」的討論，關懷人們臨終的心理與精神狀況。有關「生有」課
題比較不受重視，卻是佛教極為獨特的論點，是值得深入的研究。
在印度有部佛為阿難講授的入胎經，在漢傳佛教主要有三個譯本，一是西晉‧月氏國竺
法護譯《佛說胞胎經》[註 3]。二為唐代菩提流支譯《佛為阿難說處胎會》，收錄在《大寶積
經》卷五十五[註 4]。三為唐代義淨譯《佛說入胎藏會》，收錄在《大寶積經》卷五十六與五
十七[註 5]，又收錄在《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卷十一與十二[註 6]。前二部根據的是同
一個原本，以唐代的譯本較為通暢，第三部與前二部的原本是不同，僅中間部分是重疊的，
卷前多了佛陀與阿難談天堂地獄諸事，卷後多了修行觀法以及經讚。藏傳佛教有《佛為阿難
所說入胎經》的譯本，在內容上也與前二部大致相同。本文主要是以《佛為阿難說處胎會》
為依據，參酌《佛說胞胎經》，再以《佛說入胎藏會》作為補充。
已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佛教的入胎經典，如林崇安在《佛教的生命觀與宇宙論》第一章〈生
命的延續與生死〉，引用了大量的經文，僅略作分析，未進行正式性的研究[註 7]。釋昭慧的
〈佛法「生命」觀──兼論人類胚胎（胎兒）的地位〉一文，以白話摘要的方式簡單帶過，
未作深入性探討[註 8]。耿振華在《西藏生死學的理論與實踐──西藏喪葬習俗研究》第二章
〈西藏生死學的內涵〉第二節〈藏醫胚胎學中的生命起始〉中，以表列的方式對比各個經典
的說法，作了初步的整理，但未有學理性的分析[註 9]。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下，根據經典的敘
述，探究佛教「生有」的生命觀，及其在佛教義理系統中的文化內涵。

二、入胎的因緣
佛教認為生命在六道中生死輪轉，無有停歇，一方面肯定眾生在生死長流中無止境的因
緣生滅，一方面則要眾生體悟與切斷輪迴證得涅槃。這樣的態度不是矛盾的，是一種存有的
辯證，不否定靈性的輪迴，卻又強調要從輪迴中超越出來，因為連靈性都是空的，要人覺悟
到空的本性。佛教不是在強調靈魂與輪迴的真實存在，而是要人在各種緣起歷程中，領悟到
眾緣和合的生滅無常，斷除我執法執，通向於我空法空的境界。輪迴轉世與因果業報只是其
理論體系建構的一部分，其最終的目的是要人領悟到唯有空才是人生痛苦的解脫，進入到無
餘涅槃的境界，不僅滅除生死的因，也要滅盡生死的果，永遠不再受身[註 10]。
佛教講入胎時，顯示眾生還是掉落在因緣聚會的歷程中，必須再度經歷受身的緣分，這
是人類無明的生死因果，是連結著業力而來的報應，是多種因緣具足下相繫而成。父母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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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心未必就能入胎受身，受身與不受身，受到父母雙方與中陰身之間的種種因緣，如《佛為
阿難說處胎會》云：

若有眾生欲入胎時，因緣具足便得受身，若不具足則不受身。云何名為緣不具足？所
謂父母起愛染心，中陰現前求受生處，然此父母赤白和合，或前或後而不俱時，復於
身中各有諸患，若如是者則不入胎。（《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二頁上）

又云：

云何得入母胎？所謂父母起愛染心，月期調順，中陰現前，無有如上眾多過患，業緣
具足，便得入胎。（《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二頁中）

為何中陰身要入母胎求受生處呢？佛教雖然認為人避免不了生老病死苦，但是中陰身還是需
要以人的形式來修習佛法以斷除輪迴，所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陰身不是隨時都能
求受生入胎成人，眾生也不是隨時都能聽聞佛法修持解脫，還需要業力的因緣配合，方能相
互感招。所謂因緣具足，主要有三項，第一、中陰身與父母要有相感的業力與福報，如果相
差太大無法受胎。第二、要配合母親的月期，若時間不對，也無法受胎。第三、父母雙方有
不孕的病患，若未完全痊癒，也無法受胎。可以這麼說，入胎是修持佛道的基本因緣，中陰
身要成佛還是要先投身於母胎，其條件是要「業緣具足」，方能成胎。
成胎不是來自中陰身的業力，也不是單獨來自父親或母親的業力，是三方業緣的和合，
是諸緣齊備際遇而來，在這種和合下，人得以受胎成身，這種新的生命形式具有著轉化業報
的可能，能經由精勤修行來證得佛果，如《佛為阿難說處胎會》云：

如是中陰初受胎時，名歌羅邏。皆依父母不淨及過去業而得受身，如是之業及以父母
諸緣之中各不自生，和合力故而便受身。譬如以器盛酪及人繩等即便出蘇，諸緣之中
皆不可得，和合力故蘇乃得生，歌羅邏身亦復如是，因緣力故便得受胎。（《大正藏》
第十一冊，第三二二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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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說胞胎經》對這段文字的翻譯，較為複雜，如云：

神入彼胎則便成藏，其成胎者，父母不淨精亦不離，父母不淨又假依倚，因緣和合而
受胞胎，以故非是父母不離父母。譬如阿難，酪瓶如器盛酪以乳著中，因緣盛酪或為
生蘇，假使獨爾而不成為蘇，不從酪出蘇亦不離酪，因緣和合乃得為蘇。如是阿難，
不從父母不淨成身，亦不離父母成身，因父母為緣而成胞胎。（《大正藏》第十一冊，第
八八六頁中）

這兩段譯文可以互為補充，一譯為「因緣和合而受胞胎」，一譯為「和合力故而便受身」，
成胎是多種因緣的和合，重新進行業力的整合，是在剎那生滅中以新的和合力來相續入胎，
形成新的色受想行識的五蘊生命。此一生命是延續著中陰身的過去業，以及父母的不淨業，
是在彼此業力的感召而生成新的情識。這種和合力下產生的生命，其與父母的關係是「非是
父母不離父母」，彼此有著相依相攝的對應作用，所謂「父母為緣而成胞胎」，此初受胎名
為「歌羅邏」，即是人的生有身，此生有身來自中陰與父母因緣的和合力。
此歌羅邏身除了承受五蘊業力的因緣外，也必須配合地水火風等四大種性的生化作用，
起造有情生命，即由地水火風等四大元素建構出血肉身軀。身軀的成長也是來自於業力的招
感與和合，如《佛為阿難說處胎會》云：

如是四大互相依持而得建立，是故當知歌羅邏身，因於父母四大業風，而得生者亦復
如是。眾緣之中皆不可得，和合力故便受身。（《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二頁下）

《佛說胞胎經》對這段文字的翻譯，較為完備，如云：

神處於內因其罪福得成四大，成就地種，攝持水種，分別火種，因號風種，而得長大，
稍稍成就。非是父母胞胎之緣，人神過生也非父母福，亦非父體，亦非母體，因緣得
合也，非空因緣，亦非眾緣，亦非他緣，又有俱施同其志願，而得合會成胚裏胞胎。
（《大正藏》第十一冊，第八八六頁下）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普門學報》第 29 期 / 2005 年 9 月

第 5 頁，共 28 頁

論文 / 佛教經典的胚胎生命觀
ISSN：1609-476X

成胎的肉身，必須依持於父母的四大而得成長，是靠「成就地種，攝持水種，分別火種，因
號風種」等來滋潤其身，人的身體是由四大調和而成，地為骨肉有堅性，水為血液有溼性，
火為熱氣有暖性，風為呼吸有動性，四大種性是構成人體的因素。這種胎身的成長，也是各
種因緣的和合，不是來自父體，不是來自母體，不是來自眾緣，不是來自他緣，而是來自這
些因緣的和合力，形成了胞胎的歌羅邏身，靠「父母四大業風」建立起新的生命。佛教認為
人的生命是由五蘊與四大結合而成，產生了實有的肉體與心理活動，是源自於胚胎的成長過
程。生有是有形身體的開始，在入胎受身的最初剎那間，已開啟了新的生死流轉歷程，人要
以四大集成的血肉之軀，來開發出生命本心的能量，超越出相續不盡的生死輪迴。
「死有」是生命從有形轉變為無形，「中有」或「中陰」是生命的狀態，必然還要經歷
再生的歷程。佛教強調不要執著於生，死亡是肉身必然的歸宿，生只是因緣和合的際遇，是
相應於業的生命流轉。「生有」是生命從無形轉變為有形，這也是正常的自然現象，有情眾
生脫離不了生死相續的輪迴，在種種因緣業力下流浪於生滅之中。佛教不排斥生，認為生的
目的，是要以修行的善業，來除盡生死種子，超越生死苦海，達到涅槃寂靜的成佛境界。這
是長期修行的歷程，即使達到天道菩薩，也將為了救度眾生迴入娑婆。如姚秦‧涼州沙門竺
佛念譯的《菩薩從兜術天降神母胎說廣普經》，又名《菩薩處胎經》[註 11]，共有七卷三十八
品，是佛陀滅度時對彌勒菩薩與十方諸菩薩最後開示的經典，說明菩薩十月處胎的教化目的。
在第一品的頌曰：

昔來無數劫，成佛身無數，今復入胎舍，欲度諸眾生。身淨無惡行，口行無虛妄，意
行常慈悲，清淨菩薩道。（《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一○一五頁下）

菩薩投身入胎，是要以堅固誓願在胎中成無上道，如第二品云：

皆是菩薩堅固誓願，眾生見者以清淨心，遠離眾惡，妄想已斷，即於胎中成無上道。
（《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一○二○頁上）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普門學報》第 29 期 / 2005 年 9 月

第 6 頁，共 28 頁

論文 / 佛教經典的胚胎生命觀
ISSN：1609-476X

菩薩入母胎也要接受因緣的考驗，更何況是眾生，在《佛說入胎藏會》將入胎分成四種情況，
如云：

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念入，正念住，正念出。二者正念入，正
念住，不正念出。三者正念入，不正念住出。四者三皆不正念。（《大正藏》第十一冊，
第三三二頁中）

前三類是以正念入胎的中陰身，以累世的修行成就，再入母胎相繫生死，但是因智慧的根基
不同，可分成三等，上等人是在入胎、住胎與出胎時都能保有正念，是善業較高的有情菩薩
或眾生，再度投胎是要增上緣，致力於正念修行。中等人是在入胎與住胎時保有正念，出胎
時無法保有原先的正念，此種人根器不錯，若聞佛法用力修行，也能參透宇宙真諦，徹悟人
生本相。下等人是在入胎時保有正念，住胎與出胎時無法保有原先的正念，必須從頭接受生
命的考驗，在生死苦海中重新培養善念，來隨業受福。第四類的是惡業的眾生，入胎時已無
正念，住胎與出胎也難有正念，這樣的眾生在生死相續的過程，無法擺脫業力的侵襲與煩惱
的逼迫。
前三種人是有菩薩行的眾生，是由累世修持而來的生命智慧，只是根機不同，造成殊異
的歌羅邏身，展現出胎時不同的生命歷程，僅以第一種人為例來作說明，如《佛說入胎藏會》
云：

誰是正念入住出？如有一類凡夫有情，性愛持戒，數習善品，樂為勝事，作諸福行，
極善防護，恒思質直不為放逸，有大智慧臨終無悔，即便受生。或是七生預流，或是
家家，或是一來，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行故，臨命過時雖苦來逼受諸痛惱，心不
散亂正念而終，復還正念入母胎內，了知諸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諸
魔作居止處。（《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三二頁中－下）

第一種是「有大智慧臨終無悔」的人，不受臨終五蘊諸苦的牽絆，維持「心不散亂正念而終」，
同時也能「復還正念入母胎中」，是先天的修行者，能跳脫出無明愚癡的業力，在因緣和合
的過程中，本心能自作主宰，堅持行善的毅力，能「常與諸魔作居止處」，以正念的精進修
行，擺脫掉貪欲與執著的新業，朝向了生脫死的道路。第二種是「少有智慧臨終無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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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也能不受臨終五蘊諸苦的牽絆，也能持戒修習善品，為中利根者，智慧還有得繼續開發。
第三種也是「臨終無悔」的人，能以正念入母胎，因為下利根者，智慧不足，必須再度面對
生死苦海。
第四種是「臨終悔恨」的人，如《佛說入胎藏會》云：

誰是入住出俱不正念？如有一類凡夫有情，樂毀淨戒不修善品，常為惡事作諸惡行，
心不質直多行放逸，無有智慧貪財慳悋，手常拳縮不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
不調順，見行顛倒，臨終悔恨，諸不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利楚毒，痛惱逼切，
其心散亂，由諸苦惱，不自憶我是何人，從何而來，今何處去。（《大正藏》第十一冊，
第三三三頁上－中）

第四種是惡行放逸且無智慧的人，貪求人間的物質享受，缺乏自我涵養的工夫，導致「心不
調順」與「見行顛倒」，不能坦然地面對死亡，死有時身心是處在混亂的狀態中，死後已無
記憶，投胎時也無正念，盲目地相續於生死之間。佛教對第四種人是不會放棄的，也要幫助
這等人從因果相連的無明造業中，懂得熄滅一切煩惱與生死之苦。
就入胎因緣來說，眾生是公平的，雖然先天的根機不同，但是後天維持正念的努力是一
致的，在因緣和合的過程中，每一個存有的生命都要勇於面對生老病死的遷流變化，致力於
心性境界的自我開發，不要懼死戀生，執著於欲望的滿足，汲汲於生的享受與快樂，當生命
走到盡頭時焦慮萬狀，執著於那本不存在的我與我的一切[註 12]。佛教教導人們要臨終無悔與
投胎無悔，視生死都是自然的現象，無法逃避善惡業報的追逐，可以回到入胎的剎那生有，
來重新進行修持的奮鬥，積極地以正念來實踐正道，以般若智慧救度眾生脫離苦海，體悟空
無自性的生命本質，真正化解掉各種因緣和合的生滅現象。

三、成胎的歷程
佛教對胎兒成長的觀察，相當接近於科學，是從客觀的認知中建構其詮釋理論，早在西
元三、四世紀竺法護譯的《佛說胞胎經》，有其自成系統的胚胎學，此胚胎學在印度可能更
早。顯示出佛教對生命的探索與研究是相當精微的，雖然不能與現代精密儀器下的胎兒醫學
相比較，但是對人的物質與精神現象有著合理的推論，在認知上有一定的深度與廣度，即使
是現代醫學也不能對佛教的胚胎學作全盤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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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時代，科學、哲學與宗教是混合為一，科學的觀察與哲學的詮釋，建構起豐富的
宗教信仰。佛教的胚胎生命觀，不是要建構出科學的經驗事實，而是透過對生命現象的貼切
理解，探究人在宇宙中終極存在的原理與法則，關心的是科學無法解釋的存在意義與生命價
值[註 13]。佛教觀察到胚胎要經過三十八週才會出生，如《佛為阿難說處胎會》云：「如是之
身，處在母胎，凡經三十八七日已，方乃出生。」（《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佛教對這種物質現象的觀察，是根據其四大與五蘊和合的理論而來，關注到生命從無而有的
歷程，強調回歸於無與空的生命本質，理解到形式的肉體只是萬法暫時的假合，人們要借假
修真了脫煩惱，不再生死輪迴。
西藏在八世紀吸收了佛教思想，著作了《藏醫四部醫典》，在第二卷第二章〈身體形成〉，
傳承了佛教入胎經典的觀念系統，指出行醫時要把身體形成部位認清楚，更詳細地說明四大
在人身成長的作用關係，如云：「無土無軀，無水骸難聚，無火不熟，無風不發育。」將整
個三十八周的發育過程，分成九個月來講述內氣變化[註 14]。本文根據《藏醫四部醫典》將三
十八周配成九個月，分別來作說明。
(一)第一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一周到第四周歸為第一個月，謂：胎兒第一月之第一周，正如酪酵
投乳精血融。第二周內形如膠狀物，第三周狀似奶酪凝。四周胎兒圓滿又伸延，漸次將那男
女中性變。即第一個月時胚胎尚未成人形，混沌一團似如奶酪。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一周胚胎的描述云：

第一七日，處母胎時，名歌羅邏，身相初現，猶如生酪，七日之中內熱煎煮，四大漸
成。（《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生有時名為「歌羅邏」，《佛說入胎藏會》譯為「羯羅藍」，意譯為「和合」，《佛說胞胎
經》未有翻譯，《瑜伽師地論》第二卷將胚胎前八周稱為「胎藏八位」，名為羯羅藍位、遏
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羅賒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等[註 15]，云：

若已結凝，箭內仍稀，名羯羅藍。若表裏如酪，未至肉位，名遏部曇。若已成肉，仍
極柔軟，名閉尸。若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為鍵南。即此肉摶增長，支分相現，名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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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賒佉。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從此以
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大正藏》第三十冊，第二八四頁下－二八五頁上）

指出胚胎前八周的成長相當重要，各有其位名，各經的譯名不一致。第一周是精卵結合的那
一剎那，中陰心識最初的依託處，也是胚胎生命的起點，開始有四大的形成，其形狀「猶如
生酪」，《佛說入胎藏會》譯為「狀如粥汁或如酪漿」。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周的描述云：

第二七日，處母胎時，所感業風名為遍滿。其風微細吹母左脇及以右脇，令歌羅邏身
稠漸現，狀如稠酪，或似凝酥，內熱煎煮便即轉為安浮陀身，如是四大漸漸成就。（《大
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將第二周的遏部曇位，譯為「安浮陀身」，《佛說入胎藏會》譯為「頞部陀」，意譯為「孢
結」，是指四大逐漸成長之身。其形狀如「稠酪」或「凝酥」，《佛說胞胎經》形容為「猶
如酪上肥」，對於胎身四大的結合狀況云：

其中堅者，則立地種。其軟濕者，則為水種。其熅燸者，則為火種。間關其間，則為
風種。（《大正藏》第十一冊，第八八七頁上）

經典對每一周胚胎四大的成長，著重在業風的描述，所謂業風是指與業力相結合的氣息，來
自中陰的最細風、最細心與本來氣，在母胎中經由業風的感染，與中陰神識結合，逐漸成長
為粗身與粗心，即中陰的前氣在母胎中獲得新的血氣營養的滋潤，逐漸成就了嬰兒的形像，
成熟為肉眼可見的血肉之軀及其本能性的心理活動。第二周的業風名為「遍滿」，《佛說胞
胎經》譯為「展轉」，《佛說入胎藏會》譯為「遍觸」。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周的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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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藏口。由此風力令漸凝結，其安浮陀轉為閉手，
狀如藥杵而復短小，於其胎中內熱煎煮，如是四大漸漸增長。（《大正藏》第十一冊，第
三二三頁上）

第三周的閉尸位，或譯為「閉手」，意譯為血肉。業風名為「藏口」，《佛說胞胎經》譯為
「聲門」，《佛說入胎藏會》譯為「刀鞘口」，能讓胚胎更為凝堅，形容為「狀如鐵箸，或
如蚯蚓」，比「狀如藥杵而復短小」更為寫實貼切。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四週的描述云：

第四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攝取。由此風力能令閉手轉為伽那，狀如溫石，
內熱煎煮，四大漸增。（《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第四周的鍵南位，或譯為「伽那」，或譯為「健南」，意譯為堅肉或肉團，指血肉逐漸堅實，
凝厚成團，其形「狀如溫石」，或形容為「狀如鞋楥」。業風名為「攝取」，《佛說胞胎經》
譯為「飲食」，《佛說入胎藏會》譯為「內門」，此風吹胎令其轉堅。
(二)第二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四周到第九周歸為第二個月，謂：身子二月時至第五周，胎兒身
上兒先有肚臍添。六周依臍形成命脈來，七周眼目官能已生全，八周依眼胎兒長頭部，九周
身軀上部與下部。即第二個月胚胎已初具人形，身體與五官逐漸形成，在業風的配合下，根
身進一步成長。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五周的描述云：

第五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攝持。由此風力能令伽那轉為般羅奢佉，諸皰開
剖，兩髀兩肩及其身首而便出現。（《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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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的鉢羅賒佉位，或譯為「般羅奢佉」，意譯為支節或形位，是指胚胎漸具身首與四肢
之形，謂之「兩髀兩肩及其身首而便出現」，《佛說胞胎經》謂「其母藏內化成五應，兩臏
兩肩及其頭」，促成胚胎五應之相的業風名為「攝持」，《佛說胞胎經》譯為「導御」。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六周的描述云：

第六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之為飯。由此風力四相出現，云何為四？所謂兩膝
兩肘，名為四相。（《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上）

第六周的髮毛爪位，是直接的意譯，謂胚胎生出毛髮指爪，但是在其他經文裡不再為胚胎定
名，且專重在「兩膝兩肘」的「四相」，而非「毛髮爪」，促成四相的業風名為「飯」，《佛
說胞胎經》譯為「水」，《佛說入胎藏會》譯為「廣大」。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七周的描述云：

第七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旋轉。由此風力四相出現，所謂手足掌縵之相，
其相柔軟，猶如聚沫。（《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第七周的根位，是直接的意譯，是指胚胎已具有眼、耳、鼻、舌等根，其他經典著重的是兩
手兩足的四相，如《佛說胞胎經》謂「其胚裏內四應如是，兩手兩足諸曼現處」，《佛說入
胎藏會》謂「兩手兩腳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促成此四相的業風名為「旋轉」，
《佛說胞胎經》譯為「迴轉」。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八周的描述云：

第八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翻轉。由此風力二十相現，所謂手足指相而便出
生。（《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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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的形位，是直接的意譯，是指胚胎的形相已完備，即「手足指相而便出生」的二十相，
《佛說胞胎經》謂「時胚胎內於腹藏起二十臠，足十指處手十指處」，《佛說入胎藏會》謂
「手足十指，從此初出」，促成二十相的業風名為「翻轉」，或譯為「退轉」。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九周的描述云：

第九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分散。由此風力現九種相，云何為九？所謂眼耳
鼻口大小便處，名為九相。（《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第九周的業風名為「分散」，促成「眼耳鼻口大小便處」等「九相」，或稱「九孔」，如《佛
說胞胎經》云：「自然風起吹變九孔，兩眼兩耳，兩鼻孔口處，及下兩孔。」《佛說入胎藏
會》云：「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兩穴。」是指胚胎九竅的形成。
(三)第三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十周至十三周歸為第三個月，謂：身孕三月已到第十周，腰胯突
出上部生兩肩，十一周時九竅身體成，十二周時五臟已長成，十三周時六腑得彌滿。第三個
月胎兒外形更加成熟，五臟六腑也已長成，生命現象大致穩定，具備了粗身的原型。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周的描述云：

第十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堅鞭。由此風力即便堅實，復有一風名為普門，
吹其胎身，悉令脹滿，猶如浮囊。（《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第十周有二種業風，一名為堅鞭，或譯為座短，能使胎兒更為堅實。一名為普門，能使胎身
脹滿，猶如浮囊，《佛說胞胎經》則謂：「自然風起名曰普門，整理其體，猶如堅強具足音
聲。」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一周的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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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金剛。由此風力在於胎中，或上或下，令其身孔
皆得通徹。又以風力使懷胎者或復悲喜，行住坐臥，其性改常，運動手足，令胎身孔
漸漸增長。（《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第十一周應該也有二種業風，第一種名為「金剛」，可使胎兒「身孔皆得通徹」。第二種未
定名，可使胎兒「身孔漸漸成長」。《佛說胞胎經》對兩種風都有定名，第一種稱為「理壞」，
會亂動手腳，令母馳走不安。第二種稱為「柱轉」，能「趣頭頂，散其頂上令其倒轉」。《佛
說入胎藏會》則只有一種業風，其定名與解說，不同於前二者，定名為「踈通」，謂：「此
風觸胎令胎通徹，有九孔現，若母行立坐臥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令孔大。」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二周的描述云：

十二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曲口。由此風力左右脇間生大小腸，猶如藕絲及
緊紡線置在於地，十八周轉依身而住。復有一風名為穿髮，由此風故，三百二十支節
及百一穴，生在身中。（《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第十二周也有兩種業風，第一種名為「曲口」，能生大小腸。《佛說胞胎經》則譯名為「膚
面」，謂「吹其胎裏令成腸胃左右之形」。第二種名為「穿髮」，使胎兒生出「三百二十支
節及百一穴」，《佛說入胎藏會》則謂「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佛說胞胎經》
譯名為「棄毛」，謂「吹生其舌及開其眼，成身百節，令具足成就，不滅依倚，生萬一千節」，
三者在翻譯上差異不小，對支節與穴道的說法各自不同，相同的是重視身體骨頭的成型。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三周的描述云：

十三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作飢渴。由此風力胎身虛羸，生飢渴想，其母飲食
所有滋味，於身穴中及以臍輪，資持潤益。（《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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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周的業風名為「飢渴」，能透過「身穴」與「臍輪」，吸收母親飲食的養分來滋潤胎
身。《佛說胞胎經》與《佛說入胎藏經》沒有對業風命名，但都強調胎兒的飢渴想，母親的
飲食滋味都能入胎中長養其身。
(四)第四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十四周到十七周歸為第四個月，謂：身孕四月已到十四周，上肢
下肢臂腿四肢全。十五周時手腳和膝肘，十六周時指趾共二十，十七周時脈絡內外連。藏醫
與佛經的說法有很大的出入，雙方的重點似乎不太一致，藏醫強調的是骨相，佛經重視的是
筋絡與脈穴。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四周的描述云：

十四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線口，由此風力生九百筋，於身前後及以左右而
交絡之。（《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下）

第十四周的業風名為「線口」，能令胎身「生九百筋」，《佛說入胎藏經》將筋數提昇到一
千筋，謂「令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
十」。《佛說胞胎經》譯名為「經縷門」，將筋數提昇到九萬，謂「吹其精體生九萬筋，二
萬二千五百在身前，二萬二千五百在背，二萬二千五百在左脇，二萬二千五百在右脇」，為
什麼會有數字的差異呢？是否根據的原典不同，還是譯者加以修改？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五周的描述云：

十五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蓮花。由此風力生二十脈，飲食滋味流入此脈潤
益其身。何者二十？於身前後及以左右各有五脈，此一一脈皆有四十枝脈小脈，如是
等脈各各復有一百枝脈。（《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下）

第十五周的業風名為「蓮花」，能令胎身「生二十脈」，每一脈有四十小脈，每一小脈有百
枝脈。《佛說胞胎經》譯名為「紅蓮花」，或名「波曇」，謂二十脈化成八百脈，再化成八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普門學報》第 29 期 / 2005 年 9 月

第 15 頁，共 28 頁

論文 / 佛教經典的胚胎生命觀
ISSN：1609-476X

萬脈。這八萬脈是有名字的，如《佛為阿難說處胎經》續云：「身前二萬名曰商佉，身後二
萬名之為力，身左二萬名為安定，身右二萬名為具勢。」這些支脈都生有孔穴，與毛孔相連。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六周的描述云：

十六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甘露。由此風力令此眼耳鼻口胸臆心藏四邊九孔
之處悉令開發。出入氣息，上下通徹，無有障礙，若有飲食，滋潤其身。有停積處，
復能銷化，從下流出。（《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下）

第十六周的業風名為「甘露」，或「甘露行」，開發出四邊九孔的功能，能以呼吸與飲食來
滋潤其身。《佛說胞胎經》譯名為「無量」，謂：「吹其兒體，正其骨節，各安其處，開通
兩目兩耳鼻孔口門及其項頸，周匝定心，令其食飲，流通無礙。」又云：「自然有風，變其
形體，開其眼精耳鼻口精咽喉項頸，開其心根，令所食飲皆使得通，諸孔出入無罣，安其食
飲。」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七周的描述云：

十七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髦牛面。由此風力令其兩眼而得光潔，耳鼻諸根漸
漸成就。（《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三頁下）

第十七周的業風名為「髦牛面」，使兩眼更為光潔，耳鼻等根的功能更顯著。《佛說胞胎經》
譯名為「耗牛面」，謂「開其眼耳鼻口，令其清淨開通無暇」。《佛說入胎藏會》譯名為「毛
拂口」，謂「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咽喉胸臆食入之處，令其滑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
(五)第五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十八周至二十一周歸為第五個月，謂：五月十八周內脂肉生，十
九周時韌帶筋線添。二十周時骨骼與骨髓，二十一周皮膚周身遍。藏醫著重在胎兒外在肉體
的成形，佛典是從諸根的明淨到肌肉的生成，二者的說法雖有出入，可是不大。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八周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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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大堅強。由此風力令其諸根，漸漸成就而復明淨。
（《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上）

第十八周的業風名為「大堅強」，使胎兒諸根更為自然清淨。《佛說入胎藏會》譯名為「無
垢」，謂「能令胎子六處清淨」，或謂「令其胎子六根清淨」。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十九周描述云：

十九七日，處母胎時，由前風力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初入胎時已具三根，一者身根，
二者命根，三者意根，如是諸根悉已具足。（《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上）

第十九周的業風是延續著第十八周而來，認為入母胎時已有三根，即身根、命根與意根，到
了第十九周眼耳鼻舌等四根也已具足。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周描述云：

二十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堅固。由此風力能於身中生種種骨。（《大正藏》
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上）

第二十周的業風名為「堅固」，能生種種骨，大骨與小骨數有二百，《佛說入胎藏會》則謂
「大骨數有二百，除餘小骨」。《佛說胞胎經》則謂「生二百細微骨與肉雜合」。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一周描述云：

二十一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生起。由此風力能令其子生於身肉。（《大正藏》
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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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周的業風名為「生起」，能令胎身生肉。《佛說胞胎經》譯名為「所有」，謂「吹
其兒體，令出肌肉」。
(六)第六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第二十二周至第二十六周歸為第六個月，謂：身孕六月二十二周內，
九種官能孔竅自然開。二十三周毛髮指甲添，二十四周臟腑更成熟，此時已知安適與痛苦。
二十五周始有氣運行，二十六周心中有意念。到了六月胎兒的肉身已完備，具有呼吸之氣與
意念之心。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二周的描述云：

二十二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浮流。由此風力能生身血。（《大正藏》第十一冊，
第三二四頁上）

第二十二周的業風名為「浮流」，能令胎身生血。《佛說胞胎經》譯為「度惡」，謂「吹其
兒體，令生音聲」，說法不太一致。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三周的描述云：

二十三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淨持。由此風力能生身皮。（《大正藏》第十一冊，
第三二四頁上）

第二十三周的業風名為「淨持」，能令胎身生皮。《佛說胞胎經》譯為「針孔清淨」，謂「吹
其兒身，令其生革，稍稍具足」，意義相近。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四周的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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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持雲。由此風力令其皮膚皆得調勻光色潤澤。
（《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上）

第二十四周的業風名為「持雲」或「滋漫」，能令胎身皮膚光色潤澤。《佛說胞胎經》譯為
「堅持」，謂「吹其兒身，申布其革，令其調勻」，應該也是指皮膚。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五周的描述云：

二十五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持城。由此風力令其子身血肉增長漸漸滋潤。
（《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中）

第二十五周的業風名為「持城」，能令胎身血肉增長與滋潤。《佛說胞胎經》譯為「聞在持」，
謂「吹其兒體，掃除其肌，皆令滑澤」，是延續第二十四周而來的肉身成長。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六周的描述云：

二十六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生成。由此風力便能生髮毛爪甲，一一皆與諸
脈相連。（《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中）

第二十六周的業風名為「生成」，能令胎身往髮毛指甲。《佛說胞胎經》有第二十六七日，
無二十七七日，按內容來看，是屬於二十七七日，少的是二十六七日。
(七)第七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二十七周至第三十周歸為第七個月，說法較為簡略，謂：身孕二
十七周起，直到三十周之間身圓彌。佛經在說法上還是分周來詳作說明，偏重在業報因緣上。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七周的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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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曲藥。由此風力令其身相漸得成就。或於先世
造諸惡業，於諸資具慳貪吝惜不肯惠施，或復不受父母師長教誨，由是業故而得種種
不如意身。（《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中）

又描述云：

若於前世造十善業，好行惠施，無有慳貪諂誑之心，父母師長所有言教即皆信守，以
是因緣若得為人，則不受於如上諸惡業身，而便獲得種種殊妙之身，顏容端正諸相具
足。（《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中）

第二十七周的業風名為「曲藥」，因前世的惡業與善業，得不如意身或如意身。將佛教的因
緣果報的思想添加進來，說明「聾盲瘖啞手足攣躄」等諸根不具，是前世的惡業所造成的。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八周的描述云：

二十八七日，處母胎時，生於八種顛倒之想。何等為八？一乘騎想，二樓閣想，三床
榻說，四泉流想，五池沼想，六者河想，七者園想，八者苑想，是故名為八種之想。
（《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下）

第二十八周胎兒的心念有八種之想，這是無明煩惱的顛倒，產生了欲貪等界的現前想念。此
八念的譯法各經不同，《佛說胞胎經》謂：「乘騎想、園觀想、樓閣間想、遊觀想、床榻想、
流河想、泉水想、浴池想。」《佛說入胎藏會》謂：「屋想、乘想、園想、樓閣想、樹林想、
床座想、河想、池想。」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二十九周的描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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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花條。由此風力令此胎身光色潤澤諸相分明，
皆由過去所造諸業差別不同，隨其形類有種種色。或作白色，或復黑色，或不白不黑
色，或作青色，或乾枯色，或潤澤色，如是色相而得成就。（《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
四頁下）

第二十九周的業風名為「花條」，隨前世業力，胎身生種種色相。《佛說胞胎經》譯為「髓
中間」，謂「持其皮膚使其淨潔，顏色固然隨其宿行」。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十周的描述云：

三十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為鐵口。由此風力髮毛爪甲皆得增長，亦復能現白
黑諸光，從業緣起而生此相。（《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下）

第三十周的業風名為「鐵口」，能增長髮毛爪牙，隨業緣現白黑諸光相。這是指髮光的顏色，
《佛說胞胎經》的翻譯較為清楚，云：「吹其兒體，令生毛髮，隨宿所行，或令其兒毛髮正
黑，妙好無量，或生髮黃，人所不喜。」
(八)第八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三十一周至第三十五周歸為第八個月，謂：身孕八月三十一周起，
直到三十五周大發育，母體胎兒色澤互轉遷。佛經對第八個月也是一筆簡單帶過，顯示胎兒
已在母體完形，增加其發育的程度。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十一周至三十五周的描述云：

三十一七日乃至三十五七日，處母胎時，身相長大，漸漸增廣，人相具足。（《大正藏》
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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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月胎兒的特徵是「身相長大」與「人相具足」。《佛說胞胎經》則是簡單描述云：「第
三十一七日，在其胞裏於母腹藏，兒身轉大具足。第三十二七日，在其胞裏於母腹藏，兒身
自成，無所乏少。第三十三七日、第三十四七日、第三十五七日、第三十六七日，兒身成滿，
骨節堅實，在於胞裏，不以為樂。」是連到第三十六周，翻譯有些出入，《佛說入胎藏會》
的說法也不一樣，云：「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
十四七日已來，增長廣大。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
(九)第九個月

《藏醫四部醫典》將第三十六周至第三十八周歸為第九個月，謂：身孕九月三十六周始，
不喜露面鬱悶厭煩感。三十七周忤逆意識生，三十八周轉首離胎盤。藏醫謂第九個月胎兒已
完全成熟，不安於母胎，準備出生，佛經著重在這種不安的情緒描述。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十六周描述云：

三十六七日，處母胎時，生厭離心，不以為樂。（《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下）

第三十六周，胎兒漸生厭離心，在母胎中已不以為樂。《佛說入胎藏會》明確地指出「其子
不樂住母腹中」。
《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十七周描述云：

三十七七日，處母胎時，便起五種不顛倒想。何者為五？一不淨想，二臭穢想，三囹
圄想，四黑闇想，五厭惡想，其子處胎生如是等厭離之心。（《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
四頁下）

第三十七周厭離心增強，形成了五種不顛倒想，有著強烈出走的意念。對這五種想，各經譯
名不同，數量也有差異，如《佛說胞胎經》只有四種想，云：「自然生念，如在羅網，欲得
走出。為不淨想、瑕穢之想，牢獄之想，斷冥之想，不以為樂。」《佛說入胎藏會》只有三
種想，云：「於母腹中，胎子便生三種不顛倒想，所謂不淨想、臭穢想、黑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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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為阿難說處胎經》對第三十八周描述云：

三十八七日，處母胎時，復感業風名曰拘緣，由此風力即便迴轉。復有一風名為趣下，
能令其身頭向於下，長伸兩臂，漸欲出生。（《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四頁下）

第三十八周業風有兩種，一種名為「拘緣」，或名為「藍花」，能令胎身迴轉。一種名為「趣
下」，能令胎身頭向下準備出生。若有惡業會導致胎兒手腳縱橫不能轉側，胎死於腹中，或
導致母親喪命。《佛說胞胎經》只有一種業風，譯為「何所垂趣」，謂：「吹轉兒身，令應
所在，下其兩手當來向生。從其緣果，吹其兒身，腳上頭下向於生門。假使前世作諸惡行，
臨當生時，腳便退轉，反其手足，困於其母，或失身命。」
佛教認為人的生命是從胚胎開始，在出生前已有九個月的成長歷程，是由父精母血與地
水火風的結合與開展，再加上宿世的業緣，建構出重新面對生死輪迴的新個體。佛教認為生
死是自然的流轉現象，胎兒成長了就自然而生，肉體衰老了就自然而亡，人不要執著的身體
形式，一切都是因緣的和合與生滅，是來自於四大與五蘊的作用，浮沈於生老病死的不斷遷
流變化之中，如胚胎在母胎中必然要經過三十八周的因緣具足，才能誕生出新的生命。此新
的生命必須理解到人生的無常與空幻，不要執著於四大與五蘊的假合色身，斷除無明緣行的
生死流轉，不再受業力的果報輪迴，能精進修行，證得無生滅的解脫境界。
佛教認為成胎是來自於人的無明所造成的業，是在業風的洗禮下成長，依業而生，成胎
不是人的意志所能主宰的，無法擺脫所受業力的束縛。胚胎的生命是種種業的種子薰習而成
長的，是因緣和合與無常變化的偶然存在，是沒有定性的剎那遷流變化，胚胎形色的成長正
是身業之所依，離不開生住異滅與成住壞空的演變過程。胎兒的色身主要是由風界所操動，
是風大所形成的作用，造成胎身的成長與運動，在因緣和合下形成了我業，肉身的「有」是
以業為核心而成立的[註 16]，已落入到業的因緣果報之中，支配了出生後的性格與行為。

四、出胎的生死
佛教是不以生為喜，也不以死為悲，認為人的生是因緣具足，是色受想行識等五蘊的聚
合，生命的生與死是因緣和合的生滅現象，是自然不斷地遷流變化，人的色身是離不開我造
的種種生死之業，不必執著於生的擁有與享樂。這種執著擴大了人一生的存有之苦，逃脫不
出業力的大網，面對著生老病死等苦，落入到自己造業下相繫而生的果報，一直處在無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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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生活處境之中。佛教苦諦、集諦、滅諦與道諦等四諦說，即教導人們理解到人生的逼迫
性與招感性，進而體會到人生的可證性與可修性，從無常生命的痛苦中解脫。
胎兒的出生是不值得喜悅的，而是人生受苦的開始，要不斷地面對生存的煩惱、不安、
困惑與痛苦等情境。或者說人的出生本質上就是苦的，如《佛說入胎藏會》云：

汝今既知胎苦生苦，應識凡受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女，墮入手中，或
在衣等，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車，或居床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
辛楚毒極苦。（《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三一頁上）

苦是從中陰身入胎開始的，所謂「胎苦」然後「生苦」，「生苦」是延續著「胎苦」而來，
一旦入胎住胎，眾苦就接踵而至，所謂「凡受胎生者是極苦惱」。佛教的苦諦說，是人類心
理上有限與無限以及瞬間與永恆的反映，表達了人類對幸福、自由、永恆、無限等渴望與追
求，以及對痛苦、死亡、短暫、有限等悲唱與哀嘆，是人類在無限的宇宙與永恆的歷史長河
面前，對生命的短暫與渺小而來的省悟與悵惘[註 17]。人的出胎因緣基本上「皆受酸辛楚毒極
苦」，顯示形成人身出生的本質就是苦，中陰的生有就是生苦，從入胎到出胎是苦的延續與
擴散。
佛教認為人的出胎就是苦，有著綿延不絕的生理病痛與精神逼迫，遭遇到無量無邊的痛
苦侵襲，人生的經歷就是不斷產生痛苦的過程，特別是生理上的病痛是人難以逃避的苦難，
原因是人的出胎身上就已有著「八萬戶蟲」，如《佛為阿難說處胎會》云：

初出胎時，經於七日，八萬戶蟲從身而生，縱橫食噉。（《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五頁
上）

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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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萬戶蟲依止此身，晝夜食噉，亦復能令氣力虛羸，顏容憔悴，種種病苦皆集此身。
復令其心憂悲熱惱，雖有良醫亦生迷惑，不知何藥能治此病，誰有智者於生死海，而
當愛樂如是之身。（《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五頁中）

人有了肉體就產生了諸蟲迫害的危機，從頭到腳有著各式各樣的戶蟲，在「縱橫食噉」與「晝
夜食噉」，造成「種種病苦皆集此身」，即使有良醫也無法完全對治人身的病苦，備受生理
的煎熬，還有心理欲望的逼迫，在身心方面內外交侵盛貯眾苦，這樣的肉體有什麼值得留戀
的嗎？佛教是要教導眾生化解對人身的貪愛與對生死的執著，超越出身心諸苦根除無明，斷
絕生死流轉，以滅諦來解脫人生苦難，達到證得涅槃的道諦。
《佛為阿難說處胎會》對人身的苦，有著極為生動與深刻的描述，分成內苦與外苦來詳
作說明：

受於此身有二種苦，云何為二？一者眾病集身名為內苦，二者人與非人之所逼惱名為
外苦。何者名為眾病集身？所謂眼耳鼻舌咽喉牙齒胸腹手足有諸病生，或復風癇涕唾，
癲狂乾消，上氣肺逆，小便淋瀝，疥癩癰疽，痃癖痔 ，惡瘡膿血，煎寒壯熱，種種
諸病，皆集此身。復有百一心黃之病，百一風病，百一痰病，風黃痰等和合共起復有
百一，如是四百四病逼切其身，名為內苦。復有外苦加害其身，所謂或在牢獄撾打楚
撻杫械枷鎖繫縛諸苦，或劓耳鼻及刖手足斫截其頭，不為諸天之所守護，即令非人諸
惡鬼神夜叉羅剎而得其便，復為蚊虻蜂等毒蟲之所唼食，寒熱飢渴風雨並至，種種苦
惱，逼切其身。（《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五頁下）

所謂「內苦」是指「眾病集身」的現象，總共有「四百四病逼切其身」。所謂「外苦」是指
各種加害其身造成了「人與非人之所逼惱」的現象，有有形牢獄刑罰之苦，有無形鬼神迫害
之苦，有如永無間斷的罪人受苦。在內苦與外苦的相互煎熬下，生死流轉是無邊的苦，是由
業煩惱的勢力所生的苦，在生老病死的過程中有著種種身心難以忍受的痛苦。佛教的苦諦可
以說是一種心理性的精神治療，清楚地指出人類痛苦的問題所在，以內苦與外苦來總說身體
上與心理上的疾病，顯示人類時時刻刻都遭受到疾病的侵襲，解決之道在於心性上的佛法修
持，其治療的終極目的是涅槃解脫[註 18]。
佛教認為人的肉體與靈性都是苦的，但是透過心性上的佛法修持，可以避免欲求與無明
所束縛的痛苦，以禪定修行等工夫來擺脫一切痛苦與煩惱的根源，進入涅槃佛國，如《佛為
阿難說處胎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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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陰身皆名為苦，若復有人，或為自利，或為利他，若自他俱利，應當厭患如是諸
苦，出家修學，則於涅槃解脫之法為不唐捐。若復有人，或以衣服臥具，醫藥資生之
具，供養彼者，獲大果報，威德名聞。（《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二六頁上）

《佛說胞胎經》對這一段的翻譯似乎比較淺白些，如云：

生死難樂，計有二患，自觀身苦，為他人苦，觀此二義當自察之。吾雖出家，何因致
慧，得報果實，安隱無患。所從受食衣被床臥，病瘦醫藥，令其主人得大果報，獲大
光焰無極普義。（《大正藏》第十一冊，第八九○頁中）

這兩段文字可以相互對照，「自利」是指「自觀身苦」，「利他」是指「為他人苦」，「自
他俱利」是指「觀此二義」，「當自察之」是指「應當厭患如是之苦」，即人要理解到「生
死難樂」的痛苦性，渴望從痛苦中超越出來，不只解除自身的痛苦，也要解除他人的痛苦。
《佛說胞胎經》是以第一人稱來翻譯，是佛陀的自我察覺與反省，認為其出家的成就實來自
於眾生的供養，不只是個人經由修學「得報果實」，也要幫助眾生「得大果報」，顯示修行
的目的是自利與利他，獲得解脫的涅槃境界。
修行是一種還滅的工夫，滅除人性各種貪欲的痛苦根源，以自我精進的生命體驗，來斷
除煩惱與終結邪惡，追求更高形態的永恆生命，能專心一致，明白自身的善惡兩業，以正道
的修持來增長斷惡生善的資糧，如《佛說入胎藏會》云：

生無可樂，來世資糧，應勤積集，勿作放逸，精修梵行，莫為懶惰。於諸利行、法行、
功德行、純善行，常樂修習，恒觀自身善惡二業，繫在於心，勿令後時生大追悔。一
切所有愛樂之事，皆悉別離，隨善惡業趣於後世。（《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三二頁上）

「生」不是要到人間來追求享樂，而是經由累世的修行來滅除生死之因，從無窮的痛苦中超
拔出來，活著的目的是為了「來世資糧」的「應勤積集」，在有限的生命旅程中要能「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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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行」，致力於一切善與革除一切惡，其基本工夫是「勿作放逸」與「莫為懶惰」，不斷地
向解脫精進。人的一生就是戒定慧的學習與修持歷程，心要有正念，遠離散亂心，要能「恒
觀自身善惡二業」，進而能以行動來止惡作善，有著「諸利行、法行、功德行、純善行」等
具體實踐，別離一切貪欲愛樂，斷除一切惡行的根源。
精進修行也是一種心理治療，或可稱為作業療法，是一種改變行為為主的心理治療，其
態度是積極向上與勤勉奮進，依佛法的理想目標與行為規範，毫不懈怠地努力追求與修行
[註 19]。佛教的胚胎生命觀在於強調肉身的有限性，要在心性的證悟上勤求精進，如《佛說入
胎藏會》云：

懈怠之人多受眾苦，煩惱嬰纏，作不善法，輪迴不息，生死無終。勸策之人多受安樂，
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不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
骨血脈及髓不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怠，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大正藏》
第十一冊，第三三三頁下）

佛教對人的要求是不做「懈怠之人」，而要成為「勤策之人」，才能離苦得樂與斷惡生善，
增長自己的信根，破除身心懈怠，仰賴的是「無休息時」的「不捨善軛」，在自我心性上不
斷地解脫精進，努力地使善心生起與修習，並使達到更為完善的境界，其基本工夫在於「常
當一心勿為懈怠」，要在心性上不斷地證悟，不要執著於肉身的貪愛之欲，色身是有限的，
是暫時的因緣和合，會隨緣散而物滅，如「皮肉筋骨血脈及髓不久散壞」，這種身體的有是
一時，其本質則是永恆的空，其方法是以有證空，這是要不斷地「勤求證悟」，證得諸行無
常與諸法無我的生命境界。
人的身體起於胚胎，是各種因緣暫時的集合體，是無法斷絕其成長與出胎，也就無法避
免出生後肉體上與感情上的無邊痛苦，要脫離苦海只能仰賴心性的自我修證，其基本功在於
意識上的正念，自證本心的智慧與空，如《佛說入胎藏會》云：

但可以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量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
觀想成就正念而住。（《大正藏》第十一冊，第三三四頁上）

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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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易為方便，是自覺法，善為覆護。（《大正
藏》第十一冊，第三三四頁上）

此經基本上是來自大乘佛教思想，是主張真實自性的清淨法身，認為眾生都有自我解脫成就
佛果的可能，以努力的修持來拔苦得樂，能速成無上菩提，證得自性清淨的如來法身。眾生
要擺脫「身」的形式執著，追求「心」的法身成就，肯定自性清淨心是眾生成佛的內因，認
為眾生都有成佛的胎藏，突出人類心的本質的純潔性，以及人類實現更高理想人格的現實可
能性[註 20]。「心」就是人的空性智慧，「用心」是一種「易為方便」的「自覺法」，是眾生
都可以「善應時機」的證悟法門，只要心不被污染，都可以「觀想成就」與「正念而住」。

五、結論
佛教的因緣果報思想不是一種宿命觀，而是著重在還觀自性的精進修行，也可以說是一
種優生學或全生教育，教導父母在未懷孕之前，要不斷注入慈悲、智慧等因緣，提昇自己的
心靈品質與身體健康，來招感相應的生命入胎，也可算是一種胎前教育[註 21]。佛教對胚胎生
命的重視，不只是來自於宗教性的信仰理念與終極關懷，也有著類似科學的存有觀察，重視
在受胎剎那的神識教育，要求在入胎、住胎與出胎時都能不失正念，清楚明白成就人身的修
行目的。
佛教對胚胎的成長與死亡的關懷，不只是運用於醫療看護、諮商輔導或社會服務等實務
工作的浮面理論，而是經由探討自身生命的對比歷程，成就相應於人文精神的解脫學[註 22]，
著重在自我生命診斷的心靈治療，是要超越身體的存在形式，徹底揭露身體形式的病徵本質
與痛苦本源，轉向心性的精進修行，擴大自身含藏的聖胎，以發菩提心的修持定慧，斷絕世
間煩惱成就涅槃智慧。佛教主張人的生命從胚胎開始就要進行保護與攝持，避免外在客塵業
障的污染，致力自性清淨的觀照與悟解，達到完全的解脫境地。
佛教認為人不只要化解掉對死亡的恐懼感，也要克服對出生的貪愛心，肉體的生死原本
就是無常的苦患，只是五蘊的假合，其目的在於借假修真，破除無明業識，證悟自我本性，
脫離生死苦海。佛教看重胚胎的成長，強調的是本性種子的薰習成就，從一切的緣生緣滅中
解脫出來，以般若智深透與證悟出諸法實相，建立出生命存有的生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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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參見演培法師，《佛教的緣起觀》（台北：天華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年）第二十九頁。
[註 2] 陳兵，《生與死的超越──破解生死之謎》（台北：圓明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一八一頁。
[註 3]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奉制譯，《佛說胞胎經》，《大正藏》第十一冊，第八八六－八九○頁。
[註 4] 大唐三藏菩提流志奉詔譯，《佛為阿難說處胎會》，收入《大寶積經》卷五十五，《大正藏》第十一冊，
第三二二－三二六頁。
[註 5] 大唐三藏義淨譯，《佛說入胎藏會》，收錄《大寶積經》卷五十六、五十七，《大正藏》第十一冊，第
三二六－三三六頁。
[註 6]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卷十一、十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二五
一－二六二頁。
[註 7] 林崇安，《佛教的生命觀與宇宙論》（台北：慧炬出版社，一九九四年）第三－二十頁。
[註 8] 釋昭慧，〈佛法的「生命」觀──兼論人類胚胎（胎兒）的地位〉（宇宙生成論──宗教與科學的對話
國際學術研討會，二○○四年）第十五－十七頁。
[註 9] 耿振華，《西藏生死學的理論與實踐──西藏喪葬習俗研究》（台北中和：千毅印刷事業公司，二○○
四年）第四十六－六十二頁。
[註 10]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台北：洪葉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四年）第一八○頁。
[註 11]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念譯，《菩薩從兜術天降神母胎說廣普經》，《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一○一五－
一○五八頁。
[註 12] 鄭曉江主編，《宗教生死書》（台北：華成圖書出版公司，二○○四年）第五十一頁。
[註 13] 陳俊輝，《生命思想 VS. 生命意義》（台北：揚智文化事業公司，二○○三年）第八十六頁。
[註 14] 元氣齋編註，《新編藏醫四部醫典》（台北：元氣齋出版社，二○○四年）第四十一－四十四頁。
[註 15]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瑜伽師地論》，《大正藏》第三十冊，第二八四－二八九頁。
[註 16] 舟橋一哉著，余萬居譯，《業的研究》（台北：法爾出版社，一九八八年）第十六頁。
[註 17] 方立天，《佛教哲學》（台北：洪葉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四年）第七十四頁。
[註 18] 鄭金德，《現代佛學原理》（台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六年）第二三一頁。
[註 19] 黃國勝，《佛教與心理治療》（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二年）第一五二頁。
[註 20] 方立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二年）第二四四頁。
[註 21] 洪啟嵩，《全生教育》（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六年）第十八頁。
[註 22] 蔡瑞霖，《宗教哲學與生死學》（嘉義大林：南華管理學院，一九九九年）第一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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