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karma 

 

  本章共有四節，前三節分別是：karma的廣泛定義、karma與 saàsära

的結合、《薄伽梵歌》的 karma觀，每一節都會相應與《薄伽梵歌》頌偈之敘述。

第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karma的廣泛定義的廣泛定義的廣泛定義的廣泛定義  

 

一一一一、、、、廣義的廣義的廣義的廣義的 karma 

 

karma的廣泛定義可先從「規則」的角度觀之： 

karma 依照個人所為準確地獎勵好人、處罰壞人。karma 代表恒常運

作的宇宙正直力量，經由鼓勵誠實[使人]達到更高的道德目標(Hopkins 

1968, 196)。 

在規則的概念下，karma便產生「影響」： 

karma 不只是善行與惡行的總評，其亦會影響他人，例如一個小孩肢體

不全並使其難以成婚，其父便曰之這是兩人過往的 karma(惡的先前作

為)造成的。亦有婆羅門堅信 karma(先前作為)必會影響他人。婆羅門述

一故事，其曰之：有一偷賊教其子溜入富宅的方法，其父指一富宅，裡

頭光鮮亮麗、富人穿著豪華、啖美食、活得快樂，父曰之其已偷了數次，

但其子發現此宅雖被父親偷了數次卻仍然豪美，然其屋[經過偷物所得]

仍然陰濕悲涼，其父思索之，其曰之此乃因過去之罪惡使得如此，父親

留心其子之言，從此改革其行。婆羅門曰之這代表一個好的 karma(正

直行為)可以改變一個人的 karma(先前作為)，父親的 karma(惡的先前

作為)因為兒子的 karma(正直行為)而抵消(Sharma 197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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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的後續發展加入 phala的觀念： 

當人有慾望時其便行動，這個行動便造成未來之結果，因此 karma 便

是行動與結果關係的理論，再加入 phala(結果)後，karma(行動)便成為

種子，種下什麼樣的種子，就有什麼的結果(Potter 1980)。 

至此，karma已含有命定論，不過這樣的論點常受質疑，如其因果關係： 

Rao 認為 karma 的規定尚可討論：其原本就是行動的因果關係，或是

後來才加入的理性解釋？此外，一個人失敗時其會合理化曰之此乃

karma(先前作為)的結果，但是其成功時卻不會歸因於 karma(先前作

為)，故而難以推定 karma 只是一種信念，或是真正的規定 (Rao 1972, 

66)。 

其次是人類學家W.H. Newell在喜馬拉雅山區域的訪問結果： 

大多數村民不相信來生，且多數人沒聽聞過，不過他們都相信每個作為

會有相應的報應(Sharma 1996)。 

不過此論述有問題，即W.H. Newell如何提問關於來生的問題，此處的「如

何」指的是W.H. Newell在提問時使用的「來生」是那個字？此乃因印度古今

通用的語言眾多，W.H. Newell使用的語言、其翻譯者使用的語言，與喜馬拉雅

山區居民使用的語言及其使用的宗教語言這四者間是否對「來生」有著意義相同

的通用字？倘若前述四種語言的轉譯中間發生偏差，「來生」可能變成「死後世

界」，或是「死後的存在狀態」，而不是此處所謂之靈魂轉世。 

不過 karma的古典意義只指儀式行為，並曰之施行儀式行為將帶來某些眷

顧 (Sharma 1996)。  

綜上可知，廣義的 karma之意包括善惡正直評判力量(Hopkins 1968, 196)，

亦是種影響的關係(Sharma 1973, 352)，且逐漸使 karma成為此生命運福禍的主

導因素(Potter 1980)，不過這尚非指「業」，因為「業」需有輪迴理論之佐，此部

份將見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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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 

 

 《薄伽梵歌》亦論及 karma的影響，不過此影響非指對他人生活的影響，

而是對身體存在、世界維持的影響。 

 《薄伽梵歌》第三章、第八頌所曰者為對身體存在的影響。 

inyt< kué kmR Tv< kmR Jyayae ýkmR[> , 

zrIryaÇaip c te n àisÏ!yed! AkmR[> . 

做你應做的工作，因為行動遠優於停滯不動。如果不從事行動，甚至無

法維持身體的存在(《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二十頌是對於維持世界狀態者。 

kmR[Ev ih s<isiÏm! AaiSwta jnkady> , 

laeks<¢hmevaip s<pZyn! ktRumhRis . 

Janaka 與其他人達到完美的方法是 karma，為了維持世界一體，你必

要做為。 

接著 Kåñëa解釋何以要行 karma。第三章、第二十二頌。 

n me pawRaiSt ktRVy< iÇ;u laek;u ik<cn , 

nanvaÝmvaÝVy< vtR @v c kmRi[ . 

哦！阿周那，在三界內，「我」沒有任何工作尚未完成。或任何必須完

成而尚待完成的，但我仍必須從事工作
1
(《薄伽梵歌》 1999)。 

 

 

                                                
1 原中譯為：「哦！阿周那，在三界內，「我」沒有任何工作尚未完成。或任何必須完成而尚待

完成的，但我仍必須從事無私的工作。」然「無私的工作」，梵文未有「無私的」之相關字詞，

故不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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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二十三頌。 

yid ýh< n vtRey< jatu kmR{ytiNÔt> , 

mm vTmRanuvtRNte mnu:ya> pawR svRz> . 

哦，阿周那，因為如果我偶爾偷懶未能孜孜不倦的從事行事，人們必會

有樣學樣(《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二十四頌。 

%TsIdeyur! #me laeka n kuyaR< kmR cedhm! , 

s<krSy c ktaR Syam! %phNyam! #ma> àja> . 

如果「我」停止從事行動，三千大千世界都將毀滅；「我」將是造成這

場浩劫的製造者，我將使眾生滅亡
2
(《薄伽梵歌》 1999)。 

 綜合前述可知，《薄伽梵歌》認為 karma 的影響不限於個人，而是世界整

體，這樣的前提讓 karma的地位超越世間任何價值與作為。 

 karma 成為連神亦要遵守的作為之重要性在於否定棄絕紅塵的出世修行之

本質：由於 karma極為重要，不允許拋棄之，不可不行 karma(作為)。此 karma

所指之一即是後續章節的 dharma(法)。在《薄伽梵歌》中，如何行 karma是以

瑜伽解釋，何以執行是以 guëa解釋，此亦見於後。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karma與與與與 saàsära 

 

一一一一、、、、karma與與與與 saàsära的結合的結合的結合的結合 

 

後吠陀時代(post-vedic)的karma理論有兩個重要部份，一是saàsära(輪

                                                
2 原中譯為「眾生都會遭到死亡劫難」，該動詞為%phNyam!，乃是第一人稱，故宜譯為：「我將

使眾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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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Obeyesekere 1921, 1980 ) ，另一個是karma(業)，亦即每個作為都會產生善

或惡的結果與影響(Hopkins 1906, 582; Miller 1985, 151; Rao 1987, 23; Zaehner 

1975, 59 )。個人的職責便是逃脫saàsära，方法便是karma(正面的作為) (Ryan 

1999)。  

saàsära與 karma的源頭難以斷定(O’Flaherty 1980)。有些學者認為其源頭

在吠陀，有些則認為是在非雅利安部落的土著文化，或在於反婆羅門的教派，不

論其源頭為何，saàsära與 karma是在奧義書早期才結合彼此成為[解釋人生的]

邏輯(Basham 1967, 242)。Basham所謂「結合」乃謂 saàsära的狀態與 karma(作

為)有關。蓋 saàsära原本只用來粗略描述死亡之後靈魂的後續狀態，亦即輪迴，

其中未論及什麼是靈魂、靈魂為什麼要輪迴、輪迴的意義為何等等的問題。關於

此略述的 saàsära概念可見姚衛群所述： 

關於輪迴觀念的起源，在吠陀文獻中雖然已經談到閻摩管轄的區域和神

存在的世界，但對它們的區分不是很嚴格和明確，不像印度後世那樣有

鮮明的好壞對比。吠陀中也提及了輪迴狀態是與人的行為相關，但只是

談到行善者可以升天，沒有相應地明確講行惡者入地獄(姚衛群 2004)。 

在奧義書中，saàsära與靈魂的關係有了較為深入的解釋： 

從當時的思想家論點看來，所謂輪迴狀態也就是一種無明狀態。它的產

生是由於人們不認識梵我同一，不認識做為現象界具體內容的無數我

(小我)在本質上是梵，不認識僅有梵是唯一實在的，因而把本來唯一實

在的梵錯誤地認為是有多樣性的世間事物，由此產生對不真實事物的追

求。而這些追求往往不能真正或最終達到目標，使人產生痛苦。而人的

這些行為又會產生所謂「業力」，它將影響人的「阿特曼」或「我」，

使其不斷在各種輪迴狀態中流轉，經受痛苦(姚衛群 2004)。 

 

其次是關於輪迴的狀態： 

較早的奧義書中提到的是所謂「五火二道」理論。所謂「五火」是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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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到再出生的五個輪迴階段。即人死被火葬後，先進入月亮；再變成

雨；雨下到地上變成食物；食物被吃後變成精子；最後進入母胎出生(姚

衛群 2004)。所謂「二道」是指「神道(devayäna)」 和「祖道(pitåyäna)」

(Radhakrishnan 1992, 116)。「神道」是人死後進入梵界，不再回到原

來生活的那個世界中來的一種道路；「祖道」是人死後根據「五火」的

順序再回到原來生活的那個世界中來的道路。除了「五火二道」的理論

之外，後來又有所謂「三道四生」的理論。這是進一步系統化的輪迴解

脫理論(姚衛群 2004)。 

saàsära與karma結合之簡述則為： 

在奧義書中，在談到輪迴狀態時，常常論及種姓的等級高低，轉生成高

種姓自然是好的輪迴狀態，轉生成最低的種姓實際上與牲畜的地位相

近。關於產生輪迴狀態差別的原因，根據許多奧義書的解釋，與人生前

行為的善惡有關，如行善之所謂主要是指遵守婆羅門教的種種規定，盡

各種姓應盡的義務，學習婆羅門教的教義，認識梵我同一；所謂行惡，

自然與行善完全相反(姚衛群 2004)。 

saàsära與 karma結合在 Båhadäraëyaka Upaniñad3 3.2.13中可見初步解

釋，但其描述仍是非定論與神秘的，其之描述為： 

ärtabhäga4問聖人- yäjïavalkya，身體散離歸返宇宙之後剩下什麼，

yäjïavalkya 曰之：「我的擎友啊，ärtabhäga，你我必須知道，這個問

題不可公開討論」，故而兩人刻意走離，他們所討論的就是 karma(業)，

他們所崇敬的是 karma(業)：人之所以好導因於好，惡導因於惡。 

Båhadäraëyaka Upaniñad 4.4.2-5續述，yäjïavalkya描述靈魂離開身體之

事並進一步解釋此新法則(業與輪迴)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3 Båhadäraëyaka Upaniñad：båhad-巨大，äraëyaka-森林，可譯為《巨林奧義書》。 

4 ärta-苦，bhäga-部份，可譯為「承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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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耀亮，藉由此光，他的靈魂(ätman)從他的眼、從他的首、從他

的身離開，靈魂(ätman)離開後，呼吸(präëa)緊接離去，靈魂滿溢智慧，

智慧亦跟著離開，他的知識及他的行動及之前的智慧仍然繫於他，如同

草蛭，爬到葉的末端了，它[從此草]落下時伴隨[落到另一草上的]新的

爬行……如同靈魂，脫離這個身體、擊破無知，帶著自己進入另一個[身

體]，人如何行動、如何生活，其便如是，行善者為善，行惡者為惡。 

在婆羅門思想中，saàsära與karma的關係應視為眾多需要解釋的對象之

一，蓋以婆羅門傳統而言，dharma、祭祀、神明才是宗教與思想主體，靈魂本

體論、靈魂的存在狀態與延續等在婆羅門思想中並非最主要的探討對象。真正對

靈魂深入解釋的是「哲學領域」的säàkhya，《薄伽梵歌》亦認同其解釋，此則

為Eliade在“Yoga – Immortality and Freedom”與”Patanjali and Yoga”中極力

主張者。而將saàsära與現世作為做出完整結合且視為解釋人生的重要準則者是

在婆羅門思想外的宗教團體。 

真正給輪迴理論以革命性推動的是沙門思潮，尤其是其中影響深遠的佛

教與耆那教……沙門思潮提出的業報理論中，業不僅具有它原始的行

動、行為的意義，而且被明確賦予了業力的意義，即它是一種做為原因

而能在未來，無論遲速，必定給行為者帶來後果的力。為了使輪迴轉生

能有主體，一般也肯定靈魂的存在，雖然名目可能不同。這裡的因果報

應嚴格地遵循善行獲福、惡行啟禍的原則。業力可以超越死亡而在生命

的下一個形式(來生)中繼續發生作用。舊業在實現了它的果報以後，即

被消耗；而新業又會隨著新行為的表現而產生和積累起來，臥以待機。

至於業是如何產生，怎麼傳遞等具體問題，不同教派，各有解說(葛維

鈞 1998，49)。 

 綜上所述，saàsära原只是用來描述靈魂存在與延續狀態的名詞而已，其是

在奧義書中與karma結合，但仍是簡略之述，蓋婆羅門思想不以此為宗教思想主

體。saàsära與karma的整體解釋均是在婆羅門思想外的哲學與宗教思想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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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繼其後，karma(作為)成為「必然會」影響此世者且會延續來生並左右來生

初始的狀態，亦即投生到什麼樣的物種或是什麼種姓、是以福始或以苦始。 

 

二二二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 

 

《薄伽梵歌》述及輪迴者可分成五個部份，第一是瑜伽行者會投胎到好人

家；第二是瑜伽行者可不再轉世；第三是明瞭 Kåñëa、與之融合便不再輪迴；第

四是死時所思便轉世為之；第五是特例。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仍如前述，行善者轉世為好，不過《薄伽梵歌》把此「善」限定於

瑜伽行者而非特定階級，換言之，只要行瑜伽者、不論其種姓位階，下世必轉入

好人家，且此好人家亦非以種姓定論，而是以知識、財富為之，其難以曰之是否

可歸屬入某個種姓。此可稱為融合與調整：融合者是瑜伽，調整者是不以種姓位

階論輪迴之事。 

此部份見於《薄伽梵歌》第六章四十一至四十五頌。 

第六章、第四十一頌。  

àaPy pu{ykt̄a< laekan! %i;Tva zañtI> sma> , 

zuucIna< ïImta< gehe yaegæ:qae =iÉjayte . 

以功德為志者會永恒地活著；脫離瑜伽道者會再生於富麗之家。 

第六章、第四十二頌。  

Awva yaeignam! @v kule Évit xImtam! , 

@td! ix dulRÉtr< laeke jNm yd! $d̄zm! . 

或者他將投胎到一個有智慧之瑜伽行者的家中，事實上在此世上要投胎

到這樣的家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薄伽梵歌》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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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四十三頌。 

tÇ t< buiÏs<yaeg< lÉte paEvRdeihkm! , 

ytte c ttae ÉUy> s<isÏaE kuénNdn . 

哦！阿周那！在那裡他又可以再度了悟前生所擁有的智慧，然後又較以

前更加努力的朝完美之路奮力向前(《薄伽梵歌》 1999)。 

第六章、第四十四頌。 

pUvRa_yasen tenEv ihyte ý! Avzae =ip s> , 

ij}asur! Aip yaegSy zBdäüaitvtRte . 

由於這是他前世修持的結果，而非今世的意願使然，所以縱然他只是想

去了解瑜伽，他都會超越音聲至上意識5(《薄伽梵歌》 1999)。 

第六章、第四十五頌。 

àyTnad! ytmans! tu yaegI s<zuÏikiLb;> , 

AnekjNms<isÏs! ttae yait pra< git< . 

然而瑜伽行者經由無數世代勤勞、刻苦努力的修行，滌除罪業，而達到

至上的目標(《薄伽梵歌》 1999)。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是瑜伽行者可不再轉世，其見於《薄伽梵歌》第八章第二十四到二

十七頌。 

第八章、第二十四頌。 

Ai¶r! Jyaeitr! Ah> zuKl> ;{masa %Äray[m! , 

tÇ àyata gCDiNt äü äüivdae jna> . 

                                                
5 或譯為梵的聲音，其所指者或如吠陀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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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白晝，農歷初一至十五的半個月，太陽北照的那半年，了知至

上意識者6，於此之時若離開肉身，便會與至上7合一(《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二十五頌。 

xUmae raiÇs! twa k:̄[> ;{masa di][aynm! , 

tÇ caNÔms< Jyaeitr! yaegI àaPy invtRte . 

有煙、暗夜，農曆十五至初一的半月，太陽南照的半年，此瑜伽行者若

離開肉身則因月光而投胎再來(《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二十六頌。 

zuKlk:̄[e gtI ýete jgt> zañte mte , 

@kya yaTy! Anav̄iÄm! ANyyavtRte pun> . 

此光明與黑暗之路，被認為是宇宙兩條永恒之路，前者行者一去不復

返，不再投胎再來，後者則是一再的投胎再來(《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二十七頌。 

nEte st̄I pawR jann! yaegI muýit kZcn , 

tSmat! svRe;u kale;u yaegyú ae NÉvajRun . 

哦！阿周那！瑜伽行者只要知曉此兩條路，他就不會再受迷惑，因此，

在二六時中8皆應立足於瑜伽之境中(《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二十五頌：「因月光而投胎再來」，這與前述的「五火二道」的五

                                                
6 指與梵正相關的知識，äüivd! 。 

7 指梵，äü。 

8 昔時一日為十二刻，「六」為一晝或一夜，故為二六。

http://www.geocities.jp/tomomi965/ko-jien05/na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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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二 – 先進入月亮雷同，可謂之印度傳統對於輪迴是以「月亮之道」解釋
9
。 

不過解脫的追尋在婆羅門教裡早已存在，如梵行者(bramacharin)、奧義書

所述的解脫方法10等(Eliade 1973, 114; Dasgupta 1996, 14; 韋伯 1996，

229-230)，其目的相同，只是方法有異。 

至於《薄伽梵歌》選擇瑜伽為解脫之法的原因見於後篇。 

下段將述的是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明瞭 Kåñëa、與之融合便不再輪迴。第三部份的頌

偈有七，分別如下。第四章、第九頌。 

jNm kmR c me idVym! @v< yae veiÄ tÅvt> , 

TyKTva deh< punjRNm nEit mam! @it sae =juRn . 

因此，了知「我」神聖的降生和工作的人！在他離開肉身之後，就不再

受後有11而與「我」合而為一，哦，阿周那12(《薄伽梵歌》 1999)。 

 

                                                
9 類似者見於 Chändogya Upaniñad 15.5: now for such a one whether they perform the 

cremation obsequies or not, he goes to light, from light into the day, from the day into the 

half-month of the waxing moon, from the half-month of the waxing moon into the six months 

when the sun moves northwards, form the months into the year, from the year into the sun, 

from the sun into the moon, from the moon into lightning, then there is a person, not human, 

he leads them to Brahman, this is the way to the gods, the way to Brahman, those who 

proceed by it do not return to the human condition , yea, they do not return(Radhakrishnan 

1992). 

10 奧義書裡呈現反對儀式主義的主張，其在婆羅門正統教義的「邊緣區」陳述其宗教與冥想經

驗(Eliade 1973, 114)。奧義書裡充滿聖人尋找真理的故事之由或可曰之：吠陀時代的祭祀、儀式

已無法滿足對真理的嚮往，且後來發展出的祭祀冥想僅是再包裝吠陀祭祀而已，非真正的冥想，

故而聖人們不再依循吠陀裡任何的真理追求方法，他們自行尋找能與真理融合的修行道

(Dasgupta 1996, 14)。 

11 「受後有」指再生。 

12 原中譯未譯「哦，阿周那」，其為二段末字：Aj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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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十七頌。 

td!buÏys! tdaTmans! tiÚ:Qas! tTpray[a> , 

gCDNTypunrav̄iÄ< }aninxURtkLm;a> . 

若能將所有的聰明才智導向衪，將個體意識(自性)融入衪，以衪為生命

至上的目標，則靈性的知識就會滌除吾人的罪業，也不會再墮入輪迴以

受後有(《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十五頌。 

mam! %peTy punjRNm du>oalym! Azañtm! , 

naßuviNt mhaTman> s<isiÏ pram< gta> . 

達到與「我」合一的境界後，這個偉大的靈魂就達最高的成就，他不再

投胎受輪迴之苦，此是痛苦無常的根源(《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十六頌。 

Aa äüÉuvnal! laeka> punravitRnae =juRn , 

mam! %peTy tu kaENtey punjRNm n iv*te . 

哦！阿周那！在至上意識內所有世界的眾生，都必然要再受輪迴的，但

是一旦達到「我」之後，便不再受輪迴(再生)之苦，哦，阿周那13(《薄

伽梵歌》 1999)。 

第九章、第三頌。  

Aïd!dxana> pué;a xmRSyaSy pr<tp , 

AàaPy ma< invtRNte mT̄yus<sarvTmRin . 

                                                
13 原中譯未譯第二個「哦，阿周那」，其為二段中字：kaENt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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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阿周那！不相信此規則
14
的人，就無法與「我」合而為一，他會重

蹈那死亡輪迴之路(《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二章、第七頌。 

te;amh< smuÏtaR m&Tyus<sarsagrat! , 

Évaim nicraTpawR mYyaveiztcetsam! . 

哦！阿周那！將心靈完全安住於我的人我很快就將他們從生死輪迴海

中拯救出來(《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三章、第二十五頌。 

ANye TvevmjanNt> ïuTva =Nye_y %paste , 

te =ip caittrNTyev m&Tyu< ïuitpray[a> . 

有些無知者，聽了別人的話才來崇敬
15
，只要崇敬他們所聽到的亦會脫

離死亡。 

第十四章、第二頌。  

#d< }anmupaiïTy mm saxMymRagta> , 

sgRe =ip naepjayNte àlye n VywiNt c . 

那些將生命奉獻投入此靈性真知的人，將融入於我，與我合而一，在宇

宙生生不息的創造中他們不會投胎再來，於毀滅回歸的歷程裡他們也不

會遭受煩惱和痛苦(《薄伽梵歌》 1999)。 

 第三部份的「我」所指為 Kåñëa，《薄伽梵歌》裡的 Kåñëa 是尊於一神的
16
，

                                                
14 原中譯為「法性」，其梵文為 xmRSy，此處宜譯為「規則」。 

15 崇敬的對象係指 Kåñëa。 

16 以下敘述主詞均是 Kåñëa 可見得《薄伽梵歌》對於信仰對象尊於一的描述模式，第七章、第

七頌：「沒有比我更高的存在，哦！阿周那！整個宇宙繫於我，如珍珠繫於繩。」第九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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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為一切。此一心向神終至解脫應屬前述之婆羅門教、奧義書傳統當中某一種

修行方法，其與黑天派的敬愛(bhakti)修行未盡相同17。 

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是死時所思便轉世為之。第八章、第五頌。 

ANtkale c mam! @v Smrn! muKTva klevrm! , 

y> àyait s mÑav< yait naSTy! AÇ s<zy> . 

臨命終時，只要能記住「我」的人，當他離開肉身時，毫無疑問的，他

將會與「我」合而為一(《薄伽梵歌》 1999)。 

第八章、第六頌。 

y< y< vaip Smrn! Éav< TyjTy! ANte klevrm! , 

t< t< @vEit kaENtey sda tÑavÉaivt> . 

                                                                                                                                       
十四頌：「我是所有祭祀之主。」第十章、第二十一頌至二十五頌：「我是眾天將各自的首領主神。

第二十八頌至第三十頌：我是魔、鬼、祖先之首領。」此「一神傾向」可視為婆羅門思想對於信

仰對象的「描述模式」，如印度另一神明象頭神 – g[pit，在 g[pTyupin;t!亦出現此模式，其述之：

Tv< äüa Tv< iv:[uSTv< éÔSTvimNÔSTvmiGnSTv< vayuSTv< sUyRSTv< cNÔmaSTv< äü ÉUÉuRv> suvraem!，意為：您是婆羅

門，您是毗濕努，您是 Rudra，您是因陀羅，您是火神Agni，您是風神 Väyu，您是太陽，您

是月亮，您是光明之神、梵天之子 Bhürbhuva。從 Kåñëa 與 Gaëapati 的崇敬頌偈可見此一神傾

向非否定其他神明的地位與本質，而是將所有神明視為信仰對象的不同樣貌，其既是多神，亦是

一神，這便是婆羅門思想對於神明的「描述模式」。g[pTyupin;t!可下載自

http://www.shaivam.org/sanskrit/ssuganapati.pdf。 

17 隨著以敬愛神為主的派別之興起，bhakti(崇愛神)成為宗教修行最重要的目標，例如 Bhägavata 

Puräëa (薄伽梵往世書)一方面強調 bhakti(崇愛神)是終極目標，一方面貶低追求 mokña (解脫)

的價值；又如十六世紀於孟拉加、由 Rüpa Gosvämé 提起的 Vaiñëava(崇敬毗濕奴)運動便把

bhakti(崇愛神)視為人生第五個目標，其把 bhakti 置於吠陀傳統的人生四目標(dharma, artha, 

käma, mokña)之上(Nelson 2004, 347)。Rüpa Gosväméı 把 bhakti 定義為：其是對 Kåñëa 之最崇

敬，全然遵守 Kåñëa 所命令，無有其他慾望，經由知識(jïäna)與行動(karma)使 bhakti(崇愛神)

全然可行(Nelson 200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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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阿周那！人在臨命終時，不論他想著什麼，當他離開肉身時，他就

會成為他所想的事物(《薄伽梵歌》 1999)。 

此處包括第三部份，但不同點在於前一部份強調要達到梵的境界才能解脫，

此部份所謂乃是繫念 Kåñëa 便會在死後融入 Kåñëa。 

此外第八章、第六頌亦曰之：「不論他想著什麼……他就會成為他所想的事

物。」此擴大眾人的自由選擇權，蓋信仰 Kåñëa 為宇宙一神者可於死時繫念之

而融入之、獲得解脫，而欲繫念地方神靈、精靈妖怪魔鬼者，亦如是。然此在死

前以特定方式、不論身分可得非惡結果早存於印度信仰
18
。故此處所提亦是《薄

伽梵歌》對獲得解脫之法的接收之一。 

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第五部份是特例，乃針對第三、第四部份而言，蓋此二者看似不論何者、曾

為何事，只要以 Kåñëa 為終極目標之所求便能脫離輪廻與惡果。然此部份的特

例為前述所見的 Kåñëa 之寬懷大愛做了限制。第十六章、第十九頌。 

tanh< iÖ;t> ³UraNs<sare;u nraxman! , 

i]paMyjömzuÉanasurI:vev yaein;u . 

世上那些冷酷無情、殘忍可憎的人滓，我將使他們永遠都投胎到惡魔阿

修羅道中(《薄伽梵歌》 1999)。 

 此頌所述者頗似述「業」，但《薄伽梵歌》通篇試圖消解「業」的作用，故

此頌偈宜視為排除惡人昇天的特例。 

在《薄伽梵歌》裡，Kåñëa一直要求Arjuna及瑜伽行者不執著 karmaphala(行

動之果)及行動始欲：由於 karma(行動)會造成善惡業力，因此做為時便會思考此

karma(行動)會否影響自身將來的存續狀況，此便是 Arjuna 所擔憂者19。 

 《薄伽梵歌》極力瓦解 karmaphala(行動之果)及行動始欲可從兩個角度觀

                                                
18 地獄是可以逃脫的，即使是罪大惡極之人，只要在臨死時透過純粹儀式性且最為便捷的辦法，

亦即念誦一定的咒文 - 即使是無意識地，或經由他人，甚或是敵人(韋伯 1996，182)。 

19 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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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一是關於婆羅門思想自屬的 karma 觀與種姓制度，第二是瑜伽修行神秘

論。 

 首先，從前文對 karma 的概述大略可見婆羅門教的 karma 觀原本就沒有明

顯的業力觀點，如葛維鈞所述，此業力觀點是在沙門思想定調成熟(葛維鈞 

1998，49)，故可曰之：業力是佛教、耆那教的主要思想之一。在婆羅門教裡，

業力只是某一脈婆羅門對靈魂運行提出的觀點，未成主流。 

《薄伽梵歌》試圖瓦解 karmaphala(行動之果)及行動始欲，一是回復到婆

羅門思想原本自屬的、具有模糊性質的 karma 觀，其只以「行動」、「做為」解

釋 karma，而不對其本體論做深入、實質、明白的闡述。第二便是《薄伽梵歌》

極力表明婆羅門教本非嚴苛，是在發展過程中，karma 與種姓制度產生緊張關

係，《薄伽梵歌》力求回復原本的 karma 與種姓制度的弱關係，欲使種姓制度內

的「每一個人」知道自己今世的狀態與前世惡因沒有關係，且今世的 karma(作

為)與來生亦無絕對關連，而且 karma(做為)的內容不是只有輪迴20。 

《薄伽梵歌》極力瓦解 karmaphala(行動之果)及行動始欲的第二個原因是

《薄伽梵歌》強調瑜伽修行。各個宗教只要論及「修行」相關主題便不談始慾與

結果：始慾意指為何要修行，以《薄伽梵歌》而言便是為何要練習瑜伽；結果則

是修行後能得到什麼，以《薄伽梵歌》而言便是練習瑜伽能得到什麼。 

從現今的宗教學架構而言，此部份稱為神秘論，往昔則冠以以奧秘、不可知、

不可論等名字；一般信仰者最常使用的描述便是：只有神或上帝知道，只有神或

上帝能判斷。 

 本文以第一部份做為談論主軸，不以神秘論為文，蓋神秘論本屬不可知、難

述者，若可撰成文字，則非不可知論者，有邏輯之矛盾；其次，自有宗教以來，

神秘論必由親身修行者撰寫，吾未感之，難述其奧。 

 

                                                
20 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之四。 



 20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的的的的 karma觀觀觀觀 

 

一一一一、《、《、《、《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的的的的 karma觀概述觀概述觀概述觀概述 

 

《薄伽梵歌》的 karma觀始於慾望： 

《薄伽梵歌》認為只要用不執著、無慾的心行 karma(職責)，那麼任何

[善惡]結果都不會影響行為者；此外所謂之善行、惡行並非定義於行為

對物質世界造成之影響，而定義自行為者的動機……行為者若沒有私

慾，其便不求行動之善惡結果，因此道德成為完全「內化」者，而《薄

伽梵歌》的目的在使所有行動無關道德，其方法是讓行為者的心不繫與

karma(行動)。故而不論 Arjuna 殺了多少親族，這些殺戮不會影響他

(Dasgupta 2000, 507-508)。 

《薄伽梵歌》認為慾望使人執著，進而以為自己是行動主體而不查其他左右

宇宙運行的規則，這樣的人不但自大且是無知。《薄伽梵歌》經由瑜伽方法使人

淨心、心靜而能冥思至上，明瞭宇宙之道，進而知之karma是維繫宇宙的法則，

不可不為，既需為之，便以不執著、不求取的心態做為。Brodbeck用眨眼之喻

說明《薄伽梵歌》要求的無慾心態： 

Arjuna之所以困惑始因為其在行動(karma)之前便已想到行動(karma)

所會牽連出的種種問題，不過如眨眼與夢遊，即使做了也查覺不到其作

為 (Brodbeck 2004, 94)。 

眨眼之喻意為：不查覺，這亦是Kåñëa所召示的，不執著當中亦包含不查覺，

若不查覺便能不執著。 

由上可見，《薄伽梵歌》的karma觀為：要無慾為之，不求取。在《薄伽梵

歌》的脈絡裡，不求取指的是phala (結果與回報)。這樣的phala與「業」的觀念

必有重疊，蓋「業」亦是karma(行動)之後的phala(結果)，不過《薄伽梵歌》在

兩者間做了切割：沙門思想的「業」是種會對個人生活繼續產生作用、長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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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惡結果，《薄伽梵歌》的phala(結果)指的是karma(行動)完成後的片刻成果，

其所影響者非全於個人生活21。雖說《薄伽梵歌》將phala(結果)視為會影響個人

身體存在及宇宙恒常狀態者，其似乎比沙門思想之影響個人生活的業力觀點更為

懾人，但是婆羅門宗教提出祭祀、瑜伽等做為改變此影響力的方法，然「業」是

要承受、此世不可變易者；此外《薄伽梵歌》提倡的是不執著phala(結果)，既

然不執著便不知、不知便不覺，而沙門思想的「業」是既知亦覺者。 

《薄伽梵歌》的phala(結果)與沙門思想的「業」只在名目上相同，其作用、

內容相異。 

 

二二二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頌偈之敘述 

 

 以下的頌偈在敘述無私慾、不求報償的 karma(行動)。分別為第二章、

第四十七頌。 

kmR{yevaixkarSte ma )le;u kdacn , 

ma kmR)lhetur! ÉUr! ma te s¼ae =STv! AkmRi[ . 

你僅有權利工作(karma)，但不應要求其結果(phala)，不要被行為之結

果(karmaphala)驅使而做為22，也願你不要執著於不做事情(akarma) 

23(《薄伽梵歌》 1999)。 

 

 

 

                                                
21 見本文第一章、第一節之二。 

22 原中譯為「不要使自己成為行為結果的製造者」，其梵文為 ma kmR)lhetur! ÉUr!，意思應為「不要

被行為之結果驅使而做為」。 

23 括號內者為後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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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十九頌。 

tSmad! As´> stt< kayR< kmR smacr , 

As´ae ýacrNkmR prm! Aaßaeit pUé;> . 

因此不斷的從事你應盡的職責，但不應有執著之心，以不執著之心從事

行為，使吾人達到至上之境(《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二十五頌。 

s´a> kmR{yivÖa<sae ywa kuvRiNt Éart , 

kuyRad! ivÖa<s! twas´z! ickI;Rur! laeks<¢hm! . 

哦！阿周那，無知的人以執著心來從事行動，但是智者為了世界的福

祉，應以不執著之心來從事行為(《薄伽梵歌》 1999)。 

第四章、第二十頌。 

TyKTva kmR)las¼< inTytÝ̄ae inraïy> , 

kmR{y! AiÉàv̄Äae =ip nEv ikict! kraeit s> . 

捨棄對於行為結果的執著，永遠滿足且不依靠任何事物，雖然從事行

動，他實未曾做任何事(《薄伽梵歌》 1999)。 

第四章、第二十一頌。 

inrazIr! yticÄaTma Ty´svRpir¢h> , 

zarIr< kevl< kmR kuvRn! naßaeit ikiLb;m! . 

對行為結果沒有任何期盼之心，只是藉由身體在從事行為，對身心皆能

善加控制，而不役於外在的事物，則不會招惹罪過(《薄伽梵歌》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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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十二頌。 

ïeyae ih }anmMyasaJ}anad! Xyan< iviz:yte , 

XyanaTkmR)lTyagSTyagaCDaiNtrnNtrm!   

因為知識優於鍛鍊，而禪定的修持又勝於知識，然不執著於行為的結果

則更勝於禪定的修持，一旦不執著於行為的結果，就即刻會得到內在的

和平(《薄伽梵歌》 1999)。 

 無私慾、不求結果的 karma(行動)要求常見於《薄伽梵歌》24，這樣的要求

主因《薄伽梵歌》先驗地設定 karma(行動)是必定要做為之事25。此再提幾個《薄

伽梵歌》脈絡下的頌偈述之，分別是第三章、第五頌。 

n ih kiZct! ][mip jatu it:QTykmRkt̄! , 

kayRte ývz> kmR svR> àkītjEr! gu[E> . 

沒有人能不做為(karma)，即使是眨眼片刻亦在做為，由於 prakåti(宇

宙運行規則、天生本性)之 guëa，每個人都必要做為(karma)，即使該

作為(karma)違背其心志。 

第五章、第十四頌。 

n ktRT̄v< n kmRi[ laekSy sj̄it àÉu> , 

n kmR)ls<yaeg< SvÉavs! tu àvtRte . 

                                                
24 另見於《薄伽梵歌》第 2 章 49 頌，第 3 章 7 頌，第 4 章 14 頌、19 頌，第 5 章 10 頌、12 頌、

14 頌，第 6 章 4 頌，第 12 章 11 頌。 

25 另見於《薄伽梵歌》第 3章 8頌、20頌、21頌、22頌、23頌、24頌。前段依著第十六章、

第十九頌提出之何以《薄伽梵歌》要求不執著 karmaphala(行動之果)與行動始欲乃是「思辨所

得」之推論，此處所曰之「《薄伽梵歌》先驗地設定 karma(行動)是必定要做為之事」乃是從「文

本頌偈」所得。由於《薄伽梵歌》撰之，本章將以文本所述做為主要的解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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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未創造行動的方法、世間的 karma(行動的內容)，亦未將 karma(行

動)與 phala(結果)視為一體，其實一切運行乃照其自然天性而為。 

第八章、第三頌。 

A]r< äü prm< SvÉavae =*aTmm! %Cyte , 

ÉUtÉavaeÑvkrae ivsgR> kmRs<i}t> .  

梵是至上不滅；至上靈魂是自然本性；知 karma(行動)使萬物依其本性

而生之力量。 

第十八章、第六十頌。 

SvÉavjen kaENtey inbÏ> Sven kmR[a , 

ktuR< neCDis yNmaehaTkir:ySyvzae =ip tt! . 

哦！阿周那！你不願做為乃因愚知，你必做為，即使其違背你的心意，

蓋束縛你的 karma(做為)乃源於自然本性。 

 此處所謂之《薄伽梵歌》的脈絡者乃是用 prakåti 做為 karma 之源：由於其

天生即有、不可改變。既然是必須所為之事，便以不執著、不求 phala(結果)做

為其行為時的心態。其原因有二，一是《薄伽梵歌》用 prakåti(宇宙與人生運行)

解釋 karma。第二個原因是其可維繫種姓制度，亦即 dharma(法)的規定。其中

特別是要求剎帝利必須行其種姓職責，其原因在於面對印度新成立的宗教團體，

如佛教、耆那教之可能使以婆羅門教為中心的種姓制度瓦解。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首先是關於首先是關於首先是關於首先是關於 karma。。。。 

廣義的 karma意謂作為會影響自己與他人，不論是善行、惡行，都會產生

影響。《薄伽梵歌》亦論及 karma的影響，不過此影響非指對他人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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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對身體存在、宇宙維持的影響。簡言之，karma便是作為以及該作為造成的

影響。《薄伽梵歌》認為 karma影響宇宙整體，此使得 karma的地位超越世間

任何價值與作為 - karma成為連神亦要遵守的作為之重要性在於否定棄絕紅塵

的出世修行之本質。 

其次是關於其次是關於其次是關於其次是關於 saàsära(輪迴輪迴輪迴輪迴)與與與與 karma。。。。 

《薄伽梵歌》不將 karma(整體作為)視為輪迴的主因。《薄伽梵歌》論及輪

迴者可分成五個部份，第一是瑜伽行者會投胎到好人家；第二是瑜伽行者可不再

轉世；第三是明瞭 Kåñëa、與之融合便不再輪迴；第四是死時所思便轉世為之；

第五是特例。 

第一部份可稱為是融合與調整：融合者是瑜伽，調整者是不以種姓位階論輪

迴之事。  

第二部份的頌偈可見印度以月亮之道解釋輪迴且經由瑜伽可達解脫不再輪

迴。 

第三與第四部份之一心向神終至解脫應屬婆羅門教、奧義書傳統當中某一種

修行方法。 

於第五部份，Kåñëa 亦非完全使敬愛之者脫離輪迴，以欲望為始，一心要上

天堂者，其必然再次輪迴。 

    第三是第三是第三是第三是《《《《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的的的的 karma觀觀觀觀。。。。 

《薄伽梵歌》的 karma觀為：要無慾為之，不求 phala(結果與回報)，這樣

的要求主因《薄伽梵歌》先驗地設定 karma(行動)是必定要做為之事，由於其天

生即有、不可改變。 

以不執著、不求 phala(結果)做為行 karma(行為)的心態之原因有二，一是

《薄伽梵歌》用 prakåti(宇宙與人生運行)解釋 karma。第二個原因是其可維繫

種姓制度，以面對印度新成立的宗教團體，如佛教、耆那教之可能使種姓制度瓦

解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