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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guëa 

 

本章有三節，分別是《薄伽梵歌》的 guëa 定義、《薄伽梵歌》頌偈之敘述

與小結。第二節是《薄伽梵歌》的 guëa 統整，其分成六部份，分別是：一、guëa

之源，二、Kåñëa、guëa 與生命運行，三、guëa 的性質，四、guëa 與 karma – 

karma 的種類，五、guëa 與 karma – karma 的本質，六、自 guëa 解脫之道。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薄伽梵歌》》》》的的的的 guëa 之之之之義義義義 

 

guëa 可視為內在性情： 

人與動物體內有三項共同性情，一是灰暗與殘忍，二是光明與神聖，三

是魔性與食慾，其將引出三項性情，分別是自私、追求、貪心(Hopkins 

1968, 188)，此三項性情所指即是 guëa - 三個 guëa在各種動作中有其

類別，此理論化了每一個動作之屬(Brodbeck 2004, 90)。 

或視為內在的精神狀態： 

guëa是內在的、精神的，而非宇宙性的。《薄伽梵歌》認為 prakåti產

生[三個]內在guëa，puruña因著此三者繫於[情感]經驗(Dasgupta 2000, 

477)。 

guëa 是用來類別及解釋內在狀態。《薄伽梵歌》則將世界運行變化歸因於

guëa，凡「人」必在其中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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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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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guëa 之源之源之源之源 

 

 首先是 guëa 的源頭，如前所述，guëa 源自 prakåti。第十三章、第十九頌。  

àkīt< pué;< cEv ivÏ!y! AnadI %Éav! Aip , 

ivkara<s! c gu[a<s! cEv iviÏ àkīts<Évan! . 

了知宇宙意識1和其運作的法則2兩者是無始的，同時也知曉宇宙中的一

切無常變化和三種束縛的力量3皆由宇宙運行法則4所生出(《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五頌。  

sÅv< rjs! tm #it gu[a> àkīts<Éva> , 

inbXniNt mhabahae dehe deihnm! AVyym! . 

sattva力量、rajas力量和 tamas力量5的三種來自 prakåti(宇宙初源)的6

束縛法則7，它們將不朽的自性8束縛於此身體之中(《薄伽梵歌》 1999)。 

 《薄伽梵歌》認為 prakåti(宇宙規則)產生[三個]內在 guëa，puruña 因

                                                
1 指 puruña。 

2 指 prakåti。 

3 指 guëa。 

4 指 prakåti。 

5 原中譯「悅性力量、變性力量、惰性力量」。 

6 原譯文無「來自 prakåti(宇宙初源)的」數字，然因梵文句中撰之，故補譯。 

7 指 guëa。 

8 指 de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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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此三者繫於[情感]經驗，這是《薄伽梵歌》的 säàkhya 異於其他 säàkhya 9之

理由(Dasgupta 2000, 477)。此外，雖然《薄伽梵歌》是《摩訶婆羅多》的一部

份，但在《摩訶婆羅多》裡，säàkhya 只是知識、哲學一字的梵文字詞，不代

表 säàkhya(數論)哲學(Dasgupta 2000, 458)。 

 

二二二二、、、、Kåñëa、、、、guëa 與生命運行與生命運行與生命運行與生命運行 

 

在《薄伽梵歌》裡，Kåñëa 創造一切，故種姓制度亦是 Kåñëa 所造。在第四

章、第十三頌，Kåñëa 曰之： 

catuvR{yR mya s:̄q< gu[kmRivÉagz> , 

tSy ktRarm! Aip ma< ivÏ!yktRarm! AVyym! . 

「我」根據不同的特質10和行動11創造了四種不同層面特性12的人。雖然

「我」是創造者，然須知我永不變易且不從事任何行動(《薄伽梵歌》 

1999)。 

種姓制度是 Kåñëa 所造，整個宇宙與人的生滅循環亦是 Kåñëa 所造、所維

持。第九章、第七頌。  

svRÉUtain kaENtey àkīt yaiNt maimkam! , 

kLp]ye puns! tain kLpadaE ivsj̄aMy! Ahm! . 

                                                
9 säàkhya 認為人要獲得解脫(emancipation)的第一步是完全瞭解 prakåti 的本質以及左右世界

運行的法則；瑜伽派亦認同 säàkhya 對世界本質的論述，只是瑜伽派從長期的實驗過程發現唯

有冥思能讓靈魂(spirit)解放歸聖(autonomy and omnipotence) (Eliade 1973, 15)。 

10 指 guëa。 

11 指 karma。 

12 指四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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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阿周那！在宇宙萬物循環作用終了之時，眾生都要回歸到我這裡

13，在宇宙循環作用開始之際，萬有又從我這裡逐一衍化出來(《薄伽梵

歌》 1999)。 

第九章、第八頌。  

àkīt< Svam! Av:q_y ivsj̄aim pun> pun> , 

ÉUt¢amm! #m< kT̄öm! Avz< àkt̄er! vzat! . 

經由我的本性(prakåti)一次又一次地創造，經由我的原性(prakåti)力量

創造這群簡單的萬物。 

第九章、第十頌。  

myaXy]e[ àkīt> sUyte scracrm! , 

hetunanen kaENtey jgd! ivpirvtRte . 

哦！阿周那！由於在我的監臨之下，宇宙力量的作用14逐一產生了無生

命與有生命之物，正由於這個原因，宇宙於焉運作不息(《薄伽梵歌》 

1999)。 

 

三三三三、、、、guëa 的性質的性質的性質的性質 

 

 以下頌偈是關於三個 guëa 的性質。 

第十四章、第六頌。  

tÇ sÅv< inmRlTvat! àkazkm! Anamym! , 

suos¼en bXnait }ans¼en can" . 

                                                
13 指 prakåti。 

14 指 prakå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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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阿周那！其中 sattva15的力量是純淨無垢，光輝燦爛而完美無瑕。

它造成吾人對快樂和知識著而產生束縛的作用(《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七頌。  

rjae ragaTmk< iviÏ t:̄[as¼smuÑvm! , 

tn! inbXnait kaENtey kmRs¼en deihnm! . 

哦！貢蒂之子(阿周那)，要知道情欲的本質是 rajas16力量的作用，它是

渴望和執著的根源，藉由對行為17的執著而束縛我們的心靈18(《薄伽梵

歌》 1999)。 

第十四章、第八頌。  

tms! Tv! A}anj< iviÏ maehn< svRdeihnam! , 

àmadalSyinÔaiÉs! tn! inbXnait Éart . 

哦！婆羅多(阿周那)，tamas19力量生於無明，迷惑了一切的眾生，它以

放逸、懶惰和睡眠束縛我們(《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九頌。  

sÅv< suoe s|!jyit rj> kmRi[ Éart , 

}anm! Aav̄Ty tu tm> àmade s|!jyTy! %t . 

sattva 的力量使人執著於幸福快樂，rajas 的力量使人執著於行動20，

tamas的力量則遮蔽了靈明的智力，使人受到放逸等的束縛21(《薄伽梵

歌》 1999)。 

                                                
15 原中譯「悅性」。 

16 原中譯「變性」。 

17 指 karma。 

18 指 dehin。 

19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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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頌。  

rjs! tmZcaiÉÉUy sÅv< Évit Éart , 

rj> sÅv< tmZcEv tm> sÅv< rjs! twa . 

哦！婆羅多(阿周那)，當壓倒了 rajas 力量和 tamas 力量，sattva 力量

就顯現出來；當壓倒了 sattva和 tamas的力量，rajas力量就顯現出來；

同樣的，當壓倒22了 rajas和 sattva的力量，則 tamas力量就顯現出來

23(《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十七頌。  

sÅvat! s<jayte }an< rjsae laeÉ @v c , 

àmadmaehaE tmsae Évtae =}anm! @v c . 

智慧出於 sattva的力量，貪婪生於 rajas的力量，放逸、愚痴和無知出

於 tamas24的力量(《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十八頌。 

^XvR< gCDiNt sÅvSwa mXye it:QiNt rajsa> , 

j"Nygu[v̄iÄSwa Axae gCDit tamsa> . 

稟性 sattva的人向上昇華；稟性 rajas的人居中，稟性 tamas的人居於

宇宙最低下的束縛，往下墮落25(《薄伽梵歌》 1999)。 

 從上述頌偈可見，tamas 指的是惡習、須改正的不良本質；rajas 是一般狀

                                                                                                                                       
20 指 karma。 

21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22 本漢譯中之三個動詞「壓倒」，原中譯為「克服」，其梵文為 AiÉÉUy，宜譯為「壓倒」。 

23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24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25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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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亦即當人的本質不從宗教角度談論時，這便是一個正常人的本質，其有情欲

(《薄伽梵歌》14.7)，執著行動的一切(《薄伽梵歌》14.9)；然《薄伽梵歌》是宗

教文本，其所要求的道德標準勢必高過正常人的恒常狀態，因此 sattva 的道德

是無垢的(《薄伽梵歌》14.6)。sattva 除代表高道德要求的宗教道德律之外，就

《薄伽梵歌》而言，sattva 是瑜伽修行者需達到的基本生活態度，故而於第十四

章、第十八頌曰之 sattva 的人向上、rajas 居中，此頌偈亦可解釋為 sattva 有向

天堂、解脫之境前去的資格，而 rajas 只能停留在中間 – 人間。 

 

四四四四、、、、guëa 與與與與 karma – karma 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一一一一)karma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一一一一：：：：與與與與 karma 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 guëa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本部份包括 tyäga(捨棄)、kåta(作為)、karta(行為者)，均是依照 sattva、rajas、

tamas 各別解釋。 

 

1、tyäga(捨棄) 

 

第十八章、第七頌。  

inytSy tu s<Nyas> kmR[ae naepp*te , 

maehat! tSy pirTyags! tams> pirkIitRt> . 

事實上，放下一個人必為之職26是錯誤的，因無知迷惑而放棄應盡的責

任是 tamas27力量的表現(《薄伽梵歌》 1999)。 

                                                
26 原中譯為「應盡的義務」，其梵文為 inytSy kmR[s!，宜譯為「必為之職」。 

27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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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八頌。  

du>om! #Åyev yt! kmR kay¬ezÉyat! Tyjet! , 

s kT̄va rajs< Tyag< nEv Tyag)l< lÉet! . 

由於畏懼困難或懼怕因從事某些行為會造成身體的麻煩，而遲疑不前，

這是 rajas28力量作用的結果，如此便得不到捨棄的結果29(《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九頌。  

kayRm! #Tyev yt! kmR inyt< i³yte =jRun , 

s¼< TyKTva )l< cEv s Tyag> saiÅvkae mt> . 

哦！阿周那！必要作為，karma(作為)要用制己的態度做為，捨棄對

phala(結果)的執著，如此的捨棄符合 sattva。 

 

2、kåta(作為) 

 

第十八章、第二十三頌。  

inyt< s¼rihtm! AragÖe;t> kt̄m! , 

A)làePsuna kmR yt! tt! saiÅvkm! %Cyte . 

從事行為沒有任何的執著，無愛亦無憎，亦不渴求其結果，此種行為30符

合 sattva31(《薄伽梵歌》 1999)。 

                                                
28 原中譯「變性」。 

29 原中譯為「如此我們不但得不到捨棄的結果，反而會招致束縛」，其溢譯，僅取「如此便得

不到捨棄的結果」。 

30 指 karma。 

31 sattva 原中譯「悅性」。其次，本譯文之末之原中譯非譯為「此種行為符合 sattva」，原中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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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二十四頌。  

yt! tu kamePsuna kmR sah<kare[ va pun> , 

i´yte bhulayas< td! rajsm! %daùtm! . 

一個人以渴求之心或執著之情努力的從事各種的行為，此種行為32名為

rajas33力量之所為(《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二十五頌。  

AnubNx< ]y< ih<sam! Anpeúy c paEé;m! , 

maehad! Aar_yte kmR yt! tt! tamsm! %Cyte . 

由於迷惑而從事的行為，它不顧後果，不計得失，不論傷害，不顧自己

的能力，這就是 tamas34力量所為的行為35(《薄伽梵歌》 1999)。 

 

3、karta(作為者) 

 

第十八章、第二十六頌。  

mú s¼ae =nh<vadI x̄TyuTsahsmiNvt> , 

isÏ!yisÏ!yaer! inivRkar> ktRa saiÅvk %Cyte . 

以不執著之心，沒有自我感，滿懷堅定和熱忱且不計成敗來從事行為的

人，名為 sattva36的行為者(《薄伽梵歌》 1999)。 

                                                                                                                                       

「此種行為名為 sattva 的行為」，其梵文為 saiÅvkm!，宜譯為「符合 sattva」。 

32 指 karma。 

33 原中譯「變性」。 

34 原中譯「惰性」。 

35 指 karma。 

36 原中譯「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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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二十七頌。  

ragI kmR)làePsur! luBxae ih<saTmkae =zuic> , 

h;RzaekaiNvt> ktRa rajs> pirkIitRt> . 

一個人在行為中，渴望行為的結果，貪婪、殘暴成性，污穢不潔，為情

欲所牽，受憂喜所擾，如此之人稱為 rajas37的行為者(《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二十八頌。  

Ayú > àak¯t> StBx> zQae nEkītkae =ls> , 

iv;adI dI"RsUÇI c ktRa tams %Cyte . 

行為浮躁，粗鄙下流，陰險惡毒，詐欺，頑冥不靈，頹廢，沮喪、怠惰，

凡事因循，拖延，如此之人稱為 tamas38的行為者(《薄伽梵歌》 1999)。 

 從 tyäga(捨棄)、kåta(作為)、karta(行為者)的 sattva 可見《薄伽梵歌》所述

者與 karma yoga 所述相同，均是不執著 phala(結果)，視萬物同一。其次，此

部份沒有論及輪迴的 sattva、rajas、tamas 狀態可曰之在《薄伽梵歌》中，karma

與輪迴沒有直接且明顯的關係。 

 

 

 

 

 

 

 

                                                
37 原中譯「變性」。 

38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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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karma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二二二二：：：：與宗教修行相關的與宗教修行相關的與宗教修行相關的與宗教修行相關的 guëa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本部份有三：çraddhä(信仰)、yajïä(祭祀)、tapas(禁慾苦行)。 

 

1、çraddhä(信仰) 

 

第十七章、第二頌。  

iÇivxa Évit ïÏa deihna< sa SvÉavja , 

saiÅvkI rajsI cEv tamsI ceit ta< z[̄u . 

眾人的信仰依自身本性所使39，它一共有三種，分別是 sattva的、rajas

的或是 tamas的，請聽我道來40(《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四頌。  

yjNt saiÅvka devan! y]r]a<is rajsa> , 

àetan! ÉUtg[a<ZcaNye yjNte tamsa jna> . 

sattva 特質的人，禮敬諸神，rajas 特質的人敬拜夜叉和羅剎。tamas

特質的人則膜拜各種鬼怪和精靈41(《薄伽梵歌》 1999)。 

從此部份可見，《薄伽梵歌》承認所有的信仰對象，一則每個人因其本性不

同而崇敬不同的對象，二則崇敬對象們亦有 sattva、rajas、tamas 之別。不過

                                                
39 原中譯為「生命的信念，受到每個人自己的影響」，其梵文為 ïÏa deihna< SvÉavja，宜譯為「眾

人的信仰依自身本性所使」。 

40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41 原中譯 sattva 為「悅性」，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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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åñëa 是一切之主42，究其實，信仰每一個對象都是在信仰 Kåñëa，差別只在性

質，因著性質之別影響是否能夠解脫。 

 

2、yajïä(祭祀) 

 

第十七章、第十一頌。  

A) lakai'!]iÉr! y}ae ivixd̄:qae y #Jyte , 

y:qVym! @veit mn> smaxay s saiÅvk> . 

依照經典進行祭祀且不以祭祀為私人目的獲取之手段，一心專注只為祭

祀，此種祭祀為 sattva。 

第十七章、第十二頌。  

AiÉs<xay tu )l< dMÉawRm! Aip cEv yt! , 

#Jyte Értïe:Q t< y}< iviÏ rajsm! . 

哦！阿周那！若祭祀是為了獲取私人目的，且為炫耀，這便是 rajas的

祭祀。 

第十七章、第十三頌。  

ivixhInm! As:̄qaÚ< mNÇhInm! Adi][m! , 

ïÏaivriht< y}< tams< pirc]te . 

沒有誠心、違背經典規矩、沒有祭食、無誦詞、無祭禮，這便是 tamas

的祭祀。 

 

                                                
42 第九章、第二十四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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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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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apas(禁慾苦行) 

 

第十七章、第十四頌。  

deviÖjguéàa}pUjn< zaEcm! AajRvm! , 

äücyRm! Aih<sa c zarIr< tp %Cyte . 

禮敬諸神、有智慧的人、瑜伽行者及靈性上師，他們心地純潔，為人正

直，奉行不傷害及心不離道 – 這些都是稱為奉行身體上的苦行43(《薄

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十五頌。  

AnuÖegkr< vaKy< sTy< iàyiht< c yt! , 

SvaXyaya_ysn< cEv va'!my< tp %Cyte . 

言語有節，言行皆以他人福祉為依歸，並且親切、真誠，經常研讀經典

以及持念能令人得成就之梵咒，這些都是屬於言語上的苦行44(《薄伽梵

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十六頌。  

mn>àsad> saEMyTv< maEnm! AaTmivin¢h> . 

Éavs<zuiÏr! #Ty! @tt! tpae mansm! %Cyte . 

心靈平靜，溫文有禮，沉默寡言，嚴以律己同時心地純淨，此則稱為心

靈上的苦行45(《薄伽梵歌》 1999)。 

 

                                                
43 指 tapas。 

44 指 tapas。 

45 指 t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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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十七頌。  

ïÏya prya tÝ< tps! tt! iÇivx< nrE> , 

A)lakai'!]iÉr! yu É> saiÅvk< pirc]te . 

由心性堅定、心懷至誠，對行為不期盼其結果的人所從事的這三種苦

行，稱為 sattva46的苦行(《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十八頌。  

sTkarmanpUjaw<R tpae dMÉen cEv yt! , 

i³yte td! #h àae³< rajs< clm! AØuvm! . 

只是為了賣弄玄虛，沽名釣譽，博人尊敬而虛偽的從事苦行的修煉，他

只是隨意為之毫無恒心可言，這就稱為 rajas47的苦行(《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十九頌。  

mUF¢ahe[aTmnae yt! pIfya i³yte tp> , 

prSyaeTsadnawR< va tt! tamsm! %daùtm! . 

由於愚痴，以傷害自身或折磨他人為苦行的修煉，稱為 tamas48的苦行

(《薄伽梵歌》 1999)。 

 yajïä(祭祀)與 tapas(禁慾苦行)的 sattva 仍循《薄伽梵歌》的主旨：不執著

於 karmaphala、不為私利。  

 然此處將此兩者納入《薄伽梵歌》的 karma 系統另可見其意，即：《薄伽

梵歌》將吠陀傳統的祭祀、非婆羅門傳統的苦行風氣納入《薄伽梵歌》式的瑜伽

修行，如此便將整個印度主要的宗教修行方式全統整於一且去除神秘魔幻，這些

                                                
46 原中譯「悅性」。 

47 原中譯「變性」。 

48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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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包括：吠陀傳統的祭祀吠陀傳統的祭祀吠陀傳統的祭祀吠陀傳統的祭祀(Dasgupta 2000, 484-485; Eliade 1973, 10, 107-108, 

111; Hardy 1988, 576, 578; Hill 2001, 115; Organ 1970, 32-33)、苦行苦行苦行苦行(Bronkhorst 

1993; Flood 1996, 75-78, 93; Hill 2001, 253; Kaelber 1989, 78; Van Buittenen 

1973, 103-105; 韋伯 1996, 226-230)、禁慾禁慾禁慾禁慾(《薄伽梵歌》14.6-8，sattva 是無慾)、

瑜伽瑜伽瑜伽瑜伽、冥想冥想冥想冥想(《薄伽梵歌》6.14-15; Eliade 1973, 114; Flood 1996, 84; Maharishi 1967; 

Radhakrishnan 1953, 796-797, 809-811, 829-846; 韋伯 1996, 255-256, 261)。 

 這便是《薄伽梵歌》在面臨佛教、耆那教及其他修行方式及教派時提出之新

的修行方法，其讓瑜伽哲理化(Eliade 1973, 161)，又保存其方法，且將所有修行

方式串連其中，且此瑜伽系統之核心在於必須行 karma(種姓職責以及本章所列

之各種 karma)，一來維持種姓制度，二來提供完整的修行方法，如此使得種姓

制度當中任何人不論尋找何種解脫修行方法，均是在吠陀傳統 - 婆羅門教下的

種姓制度所為者。 

 從此部份可曰之婆羅門教的傳統信仰系統與修行方法已擴大成為印度宗教

的信仰系統與修行方法，婆羅門教已似如印度教。 

 

(三三三三)karma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三三三三：：：：與生活及生命相關的與生活及生命相關的與生活及生命相關的與生活及生命相關的 guëa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1、vivåddha(卓越之性) 

 

第十四章、第十一頌。  

svRÖare;u dehe =iSmn! àkaz %pjayte , 

}an< yda tda iv*ad! ivv̄Ï< sÅvm! #Ty! %t . 

當智慧之光從身上的每一竅門放射出它的光輝時，即可知道是 sattva49

的力量佔了優勢(《薄伽梵歌》 1999)。 

                                                
49 原中譯「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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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二頌。  

laeÉ> àv̄iÄr! AarMÉ> kmR[am! Azm> Sph̄a , 

rjSy! @tain jayNte ivv̄Ïe Ért;RÉ . 

哦！婆羅多的豪傑(阿周那)，外向性的活動以及從事各種的行為、貪

婪、焦躁不安和渴望，這些都是由於 rajas50力量佔優勢所產生(《薄伽

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十三頌。  

Aàkazae =àv̄iÄZc àmadae maeh @v c , 

tmSy! @tain jayNte ivv̄Ïe kuénNdn . 

哦！俱廬族的王子啊(阿周那)！當 tamas51力量佔優勢時，黑暗、怠惰、

放逸和迷惑就隨之而來(《薄伽梵歌》 1999)。 

這三個 vivåddha(卓越之性)所指並非出生、幼兒狀態者，亦非靈魂的本質，

其是經由理智選擇後走上的路，從《薄伽梵歌》的文脈可知，唯有行瑜伽者才會

擁有 sattva 的 vivåddha(卓越之性)。下一段(18.33)亦可見之。 

 

2、dhåti(堅持) 

 

第十八章、第三十三頌。  

x̄Tya yya xaryte mn>àa[eiNÔyi³ya> , 

yaegenaVyiÉcair{ya xīt> sa pawR saiÅvkI . 

                                                
50 原中譯「變性」。 

51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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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阿周那！一個人若能不懈於瑜伽的修煉，能控制心靈、感官和生命

的能量52，如此之人即是 sattva53的堅持54(《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三十四頌。  

yya tu xmRkamawRan! x̄Tya xaryte =jRun , 

às¼en )laka'!]I x̄it> sa pawR rajsI . 

哦！阿周那！其堅持於 dharma(職責)、欲望、財富，執著於欲求 phala 

(結果)，哦！阿周那！這是 rajas的堅持。  

第十八章、第三十五頌。  

yya Svß< Éy< zaek< iv;ad< mdm! @v c , 

n ivmuÂit dumRexa x̄it> sa pawR tamsI . 

愚蠢無智的人無法捨棄睡眠、恐懼、哀傷、絕望和自負，此種55名為

tamas56行為的堅持(《薄伽梵歌》 1999)。 

本部份仍是《薄伽梵歌》一貫的哲理，蓋選擇瑜伽者為 sattva，選擇塵世歡

愉者為 rajas，不過須注意者為《薄伽梵歌》是宗教文本，此是從宗教的角度而

論。 

 

 

 

 

 

                                                
52 指 präëa，瑜伽呼吸之一種。 

53 原中譯「悅性」。 

54 原中譯為「擇善固執的悅性者」，「擇善固執」譯為「堅持」即可，此即與後兩句同調。 

55 原中譯尚有「擇惡固執」，此處不取溢譯。 

56 原中譯「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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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ukha(喜樂) 

 

第十八章、第三十七頌。  

yt! td! A¢e iv;m! #v pir[ame =mt̄aepmm! , 

tt! suo< saiÅvk< àae´m! AaTmbuiÏàsadjm! . 

開始時它好比毒藥，但在終了時卻宛如甘露般的甜美，此種喜樂稱為

sattva57的快樂，它生於內心的寧靜58(《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三十八頌。  

ib;yeiÔys<yaegad! yt! td! A¢e =mt̄aepmm! , 

pir[ame iv;m! #v tt! suo< rajs< Smt̄m! . 

當感官與外在的事物相接觸時，起初好比甘露般的甜美，但結果卻像毒

藥般的有害，此種快樂即是所謂 rajas59的快樂(《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三十九頌。  

yd! A¢e canubNxe c suo< maehnm! AaTmn> , 

inÔalSyàmadaeTw< tt! tamsm! %daùtm! . 

另一種快樂則是生於貪眠、怠惰和放逸，它始終都是自我欺騙，這個稱

為 tamas60的歡樂(《薄伽梵歌》 1999)。 

此處 sukha(喜樂)之得亦是選擇的結果，依《薄伽梵歌》文脈，能得到 sattva

的 sukha(喜樂)的方法有二，一是行 karmayoga，二是全心全意向著 Kåñëa。 

                                                
57 原中譯「悅性」。 

58 原中譯為「它生於對生命自我的了悟」，其梵文為AaTmbuiÏàsadjm!，宜譯為「它生於內心的寧

靜」。 

59 原中譯「變性」。 

60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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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ïäna(知識) 

 

第十八章、第二十頌。  

svRÉUte;u yenEk< Éavm! AVyym! $]te , 

AivÉ <́ ivÉ é;u tj! }an< iviÏ saiÅvkm! . 

能夠在萬有中，見到不生不滅的「一」，能在一切分別等差中，見到不

可分割者。這就是61sattva62力量的作用所產生的知識(《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章。  

pw̄KTven tu yj! }an< nanaÉavan! pw̄iGvxan! , 

veiÄ svRe;u ÉUte;u tj! }an< iviÏ rajsm! . 

我們知道在萬有中存在著各自不同的千差萬別，須知這是屬於宇宙

rajas63力量作用而產生的知識(《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八章、第二十二頌。  

yt! tu k¯tõvd! @kiSmn! kayRe s´m! AhEtukm! , 

AtÅvawRvd! ALp< c tt! tamsm! %daùtm! . 

以偏概全，沒有道理，缺代實質和意義，見解狹隘，這是屬於 tamas64力

量作用的知識(《薄伽梵歌》 1999)。 

與 sattva 的 jïäna(知識)相似的頌偈可見於第四章、第四十一頌、第四十二

頌，第十三章、第十一頌。 

                                                
61 原中譯有「宇宙運作法則」，為溢譯，不取用之。 

62 原中譯「悅性」。 

63 原中譯「變性」。 

64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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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uddhi(知識) 

 

第十八章、第三十頌。  

àv̄iÄ< c inv̄iÄ< c kayRakayRe ÉyaÉye , 

bNx< mae]< c ya veiÄ buiÏ> sa pawR saiÅvkI . 

智者知何時可為、何時不可為，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何可懼、何不

必懼，此種關於束縛與解脫的知識是 sattva。 

第十八章、第三十一頌。  

yya xmRm! AxmR< c kayR< cakayrm! @v c , 

Aywavt! àjanait buiÏ> sa pawR rajsI . 

該知識誤解何為正、何為非，誤解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這便是 rajas。 

第十八章、第三十二頌。  

AxmR< xmRm! #it ya mNyte tmsav̄ta , 

svRawRan! ivprIta<Zc buiÏ> sa pawR tamsI . 

其智為黑暗(tamas)所遮，視正直為誤，並曲解諸事，此種知識便是

tamas。 

與 sattva 的 buddhi(知識)的相似的頌偈可見於第四章、第十六頌、第十七

頌、第十八頌。 

buddhi(智慧)與 jïäna(知識)之別可以對象做為分別，蓋 buddhi(智慧)的對

象是 karma(行動)，jïäna(知識)則是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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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ähära(食物) 

 

第十七章、第八頌。  

Aayu> sÅvblaraeGysuoàIitivvxRna> , 

rSya> iõGxa> iSwra ù*a Aahara> saiÅvkiàya> . 

食之令人延年益壽，身心純淨，增強力量，身體健康，幸福快樂的食物，

其味甘美、滋養又可口，為 sattva65特質的人所喜歡(《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九頌。  

kq!vMllv[aTyu:[tIú[ê]ivdaihn> , 

Aahara rajsSye:qa du>ozaekamyàda> . 

有的食物苦、酸、鹹、辛辣，具刺激性，乾、焦，這些是屬於 rajas66物

質的的人所喜愛，它為人帶來痛苦、憂傷和疾病(《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十頌。  

yatyam< gtrs< pUit pyRui;t< c yt! , 

%iCD:qm! Aip cameXy< Éaejn< tamsiàym! . 

tamas67特質的人所喜好的食物，有的已經走了味的，有的已經走了味，

有的已經腐敗不新鮮，有的味道難聞，有些是隔夜菜，有些則是不潔淨

(《薄伽梵歌》 1999)。 

此部份屬於瑜伽修行方法中之日常飲食部份。 

 

 

                                                
65 原中譯「悅性」。 

66 原中譯「變性」。 

67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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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häna(布施) 

 

第十七章、第二十頌。  

datVym! #it yd! dan< dIyte =nupkair[e , 

deze kale c paÇe c td! dan< saiÅv <́ Smt̄m! . 

認為一切布施皆屬分內所應為之事，且不求任何的回報，同時布施之時

必須審度布施的時間、地點和考量所布施之人適當與否，此種布施稱為

sattva68的布施(《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二十一頌。  

yt! yu àTyupkarawR< )lm! %iÎZy va pun> , 

dIyte c piri¬:q< td! dan< rajs< Smt̄m! . 

布施若只是為了得到回報或是期望其結果或是出於勉強，心不甘情不願

的布施。這就是所謂 rajas69的布施(《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七章、第二十二頌。  

Adezkale yd! danm! ApaÇe_yZc dIyte , 

AsTkt̄m! Av}at< tt! tamsm! %daùtm! . 

布施時如果時間、場所皆不恰當，且布施予不應被布施的人，且布施之

時心存鄙視、毫無敬意，此種布施稱為 tamas70的布施(《薄伽梵歌》 

1999)。 

 dhäna(布施)是印度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簡言之，dhäna(布施)是將個人私

有財給予他人，例如供養婆羅門。 

                                                
68 原中譯「悅性」。 

69 原中譯「變性」。 

70 原中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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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ralaya(死亡) 

 

第十四章、第十四頌。  

yda sÅve àv̄Ïe tu àly< yait dehÉt̄! , 

tdaeÄmivda< laekan! Amlan! àitp*te . 

臨命終時，若 sattva71力量佔優勢，他即會到達純潔無瑕，了知至上者

的世界(《薄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十五頌。  

rjis àly< gTva kmRsi¼;u jayte , 

twa àlIns! tmis mUFyaein;u jayte . 

臨命終時若是 rajas力量佔優勢，他便會投胎到執著於行為結果之人的

胎中，若是 tamas力量佔優勢，便會投生到愚蠢之人的胎中72(《薄伽梵

歌》 1999)。 

 至此可知《薄伽梵歌》的 karma 至少包含以下部份：瑜伽練習、行種姓職

責、tyäga(捨棄)、çraddhä(信仰)、yajïä(祭祀)、tapas(禁慾苦行)、dhåti(堅持[瑜

伽])、[追求]sukha(喜樂)、[求得對梵的]jïäna(知識)、[求得對 karma 的]buddhi(知

識)、ähära([吃]食物)、dhäna(布施)、pralaya(死亡)。種姓人民的人生亦是以此

為基本要素，而這其中只有瑜伽、行種姓職責、çraddhä(信仰)與輪迴直接相關 – 

行之完整、成功便得解脫不再輪迴，反之則繼續輪迴。 

 在此部份亦見《薄伽梵歌》欲維持種姓制度所為的修正路線：其中未論清淨

與不清淨的狀態，蓋清淨與否是種姓制度日常生活中極重要的部份。清淨可分為

二，一是可去除的短暫性與儀式性不潔，如出生、被首陀羅碰觸、葬禮

                                                
71 原中譯「悅性」。 

72 原中譯 rajas 為「變性」，tamas 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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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baum 1972, 193; Dumont 1974, 51)；二是不可去除的身份不潔，如婆羅

門與剎帝利不會不潔，首陀羅不會潔淨(Mandelbaum 1972, 194; Dumont 1974, 

47; Abbe Dubois 1996, 50-51)。 

 《薄伽梵歌》不論清淨之事可從兩方面觀之，一是關於種姓制度，二是瑜伽

本質，蓋《薄伽梵歌》欲維持種性制度與 dharma，若其再將種姓分成潔淨與否，

則本質上已不潔淨者必然脫離種姓制度尋找不將其視為污穢的宗教團體，一旦種

姓制度是「可以脫離的」，則其不需有必然存在的必要。其次，瑜伽本就不論潔

淨與否的問題，其是關於欲望控制的技術，故以瑜伽為修行方法的《薄伽梵歌》

若提及潔淨與否，其與瑜伽練習無關。 

 從潔淨的部份亦可見得文字的宗教文本與實行的宗教文本之差異，蓋從文字

而言，《薄伽梵歌》不論潔淨之事，故首陀羅理無有身份不潔之事，但從實行的

角度觀之，雖然《薄伽梵歌》代表婆羅門思想，但是 Abbe Dubois 與 Mandelbaum

在近代抵達印度時，仍見此千年未變的生活態度，且婆羅門仍以己之純然潔淨自

居。雖然文字的宗教文本在實行上非如是，但至少在《薄伽梵歌》中已表現了與

佛教、耆那教相抗衡的社會觀 – 亦即每個人都有修行與解脫的資格。不過「相

抗衡」非指「等同」，蓋《薄伽梵歌》的「每個人」所指乃是「種姓制度內的每

個人」，種姓制度外的奴隸並不在《薄伽梵歌》認可的資格當中，不過這些人對

印度社會能產生的動搖力量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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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guëa 與與與與 karma – karma 的本質的本質的本質的本質 

 

前部份已述《薄伽梵歌》所歸類的 karma，繼之於此將是 karma 本質之解

釋。 

第二章、第四十五頌。  

ÇEgu{yiv;ya veda inSÇEgu{yae ÉvajRun , 

inÖRNÖae inTysÅvSwae inyaeRg]em AaTmvan! . 

吠陀73裡說：世界受到三種力量(sattva、rajas、tamas)74的影響，哦！

阿周那，超越這三種的束縛，免於相對二元的狀態，永遠保持在純然喜

悅之中，永不在乎於獲得和保有，安住在自性75中吧(《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五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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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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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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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運行規則)之 guëa，每個人都必要行 karma (作為)，即使該 karma (作

為)違背其心志。 

第三章、第二十七頌。  

àkt̄e> i³yma[ain gu[E> kmRai[ svRz> , 

Ah<karivmUFaTma ktaRhm! #it mNyte . 

                                                

73 指中譯為「經典」，其梵文為 vedas!，宜譯為「吠陀」。 

74 原中譯未以補述處理「sattva、rajas、tamas」，由於梵文中未明撰之，故改採補述式。 

75 指 ä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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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行為皆源自宇宙運作法則76的三種束縛力量77，然而心靈受到自

我感迷惑的人，卻認為「我就是行為者。」(《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二十八頌。  

tÅvivt! tu mhabahae gu[kmRivÉagyae> , 

guu[a gu[e;u vtRNt #it mTva n s¾te . 

哦！阿周那，知曉宇宙力量之束縛特質78和行動真相的人，他們知道宇

宙力量的束縛法則79彼此間是相互作用的，知道這一點，他即不會產生

執著之心(《薄伽梵歌》 1999)。 

第三章、第二十九頌。  

àkt̄er! gu[s<mUFa> s¾Nte gu[kmRsu , 

tan! AkT̄Snivdae mNdan! kT̄Snivn! n ivcalyet! . 

受到宇宙力量80的三種束縛法則81(sattva、rajas、tamas)82迷惑的人，執

著於這些束縛力量的作為83；知道其中真相的人，不應對所知有限的平

凡眾生，使他們無所適從(《薄伽梵歌》 1999)。 

綜上所述，prakåti 是宇宙運行規則，亦或譯為更廣泛之「自然」 - 其是萬

物的源頭、萬物生滅之則、萬物的基本核心，其低等實體是風、火、水及其運行，

高等實體就是神。而此處的 sattva、rajas、tamas 指的是運作力量。綜合而言，

                                                
76 指 prakåti。 

77 指 guëa。 

78 指 guëa。 

79 指 guëa。 

80 指 prakåti。 

81 指 guëa。 

82 原中譯未以補述處理「sattva、rajas、tamas」，由於梵文中未明撰之，故改採補述式。 

83 指 guëa k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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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 的本質受到 sattva、rajas、tamas 之上、中、下等力量繫縛，在 prakåti

中運作。 

由於 prakåti 延伸出 guëa，其又繫縛 karma，因此 karma 必要做為。第十

八章、第四十頌。  

n td! AiSt pīwVya< va idiv deve;u va pun> , 

sÅv< àkītjEr! mú < yd! @iÉ> Syat! iÇiÉr! gu[E> . 

不論在地上者，或是天上眾神，沒有一個能脫離 prakåti(宇宙規則)的三

個 guëa。 

第三章、第三十三頌。  

sd̄z< ce:qse SvSya> àkt̄er! }anvan! Aip , 

àkīt< yaiNt ÉUtain in¢h> ik< kir:yit . 

即使智者亦遵其天生性質(prakåti84)做為，常人亦是，有何可壓制？  

 第十八章、第四十一頌。  

äaü[]iÇivza< zUÔa[a< c pr<tp , 

kmRai[ àivÉ´ain SvÉavàÉvEr! gunE> . 

哦！阿周那！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的 karma(職責)是依其天

生自有的 guëa而配。 

第十八章、第五十九頌。  

yd! Ah<karm! AaiïTy n yaeTSy #it mNyse , 

imWyE; Vyvsays! te àkīts! Tva< inyaeúyit . 

                                                
84 指遵循 dharma 的 karma(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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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於自我感的作崇，而心想不去戰鬥，你這個決心是沒有用的，宇

宙的力量85將迫使你去奮戰(《薄伽梵歌》 1999)。 

 由上可知，《薄伽梵歌》解釋的宇宙、三界是個由 guëa 拉繫維持力量平恒

而運作者，因此執著於 karma phala、認為自我是作為者其實未有意義，故而行

karma 的態度先是知悉作為與不作為之別，其次便是擁有不執著、視萬物同一的

態度。 

由於 karma 是必行的，因此在種姓制度內者必要行種姓職責，不過在前部

份已見，《薄伽梵歌》的 karma 包括許多，種姓職責只是其一。 

 

六六六六、、、、自自自自 guëa 解脫之道解脫之道解脫之道解脫之道 

 

如前所述，karma 是必要的作為，不過在《薄伽梵歌》裡，Kåñëa 亦闡述解

脫 karma 的方法。第七章、第十四頌。  

dEvI ý! @;a gu[myI mm maya durTyya , 

mam! @v ye àp*Nte mayam! @ta< triNt te . 

事實上，神聖的宇宙幻化力量，是由86三種束縛的力量87所構成，它是

難以跨越的，唯有以「我」為庇護的人，他們方能跨越此宇宙幻化力量

的束縛(《薄伽梵歌》 1999)。 

 

 

 

                                                
85 此指 prakåti。 

86 原中譯為「sattva、rajas 和 tamas 這三種束縛的力量」，然梵文未明撰「sattva、rajas 和 tamas」，

故不取用。 

87 指 gu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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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二十三頌。  

y @v< veiÄ pué;< àkīt< c gu[E> sh , 

svRwa vtRmanae =ip n s ÉUyae =iÉjayte . 

因此了悟宇宙意識88及宇宙造化勢能89和其三種束縛的力量90，不論其生

命之歷程為何，皆不會投胎再來(《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三章、第二十九頌。  

àkT̄yEv c kmRai[ i³yma[ain svRz> , 

y> pZyit twatmanm! AktRar< s pZyit . 

一個見到宇宙運作法則91從事所有的行為92，而至上本體93並非是行為者

之人，才是真正見到真理的人(《薄伽梵歌》 1999)。 

第十三章、第三十四頌。  

]eÇ]eÇ}yaer! @vm! ANtr< }anc]u;a , 

ÉUtàkītmae]< c ye ivdur! yaiNt te prm! . 

能以慧眼了知「場所」與「知曉場所者」此二者間之區別，並且能從宇

宙力量的束縛中掙脫而得解脫之人，他就達到至上的境界(《薄伽梵歌》 

1999)。 

 

 

                                                
88 指 puruña。 

89 指 prakåti。 

90 指 guëa。 

91 指 prakåti。 

92 指 karma。 

93 指 ätman，亦可譯為自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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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九頌。  

naNy< gu[e_y> ktRar< yda Ô:qanupZyit , 

gu[e_yZc pr< veiÄ mÑav< sae =ixgCDit . 

一旦有識之士了悟到一切的行為皆是宇宙力量94所為時95，並且了悟

「衪」是超越了這三種的束縛力量96，那麼他就與「我」合而為一(《薄

伽梵歌》 1999)。 

第十四章、第二十頌。  

gu[an! @tan! AtITy ÇIn! dehI dehsmuÑvan! , 

jNmmT̄yujradu>oEr! ivmú ae =mt̄m! AZnute . 

當我們的靈魂97超越了宇宙力量的束縛法則98，他就從生、死、老、苦

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而享受不朽的甘露(《薄伽梵歌》 1999)。 

 由上可知，解脫之道就是獲得 jïäna(關於梵、宇宙運作的知識)，獲得方法

便是《薄伽梵歌》的哲理與修行系統完整、不極端、不棄世、不迷幻的瑜伽。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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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ëa。。。。 

《薄伽梵歌》將世界運行變化歸因於 guëa，guëa 是用來類別及解釋內在與

外在的動作及所會引起的後續影響，凡「人」必在其中運行。宇宙、三界是個由

                                                
94 指 guëa。 

95 原中譯為「宇宙力量之 sattva、rajas 和 tamas 法則所為」，然梵文未明撰「sattva、rajas 和

tamas」，故不取用。 

96 指 guëa。 

97 指 dehin。 

98 指 gu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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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ëa 拉繫維持力量平恒而運作者，因此執著於 karma phala、認為自我是作為

者其實未有意義，故而行 karma 的態度先是知悉作為與不作為之別，其次便是

擁有不執著、視萬物同一的態度。 

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 sattva、、、、rajas、、、、tamas 所指所指所指所指。。。。 

就《薄伽梵歌》而言，rajas 是練習瑜伽前的人生態度，sattva 是瑜伽修行

者需達到的基本生活態度，故 sattva 的人向上、rajas 居中，亦可解釋為 sattva

有向天堂、解脫之境前去的資格，而 rajas 只能停留在中間 – 人間(14.18)。tamas

亦指惡習、須改正的不良本質；rajas 指一般狀態，擁有情欲(14.7)，執著行動的

一切(14.9)。 

 第三是第三是第三是第三是 karma 的類別的類別的類別的類別。。。。  

《薄伽梵歌》的 karma 至少包含以下部份：瑜伽練習、行 dharma(種姓職

責)、tyäga(捨棄)、çraddhä(信仰)、yajïä(祭祀)、tapas(禁慾苦行)、dhåti(堅持[瑜

伽])、[追求]sukha(喜樂)、[求得對梵的]jïäna(知識)、[求得對 karma 的]buddhi(知

識)、ähära([吃]食物)、dhäna(布施)、pralaya(死亡)，種姓人民的人生須以此為

基本要素。 

《薄伽梵歌》沒有論及輪迴的 sattva、rajas、tamas 狀態，亦可曰之在《薄

伽梵歌》裡，karma(行動整體)與輪迴沒有直接且明顯的關係，只有瑜伽、行種

姓職責、çraddhä(信仰)與輪迴直接相關 – 行之成功、完整便得解脫不再輪迴，

反之則繼續輪迴。 

從《薄伽梵歌》的 karma 系統可另見其意，即：《薄伽梵歌》將吠陀傳統

的祭祀、非婆羅門及婆羅門傳統的苦行風氣納入《薄伽梵歌》式的瑜伽修行，如

此便將整個印度的宗教修行方式全統整於一且去除神秘魔幻，這些方法包括：吠

陀傳統的祭祀、苦行、禁慾、瑜伽、冥想。這便是《薄伽梵歌》在面臨佛教、耆

那教及其他修行方式及教派時提出之新的修行方法，其讓瑜伽哲理化(Eliade 

1973, 161)，又保存其方法，且將所有修行方式串連其中，且此瑜伽系統之核心

在於必須行 karma(種姓職責以及本章所列之各種 karma)，一來維持種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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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提供完整的修行方法，如此使得種姓制度當中任何人不論尋找何種解脫修行

方法，其均是在吠陀傳統 - 婆羅門教下的種姓制度所為者。 

 從此部份可曰之婆羅門教的傳統信仰系統與修行方法已擴大成為印度宗教

的信仰系統與修行方法，婆羅門教已似如印度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