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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視野中的緣起法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 

 緣起性空 



古希臘先哲亦曾如是說: 

 蘇格拉底的因果論（約公元前425年）﹕ 

  萬事萬物皆有成因... 

   （故此成功並非意外…） 
 

 亞里士多德﹕ 

  科學的目的是找出事物背後之成因 

  To know a thing’s nature is  

    to know the reason why it is 



自然科學的“成因與效果”原理 

The occurrence of an entity B of a certain class 
depends on the occurrence of an entity A of another 
class, where the word entity means any physical object, 
phenomenon, situation or event.  A is called the cause, 
B the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must be in spatial contact or 
connected by a chain of intermediate things in contact. 
 
      (Max Born, 1949) 
 



若事物乙之存在取決於事物甲， 

 則甲是成因，乙是效果。 

成因應先於效果出現，或與效果同時出現。 

 成因與效果之間應有直接或間接連繫。 



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 
每件事物必有其成因 

 倘若某件事物S，於時間T之狀況為S(T)， 
  則  S(T1)  = S(T1) 
  Limit       S(T1)  =  S(T1+t), t→0 
  惟   S(T1)  =  S(T2)  (即狀況出現變化) 
 
 ∴ 單單時間本身並不足以影響S產生變化 
 

 
 方程式中應有其他參數導致S產生變化 
  S(T1+C) = S(T2), 當中C是成因 
 
 

 成因又可分為必需具備(necessary causes), 有所貢獻
(contributing causes), 及足以產生變化(sufficient causes)三種 
(cf. 主因與助緣) 



因果微積分學(Causal Calculus) 

 A sufficient set of variables, if duly adjusted, would 
yield the correct causal effect between variables of 
interest.  

 經適當調整後, 一組具足的參數可以產生正確的
效果。 



系統工程學：問題之成因系統 



 根據量子物理學的「不確定性原理」，物質在極
其短暫時間內(1 x 10-20秒)，究竟是處於「存在」
狀態還是「不存在」狀態都不可能確定。甚至在
什麼都沒有的真空中，也不停地發生着兩個粒子
成對地產生出來(成對生成)和立即消失(成對湮滅)

的現象。 
 

  真空妙有 剎那生滅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空不二         ？ 

 

 

 

從現代物理學看「空」 



 按照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能量可以轉化為質量
(E=MC2)。因此，在某個瞬間，在具有高能量的地
點，能量可以轉化為粒子。這就是粒子的成對生
成。這樣生成的一對粒子是一個粒子和一個反粒
子(粒子的配對粒子，具有與粒子相同的質量卻具
有相反的電荷)。 

粒子成對生成            粒子成對湮滅 



無中生有？ 

 粒子與反粒子對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通過從真空中
借取能量而不斷產生質量，也不斷因碰撞而湮滅；
質子與中子亦如是。( 剎那生滅) 

 在宇宙的全部能量中，構成恆星和星系（恆星集
團）等普通物質的部份僅佔約4%。眼睛看不見的
暗物質（以籠罩著星系的形式存在）佔約23%； 
其餘的73%全都是「無的空間」所具有的能量。 

 以氫原子為例，原子核加電子只佔整個氫原子的 
1.5 x 1014分之一。 



宇宙能量中的大部份， 
都是「無」所具有的能量 





 在茫茫宇宙這個能量場中，能量不斷地按照愛因斯
坦的質能關係E = mc2凝聚成質量。 
 

 這也就是宇宙中的星雲、銀河系、日月星辰(包括
我們的地球)的 

  起源。 



日月星辰、地球 
均起源於 
虛空中的能量的凝聚，
緣生則有，緣滅則無。
這不就是佛陀 
二千五百年前說的 
「緣起性空」？ 



 而宇宙本身亦產生於「無」 

    (A Universe from Nothing) 

• 美國物理學家維蘭金
(Alexander Vilenkin, Director, 

Institute of Cosmology, Tufts 

University, 1949-      ) 認為
宇宙可能誕生自連空間
和時間都沒有的「無」 

 

 

 



Alexander Vilenkin  

and the Universe from Nothing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was that the origin of our 
universe constituted the origin of physical reality itself.  
Before the Big Bang, literally nothing existed. The 
universe came into being from nothing and nowhere. 



宇宙產生於「無」 
「無」中生「有」 

親宇宙和子宇宙 

 超弦物理學家認為我們這個
宇宙中起作用的物理規律是
由偶然性決定的。我們這個
宇宙亦是從物理規律不同的
另一個宇宙誕生出來的。 



從宇宙中再生出新宇宙? 
 在原來宇宙空間(親宇宙)的一個小區域誕生出一個新

的宇宙空間(子宇宙)(圖1)。這個子宇宙不斷擴張，但
是由於親宇宙也在不斷膨脹，子宇宙絕不可能佔領全
部親宇宙。接着，在子宇宙的一個小區域也誕生出一
個孫宇宙，它也不斷擴張(圖2-3)。新的宇宙就這樣一
個接一個地誕生出來。 

1. 

親宇宙 

子宇宙 

孫宇宙 



科學視野中的「四諦觀」 

 苦（問題出現／麻煩來了） 

 集（找出問題的根源） 

 滅（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道（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法） 

 

佛陀的「四諦觀」， 

與現代科學方法論十分契合。 



例子： 

苦 集 滅 / 道 

大地震 斷層錯動 提高抗震標準，進行加固工程 

海嘯 深海地震 安裝海嘯警報系統，定期進行
預防演習 

水災 暴雨＋生態破壞 植樹造林，減少水土流失，避
免泥沙淤塞河道 

沙士 

(非典) 

非冠狀病毒，野
生動物 

實施隔離措施（戴 口罩，隔離
重災區人口），落實衛生防護
規則  

（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都能用四諦法來解決） 



科學視野中的禪觀 
- 從神經科學看禪修 



 Neuroscience of meditation  
  (禪修的神經科學) 
 

 Meditation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ing 
(禪修提高認知功能) 
 

 Meditation improves emotion functioning 
(禪修促進情感調節) 

 



Neuroscience(神經科學)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neural system： 

研究神經科學的主要方法：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腦電圖） 

 



磁共振儀 



腦電圖 

腦神經對不同影像  
(喜怒哀樂)的反應 



Forms of Meditation 

FOCUSED ATTENTION 

& 

CONCENTRATION 

INSIGHTFULNESS 

& 

OPEN MONITORING 

Cognition Emotion 

Lab of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HKU 



止觀禪 
What is Focused-attention meditation (FAM)? 

 FAM practitioners focus their entire 
attention upon an object or a bodily 
sensation and, whenever they are 
distracted by external stimuli or inner 
thoughts, they bring their attention 
back to that object or sensation. The 
goal is to achieve a clear (vivid) and 
unwavering (calm and stable) state free 
from distraction. 

Lab of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HKU 



Neural correlates during mindful breathing 

 (Holzel et al., 2007)   (與禪修相關的神經區) 

• Anterior cingulate    
(前扣帶回) 

• Medical Prefrontal 
(內側前額葉) 



禪修能提升腦神經的 

認知功能和人的專注力 

 Meditators vs. novel meditators (Holzel et al., 2007) 
during mindful breathing (禪修者與非禪修者的對比) 

 Higher neural activity in brain areas related to 
cognitive functioning 

 Medial prefrontal gyrus 
 t(1,28) = 6.84, p < .001 

 Anterior cingulate 
 t(1,28) = 4.81, p < .01 



  Frontal,   temporal  &   parietal regions 
(額葉)    (顳葉)     (頂葉區域)   

 

Neural correlates during focused-attention  meditation 

(Brefczynski-Lewis et al., 2007) 

(與止觀禪相關的神經區) 



禪修者與非禪修者腦神經反應對比 

禪修者皆為藏傳佛教僧侶，每人均有逾萬小時之禪修經驗。 



止觀禪能提升人的專注力 

 Meditators vs. novel meditators during focused-attention 
meditation (Brefczynski-Lewis et al., 2007) 

 Higher neural activities in brain areas related to attentional 
functioning 

 Frontal: t = 3.2, p < .005 

 Temporal: t = 5.1, p < .005 

 Parietal: t = 4.56, p < .005 

禪修者腦血氧份明顯地較高， 

與專注力相關之腦神經區更活躍。 



Meditation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ing 

(禪修提高認知功能) 

Focused-Attention Meditation﹙數息觀或止觀禪﹚ 
 

 Better attention orienting & monitoring (Jha et al., 2007) 
（定向力和專注力更好） 

 Better attention shifting (Srinivasan & Baijal, 2007)  
  (注意力轉移能力更强） 



慈心禪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 

 LKM practitioners imagine a being 
(human or animal) and flow 
unconditional love and benevolence 
towards that being, they extend this 
love to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wish that 
all living beings ar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its causes. Love and compassion 
eventually grow and fill the entire mind, 
with no other consideration, reasoning, 
or discursive thoughts. 

Lab of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HKU 



Meditation improves emotion functioning 

(禪修提高情感功能)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慈心禪﹚ 

 Higher self-report positive attributes: hope, mindfulness, 

purpose in life, & social support (Fredrickson et al., 2008) 

(令人更積極；給人希望、正念、生活目標與社會支援。) 

 Lower immune, neuroendocrine, &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stress (Pace et al., 2009) 

(能提升對壓力的免疫力、減低神經內分泌與及行為反應，

不至心隨境轉） 



 Amygdala 
（杏仁核） 

Neural correlates during loving kindness meditation  
（與慈心禪相關的神經區） 

•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頂下小葉） 

• Temporal-parietal  
 （顳頂葉） 

• Postcentral gyrus 
 （中央後回） 



慈心禪修習者與非修習者的對比 
 – 對不同影像的腦神經反應 

 Meditators vs. novel meditators during loving kindness 
meditation (Lutz et al., 2008) 

 Higher neural activities in brain areas related to 
compassion: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F = 12.46, p < .005 

 Temporal-parietal aeas: F = 23.9-26.75, p < .0005  

 Postcentral gyrus: F = 20.3, p < .0005 

 Amygdala: F = 19.4, p < .0005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Postcentral 
gyrus 

Temporal parietal 
areas 

Amygdala 

慈心禪能影響的腦神經區 



香港的研究成果 

 近年，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的李湄珍教授及
醫學院的神經科學家蘇國輝院士等，亦曾
對二十二位南傳禪修者與及非禪修者進行
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測試。在二十二位禪
修者中，止觀禪及慈心禪各佔一半，測試
結果印証了禪修能提升腦神經的認知功能
、專注力及情感功能。 



Processing of positive affective stimuli   

Venerable  Controls 

t t 

-3 -6 6 3 

Lab of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HKU 



t t 

-3 -6 6 3 

Lab of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HKU 

Processing of negative affective stimuli   

Venerable  Controls 



小結 

 綜合世界各地多間大學及醫學院的研究成果，
証明佛教禪修能幫助人們提升自己的專注力，
從而更好地活在當下，達至心無掛礙。禪修同
時能讓我們更好地培養自己的平常心，更好地
面對生活裡的種種壓力，不至心隨境轉。現代
醫學的進步，亦印證了修持佛法對人的益處。 



結束語 

 佛法中有許多與現代科學契合的元素。隨著科
學的不斷進步，佛法與科學的共通性與互補性
是越來越明顯了。 



感恩你的聆聽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