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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文】 

    禮敬世尊，應供，等正覺 

    稽首 皈依佛 福慧兩足尊 說法利人天 

    稽首 皈依法 四諦八正道 指引到彼岸 

    稽首 皈依僧 續佛種不斷 果證世福田 

 
    三十七道品，道品，為梵語 bodhi-pāksika  之意譯，道，

通往涅槃之道法；品，品類差別。又作菩提分、覺支，即為追

求智慧，進入涅槃境界之三十七種修行方法。又稱三十七覺

支、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助道法、三十七品道法。循此三十

七法而修，即可次第趨於菩提，故稱為菩提分法。三十七道品

可分七科如下：  
(一)四念處，又作四念住。(1)身念處，即觀此色身皆是不

淨。(2)受念處，觀苦樂等感受悉皆是苦。(3)心念處，

觀此識心念念生滅，更無常住。(4)法念處，觀諸法因

緣生，無自主自在之性，是為諸法無我。  
(二)四正勤，又作四正斷。(1)已生惡令永斷，簡稱斷斷。

(2)未生惡令不生，簡稱律儀斷。(3)未生善令生，簡稱

修斷。(4)已生善令增長，簡稱防護斷。 
(三)四如意足，又作四神足。(1)欲如意足，希慕所修之法

能如願滿足。(2)精進如意足，於所修之法，專注一心，

無有間雜，而能如願滿足。(3)念(心)如意足，於所修

之法，記憶不忘，如願滿足。(4)思惟(觀)如意足，心

思所修之法，不令忘失，如願滿足。  
(四)五根，根，即能生之意，此五根能生一切善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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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根，篤信正道及助道法，則能生出一切無漏禪定解

脫。(2)精進根，修於正法，無間無雜。 (3)念根，乃

於正法記憶不忘。(4)定根，攝心不散，一心寂定，是

為定根。(5)慧根，對於諸法觀照明了，是為慧根。  
(五)五力，力即力用，能破惡成善。(1)信力，信根增長，

能破諸疑惑。(2)精進力，精進根增長，能破身心懈怠。

(3)念力，念根增長，能破諸邪念，成就出世正念功德。

(4)定力，定根增長，能破諸亂想，發諸禪定。(5)慧力，

慧根增長，能遮止三界見思之惑。 
(六)七覺分，又作七覺支、七覺意。(1)擇法覺分，能揀擇

諸法之真偽。(2)精進覺分，修諸道法，無有間雜。(3)
喜覺分，契悟真法，心得歡喜。(4)除覺分，能斷除諸

見煩惱。(5)捨覺分，能捨離所見念著之境。(6)定覺分，

能覺了所發之禪定。(7)念覺分，能思惟所修之道法。  
(七)八正道，又作八聖道、八道諦。(1)正見，正見真理。

(2)正思惟，心無邪念。(3)正語，言無虛妄。(4)正業，

住於清淨善業。(5)正命，依法乞食活命。(6)正精進，

修諸道行，能無間雜。(7)正念，能專心憶念善法。(8)
正定，身心寂靜，正住而不味著。 

    佛陀為眾生說法並未如三十七道品，分成類、品、科來為

眾生說法，而是應時機因緣、眾生根性予以廣、略說明與開示，

佛涅槃後僧眾則依佛陀所曾開演之廣略說示，予以歸類成集成

經以便後世持誦奉行，雖常見三十七道品或部分道品於大小部

經典中呈現與述說，但最為完整詳細分別述說的僅見於--南北

傳之阿含經典及瑜伽師地論之雜阿含本母。(見瑜伽師地論卷第

八十五～一百之攝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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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說明三十七道品，皆會依次地從四念處……乃……

八正道來說明，此方式較為分散而無相互之連貫性，其實每一

科品之間都是前後連貫相牽相攝，形成一完整圓滿之三十七道

品大架構，因此吾將三十七道品中前後相關、見思相關、資助

相關、導引相關、因果相關之品類，予以歸類成篇來分別詳細

述說，本書將分五篇五類架構，其中包括道品之間相關圖表，

以利讀者按圖索驥加深印象，冀望能對三十七道品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與了解，後將一一分別說明： 
 
(一)大架構篇：此篇之內容為五根與五力，信、進、念、

定、慧五部份，是趨向於菩提解脫之大架構；或者說

是完成菩提解脫之五個重要元素，猶如屋舍之建造須

由諸多支梁架構相互間的對稱支撐配合，才能完成有

主樑(棟)之堂宇架構。而五根與五力之關係，猶如樹

苗落地生根逐漸生長成為根穩挺立之大樹，因有前之

播種生根才有後之有力粗穩大樹形成。 
(二)無間等篇：此篇之內容為四聖諦與八正道，四聖諦之

苦、集二諦是說明生命不斷輪迴流轉之因果；滅、道

二諦則說明滅除無明與終止輪迴之理論方法，八正道

為四聖諦還滅之理論方法。 
(三)兩翼篇：此篇之內容為四正勤與四神足，精進地斷惡

修善是使身心安定，是邁向菩提解脫之前提，滿足此

前則能增進四神足之獲得。四正勤與四神足猶如支撐

主樑之支樑般，以戒、定為基礎，資助協助完成慧之

開發；其如振翅飛鳥之兩翼般，協助資助飛往慧澤地。 
(四)薄塵篇：此篇之內容為四念處與七覺支，身、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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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念處中包括七覺支，為引導身心遠離塵垢，趨向

於依遠離、依離欲、依於滅，回向於捨之三依一向薄

塵行者，四念處與七覺支為重要之實踐操作方法。 
(五)心、慧解脫篇：此篇之內容為四聖諦、八正道與十二

緣起之關係，四聖諦之苦、集二諦等同於十二緣起之

生命流轉之述說，而截斷此一不斷生死輪迴之現狀，

則依滅、道二諦之八正道而成就心與慧之解脫。《表 
1-1》為三十七道品各科品相對相關之圖表。 

                                                                    心 

                                                                    、 

     大架構篇           無間等篇             兩翼篇      薄塵篇   . 慧 

  ︵   信根(力)→(四預流支)→(四不壞淨)→                             解 

五五   進根(力)→(四正勤)→                                          脫 

  →   念根(力)→(四念處)→                                          篇 

根力   定根(力)→(四靜慮)→ 

  ︶   慧根(力)→  苦聖諦             正見               身念處 

              四   苦集聖諦           正思惟             受念處 

              聖   苦滅聖諦      八   正語、業、命       心念處 

              諦   苦滅道跡聖諦→正   正勤               法念處    七覺支 

                                 道   正念 

                                      正定 

《表 1-1》三十七道品總表 

 
2006 年 白宗塔夏安居 向滅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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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根與五力】 

  ︵   信根(力)→(四預流支)→(四不壞淨)→                

五五   進根(力)→(四正勤)→                                

  →   念根(力)→(四念處)→                                     

根力   定根(力)→(四靜慮)→ 

  ︶   慧根(力)→  苦聖諦             正見               身念處 

              四   苦集聖諦           正思惟             受念處 

              聖   苦滅聖諦      八   正語、業、命       心念處 

              諦   苦滅道跡聖諦→正   正勤               法念處    七覺支 

                                 道   正念 

                                      正定 

《表 2-1》五根(力)大架構表 

    從《表 2-1》，我們可以先大略的瞭解，五根、五力

與四聖諦、八正道相互之間的關係。原來五根、五力是

在述說著，如何圓滿完成八正道的五個重要元素。經典

上有以堂閣眾材，來譬喻五根、五力之間的關係。另外

我再以兩個譬喻來說明，來加深大家對五根、五力更深

刻的認識，以及方便我在後面幾個章節的引申敘述。 

一、《堂閣比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

念根，定根，慧根。此五根，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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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堂閣眾材，棟為其首，皆依於棟，以攝持故；如是五

根，慧為其首，以攝持故」。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阿含 666（六五四） 

 
    此經是以房屋的棟樑來比喻五根之間的關係，主樑

為棟，其他支樑皆依於主樑，成為雙斜面的屋頂結構。

五根中以慧根為主樑(棟)，以慧為首，以攝持其他四根。

這說明了信根、精進根、念根及定根，沒有慧根主樑攝

持，是不可能成為堂閣的，見《表 2-2》堂閣比喻。 
 

 

 

 

 

 

 

 

《表 2-2》堂閣比喻 

二、《樹比喻》 

    一般人看到五根的根字，一定會聯想到有根之花果

樹，見《表 2-3》樹比喻。花果樹種子如果不落地，則不

可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就像一個人從來不曾聽聞佛

法，不知出離、不知出要，是不可能趣向解脫、涅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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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 
因此信根之四預流支，首先要親近善士聽聞佛法，

對佛法如理思惟後，產生了信心與出離的欲念，成就了

對佛、法、僧、戒四不壞淨，依四聖諦與八正道，法隨

法行的完成解脫涅槃之道。 

   
       (根)                      (力) 

《表 2-3》樹比喻 

如偈云： 
     『信地為根基   四諦慧日照 

       八道甘露水   時時勤澆灌 

       身心法常念   四禪定苗身 

       所作不唐捐   幼苗成幢樹 

       如因陀羅柱   八風吹不動 

       四雙與八輩   三七道所成 

       日種之所說   寶山勿空回』 

三、《侯鳥比喻》 

    每年從秋入冬，北方大批成群候鳥，皆會遷往飛向

南方溫暖的水澤地區。如果候鳥不振翅飛越千萬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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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挨凍受餓死於北方冰雪之地。同樣的五根中之精

進根與定根兩羽翼，平衡協調同時並進，以及念根為首

正確引導，相信一定能夠到達水鄉澤國的慧根地帶。 
 

     

《表 2-4》侯鳥比喻 

如偈云： 
     『進定兩羽翼   四念以為首 

       信忍風信行   航向慧澤地 

       遠離諸欲行   身心無塵勞 

       展翅任翱翔   天山我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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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根 菩 提 分 

2-1【五根】 

    「諸比丘，有五根。以何為五根耶？謂： 

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 

      諸比丘！應於何觀信根耶？四預流支是。 

應於此觀信根。 

      諸比丘！應於何觀精進根耶？四正勤是。 

應於此觀精進根。 

      諸比丘！應於何觀念根耶？四念處是。 

應於此觀念根。 

      諸比丘！應於何觀定根耶？四靜慮是。 

應於此觀定根。 

      諸比丘！應於何觀慧根耶？四聖諦是。 

應於此觀慧根。 

      諸比丘！此為五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雜阿含二六、六~一四 

 (大正藏二、一八二 b~一八三 b))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

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根

者，當知是四正斷。念根者，當知是四念處。定根者，

當知是四禪。慧根者，當知是四聖諦。此諸功德，一切

皆是慧為其首，以攝持故」。乃至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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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67（六五五）) 

    五根，梵語 pañcendriyāni。五無漏根。此五者對於

降伏煩惱、引入聖道具有增上之作用，故稱五根。即： 
(一)信根（梵 śraddhendriya），由親近善士、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法隨法行之四預流支，而逐漸篤信三寶、

聖戒、四諦等之道理者。 
(二)進根（梵 vīryendriya），又作精進根、勤根。於四正

勤勇猛修善法者。 
(三)念根（梵 smātīndriya），於四念處憶念正法者。 
(四)定根（梵 samādhīndriya），勤修四禪止觀，使心止於

一境而不散失者。 
(五)慧根（梵 prajñendriya），由定中觀智所起，而了知如

實之真理者。此五者皆為能生起一切善法之根本，故

稱為五根。又「根」有增上、出生等之義，上記五種

能令人出生無漏聖道，故稱為五根。 
    另據大乘義章卷十六說明根之意義，即：此五種出

生「出世聖道」之力偏強，故稱為根；又此五種有依次

對治不信、懈怠、放逸、掉舉、無明煩惱等之作用，故

稱為根。此外，止觀輔行傳弘決（會本）卷七之一舉出，

修行之人雖善芽微發，然根猶未生，今修五法使善根生，

故此五法皆稱為根。  
   五根與三十七道品中第五科之五力同體，五力乃顯

示五根行破惑增上之力用。據俱舍論卷二十五舉出五根

之次第如下：即於因果先起信心（信根），其次為果修因

而起精進（進根），次由精進而念住所緣（念根），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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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持念力而心便得定（定根），心得定則能知如實之理（慧

根）。 

2-1-1《信根》 

    諸比丘！以何為信根耶？ 

    諸比丘！於此，聖弟子有信，對如來之菩提堅信：

如是，彼世尊為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諸比丘！此名

為信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8-9) 

    何等為信根？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

固，餘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世間，無能

沮壞其心者，是名信根。 

         (北傳雜含 659（六四七）) 

    世間不論是學術、文化、科技、宗教……等。都必

須透過語言文字的聽聞或閱讀，才能讓他人認識與瞭

解，佛法亦不能例外。但世間的思想與觀念眾多紛紜，

有些人聽了馬上相信，有些人是保守半信半疑，但有些

人卻是勇於去確認、反覆查證後，才逐漸相信。佛陀亦

在經典中說，不要因為它是您的老師、專家、權威者，

甚至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這麼說，而馬上相信，應該以

謹慎的態度先去確認、查證，以免以訛傳訛的誤了自己，

也誤導了別人。佛法歷經了二千五百多年，沒有消失在

歷史的洪流裡，表示了他是經的起考驗的。因為佛法是

在說明我們的身心世界，不是偏唯物，也不是偏唯心；

而是身心相依相在，不需要科學儀器，就可以自我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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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的，可說是不假外求，當下體悟。 
    但認識相信一件事情，一定有一個次第流程，舍利

弗回答佛陀，何謂四預流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所謂流者，何等為流」？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流者，謂八聖道」。 

復問舍利弗：「謂入流分，何等為入流分」？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種入流分。何等為四？ 

謂，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 

                     (北傳雜含 855（八四三）) 

    時，具壽舍利弗來至世尊住處。至已，敬禮世尊，

坐於一面。時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具壽舍利弗曰： 

    「舍利弗！預流支、預流支之謂者，舍利弗！以何

為預流支耶？」 

    「大德！親近善士為預流支，聽聞正法為預流支，

如理作意為預流支，法隨法行為預流支。」 

    「善哉！舍利弗！善哉！舍利弗！親近善士為預流

支，聽聞正法為預流支，如理作意為預流支，法隨法行

為預流支。 

    舍利弗！謂流、流者，舍利弗！以何為流耶？」 

    「大德！八支聖道為流也，謂：正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 

    「善哉、善哉！舍利弗！八支聖道為流，謂：正見、

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住、正念、正定是。 

 (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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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傳雜阿含經中四預流支，依次是親近善士、聽

聞正法、如理作意及法隨法行。北傳經典中親近善男子，

在我認為成就聖果是不分男女，只要是他能夠說依遠

離、依離欲、向於捨、向涅槃之法，甚至佛世有七歲就

證阿羅漢果者。所以不論男女老小，合於經中所定義的

法師者，都是我們應該親近的對象。 
    另外聽法學習者，也必須有一個虛心、謙下的態度

來學習佛法，因為學法者如果起慢心，很容易錯失聽聞

佛法的機會，就如佛成道後向五比丘路程中，碰見一修

行者詢問佛陀師出何門，因他亦是六師外道之一的學習

者，佛陀無師門，而錯失了聽聞佛法的機會。 
    聽聞正法後，就要撿擇善士所說的法中，哪些是世

間言語(與五欲相應)；哪些是出世間言語(遠離五欲過

患)；哪些讓我們遠離災禍的身口業(正語、正業)；哪些

是讓我們過著無罪過、無過失生活(正命)的善法。內正思

惟或如理作意是重要的，正確的掌握戒善法、遠離法，

更近一步的就是出離法。法次法向或法隨法行，但要隨

什麼法、向(行)什麼法呢？那就是四聖諦與八正道。  
    復問舍利弗：「入流者，成就幾法」？舍利弗白佛言：

「有四分成就入流者，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

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佛告舍利弗：「如汝

所說，流者謂八聖道；入流分者有四種，謂親近善男子，

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入流者，成就四法，謂

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佛

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855（八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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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又接著問舍利弗，如果已親近善士、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及法隨法行後，成為入流者，能夠成就幾種法？

舍利弗說能夠成就四不壞淨(信)或稱四證淨，哪四不壞淨

呢？ 
 

       ----------- 於佛不壞淨 ----------- 

    諸比丘！此處有聖弟子，於佛成就證淨，曰：「彼世

尊為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也。」 

 (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 201-293) 

 
    過去、現在乃至未來諸佛，皆會有此十聖號。這十

聖號並不是因為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稱的，

而是清淨的身、口、意三業，以及善導眾生出離三界、

脫離輪迴苦海的慈悲大雄力而來。 
 
       ----------- 於法不壞淨 ----------- 

    於法成就證淨，曰：「世尊之法為善說、現見、不時、

來見、引導、智者應自知也。」 

 (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 201-293) 

 
    佛陀歷經無數劫，最後依緣起的順逆觀察，發現了

輪迴的癥結，是集法而產生了苦法，也觀察到了一切緣

所起之法，皆有此歸向滅之法，八正道就是此歸向滅的

道跡。 
    這個向於滅的方法，我們不需要再花無數劫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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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出來，您只要依法隨法，看您要隨順著「世間」八

正道(大福業、菩薩道)；或者是「出世間」八正道(一乘

道、涅槃道)，就倌看個人的意願而行。所以佛陀為世間

留下這無上的法寶，凡佛弟子都應該好好珍惜，能為他

人說者則廣佈之；能實踐者則努力實踐之。 
 
       ----------- 於僧不壞淨 ----------- 

    於僧成就證淨，曰：「世尊之聲聞眾為妙行者，世尊

之聲聞眾為直行者，世尊之聲聞眾為應理行者，世尊之

聲聞眾，為和敬行者，謂四雙八輩者是。世尊之聲聞眾，

為應請、極應請、應供養、應合掌、世間無上福田。」 

 (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 201-293) 

 

    妙行就是身、口、意三妙行，是相應於身三，不殺、

不盜、不婬；口四，不惡口、不妄語、不兩舌及不綺語；

意三，不貪、不瞋、不癡等十善業。直行即是其心無有

邪取，佛陀或僧眾共同制定之律法，皆不會找任何藉口

或漏洞來虧避。應理行即是離空有二邊，能應一切理，

圓滿真實中道而行。和敬行即是求菩提、修梵行之人須

互相友愛、敬重之六種事，所謂六和敬：(一)身和共住，

(二)口和無諍，(三)意和同事，(四)戒和同修，(五)見和同

解，(六)利和同均。四雙八輩即是即四向四果。即預流向、

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

阿羅漢果等四對八種。向與果合則為四雙，分則為八輩。 
    由此可知僧團是有別於世俗的社會團體，是世俗社

會所仿傚與學習的對象，在佛入滅後，僧團除了佛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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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也肩負著法的傳承與流佈，而信眾於僧團中獲

得法益後，從更慈悲的角度，有物資的出物資；有力量

的則全力幫助，讓未聞法者聽聞佛法；已聞法者更深入

於法。而不要花費時間去尋找，哪位師父是初果乃至是

否阿羅漢果。 
畢竟在各位沒有擇法眼時，去妄斷分別任何人，只會徒

增他人甚至自己的煩惱與困擾。 
    佛陀已說過，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

異依，要依法而不依人。佛陀出現世間的珍貴，不在於

佛的圓滿報身，而是這無上法寶--八正道。 
 

       ----------- 聖戒成就 ----------- 

    對聖者之所樂不破、不穿、不雜、不穢，離脫，智

者所讚，不執取，成就能發三摩地之戒。 

 (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 201-293) 

 

    聖者之所樂的是什麼呢？五戒、十善是普世戒法，

他是世間善法戒，也是出離世間的戒善根基，律法則是

規範僧團在食、衣、住、行及醫藥等，能夠無罪過、無

過失共同生活的羯磨法。 
    一般剛學習戒法之人，因長時以來放逸的生活習

慣，常會有意無意的觸犯一些戒法，總會覺得戒律對他

來說是綁手綁腳的，為了要卸脫或掩飾自己過失，常會

找一些理由或原因，來擺脫原諒自己，所以對戒法會有

破、穿、雜、穢等情事，如前面所說的直行者，是不會

找任何藉口或漏洞來虧避，應該以見纖細罪則生大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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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如氂牛愛尾之心來持守戒律。 
    戒法、律法的多少與持守的分際，在其他宗派有時

比佛教來得更多或更嚴苛，對戒法律法過分的執取、不

通情理環境，則較容易落入戒禁取的狀況，殊不知戒律

除了不妨礙、觸惱他人外，重要是自我身心依此能夠沉

潛下來，身心不躁動，心才能清淨安住，三摩地因此而

引發出來。 
    此四不壞淨佛說為法鏡經或法鏡法門，而成就四不

壞淨者，於南傳相應部六 預流相應篇中，整理得如下之

現生現得之功德利益： 
  1.能得福澤潤澤、善潤澤、安樂食。入無數無量大福德

聚之數。 
  2.得富饒而有大寶、大財之大名稱。 
  3.於獲得四洲及獲得四法，獲得四洲是不及獲得四法之

十六分之一。 
  4.解脫地獄，解脫畜生，解脫餓鬼趣，解脫惡生、惡趣、

墮處。 
  5.得順修習六順明分法!即於此一切諸行，當作無常

觀，無常即苦想，苦即無我想，斷想、離貪想、滅想

而住。 
  6.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 
  7.趣向涅槃、傾向涅槃、臨入涅槃。 

2-1-2《精進根》 

     諸比丘！以何為精進根耶？ 

諸比丘！於此，聖弟子發勤而住，為斷諸不善法、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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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善法，努力、勇健堅固，於諸善法不捨於軛。彼對未

生之惡不善法，使之不生，生欲、精進、發勤、策勵於

心；對已生之惡不善法，為使斷，生欲、精進、發勤、

策勵於心；對未生之善法，使之生，生欲、精進、發勤、

策勵於心；對已生之善法，為使住、不忘失、倍增、廣

大、修習、圓滿，生欲、精進、發勤、策勵於心。 

    諸比丘！此名為精進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8-9) 

 

    何等為精進根？已生惡不善法令斷，生欲方便，攝

心增進；未生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未

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已生善法，住不忘，

修習增廣，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是名精進根。 

 (北傳雜阿含 659(六四七)) 

 

    以候鳥比喻來說精進根，屬候鳥其中一羽翼；以堂

閣比喻，則為棟之樑。精進根是從善、惡各有二個方面

來說明：善法在未生起者，使之生起；已生者，保持不

忘失，且繼續增長廣大圓滿。惡法在未生起者，使之不

生；已生者，速速令斷，且策心防範未來不再生起。於

兩翼篇中，再詳細地分別說明解釋。 

2-1-3《念根》 

    諸比丘！以何為念根耶？ 

諸比丘！於此，聖弟子有念、成就最勝之念慧，對久前

之所作、久前之所說，憶念、隨念。彼於身觀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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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於心……於法觀法，熱誠、正知、正念，對世間

之貪憂調伏而住。諸比丘！此名為念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8-9) 

 

    何等為念根？若比丘內身身觀住，殷勤方便，正念、

正智，調伏世間貪憂；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

念住，亦如是說，是名念根。 

 (北傳雜含 659（六四七）) 

 
    念根的說明猶如候鳥比喻中隻鳥首，他是眼、是目，

他能正確無誤地引導飛往目的地(涅槃城)，而這最勝之念

慧即是--四念處。 
    而四念處的操作是隨憶、隨念，無間等的隨身觀身

乃至隨法觀法，於內觀、於外觀，於內外雙觀，調伏而

住。於薄塵篇中將有更詳盡的說明與分析。 

2-1-4《定根》 

    諸比丘！以何為定根耶？ 

諸比丘！於此，聖弟子以捨為所緣，得定、得心一趣。

彼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對由離生喜與樂之

初靜慮，具足而住。尋伺靜寂故，成內淨、心一趣，無

尋無伺，對由定生喜與樂之第二靜慮，具足而住。離喜

故，住於捨，對正念、正知之樂，於身正受，如諸聖者

之所宣說，對捨與念樂住之第三靜慮，具足而住。斷樂、

斷苦故，及先已滅憂與喜故，對捨念清淨之第四靜慮，

具足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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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此名為定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8-9) 

 

    何等為定根？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

離生喜樂，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定根。 

 (北傳雜含 659（六四七）) 

 
    以候鳥比喻來說定根，屬候鳥另一羽翼；以堂閣比

喻，則為棟之樑。從經典對定根的定義，是屬於色界四

禪，並未提及無色界四禪，這說明了，完成色界四禪斷

下界欲，即足以開發慧根。而定根的開發必須配合精進

根，就如鳥之二翼，亦如棟之對樑，缺一不可。於兩翼

篇四如意足與薄塵篇四念處之安那般那念，將分別敘述

說明。 

2-1-5《慧根》 

    諸比丘！以何為慧根耶？ 

諸比丘！於此有聖弟子，有智慧、聖，決擇而正順苦盡，

成就生滅慧。彼對此苦如實了知，此苦集如實了知，此

苦滅如實了知，此如實了知順苦滅道。 

    諸比丘！此名為慧根。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10-11) 

    何等為慧根？若比丘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苦

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慧根。 

 (北傳雜含 659（六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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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上許多所做的事情，總會有一個目標或目的，

努力實踐前面四根的目的、目標，就是要完成這慧根--
四聖諦。 
    苦、集聖諦是在說明，眾生為何不斷地流轉在這無

常、生滅世間的前因後果，但世間的一切皆是緣所起的，

緣所起的終歸於滅，一切的人、事、物皆無法永恒地存

在，而終結眾生不斷流轉輪迴的方法，即是道聖諦--八正

道。 
    解脫道最初要先認識、了解四聖諦，四聖諦包括了

八正道，因此須對四聖諦深入的認識與了解，如經典上

所說的，他是有次地性，猶如階梯般的關係，於無間等

篇將分別詳細說明。 
 
    「諸比丘！有五根。以何為五根耶？謂：信根、精

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 

    諸比丘！聖弟子對此五根之味、過患、出離，如實

知故，諸比丘！此聖弟子名為預流，為不墮法，決定趣

於等覺。」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2-3，雜阿含二六、三 

 (大正藏二、一八二 b)) 

 

    「諸比丘！有五根。以何為五根耶？謂：信根、精

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 

    諸比丘！比丘對此五根之集、滅、味、過患、出離，

如實知，無取而解脫，諸比丘！故此比丘名為阿羅漢。

漏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棄重擔、逮得已利、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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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名為正知解脫是。」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2-3) 

 
    修習五根，首要的是如實知其對五蘊、六入處所生

起之觸受煩惱境界(集)，以及依對治法使其離染斷滅

(滅)，了解諸煩惱所生起之行相、特相、因相(味)，了知

諸蘊入處皆不斷地趨向於壞滅之多苦性質(患)，最後才能

依四諦、八正道無取而解脫(出離)。 
    於五根之集、滅、味、患、離，如實知，無取而解

脫，可名為預流或正知解脫，預流之「流」，即指聖道之

流。斷三界之見惑已，方預參於聖者之流，稱為預流果。 
    預流向為見道位，預流果為修道位。玄應音義卷二

十三：「預流，梵言窣路多阿半那，此言預流。一切聖道

說為流，能相續流向涅槃故。初證聖果，創參勝列，故

名預流。預，及也，參預也。舊言須陀洹者，訛也。或

言逆流，或言入流，亦云至流，皆一也。」俱舍論卷二

十三（大二九‧一二三上）：「預流者，諸無漏道總名為

流；由此為因，趣涅槃故。」 
    正知解脫，正知，又作斷遍知。謂周遍了知四諦之

境，由此而斷除見、修二惑。即於果（斷）附以因之名，

稱為斷遍知。斷遍知以擇滅為體，共有九種，稱為九遍

知；其中，繫屬於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見諦

所斷之煩惱等，其斷有六種，三界之修道所斷之煩惱等，

其斷有三種。六遍知為： 
(一)欲見「苦集斷」結盡遍知，指欲界繫（繫屬於欲界之

法）之苦集二諦下之見惑等之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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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見「滅斷」結盡遍知，指欲界繫之滅諦下之見惑等

之斷。 
(三)欲見「道斷」結盡遍知，指欲界繫之道諦下之見惑等

之斷。 
(四)上二界見「苦集斷」結盡遍知，指色界、無色界之苦

集二諦下之見惑等之斷。 
(五)上二界見「滅斷」結盡遍知，指色界、無色界之滅諦

下之見惑等之斷。 
(六)上二界見「道斷」結盡遍知，指色界，無色界之道諦

下之見惑等之斷。 
    以上為初果(須陀洹)及二果(斯陀含)所斷之三結聖

者，第(一)項為斷欲界繫縛之身見，(二)～(六)項為斷見

惑上所生之戒禁取、疑。而三遍知為： 
(一)五順下分結盡遍知，指欲界繫之修道所斷之煩惱等之

斷。 
(二)色愛結盡遍知，指色界繫（繫屬於色界之法）之修道

所斷之煩惱等之斷。 
(三)一切結盡遍知，指無色界繫（繫屬於無色界之法）之

修道所斷之煩惱等之斷。 
    第(一)項為初果所斷三結再加斷貪慾、瞋恚之五順下

分結之三果(阿那含)不還聖者；(二)～(三)項為斷色貪、

無色貪、掉舉、慢與無明，五順上分結之阿羅漢聖者。 
 

    「諸比丘！有五根。以何為五根耶？謂：信根、精

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諸比丘！此為五根。 

    諸比丘！對此五根滿足、圓滿者，則為阿羅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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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軟弱者，則向阿羅漢果現證；較此軟弱者，則為不還

者；較此軟弱者，則向不還果現證；較此軟弱者，則為

一來者；較此軟弱者，則向一來果現證；較此軟弱者，

則為預流者；較此軟弱者，則向預流果現證。 

    諸比丘！若總無此五根者，則為外道，謂屬凡夫之

數 

。」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16-17，雜阿含二六、一一(大正

藏二、一八三 a))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比丘於彼五根，增

上明利滿足者，得阿羅漢俱分解脫；若軟、若劣者，得

身證；於彼若軟、若劣，得見到；於彼若軟、若劣，得

信解脫；於彼若軟、若劣，得一種；於彼若軟、若劣，

得斯陀含；於彼若軟、若劣，得家家；於彼若軟、若劣，

得七有；於彼若軟、若劣，得法行；於彼若軟、若劣，

得信行。是名比丘根波羅蜜因緣，知果波羅蜜；果波羅

蜜因緣，知人波羅蜜。如是滿足者作滿足事，減少者作

減少事，彼諸根則不空無果。若無此諸根者，我說彼為

凡夫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65（六五三）) 

 
    五根的不斷修習與實踐，身心會逐漸地於信根生起

修習力，於精進根生起降伏力、於念根生起離欲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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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定根生起思擇力、於慧根生起勝解智力。但眾生之根

性與能力上有其利鈍與遲速之差別，於成就完滿斷生死

之流有四果四向之大分類，再於大分類中而有九無學與

十八有學解脫聖者之分類： 
    九無學，梵語 navasaiksah。即無學位之人有九種優

劣差別，又作九種阿羅漢。自己之所作成辦，無復修學

之位，稱為無學位，謂阿羅漢果等。 
    於聲聞之第四阿羅漢果分為九種。有關九無學之名

稱及次第，諸經論所舉不一，依中阿含之福田經甘露味

論卷上載： 
(一)退法，若遭疾病等異緣，即退失所得之果，乃阿羅漢

中最鈍根者。 
(二)思法，懼退失所得之法，乃欲自殺，以保所得。 
(三)護法，於所得之法防護不退，若怠防護，則有退失之

懼。 
(四)安住法，若無特勝之退緣則不退，若無特勝之加行則

不轉較優之種姓。 
(五)堪達法，堪能行練根修行之事，速達不動種姓。 
(六)不動法。 
(七)不退法，此二者，乃最利根，能斷盡一切煩惱，得盡

智及無生智；此中修練為因而得者稱為不動，依本來

種姓者稱為不退；亦即前者不敗壞所得三昧之種種因

緣，後者不退失所得之功德。 
(八)慧解脫，了斷慧障之煩惱，於慧得自由。 
(九)俱解脫，了斷定障、慧障，斷不染污無知，得滅盡定，

於定、慧能自在。此中，前七者依根之利鈍而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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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就所離之障而分；又依次相當於成實論卷一分別

賢聖品所說，退相、死相、守相、住相、可進相、不

壞相、不退相、慧解脫相、俱解脫相。 
 
    十八有學，指十八種有學之聖人。又作十八學人。

即：隨信行、隨法行、信解、見至、身證、家家、一間、

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

中般、生般、有行般、無行般、上流般。 
    中阿含卷三十福田經即作此說，其中於「見道」之

階段中，鈍根者為隨信行，又稱信行；利根者為隨法行，

又稱法行。隨信行者入修道位稱為信解，隨法行者入修

道位稱為見至，又稱見到或見得。 
    一來向中，斷欲界修惑之三品乃至四品者，稱為家

家。不還果中得滅盡定者稱為身證。不還向中，已斷七

品乃至八品之惑，唯為第九品之惑間隔住果者，稱為一

間，又稱一種、一種子。 
 
    有學之三向三果，稱為預流向乃至不還果。七種不

還中，色界生之五種聖者稱為中般乃至上流般，九無學

加有學位之十八種，稱為二十七賢聖，下表《表 2-4》為

二十七賢聖之詳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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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阿羅漢         ←(斷五順上分結) 
                          俱解脫 
                  慧解脫 
 不退法 
 不動法 
 
 向阿羅漢 
  昇進法 
  實住法 
  護法 
  思法 
  退法 
 
 得阿那含        ←(斷五順下分結) 
   中般涅槃 
   生般涅槃 
   無行般涅槃 
   行般涅槃 
    上流色究竟 
 
 向阿那含 
   一種子道      ←(斷欲界修惑七至八品) 
 
 得斯陀含        ←(斷三結，薄貪瞋癡) 
 
 向斯陀含 
 (人、天)家家     ←(斷欲界修惑三至四品) 
 
 得須陀洹                 身證者 
 (斷三結)                  . ︽ 
                 見到者     得 
                            滅 
                            盡      信解脫 
                            定 
 向須陀洹        法行者     者      (鈍根) 
                 (利根)    . ︾      信行者 

《表 2-4》二十七賢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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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修習實踐五根之波羅蜜因緣，而知有果波羅蜜(四
果四向)；知果波羅蜜之因緣，而知有人波羅蜜(二十七賢

聖人)。波羅蜜，梵語 pāramitā，有到達彼岸、終了、圓

滿等義；巴利語 pāramī 或 pāramitā，則有最上的、終極

的等義。即謂自生死迷界之此岸而至涅槃解脫之彼岸。

了知及實踐此五根能成就到彼岸之因果與出離之功德，

則世間不空缺賢聖之人，假若無此諸根者，則可稱之為

凡夫數。 
    凡夫，梵語 prthag-jana。音譯作必栗託仡那，意譯

為異生。略稱凡。指凡庸之人。就修行階位而言，則未

見四諦之理而凡庸淺識者，均稱凡夫。大日經疏卷一載，

凡夫以無明之故，隨業受報，不得自在，墮於諸趣之中，

遂產生種種類別之眾生，故應正譯為異生。大毘婆沙論

卷四十五載，異生之意即起異類之見、異類之煩惱，造

異類之業，受異類之果、異類之生。 
    於五根之修習不斷地向下扎根，則逐漸地盤根札

穩，但五根是邁向解脫之初、中路程，還是必須精勤不

懈地以四聖諦與八正道澆灌，最終才能成為無畏八風

(苦、樂、得、失、稱、譏、譭、譽)所撼動之粗穩盤踞大

樹，此時五根的圓滿成就名為——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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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力 菩 提 分 

2-2【五力】 

  「彼信力，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力者，當知是四正

斷。念力者，當知是四念處。定力者，當知是四禪。慧

力者，當知是四聖諦」。 

 (北傳雜含 687（六七五）) 

 
    五力與五根的修行內容中，除了信力(四不壞淨)與信

根(四預流支)外，其他四部分均無有差異，而且是相通

的。而這兩者之間，可以用兩個理趣，來說明他們互相

之間的關係。 
    諸比丘！有何之理趣，依此理趣故，彼河之流稱為

一耶？諸比丘！與西水是。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

趣故，彼河之流稱為一。 

    諸比丘！有何之理趣，依此理趣故，彼河之流稱為

二耶？諸比丘！彼洲之北水與南水是。諸比丘！有此理

趣，依此理趣，故彼河之流稱為二。 

    諸比丘！如是，信根即信力，信力即信根；精進根

即精進力，精進力即精進根；念根即念力，念力即念根；

定根即定力，定力即定根；慧根即慧力，慧力即慧根。 

    諸比丘！比丘對五根修習、多修者，則諸漏盡，依

之而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現證、證知，具足

而住。」 

(南傳相應部六 根相應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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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經文是在說明五根與五力之間的關係，以河流

之流向有二個理趣，一條東方河流水流向西方，我們無

疑的知道西方的河水是來自東方河水，所以西水即東

水；東水即西水，五根即五力；五力即五根，他的流稱

為一。 
    北方源頭水，流向南方下游水，我們可知下游水因

源頭水而有；源頭水浚輸了下游水，因此我們可以分別

說，這是源頭水(五根)，這是下游水(五力)，而有二個流

稱。 
    另外在《表 2-3》樹比喻中，繁茂碩大的樹木，是從

小樹苗不斷灌溉滋養而成，沒有小幼苗的落地生根(五
根)，用心去灌溉栽培，是不可期待看見，矗立於大地的

巨樹(五力)。在巨樹的形成當中，必須配合二種力來圓滿

完成。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二種力，何等為二？謂數力，及修力。

何等為數力？謂聖弟子空閑、林中、樹下，作如是思惟：

身惡行，現法、後世受於惡報。我若行身惡行者，我當

自悔，教他亦悔我，大師亦當悔我，大德梵行亦當悔我，

以法責我，惡名流布；身壞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如

是現法、後報身惡行斷，修身善行。如身惡行，口、意

惡行亦如是說，是名數力。何等為修力？若比丘學於數

力，聖弟子數力成就已，隨得修力；得修力已，修力滿

足」。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73(六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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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力，就是時常地關照自己的身、口、意，依於戒、

立於戒，不染習諸欲，又不造諸惡業；縱然有苦亦有憂，

或淚流滿面，亦力修圓滿清淨梵行！ 
    離諸欲的染著，對初修行者來說，有如逆水行舟，

不是一蹴能成的，而是不斷地與往昔之習慣或觀念，不

斷地衝撞與調整，讓舊有的不善習性逐漸消磨，久而久

之就能融入戒律的生活規範中，身心安定，少欲知足，

無畏無懼了。數力成就已，隨得修力，何謂修力？--即四

念處 
    另外在瑜伽師地論、力相應篇中提到，數力亦可名

為思擇力。略於一切現法、後法諸惡行中，深見過已，

能正思擇，息諸惡行，修諸善行，名思擇力。當知此力，

能成二事： 
    一者、能往人、天善趣，二者、能往現法涅槃。 
又此能與修習力攝，修諸念住為所依止，由此為依，能

正修習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當知此修，名修習力。 
    又思擇力，能與三處羞恥為伴。何等名為三處羞恥？ 
    一者、他處羞恥，謂作是思：若我作惡，當為世間

有他心智，諸佛世尊，若聖弟子、若諸天眾信佛教者共

所呵毀，是名第一處思擇力。 
    二者、自處羞恥，謂作是思：若我作惡，定當為己

深所呵毀，何有善人為斯惡行！是名第二處增上力。 
    三者、法處羞恥，謂作是思：我若作惡，便為障礙

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所修梵行；此法若有，便壞梵行，是

名第三處思擇力。 
    如是羞恥，當知三處以為增上：一、世增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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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增上，三、法增上。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聖弟子學數力成就已，

貪、恚、癡若節若盡。如是聖弟子依於數力，盡立數力，

隨得修力；得修力已，修力滿足」。如上說，差別者：「何

等為修力？謂修四念處」。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74（六六二）675（六六三）) 

 

    身、口、意，依於戒、立於戒，不染習諸欲及諸惡

業，數數串習後，逐漸地削薄弱化自我之貪、恚、癡，

就像有枝節之植物，一節一節地被削砍殆盡，這其中麤

重者可盡滅，但微細者只能說是降伏不現前，數力之修

習可說是量的修習，所謂量即由麤塵性乃至中塵性行

者，依四修來成就數力： 
(一)得修，即欲得未生之諸善法而作意修習。 
(二)習修，即欲令已生之善法堅住不忘而作意修習。 
(三)除去修，又作除遣修。即欲令未生之諸不善法不致生

起而作意修習厭患等諸對治門。 
(四)對治修，即欲斷除已生之諸不善法而作意修習。 
     
    質得修習則需進一步的進入到修力──四念處。所

謂質即由薄塵行乃至取證斷滅無餘，同樣依四修來成就

修力： 
(一)順入修，依數力隨得修力以滿足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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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餘修，依數力所得之戒德與四念處二種之資糧具修

而無遺。 
(三)無間修，精進勇猛而無剎那荒廢修行，心心相續，不

以餘業間斷，不以貪、瞋諸煩惱間隔。 
(四)長時修，於未得有餘涅槃前無間斷修習，於有餘涅槃

至無餘涅槃之間亦無間斷修習，以離對法之繫縛。 

2-2-1《信力》 

    何等為信力？謂聖弟子於如來所，入於淨信，根本

堅固，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同法所不能

壞，是名信力。 

 (北傳雜阿含 力相應 678（六六六）) 

 
    信力（梵 śraddhā-bala），於五根不斷地數數修習及

四不壞淨之具修後，於如來之所說成就三種信力： 
(一)信實有，於諸法之實事緣起理中深信忍而無疑。 
(二)信有德，於佛、法、僧、戒真淨之德中深信樂堅固。 
(三)信有能，於一切世、出世之善中，深信有力能得能成，

以及涅槃之取證。 
    此成就之信力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

諸同法所不能壞，是為應成就、應圓滿之信力。 

2-2-2《精進力》 

    何等為精進力？謂修四正斷。 

 (北傳雜阿含 力相應 678（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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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力（梵 vīrya-bala），於五根不斷地數數修習及

四正勤之具修後，斷除諸惡，於精進有八種功德利益： 
(一)他不折伏，指不為一切邪論妄計所折伏。 
(二)聞法不忘，指於所聞之法，常能憶持而不忘失。 
(三)未聞能聞，樂法之心無有厭足，往昔所未聞者，今皆

得聞。 
(四)增長辯才，指精通於諸法義，辯才增長，隨問隨答而

無疑礙。 
(五)得三昧性，三昧，即正定。指身心寂靜，定性現前，

不為世相所變遷。 
(六)少病少惱，指善能調適身心，常得輕安而少病少惱。 
(七)得食能消，指於飲食方面，食已即消，而無停滯之患。 
(八)如優缽羅花，指雖處於生死之境，然不為煩惱所染

著，猶如優缽羅花（青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使見者

生仰慕之心。 
    此成就之精進力資助智慧之開發，是為應成就、應

圓滿之精進力。 

2-2-3《念力》 

    何等為念力？謂四念處。 

 (北傳雜阿含 力相應 678（六六六）) 

 

    念力（梵 smrti-bala），於五根不斷地數數修習 
及四念處之具修後，於修四念處得五種念處。即： 
(一)境界念處，觀諸順意、不順意之境界皆非實有，不生

貪著，不起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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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蘭若念處，如理法而修無諍行及寂靜行。 
(三)都邑聚落念處，入都邑聚落時，收攝六根，遠離歡樂

場所。 
(四)名聞利養念處，但為施主之福田，受名聞利養之事，

於其所受不貪著，不計執，與一切有情共之而資養諸

苦惱者。 
(五)斷諸煩惱念處，悉知生諸煩惱、雜染等之因緣而遠離

之。 
    此成就之四念處資助於遠離、離欲、滅盡、向於捨，

是為應成就、應圓滿之念力。 

2-2-4《定力》 

    何等為定力？謂四禪。 

 (北傳雜阿含 力相應 678（六六六）) 

 
    定力（梵 samādhi-bala），於五根不斷地數數修習及

四禪之具修後，專心禪定以斷除情欲煩惱。 
又修定者能遠離四種障： 
(一)怯弱障，謂不希望出離。 
(二)蓋覆障，謂欲貪、瞋恚、惛眠、掉悔、疑等五蓋。 
(三)尋思障，謂尋思「欲」等之染污。 
(四)自舉障，謂高舉下劣之智見。 
    依四禪有八種利益： 
(一)現法樂住，諸根寂靜，正定現前，自然安住而無所勉

強。 
(二)無煩惱，諸根寂靜，則貪瞋癡等一切煩惱，自然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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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護諸根，常當守護眼等諸根，不為色等諸塵所動。 
(四)無食喜樂，既得禪悅之味以資道體，故雖無飲食之

奉，亦自然欣悅。 
(五)遠離愛欲，寂默一心，不使散亂，則一切愛欲之境悉

無染著。 
(六)修禪不空，雖獲諸禪之功德，證真空之理，然不墮於

斷滅之空。 
(七)解脫魔絹，則能遠離生死，一切魔網悉皆不能纏縛。 
(八)解脫成熟，一切惑業皆不能迷亂，行之既久，則無礙

解脫，自然圓熟。 
    此成就之定力資助於禪觀之開發，是為應成就、應

圓滿之定力。 

2-2-5《慧力》 

    何等為慧力？謂四聖諦。 

 (北傳雜阿含 力相應 678（六六六）) 

    慧力（梵 prajñā-bala），於五根不斷地數數修習 
及四聖諦之具修後，觀悟四諦，成就智慧，而成就三種 
智慧之力： 
(一)聞慧（梵 śrutamayī prajñā），即由四聖諦八正道或善

知識處聞知，能生無漏聖慧，為聞所成慧力。 
(二)思慧（梵 cintāmayī prajñā），即由思惟所聞所見之道

理而生之無漏聖慧，為思所成慧力。 
(三)修慧（梵 bhāvanāmayī prajñā），乃依修習而生之無漏

聖慧，為修所成慧力。  



五根菩提分 
 

41 

   依聞慧則生思慧；依思慧則有修慧。此乃斷煩惱、

證得涅槃之過程，猶如依種生芽，依芽生莖，依莖轉生

枝葉花果。聞思為修慧之助緣；修慧則為定智，住於智

慧，成就世間生滅智慧，賢聖出、厭離、決定、正盡苦，

此成就之慧力資助於生死之解脫，是為應成就、應圓滿

之慧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善法，若變、若退、若不久住

者，他人審以五種白法來呵責汝。何等為五？言：汝不

以信入於善法，若依信者，能離不善法，修諸善法。汝

無精進；無慚；無愧；無慧入於善法故，若依慧者，能

離諸不善法，修諸善法。 

    若比丘於正法不變、不退、久住者，他人當以五種

白法來慶慰汝。何等為五？正信入於善法，若依信者，

離不善法，修諸善法；精進；慚；愧；慧入於善法，若

依慧者，離不善法，修諸善法。」佛說此經已，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93（六八一）) 

 
    於五根(力)之修習過程中，或因內在根性之利鈍；或

因外在環境之障礙；或內外在所生之種種因素，困難障

礙或是瓶頸，考驗著修行者邁向圓滿解脫之路，信心不

堅定者、無慚無愧者，皆為修習一切善法之重大障礙。 
    若於修習過程中，心生變易、退縮而無法持續修習

者，應以五種白法來呵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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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以信入於善法，若依信者，能離不善法，修諸善法，

我為放逸者。 
2.我無有精進心，是為放逸者。 
3.我無有慚心，是為放逸者。 
4.我無有愧心，是為放逸者。 
5.無慧入於善法故，若依慧者，能離諸不善法，修諸善法，

我為愚癡者。 
    若於正法修習過程中，不變、不退、久住者，則以

五種白法來慶慰自己。 
1.正信入於善法，若依信者，離不善法，修諸善法，我是

不放逸。 
2.我知精進，是不放逸。 
3.我知慚，是不放逸。 
4.我知愧，是不放逸。 
5.慧入於善法，若依慧者，離不善法，修諸善法，我為上

慧者。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嬰兒，父母生已，付其乳母，隨時

摩拭，隨時沐浴，隨時乳哺，隨時消息。若乳母不謹慎

者，兒或以草、以土諸不淨物，著其口中，乳母當即教

令除去。能時除卻者善，兒不能自卻者，乳母當以左手

持其頭，右手探其哽；嬰兒當時雖苦，乳母要當苦探其

哽，為欲令其子長夜安樂故。佛告諸比丘：若嬰兒長大

有所識別，復持草土諸不淨物著口中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嬰兒長大，有所別知，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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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腳觸諸不淨物，況著口中」！佛告比丘：「嬰兒小時，

乳母隨時料理消息，及其長大智慧成就，乳母放捨，不

勤消息，以其長大不自放逸故。如是比丘！若諸聲聞始

學，智慧未足，如來以法隨時教授而消息之。若久學智

慧深固，如來放捨，不復隨時殷勤教授，以其智慧成就

不放逸故。是故聲聞五種學力，如來成就十種智力，如

上廣說」。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697（六八五）) 

 
     這個譬喻說明了，初進修五根者就像嬰孩一樣，要

善知識(乳母)，隨時知道教授道法(摩拭沐浴)，隨時知道

進展的消息(乳哺)，隨時觀察，經過一段長時修習後，智

慧逐漸成就，因此修習者應培養信心、耐心及毅力，所

謂的一步一腳印，滴水亦可穿石，於五根修習堅固而生

不放逸之五力，是可期待出離生死輪迴不斷之世間，成

就超越世間一切有情眾生之四果四向賢聖者，是諸欲解

脫者應成就之五種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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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聖諦與八正道】 

     苦聖諦 

四                (因集[執取]，而有苦) 

     苦集聖諦 

聖                   (任何之集法、皆向滅法) 

     苦滅聖諦            正見 

諦                 八    正思 

     苦滅道跡聖諦  正    正語、正業、正命 

                   道    正勤(四正勤)     身念處 

                         正念(四念處)     受念處 

                         正定(四如意足)   心念處 

                                         法念處    七覺支 

《表 3-1》四聖諦與八正道之關係表 

    從《表 2-1》，我們可以先大略的瞭解，五根、五力與四聖

諦、八正道相互之間的關係。原來五根、五力是在述說著，如

何圓滿完成八正道的五個重要元素。經典上有以堂閣眾材，來

譬喻五根、五力之間的關係。另外我再以兩個譬喻來說明，來

加深大家對五根、五力更深刻的認識，以及方便我在後面幾個

章節的引申敘述。 

四 聖 諦 菩 提 分 

3-1【四聖諦】 

    時。福貴禮佛足已。於一面坐。佛漸為說法。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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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不淨．穢污。

上漏為礙。出要為上。時。佛知福貴意。歡喜柔軟。無

諸蓋．纏。易可開化。如諸佛常法。即為福貴說苦聖諦。

苦集．苦滅．苦出要諦。時。福貴信心清淨。譬如淨潔

白疊。易為受色。即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見

法得法。決定正住。不墮惡道。成就無畏。而白佛言。

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如來聽我於正法中

為優婆塞。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三) 

 
    一般人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大都會不感興趣甚至默

然，但如何求得財富幸福，健康長壽、容貌俊美，卻是趨之若

鶩，所以佛陀說法定先說福善法。布施與持戒可說是生天之

因，且天之壽、天之容貌、天之娛樂、天之受用，都超越人間

許多，天之福報雖大，但總有福盡的一天，五衰相現時身心產

生大怖畏、大恐懼，許多都往下界生(畜生道乃至地獄)，而人

世間的苦難更是叢叢，終究原因皆出於欲望與執著，心的染

著，使身、口不淨、穢污。這些都是解脫涅槃的障礙，而出離

世間是唯一的方法，什麼方法呢？－四聖諦。 
    了解四聖諦就等於了解解脫涅槃的方法，但要如何了解四

聖諦呢？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衹樹給孤獨園。時須

達長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於一面坐。白佛言：「世尊！

此四聖諦，為漸次無間等？為一頓無間等」？佛告長者：

「此四聖諦，漸次無間（等），非頓無間等」。佛告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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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說言：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於彼苦集聖諦、苦

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此說不應。所以者何？

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

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猶如有人，兩細樹葉

連合為器，盛水持行，無有是處。如是於苦聖諦未無間

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

者，無有是處。譬如有人，取蓮華葉連合為器，盛水遊

行，斯有是處。如是長者！於苦聖諦無間等已，而欲於

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

處。是故長者！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

上欲，學無間等」。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北傳雜含 434（四三五）) 

 
    須達長者請教佛陀，四聖諦，是漸次無間等？還是一頓無

間等，何謂無間等呢？前後二念之間，念念生滅，剎那不停，

無有間隔，稱為無間；前念與後念的心與心所之數，雖有增減，

而各自之體用同等一樣，並無一法而二體並起者。前念、後念

各為一而相等者，即稱為等。簡單說就是心念前後相續不斷。 
    佛陀回答四聖諦，是漸次無間等，非頓無間等。也就說苦、

集、滅、道的學習與了解，是依次第順序環環相扣，逐步去了

解學習的。並非先從苦諦跳躍至道諦，或僅學習道諦而其他擱

置。 
    佛陀說了譬喻，有人找小細片的樹葉，拼湊連合在一起想

盛水而行，但因縫隙太多，很快盂漏滲水；如果採用大面積的

蓮葉連合在一起，因葉間密合較好可以盛水而行。接著佛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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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另外一個譬喻： 
 

  如須達長者所問，有異比丘問，亦如是說。唯譬有

差別：「如有四登階道，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登初階

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堂殿者，無有是處。所以

名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

殿堂。如是比丘！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

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譬如比

丘！若有人言：以四階道昇於殿堂，要由初階，然後次

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應作是說。所以者

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於殿

堂，有是處故。如是比丘！若言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

後次第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

應作是說。 

    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於苦集

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有是處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435（四三六）) 

 

  如異比丘問，阿難所問亦如是說。唯譬差別：佛告

阿難：「譬如四隥梯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由初隥而登

第二、第三、第四鄧，昇殿堂者，無有是處。如是阿難！

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

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此不應說。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

未無間等，而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

間等者，無有是處。譬如阿難！由四梯昇於殿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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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言：要由初鄧，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鄧，昇

殿堂者，此所應說。所以者何？要由初鄧，然後次登第

二、第三、第四隥，昇殿堂者，有是處故。如是阿難！

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

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處」。佛說是經已，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436（四三七）) 

 
    這個譬喻可說是更顯而易見了！不論您用走的、爬的、跳

的或是滾的，階梯無論如何，都必須從最初階行往最高階。對

苦諦的五蘊、六入處苦乃至三苦八苦，不了解不深入，對苦諦

的認識就無法無間等。對苦之集起原因；對一切緣所起之法，

終歸於滅，不深入不了解，就不會行往尋求滅苦的方法。 
    深入了解四聖諦後，對透入觀察十二緣起，是有相當重要

相互關係，這將於末章節一一述說，底下依次分別述說四聖諦。 

3-1-1《苦聖諦》 

    何謂苦聖諦？ 

    諸比丘！苦聖諦者，即是此，謂：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愁悲憂惱苦、遇怨憎者苦、與所愛者別離苦、

所求不得苦，略說為五取蘊苦。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2-313) 

 
    生、老、病、死是世間一切有生命的眾生，必經之生命過

程，無一眾生能夠倖免逃脫的，是一切生命的常態。既然這生

滅現象是必然的過程，本來就應以平常心來看待這一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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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緣起的身心總是讓一切眾生，強烈的感覺我在抉擇或操縱一

切的喜、怒、哀、樂，或人、事、物。但在無常法則推動下的

緣起世間，緣生緣滅迅速無常，任誰也無法掌控操縱，不如意

事十之八九，愁悲憂惱成為有情眾生的常態。 
    冤家或所愛的人，總是無法如己所願的遠離分隔，或朝夕

相處。且世間有許多無法用金錢或名位來獲得的，譬如健康、

快樂、禪悅……等。總的來說就是苦還有無奈，這些生起的原

因略說就是五取蘊－色集、受集、想集、行集、識集，這五取

蘊。 
 
    諸比丘！云何為苦聖諦耶？謂五取蘊是，謂：色取

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是。諸比丘！此

名為苦聖諦。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6-317) 

 
    五取蘊中，我們可將其分成二類：一、是有形體、形色、

可見的色取蘊；二、是無形體、形色，不可見唯有名的受取蘊、

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名與色，二類取蘊就是我們生命活

動的全部，經典中有外道說六取蘊，問其第六蘊是什麼？問已

不知，增其疑惑而已。 
    如果離開色身而說有心識活動，或說心識可以離開色身獨

立存在，任誰都無法展現出來，因心識的活動是依於色身對境

界的觸受而產生，色取蘊與其他四取蘊是互相影響增上。譬如

嬰兒對自我身體初始是不會有執著耽愛，只有動物本能飢餓哭

鬧吸吮動作，隨著諸根逐漸成熟及內外在環境的觸受衝擊感受

(受取蘊)，大腦不斷地取相(想取蘊)，重複地觸受(行取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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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樂感受，逐步地確認分別認識(識取蘊)。這五取蘊就依著：

(一)由蘊而生取，(二)由取而生蘊，(三)蘊依屬於取的交相影響

下，起欲，或起貪、瞋、癡、怖，或隨起之心所隨煩惱，度過

這有貪、有憂的一期生命旅程。這五取蘊讓我們認識了這世

間，但也是讓我們不斷的在這無常世間輪迴的原因，而三界的

輪迴中眾生的趨向多以下界(地獄、惡鬼甚至畜生)為多。因此

觀此五取蘊為大怖畏、大恐佈，認知有此五取蘊為苦，無此五

取蘊為安穩處、寂靜處、不死處。這經得起一切有情親自去觀

察、考證、思慮，此五取蘊是苦真實不虛，是聖者所說之苦聖

諦。 
 

    諸比丘！云何為苦聖諦耶？謂：六入處是。以何為

六入處耶？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是。

諸比丘！此名為苦聖諦。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8-319) 

 

    五取蘊之蘊，乃積集之義，即許多物事聚集一起。俱舍論

卷一謂一切煩惱總稱為取，蘊從取生，或蘊屬取，或蘊生取，

但取者為何，誰來取？取者即是－六入處。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對於色、聲、香、味、

觸、法六境；眼根色境為眼處乃至意根法境為意處，六根對六

境而產生可意、不可意觸，觸的當下有三種受；苦受、樂受、

不苦不樂受，每一眾生對苦受有不同的堪忍度，但總的來說一

切眾生對苦的感受，畢竟是儘可能逃避、遠離的。 
    樂受是因緣而有的，這是一切眾生所追求、所執取，但總

是稍縱即逝，從有情一期生命之間所承受的飢、寒、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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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等從不間斷的壓力痛苦來說，總是樂少苦多不成比例，

樂受雖少但眾生卻頃畢生之力，不論承受多少痛苦壓力，甚至

甘冒國法誡律乃至犧牲生命，來換取五家所共的短暫樂受，現

世及後世皆得承受所作之業果，實在是得不償失。 
    不苦不樂受即捨離苦受、樂受的無明狀態，這三種受在無

常法則支配下，皆無法長時永恒地存在，且三種受不會在同一

時間下同時發生，即樂受時則無苦受、苦受時則無樂受，不苦

不樂受發生時亦同理。 
    阿難尊者曾經問佛陀說，世間既然有樂受，我們就避免、

遠離苦受，一向追求樂受就好了？為何佛陀說諸所有受悉皆是

苦？佛告阿難：「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易法故，說諸

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復阿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以諸行

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這句話配合三苦來說，

苦苦因有壞苦；壞苦因有行苦，世間大至宇宙、山河大地；小

至微生物、心識變化，無一不是趨向消逝、壞滅，而壞滅的原

因是各種因緣條件不斷加注使其變遷、變異。這變遷、變異是

不斷地進行，即使佛陀或大羅神仙都無法阻止、改變的。我們

的身心也是不斷的進行這無常法則，身心的變遷、變異，使所

有眾生產生焦慮、恐懼而不知所措，不僅身苦心也苦，聖者因

見此無常法、苦法、無我法，身心的變遷、變異淡然處之，而

身苦心不苦，而與異生有所差異。因此有此不斷取著之六入

處，不知如何終止掌握的六入處受，對一切無奈的眾生來說確

實是苦，這六入處就聖者所說的苦聖諦。 

3-1-2《苦集聖諦》 

    諸比丘！云何為苦集聖諦耶？後有起而喜貪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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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處歡喜之渴愛，謂：欲愛、有愛、無有愛是。諸比丘！

此名為苦集聖諦。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6-317) 

 
    五取蘊中「取」是取著，取並不可怕，因有取亦可捨，但

「著」字是不斷地串習、黏附，日漸累積增長「蘊」育成習而

癡迷其中。金錢、珠寶、男女、美醜、權勢、富貴……世間許

許多多，對一個嬰兒來說並不會感到興趣，但逐漸成長後，受

父母、朋友、師長、親屬……等許多世俗社會薰染，造就了許

多的嗜好與價值觀，左右了你對世間的人、事、物的喜好與厭

惡。喜好的不斷地親近甚至擁有；厭惡的則起瞋或遠離。 
    後有起是有因緣條件則發生，無因緣條件則不起。喜貪猶

如兄弟，有喜才會起貪，而隨處歡喜但無法得到時，則產生強

烈如飢渴般的渴愛。 
    欲愛即對五欲之貪愛妄執，是三界中較粗重之煩惱。此外

凡夫因執著色、無色二界為解脫之境界，常易於生起解脫之

念，而妄求生於此二界，為遮止此一類有情，故於此二界設立

諸種之「有」，以顯示其非真解脫之境界；因此稱色、無色二

界之貪為「有貪」，或稱色、無色界之愛為「有愛」，這三愛是

眾生能知、所知的範圍，超越了這範圍則一無所知，譬如涅槃

界，在有『我』的普遍、熟悉觀念下，聽聞了『無我』之見則

起斷滅見甚至起大恐佈，因此這三愛是眾生不斷來回游走，在

無知(無明)之下，不斷地輪迴生死而無有出期的原因。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

俱。爾時、眾多上座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議：「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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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於意云何？謂眼繫色耶？色繫眼耶？如是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意繫法耶？法繫

意耶」？時質多羅長者行有所營，便過精舍，見諸上座

比丘，集於食堂。即便前禮諸上座足，禮足已，問言：「尊

者！集於食堂，論說何法」？諸上座答言：「長者！我等

今日集此食堂，作如此論：為眼繫色耶？色繫眼耶？如

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意繫

法耶？為法繫意耶」？長者問言：「諸尊者！於此義云何

記說」？諸上座言：「於長者意云何」？長者答諸上座言：

「如我意，謂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

法繫意。然中間有欲貪者，隨彼繫也。譬如二牛，一黑，

一白，駕以軛鞅。有人問言：為黑牛繫白牛？為白牛繫

黑牛？為等問不」？答言：「長者！非等問也。所以者何？

非黑牛繫白牛，亦非白牛繫黑牛，然彼軛鞅，是其繫也」。

「如是尊者！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

法繫意。然其中間，欲貪是其繫也」。時質多羅長者，聞

諸上座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北傳雜含 571（五七二）) 

 
    這是質多羅長者篇中，最常被拿來做比喻的黑牛白牛喻，

根身與外境的接觸，從一期生命乃至無始以來不斷生死從不曾

間斷，不間斷的原因不是六根亦不是六塵，而是六根接觸到六

塵所產生的六識分別執取，取著的前身是貪愛，因此「……非

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然其中間，欲

貪是其繫也。」，這就是聖者說的苦集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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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苦滅聖諦》 

    諸比丘！苦滅聖諦者，即是此，謂：於此渴愛無餘、

離滅、棄捨、定棄、解脫而無執著。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6-317) 

 

    諸比丘！云何為苦滅聖諦耶？將此渴愛無餘離滅、

棄捨、定棄、解脫，是無執著。諸比丘！此名為苦滅聖

諦。 

(北傳雜阿含一五、二四(大正藏二、一 O五 a)) 

 
    前二項苦、集聖諦，是說明眾生在三界不斷地輪迴流轉的

果與因，而苦滅聖諦及苦滅道跡聖諦，是在說明如何熄滅、止

息不斷輪迴狀態的理論與方法。從苦、集二聖諦眾生的流轉面

可知，對於『我』及從屬於『我的』一切，隨處歡喜的原因是

渴愛。 
    渴愛是因為有接觸，遠離令己產生可愛的人、事、物，是

第一步驟。雖然遠離了，但心裡還是不斷地憶念、思念那渴愛

境界，因此心裡必須作意渴愛境界的過失與過患，止息心裡的

渴望，這是第二步驟。但欲界慾望牽引力是強大的，擺脫強大

欲界麤重慾望是四禪定，修習未到定乃至四禪定是第三步驟。

完成四念處與七覺支，成就八正道解脫而無執著，是第四步

驟。因此循著離滅→棄捨→定棄→解脫，使渴愛無餘是為聖者

所說的苦滅聖諦。 

3-1-4《苦滅道跡聖諦》 

    諸比丘！順苦滅道聖諦者，即是此，所謂八支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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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是。 

(南傳相應部六 諦相應 316-317) 

 

    八支聖道，梵語 āryāstāvgika-mārga。八種求趣涅槃之正

道。又作八聖道、八支正道、八聖道分、八道行。是三十七道

品中，引領實踐解脫法門之代表，即八種通向涅槃解脫之正確

方法或途徑。釋尊轉法輪時，所說離樂欲及苦行之二邊，趨向

中道者，即指此八正道。八者即： 
(一)正見，又作諦見。即見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

是道，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母，

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去善向善，於此世彼世自覺自證

成就。 
(二)正思惟，又作正志、正分別、正覺或諦念。即謂無欲

覺、恚覺及害覺。 
(三)正語，又作正言、諦語。即離妄言、兩舌、惡口、綺

語等。 
(四)正業，又作正行、諦行。即離殺生、不與取等。 
(五)正命，又作諦受。即捨咒術等邪命，如法求衣服、飲

食、床榻、湯藥等諸生活之具。 
(六)正精進，又作正方便、正治、諦法、諦治。發願已生

之惡法令斷，未生之惡法令不起，未生之善法令生，

已生之善法令增長滿具。即謂能求方便精勤。 
(七)正念，又作諦意。即以自共相觀身、受、心、法等四

者。 
(八)正定，又作諦定。即離欲惡不善之法，成就初禪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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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禪。  
    八聖道乃眾生從迷界之此岸渡到悟界之彼岸所持之力，是

趣向解脫的唯一古先人道路，其中以正見為首，以引領其他支

邁向正解脫慧。如果對佛、法、僧、聖戒與四聖諦，無有信心

甚至曲解，就如脫離軌道之車頭，邁向歧途而無法正向目的

地。因此初學佛者對佛法正確知見的建立是非常重要且不可輕

忽的，接著將對八正道做進一步之詳細之說明。 
 

八 正 道 菩 提 分 

3-2【八正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受，無常，有為，心所緣生。何等

為三？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諸比丘白佛：「世尊！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

斷此三受不」？佛告比丘：「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

斷此三受」。「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

此三受」？佛告比丘：「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

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佛說此經已，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771（七五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

何等為三？謂老，病，死。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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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念。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者，

無有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亦不知有如來說

法，教誡教授。以世間有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

可念故，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知有如來說

法，教誡教授」。 

    諸比丘白佛：「有道、有跡，斷此三法，不可喜、不

可愛、不可念者不」？佛告比丘：「有道、有跡、修習、

多修習、斷此三法，不可喜、不可愛、不可念。何等為

道？何等為跡？修習、多修習，斷此三法，不可喜、不

可愛、不可念？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

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772（七六０）) 

 
    一切有感覺之有情眾生，五蘊身心必定感受三種受，樂

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依有為生滅法則及無常法則，從屬於

心之三種感受，帶給五蘊身心的唯有樂少苦多，所謂的「人無

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縱使家財萬貫或王公富豪，但還是

無法避免老、病、死三法的威脅與折磨，雖不可喜、不可愛、

不可念，於一切有情眾生也唯有承受與無奈的接受。 
    雖然此三受與三法於世間是不可避免，但有情眾在無明未

斷盡時，生死輪迴是不可能停止的！也因為世間有此三受與三

法，如來、應、等正覺出現於世間，世間才知有如來說法，教

誡教授。 
    斷此三受與三法的唯一途徑就是----八聖道，八聖道法猶如

清涼甘潤的水般，不論您是身分是富貴或貧賤，飲用此水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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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止渴，所以八聖道亦名為甘露，於正見乃至正定修習、多

修習，才能終止不斷之生死輪迴。 
    另八正道又可分為有漏與無漏二部份如下： 

3-2-1《正見》 

    諸比丘！云何為正見耶？諸比丘！苦之智、苦集之

智、苦滅之智、順苦滅道之智是。諸比丘！此名之為正

見。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見？謂正見有二種：有正見是世俗、有漏、

有取、轉向善趣，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無取、

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見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若彼見有施，有說，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不受後

有，是名世間正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何

等為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 

    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

思惟，無漏思惟相應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

黠慧、開覺、觀察，是名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

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見，梵語 samyag-drsti，巴利語 sammā-ditthi。正見可

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見，又作世間(俗)正見。即與意識相應之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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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例如：有施，有說，有齋；有善行，有惡行，

有善惡行果報；有此世，有他世；有父母，有眾生生；

有阿羅漢善到、善向，有此世、他世，自知作證具足

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係有漏有取者，故轉向善趣，招未來可喜所欲之果。 
(二)無漏正見，又作出世間正見。即盡無生智所不攝之意

識相應善慧，對苦、集、滅、道四聖諦，無漏思惟相

應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黠慧、開覺、觀

察，如實了知世間與出世間之因果，審慮諸法性相等

之有漏、無漏慧，遠離或有或無之邪見，而採取持平

正中之見解，成就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之果而轉向苦邊。是為無漏正見。 

3-2-2《正思惟》 

    諸比丘！云何為正思惟耶？諸比丘！出離之思惟、

無恚之思惟、無害之思惟是。諸比丘！此名之為正思惟。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志？謂正志有二種：有正志世俗、有漏、

有取、向於善趣，有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

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志有世俗、有漏、有取、

向於善趣？謂正志出要覺，無恚覺，不害覺，是名正志，

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何等為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

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心法，分別、自決、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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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數、立意，是名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思惟，梵語 samyak-sajkalpa，巴利語 sammā-savkappa。
又作正思惟道支、正志。正思惟可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思惟：即出離之思惟、無恚之思惟、無害之思

惟，是相應於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二)無漏正思惟：即思考真實之道理，亦即遠離貪欲、瞋

恚、害念等邪思惟，而對無貪、無瞋、不害等生起思

惟。亦即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

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心法，分別、自決、意解、計

數、立意，是相應於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

苦、轉向苦邊。 

3-2-3《正語》 

    諸比丘！云何為正語耶？諸比丘！離虛誑語、離離

間語、離麤惡語、離雜穢語。諸比丘！此名之為正語。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語？正語有二種：有正語世俗、有漏、有取、

向於善趣，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何等為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謂正語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是名正語世俗、有

漏、有取、向於善趣。何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

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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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滅……，道、道思惟，除邪命貪。口四惡行，

諸餘口惡行離，於彼無漏遠離不著。固守攝持不犯，不

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

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語，梵語 samyag-vāc，巴利語 sammā-vācā。又作

正言、諦語。正語可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語：即離虛誑語、離離間語、離麤惡語、離雜

穢語，是相應於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二)無漏正語：即遠離妄言、兩舌、粗言、綺語等一切虛

妄不實之語。又以正語亦必為合乎道理之語，故又稱

順理語。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

道思惟，除邪命貪。口四惡行，諸餘口惡行離，於彼

無漏遠離不著。固守攝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

是相應於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 

3-2-4《正業》 

    諸比丘！云何為正業耶？諸比丘！離殺生、離不與

取、離非梵行。詣比丘！此名之為正業。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業？正業有二種：有正業世俗、有漏、有

取、向於善趣，有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業，世俗、有漏、有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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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善趣？謂離殺、盜、婬，是名正業世俗、有漏、有取、

轉向善趣。何等為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

滅……，道、道思惟，除邪命貪身三惡行，諸餘身惡行

數，無漏心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

防，是名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業，梵語 samyak-karmānta，巴利語 sammā-kammanta。
又作正行、諦行。即身口意三業清淨，遠離殺生、不與取、邪

淫等一切邪妄。正業可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業：即離殺生、離不與取、離非梵行，是相應

於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二)無漏正業：即遠離殺生、不與取、非梵行。聖弟子，

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除邪命

貪身三惡行，諸餘身惡行數，無漏心不樂著，固守執

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業是聖、出世

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3-2-5《正命》 

    諸比丘！云何為正命耶？諸比丘！於此聖弟子，斷

邪命，於正命為活命。諸比丘！此名之為正命。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命？正命有二種：有正命是世俗、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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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轉向善趣，有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

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轉

向善趣？謂如法求衣食、臥具，隨病湯藥，非不如法，

是名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

道、道思惟，於諸邪命，無漏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

不越時節，不度限防，是名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

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命，梵語 samyag-ājīva。巴利語 sammā-ājīva。又作諦

受、正命道支。正命可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命：即聖弟子，斷邪命，於正命為活命，是相

應於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二)無漏正命：佛弟子依從正法，清淨身口意三業；遠離

咒術、占卜等五種邪惡之謀生方法，而如法求取衣

服、飲食、湯藥、床榻等生活資具，即稱為正命。聖

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於諸邪命，無漏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不越時節，

不度限防，是名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又比丘為延續法身慧命而行之乞

食，稱為正命食。� 

3-2-6《正精進》 

    諸比丘！云何為正精進耶？諸比丘！於此有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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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生之惡不善法，為不令生而起志欲、精進、發勤，

以持策心。為斷已生之惡不善法，而起志欲、[精進、發

勤，策心以持]。為令未生之善法使令生起，而起志欲，

[精進、發勤、以持策心]。以往已生之善法，令不忘失，

而倍修習、廣修習，為使令圓滿，以起志欲、精進、發

勤、持策心。諸比丘！此名之為正精進。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6-127) 

 

    何等為正方便？正方便有二種：有正方便世俗、有

漏、有取、轉向善趣，有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

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方便世俗、有漏、

有取、轉向善趣？謂欲精進，方便超出，堅固建立，堪

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世俗、

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

道、道思惟，無漏憶念相應心法，欲精進方便，勤踊超

出，建立堅固，堪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

是名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

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 精 進 ， 梵 語  samyakprahānānia ， 巴 利 語

samma-ppadhānāni。又作又作正方便、正治、正勤。勤，不怠

之義；斷，斷障之義，或以精勤心斷除怠慢心。正精進可分為

二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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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漏正精進：謂欲精進，方便超出，堅固建立，堪能

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是相應於世俗、有

漏、有取、向於善趣。 
(二)無漏正精進：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

道、道思惟，無漏憶念相應心法，欲精進方便，勤踊

超出，建立堅固，堪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

息，是名正精進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 

3-2-7《正念》 

    諸比丘！云何為正念耶？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

身以隨觀身，而熱誠、正知、具念、以調伏世間之貪憂

而住；於受以隨觀受，而熱誠、正知、具念、以調伏世

間之貪憂而住；於心以隨觀心，而熱誠、正知、具念、

以世間之貪憂而住；於法以隨觀心、而熱心、正知、其

念、以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諸比丘！此名之為正念。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7-128) 

 

    何等為正念？正念有二種：有正念世俗、有漏、有

取、轉向善趣，有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念世俗、有漏、有取、轉向

善趣？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是名正念

世俗、有漏、有取、正向善趣。 

    何等為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

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無漏思惟相應，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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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念，梵語 samyak-smrti，巴利語 sammāsati。指真正之念。

又作諦意。即如實憶念諸法之性相而不忘失。 
可分為二： 
(一)世俗有漏正念，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

即與有漏作意相應之善念。 
(二)出世間無漏正念，即依無漏之正見能思惟諦境，而與

無漏作意相應，於四念處身、受、心、法明記不忘之

念。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

思惟，無漏思惟相應，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

妄不虛，是名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

苦邊。 

3-2-8《正定》 

    諸比丘！云何為正定耶？諸比丘！於此有比丘，離

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與樂，具足初

靜慮而住。尋伺寂靜故內淨、為心一趣，由無尋無伺之

三摩地生喜與樂，具足第二靜慮而住。離喜故，於捨而

住，正念正知、以身集正受，如諸聖者之所宣說，有捨

有念之樂住，即具足第三靜慮而住。斷樂、斷苦故，及

已滅憂與喜故，成不苦、不樂而捨念清淨，具足第四靜

慮而住。諸比丘！此名之為正定。」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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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為正定？正定有二種：有正定世俗、有漏、有

取、轉向善趣，有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何等為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

善趣？若心住不亂不動，攝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

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

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心法，住不亂不散，攝受寂

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

正盡苦、轉向苦邊…… 

 (北傳雜含 797（七八五）) 

 
    正定，梵語 samyak-samādhi，巴利語 sammā- samādhi。
又作三摩地、三昧，即四靜慮或四禪定，正定可分為二類，即： 
(一)有漏正定：又作有漏禪、世間禪。世間乃有漏之別名。

與有漏心相應之定，稱為有漏正定。 
凡夫修有漏之六行觀，於下地觀粗、苦、障而厭離之，

於上地觀靜、妙、離而欣求之，以此六行觀，能斷除

下地之煩惱，而住於四禪、四無色等定中，此即為有

漏正定。 
於四禪等定中，依其性質可分為味定、淨定、無漏定

等三種，其中，味定、淨定即屬有漏正定。  
 
(二)無漏正定：梵語 anasrava-samapatti。意譯無漏等至。

指於出世間無漏心所得之禪定。 
又作出世間定、出世間禪。出世間，為無漏之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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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論等謂於未至定、中間定、四根本靜慮（即四根

本定）、下三無色定等九地能生起無漏正定。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

尊！所謂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云何為賢聖等三昧根

本、眾具」？ 

    佛告舍利弗：「謂七正道分，為賢聖等三昧，為根本，

為眾具。何等為七？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

正方便，正念。舍利弗！於此七道分為基業已，得一其

心，是名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含 766（七五四）) 

 
    一件事情的圓滿完成是必須事前之規劃、準備、執行才能

夠完成，即前事為後果之基，無漏正定之圓滿完成亦如是。從

正見……乃至……正念之七正道分，戒定慧之理事具足，念處

覺分之方法具足，是正定能否正確如法圓滿完成之根本，如無

七正道分眾具為正定之基礎，所得之禪定則傾向於有漏之世間

禪定，所以七正道分為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 
 

    「諸比丘！譬如以諸力作所作之事業，皆是依於

地、立於地，以如是力作所作之事業。諸比丘！如是比

丘，依於戒、立於戒、修習八支聖道，多修八支聖道。 

    諸比丘！比丘云何依於戒、立於戒以修習八支聖

道？多修八支聖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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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

迴向於捨修習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依遠離、依離貪，依滅

盡，迴向於捨修習正定。諸比丘！如是之比丘，依於戒、

起於戒以修習八支聖道，多修八支聖道。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90-191) 

 

    舍利弗！云何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之比丘，

修習八支聖道，多修八支聖道耶？ 

    舍利弗！於此有比丘，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

迴向於捨，以修習正見。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

向於捨，以修習正思惟。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

向於捨，以修習正語。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

於捨，以修習正業。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於

捨，以修習正命。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於捨，

以修習正精進。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於捨，

以修習正念。依遠離、依滅貪、依滅盡，迴向於捨，以

修習正定。 

    舍利弗！如是，有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之比丘，

以修習八支聖道，以多修八支聖道。 

    舍利弗！依此理而知：有善知識、善伴群、善隨從

者，此悉皆為梵行。舍利弗！以我為善知識，故有生法

之眾生，以解脫生；有老法之眾生，以解脫老；有死法

之眾生，以解脫死：有、愁、悲、苦、憂、惱法之眾生，

以解脫愁、悲、苦、憂、惱。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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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於捨之三依一向，是三十

七道品整體修習之重要原則，但有一前提是必須依於戒、立於

戒以修習四念處……乃至……八支聖道。如無此三依一向修習

之原則，就如車行於無有目標、目的地之方向行駛般，充其量

是在修習世間之善法，成為世間八支聖道，與解脫涅槃為要之

出世間八支聖道是背道而馳的。 
    三依一向有如下之說明： 
(一)依遠離：遠離分為身遠離、心遠離，遠離染著所愛處，

遠離喧囂瞶鬧處、遠離一切障道處，而不斷身體力

行。遠離不善迷惑處、遠離破戒罪過處、遠離一切見

思邪曲處，令心堅固於正道、正念，而不斷策勵增上

一切善法使其清淨。 
(二)依離貪：貪分為欲貪、色貪、無色貪三種。整合欲貪

可分為四類： 
(1)顯色貪，於他人之身分及青、黃、赤、白等顯現之

色起貪著。 
(2)形色貪，謂於長短、嬌媚等形相之色起貪著。 
(3)妙觸貪，謂於自己及他人身分之細軟、光滑等觸起

貪著。 
(4)供奉貪，謂於他人之趨承服事、折旋俯仰等起貪

著。又作承事貪。 
   於此四類貪應警覺、應訶責，且於貪慾、瞋恚、惛眠、掉

舉、疑等五蓋，應排除、斷滅，以調伏麤重之欲貪染著。 
    色、無色貪稱為有貪，以其愛著禪定之有故。凡人對此二

界，每易生起解脫之情想，妄以此二界為解脫之界，為遮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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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想，故於上二界立有貪之名，以彰顯其所緣之解脫非真解

脫，非真實依止之處故應離斷。 
(三)依滅盡：一切法門之修習，如果只伏住而不斷滅貪瞋

癡，就猶如伏眠草般，春風吹又生，於截斷生死輪迴

是毫無助益的，而滅盡想可依六順明分法，即於一切

諸行，當作無常觀，無常即苦想，苦即無我想，斷想、

離貪想、滅想而住，順此六想而達於明，滅盡一切貪

瞋癡無餘盡。 
(四)迴向於捨：迴向，梵語 parīnāma。又作回向、轉向、

施向。捨，指遠離惛沈、掉舉之躁動，住於寂靜，而

不浮不沈，保持平等正直之精神作用或狀態。迴向於

捨是以自己所修之善根功德，迴轉於平靜，並使自己

趨入菩提涅槃。 
 

    時，有一比丘，來詣世尊住處。詣已，禮敬世尊，

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比丘，白世尊曰： 

    「大德！言貪欲之調伏、瞋恚之調伏、愚癡之調伏

者，大德！貪欲之調伏、瞋恚之調伏、愚癡之調伏者，

是何者之增上語耶？」 

    「比丘！貪欲之調伏、瞋恚之調伏、愚癡之調伏者，

乃涅槃界之增上語。以此說諸漏之滅盡。」 

    如是談已。彼比丘白世尊曰： 

    「大德！言不死，不死者、大德！云何為不死耶？

云何為達不死之道耶？」 

    「比丘！貪欲之滅盡，瞋恚之滅盡，愚癡之滅盡者，

此名之為不死。此即八支聖道，謂：正見、[正思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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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 

 (南傳相應部五 道相應 125-126) 

 

    戒、定、慧三學之增上修習，調伏了貪欲、瞋恚、愚癡三

毒，使諸漏逐漸滅盡，而達至不死之涅槃界。生與死是世間相

對之語言，涅槃則無有相對理、法、事，無有主宰者，亦無掌

控者，唯有依緣而起之中道如相，此為真實之不死，而達成不

死之方法即八支聖道。 
    八支聖道的圓滿完成是需要了解許多助緣，而所謂之助緣

於後篇章將分別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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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正勤與四如意足】 

     (不生勤)(斷斷)於諸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 
四   (令斷勤)(律儀斷)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 
正  
勤   (令生勤)(修斷)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 
     (令住勤)(防護斷)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 
      令不忘失故。 

《表 4-1》四正勤表 

 
                                             欲 
四︵   欲如意足(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策勵 
如四   勤如意足(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八  信 
意神                              .    ←斷  安 
足足   心如意足(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行  念 
  ︶   觀如意足(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正知 
                                             思 
                                             捨 

《表 4-2》四如意足(四神足)表 

四 正 勤 菩 提 分 

4-1【四正勤】 

   聲聞地說：「如是於四念住串習行故，已能除遣麤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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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已能了達善不善法。從此無間，於諸未生惡不善

法，為不生故；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於其未

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

令不忘失，廣說如前，乃至攝心、持心。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三十七道品中，四念處是最先需要認識了解與操作

的，在四念處身、受、心、法的反覆練習與操作熟練後，

成為生活習慣中的全部，身心麤澀躁動會逐漸安住下，

身安則心安，心就不會不斷的向外攀緣顛倒，心安住於

所緣則心明澄淨，身心只要有些微的波動，敏銳的心就

能立刻察覺與以捨棄。這時再配合四正勤將惡不善的生

活習慣與癖好，予以捨棄或令其不生；不違世俗善的予

以保持或使其增長。因此四正勤如果不配合四念處來操

作，就猶如逆水行舟，進進退退，是無法達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的，四念處的內容與操作，將於薄塵篇分別廣說

明。 
 

   「諸比丘！有四正勤。以何為四正勤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為對未生之惡不善法不令

生，起志欲、精進、發勤，策心而持。 

    為對已生之惡不善法令斷，起志欲、精進、發勤，

策心而持。 

    為對未生之善法令生，起志欲、精進、發勤，策心

而持。 

    為對已生之善法令住、不忘失、倍修習、廣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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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圓滿，起志欲、精進、發勤，策心而持。 

    諸比丘！此為四正勤。 

  

    諸比丘！猶如作諸力所作之事業，皆依於地、立於

地，如是作力所作之事業。 

    諸比丘！如是比丘，依於戒，立於戒而修習四正勤、

多修四正勤。 

    諸比丘！云何比丘，依戒、立戒而修習四正勤、多

修四正勤耶？ 

    諸比丘！此處有比丘，為未生之惡不善法令不生，

以起至欲，精進、發勤、持以策心。為已生之惡不善法

令斷，以起至欲，精進、發勤，持以策心。為未生之善

法令生，以起志欲，精進、發勤，持以策心。已生之善

法令住為不忘失、倍修習、廣修習、令圓滿。以起至欲，

精進、發勤，持以策心。 

 (南傳相應部六 正勤相應 74~76) 

 
    四正勤如將其分成二部份，一是令惡法不生、令斷

而發勤精進；一是另善法生起、令住而增長圓滿，但斷

惡增善是依什麼範疇來衡量善惡的標準，那就是--戒法

(含律法)。 
    五戒、十善戒乃至比丘具足戒，皆是四正勤淨化身、

口、意所依的行為養成準則，因此要圓滿四正勤，就必

須依於戒、立於戒來修習，腳踏實地持之以恆的依著戒

法，逐步地捨斷惡法、增長善法，斷一分是一分，增長

一分是一分，最後成為日常生活習慣的全部，而四正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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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配合四正斷來說明則可更清楚的認識四正勤。 

4-1-1《不生勤》(斷斷) 

  (一)名斷斷，謂於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生欲、策

勵，乃至廣說。於其未生惡不善事，為欲令彼不現行斷，

為欲令彼不現前斷，為斷故斷，故名斷斷。 

    「為對未生之惡不善法不令生，起志欲、精進、發

勤，策心而持。」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惡不善法令不生，在此簡稱不生勤，惡不善法為了

不讓其顯現發生(不現行)而斷絕；為了不讓其顯現在發生

之前(不現前)而斷絕之。這二種不讓惡不善法，於惡業不

發生之前與以阻絕隔斷，稱之為斷斷。 
 
    云何名為惡不善法？謂欲纏染汙身、語、意業，是

身、語、意惡行所攝，及能起彼所有煩惱。若未和合、

未現在前，說名未生；若已和合、已現在前，說名已生。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我們的身業有殺、盜、婬；口業有妄語、兩舌、綺

語、惡口；意業有貪、瞋、癡，這身、口、意三業因五

欲樂貪著染污，而產生煩惱自他的十惡業。如果我們的

五根與六塵未相互接觸和合現在前時，是為未生；若是

根、塵接觸顯現在前，是為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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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時未生惡不善法，先未和合，為令不生，發起希

願：我當令彼一切一切皆不復生，是名於諸未生惡不善

法，為不生故生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如果未生惡不善法，根塵還未相互接觸產生觸惱時， 
應當隨時意念希望一切能令自己產生煩惱、熱惱的人、

事、物，不再生起而想斷絕一切惡不善法的欲望，這就

是為不生故而生欲。 
    惡不善法是許多從過去的無知及慾望強烈牽引，不

斷串習累積乃至無慚無愧而來，過去影響著現在，現在

影響著未來，因此要如何發勤、策勵自己，有如下說明： 
 

    又彼一切惡不善法，或緣過去事生，或緣未來事生， 

或緣現在事生。如是彼法或緣不現見境，或緣現見境。

若緣過去、未來事境，是名緣不現見境；若緣現在事境，

是名緣現見境。當知此中，於緣不現見境惡不善法，其

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者欲令永斷，自策、自勵，是

名「策 

勵」。 

    於緣現見境惡不善法，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

者欲令永斷，勇猛正勤，是名「發勤精進」。 

    所以者何？要當堅固自策、自勵，勇猛正勤，方能

令彼或不復生，或永斷滅。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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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未來將發生生的事情，現在不

可能再看見或預測到，警惕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惡不善

法，防範未來重蹈過去的覆輒，使未生惡不善法令其不

生，已生者令其永斷，自我策勵，這稱為「策勵」。 
    如果是現前所發生的境界，使未生惡不善法令其不

生，已生者令其永斷，而勇猛精進，這稱為「發勤精進」。 

4-1-2《令斷勤》(律儀斷) 

  (二)名律儀斷，謂於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

策勵，乃至廣說。 

    由於已生惡不善事，應修律儀令其斷滅，不應忍受， 

由是因緣，名律儀斷。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惡不善法令斷故，在此簡稱令斷勤。若是惡不善法

已經發生了，不應隱藏忍受，應該以戒律的儀軌範如法

懺悔，防範未來繼續發生，這稱之為律儀斷。 
 
    若時已生惡不善法，先已和合，為令斷故，發起希

願：我當於彼一切一切皆不忍受，斷滅、除遣，是名於

諸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惡不善法發生後，不是傷害自己或就是傷害他人，

甚至自他兩害，一般在事後歉疚追悔，如能生起慚愧心

依戒律來斷滅、除遣，是斷滅惡不善法重要的一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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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希願誠心懺悔，當下立誓不再違犯，於纖細罪亦是

隨犯隨懺不覆藏，如此身心才能安穩，由戒而生定、由

定而發慧。斷除惡不善法要如何策勵、如何發勤精進，

底下分二部份來說明： 
 

    又若行於過去境界，如是行時，不令煩惱緣彼生起；

設復失念，暫時生起而不忍受，速能斷滅、除遣、變吐。

如緣過去，若行未來，當知亦爾。如是未生惡不善法，

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策勵。 

    若行現在所緣境界，如是行時，不令煩惱緣彼生起； 

設復失念，暫時生起而不忍受，速能斷滅、除遣、變吐。 

如是未生惡不善法，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發勤精

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煩惱的生起是過去的境界影響著現在，現在又影響

著未來，過去惡因緣煩惱儘可能的不令生起，如果一時

失念或暫時生起，亦不應忍受而儘速斷滅排遣他，就像

口中含有致命的劇毒一般，速速地將其吐出。因此策勵

自己不再緣過去、未來境界的惡不善法能令不生，生起

了亦速速斷滅；如果是緣現在境界，更應發勤精進讓未

生惡不善法，能令不生，生已能斷。 
 

    又或有惡不善法，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或有

惡不善法，由分別力生，亦境界力。唯由分別力生非境

界力者，謂於住時，思惟過去、未來境界而生於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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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力生亦境界力者，謂於行時，緣現在境界而生於彼，

當於爾時，決定亦有非理分別。 

    當知此中惡不善法，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者，彼

若未生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策勵； 

    若由分別力生亦境界力者，彼若未生能令不生，生

已能斷，是名發勤精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過去及未來二境界，皆沒有境界現在前，唯有自己

憶念、思慮分別，因此唯有分別力而無境界力生惡不善

法，策勵自己不讓過去、未來非理分別，未生能令不生，

生已能斷；而現在所發生的境界與非理分別，則應發勤

精進使未生能令不生，生已能斷。 
 

    又於下品、中品諸纏，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

者欲令永斷，故自策勵。 

    於上品纏，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者欲令永斷，

發勤精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總的來說，較為遠疏的煩惱--下品、中品諸纏煩惱，

應時時策勵自己令未生者欲令不生，已生者欲令永斷；

較為麤重的上品諸煩惱，應當下發勤精進，速能斷滅、

除遣、變吐。 

4-1-3《令生勤》(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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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修斷，謂於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廣說乃

至策心、持心。 

    由於善法數修數習，先所未得能令現前，能有所斷， 

故名修斷。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善法於現世能讓自、他甚至一切眾生不受觸惱與熱

惱，獲得身心的安穩與安定，未來世於己亦可得到相似

可意、可愛的果報，因此依世間來說，修習善法於現世

安穩，未來亦安穩；依出世間來說，修習善法所感得的

安定、安穩的身心與無障礙的修行環境，是對修習止息

法、出離法強力的助緣，所以善法應數修數習，先前未

能得的善法應勤修令現前，善法不斷修習增長後，惡法

則相對地減弱甚至斷滅，故稱為修斷。 

 

    云何名為一切善法？謂若彼對治，若蓋對治，若結

對治；若未和合、未現在前，說名未生；若已和合、已

現在前，說名已生。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前面所說得一切惡不善法，因為欲纏的染污而使身、 
口、意產生諸煩惱，若以戒律來弱化、降低惡不善法的

再發生甚至斷滅，我們可以稱為對治，就像醫生對病患

的病症，施以對症的藥石，而要對治的對象即是蓋與結。 
    五蓋，梵語 pañca āvaranāni。蓋，覆蓋之意。謂覆蓋

心性，令善法不生之五種煩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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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貪欲蓋（梵 rāga-āvarana），執著貪愛五欲之境，無有

厭足，而蓋覆心性。 
(二)瞋恚蓋（梵 pratigha-āvarana），於違情之境上懷忿怒，

亦能蓋覆心性。 
(三)惛眠蓋（梵 styāna-middha-āvarana），又作睡眠蓋。

惛沈與睡眠，皆使心性無法積極活動。 
(四)掉舉惡作蓋（梵 auddhatya-kaukrtya-āvarana），又作

掉戲蓋、調戲蓋、掉悔蓋。心之躁動（掉），或憂惱

已作之事（悔），皆能蓋覆心性。 
(五)疑蓋（梵 vicikitsā-āvarana），於法猶豫而無決斷，因

而蓋覆心性。  
 
    又諸煩惱皆有蓋之義，然此五者於無漏之五蘊能為

殊勝障礙，即貪欲與瞋恚能障戒蘊，惛沈與睡眠能障慧

蘊，掉舉與惡作能障定蘊，疑者疑於四諦之理，故唯立

此五者為蓋。 
    結，梵語 bandhana 或 sajyojana。又作結使。即使

煩惱。結，為繫縛之義；蓋煩惱繫縛眾生於迷境，令不

出離生死之苦，故有此異稱。諸經論所說結之類別有多

種，在此舉含蓋較廣之九結說明： 
    九結。愛、恚、慢、無明、見、取、疑、嫉、慳等

九種煩惱為九結。此係六種根本煩惱（將「見」分身、

邊、邪三見，稱為見結；見取見與戒禁取見合併為取結）

加上嫉結、慳結，而成九結。這九者亦於無漏之五蘊能

為殊勝障礙。 
    蓋與結的對治是相應於一切善法，最重要的是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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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應於出離法的，因初禪是遠離去除此五蓋，於心一

定境中，以慧觀察身、心不斷相續輪迴的原因(結)而斷諸

結使。 
 
    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生欲者，謂於未得、

未現在前所有善法，為欲令得、令現在前，發心希願，

發起猛利求獲得欲、求現前欲而現在前，是名於其未生

一切善法，為令生故生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善法的修持不僅現前可得到大福利、大果報，未來

於所願易成而無障礙，因此努力於善法的修持，於未得、

未現在前所有善法，為欲令得、令現在前，發心希願，

發起猛利求獲得欲、求現前欲而現在前，不僅要行有餘

還要相續不斷地達到圓滿。 
 

    策勵者，為於已得令現前故；發勤精進者，為於未

得令其得故。 

    又策勵者，於已生善，為欲令住、令不忘故；發勤

精進者，令修滿故。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已升起的善法，如果要持續不斷保留住它，那就必

須時時警惕自己不能忘記，即使是暫時失念，也要像燒

熱火紅的鐵鍋一樣，滴水馬上蒸發消逝，於已得善法令

現前且不忘來策勵自己；於未得善法令其得、令修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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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勤精進。 
 

    言策心者，謂若心者於修奢摩他一境性中，正勤方

便，於諸未生惡不善法，為令不生，廣說乃至於其已生

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滿。由是因緣，

其心於內極略下劣，或恐下劣，觀見是已，爾時隨取一

種淨妙舉相，殷勤策勵，慶悅其心，是名策心。 

    云何持心？謂修舉時，其心掉動，或恐掉動，觀見

是已，爾時還復於內略攝其心修奢摩他，是名持心。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持心與策心，猶如修禪定時常稱的止與觀，初修止

時因專注於所取的一所緣相，時久心會傾向於暗昧、渾

盹，或察覺恐怕會暗昧、昏沉下去，此時則取一種淨妙(如
佛相、大阿羅漢相、光明相……乃至所做的善事)能舉取

暗昧、渾盹心的相，慶悅、策勵自己的心，使心不在昧

劣下去，此稱為策心或稱觀。 
    但相對的策心(觀)久了，就像掛掉在樹或簷下的懸吊

物，隨風飄蕩無法止息，甚至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必須

回歸到所取的一緣相，收攝其心修奢摩他(止)，保持在心

一定境上，這稱為持心或稱止。止與觀這二者在不斷交

互操作熟練後，最終可達到止觀平衡或稱止觀雙運。 

4-1-4《令住勤》(防護斷) 

(四)名防護斷，謂於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廣說乃

至策心、持心。由於已得已現在前諸善法中，遠離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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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不放逸，能令善法住不忘失，修習圓滿；防護已生所

有善法，能有所斷，故名防護斷。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所謂的道業艱成，但守成不易。已得已現在前諸善

法，如果因此自滿而停滯不前，心則容易鬆懈怠惰而流

於放逸，為了防護已生的所有善法，則必須修不放逸，

以免辛勤所得諸善法付之東流，就如鳥之愛惜羽毛；氂

牛愛尾一樣，防護令善法住不忘失，修習圓滿。 
 
    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

滿生欲者，謂已獲得、已現在前所有善法，是名已生善

法。 

    於此善法已得不失，已得不退，依是說言為欲令住。 

    於此善法，明了現前，無闇鈍性，依是說言令不忘

失。於此善法已得現前，數數修習成滿究竟，依是說言

令修圓滿。 

    於此善法發心希願，發起猛利求堅住欲，求不忘欲， 

求修滿欲而現在前，是名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 

令不忘失、令修圓滿生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修習善法相對於惡不善法，修習善法以量來說是值

得的，是必須鼓勵與讚嘆的；以質來說心的清淨與祥和，

是任誰都無法竊取強奪的，因此修習一切善法為讓其堅

住不退乃至圓滿，可分成四個部份來說： 



兩翼篇 
 

92 

  1.努力於令一切善法生起，令現前。 
  2.令善法不失、不退，欲令住。 
  3.於善法明了現前，無闇鈍，令不忘失。 
  4.善法已得現前，數數修習成滿究竟。 
    依著次第不斷修習一切善法，成為日常生活的全部， 
則煩惱的滅盡是指日可待的。 

 

    又於下品、中品善法，未生令生，生已令住，令不

忘失，是名策勵；於上品善法，未生令生，生已乃至令

修圓滿，是名發勤精進。 

 (瑜伽八 正斷相應(113.001)) 

 

    身、口二業是依思業的發動而促成，身口外顯而易

見的，因此將其歸屬於下品、中品善法，策勵自己使未

生善法令生，生已令住，令不忘失，令身口清淨。 
    意業屬心，心不造作則身、口不造作；心清淨則身、

口亦清淨，因此心的清淨是一切善法之上品善，發勤精

進亦需要心來發動，心清淨圓滿則身、口亦相對圓滿清

淨。 
 
    「諸比丘!戒具足、波羅提木叉具足而住!守護波羅

提木叉之律儀，正行、所行處具足而住!於少少罪見怖

畏，受學處而學!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為同梵行者之所愛樂、可意、

尊重、恭敬』，則應於戒圓滿，內心當行寂止，不捨靜慮，

成就正觀，常行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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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得衣、食、床座、病藥、資具』，

則應於戒圓滿，內心當行寂止，不捨靜慮，成就正觀，

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令授我衣、食、床座、病藥、

資具之人所作，有大果、大功德』，則應於戒圓滿……乃

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令死去命終之親族血緣，以淨

心憶念我者，有大果、大功德』，則應於戒圓滿……乃

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於以任何之衣、食、床座、病

藥、資具亦能知足』，則應於戒圓滿……乃至……常行空

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能忍受寒、暑、飢、渴、虻、

蚊、風、日、蛇之觸，罵詈讒謗之語路，已生之苦、劇、

麤、猛、不悅、非可意、奪命之身受』，則應於戒圓滿……

乃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能克服於不欣喜、欣喜，不被

不欣喜、欣喜所克服，欲能克服隨生之不欣喜、欣喜而

住』，則應於戒圓滿……乃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能克服於怖畏、恐懼，不被怖

畏、恐懼所克服，欲能克服隨生之怖畏、恐懼』，則應於

戒圓滿……乃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得增上心現法樂住之四靜慮，

隨樂欲得而不艱難，得而不梗澀』，則應於戒圓滿……乃

至……常行空屋。 

    諸比丘!比丘若願『欲自諸漏盡，無漏而於現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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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慧解脫，欲能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則應於

戒圓滿，內心當行寂止，不捨靜慮，成就正觀，常行空

屋 

。 

    諸比丘!能說『戒具足、波羅提木叉具足而住!守護

波羅提木叉之律儀，正行、所行處具足而住!於少少罪見

怖畏，受學處而學!』者，即緣此而說。」 

 (南傳增支部七 願品 23-24) 

 
    依於戒，立於戒，於少少罪見怖畏而勤修四正勤，

則可期待戒圓滿具足、波羅提木叉圓滿具足。 
    戒，梵語 śīla，巴利語 sīla。音譯尸羅。五戒、八戒、

十戒、具足戒，其本質若為罪惡者（即性罪），稱為性戒；

反之，若本質非罪惡，然易令世人誹謗，或誘發其他之

性罪，而特別制定者，稱為遮戒。戒可作二種解釋， 
即消極之防惡（止持戒）與積極之行善（作持戒）。所謂

「諸惡莫作」即止持戒，「眾善奉行」即作持戒。 
    波羅提木叉，梵語 prātimoksa 或 pratimoksa，巴利

語 pātimokkha 或 pātimokkha。指七眾防止身口七支等

過，遠離諸煩惱惑業而得解脫所受持之戒律。又作波羅

提毘木叉、般羅底木叉、缽喇底木叉。意譯為隨順解脫、

處處解脫、別別解脫、別解脫、最勝、無等學。此戒以

防護諸根，增長善法，乃諸善法中之最初門（梵 
pramukha，巴 pamukha）者，故稱波羅提木叉。而波羅

提木叉之律儀具有防止身、口、意三惡，保護六根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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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戒圓滿具足、波羅提木叉圓滿具足，且常行空屋，

內心寂止，不捨靜慮，成就正觀，則可欲得、能得十種

功德利益： 
1.『為同梵行者之所愛樂、可意、尊重、恭敬』 
2.『得衣、食、床座、病藥、資具』 
3.『令授我衣、食、床座、病藥、資具之人所作，有大果、

大功德』 
4.『令死去命終之親族血緣，以淨心憶念我者，有大果、

大功德』 
5.『於以任何之衣、食、床座、病藥、資具亦能知足』 
6.『能忍受寒、暑、飢、渴、虻、蚊、風、日、蛇之觸，

罵詈讒謗之語路，已生之苦、劇、麤、猛、不悅、非

可意、奪命之身受』 
7.『能克服於不欣喜、欣喜，不被不欣喜、欣喜所克服， 
欲能克服隨生之不欣喜、欣喜而住』 
8.『能克服於怖畏、恐懼，不被怖畏、恐懼所克服，欲能

克服隨生之怖畏、恐懼』 
9.『得增上心現法樂住之四靜慮，隨樂欲得而不艱難，得

而不梗澀』 
10.『自諸漏盡，無漏而於現法之心解脫、慧解脫，欲能

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 
 
    以上為四正勤之說明，鼓動此羽翼是前行的基礎，

亦是重要的資助，但單翼無法翱翔，還須另一羽翼，才

能完成翱翔天際之雙翼──四如意足(四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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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 意 足 菩 提 分 

4-2【四如意足】(四神足) 

  「諸比丘！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資於由此岸至

彼岸。以何為四神足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修習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習心三摩地勤行

成就之神足，修習觀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諸比丘！修習四神足、多修者，則資於由此岸至彼

岸。」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90-91)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修習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習心三摩地勤行

成就之神足，修習觀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諸比丘！若有失此四神足者，正失順苦盡之聖道。

諸比丘！若有得此四神足者，正得順苦盡之聖道。」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92-93) 

 
    四神足是資於由此岸至彼岸，資，是資助或資糧之

意義，猶如鳥之翼、棟之樑一樣，他是成就至彼岸與順

苦盡聖道重要的助緣，成就或獲得這四神足，並不為了

獲得神力來展現神通，而是藉助著禪定所開發出來的強

大堪忍力與心收攝力，觀察自我及其他有情不斷生死輪

迴的原因，再配合著八正道得順苦盡之聖道。那神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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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力有何差異呢？有如下之敘述。 
 
  「諸比丘！為汝等說神力與神足，及順神足修習之道， 

且諦聽。 

    諸比丘！以何為神力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領受多端神變：以一身為多

身……乃至……以身威及於梵世。 

    諸比丘！此名之為神力。 

    諸比丘！以何為神足耶？ 

    諸比丘！得神力，於獲得神力所資之道跡。 

    諸比丘！此名之為神足。 

    諸比丘！以何為神足之修習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修習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勤行成

就之神足。 

    諸比丘！此名之為神足之修習。 

    諸比丘！以何為神足修習之順道耶？ 

    此八支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 

    諸比丘！此名之為神足修習之順道。」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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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力是不僅佛教徒，外教徒亦可經過修習而得，神

力是依意志力與感官相互配合而得，眼的部份可引發天

眼通、耳的部份可引發天耳通、身的部份可引發神足通

或神變通、意的部份可引發他心通與宿命通，共有五神

通，後面將更詳細說明。 

    神足是獲得神力後資助或協助來完成苦滅道跡的修

習，而四神足則須依著欲、勤、心、觀的次第的引發、

勤行、持心、策心來逐步修習，修習四神足的主要目的

是要完成八支聖道，因此神足是依神力來逐步增上，而

八正道則需藉助神足的修習來完成。 

 

  「諸比丘！過去世之比丘，依諸漏盡，對無漏心解脫、 

慧解脫，於現法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者，皆對此四

神足修習、多修。諸比丘！未來世之比丘，由諸漏盡，

對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證知、現證，具足而

住者，皆對此四神足修習、多修。諸比丘！現在之比丘，

由諸漏盡，對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證知、現

證，具足而住者，皆對此四神足修習、多修。何為四神

足耶？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94-95) 

 

    世間上許多事業如果不專注或一心二用，結果一般

都無法圓滿甚至無法完成，修習佛法更不能例外，且不

論任何法門都是強調專注一心的重要，這種放諸四海皆

準的法則，過去如此，現在乃至未來亦如此，修習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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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最主要目的就是獲得心一境性，以專注敏銳的精神觀

察自我及外界緣所起的無常性、苦性與無我性，經深刻

觀察體驗後確定是真實、不虛，對世間及自我不再貪染

愛著而心解脫；於虛妄無實緣所起的世間及自我不取著

而慧解脫，於現法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這些都是

修習、多修四神足所能得到的結果。四神足的詳細操作

請看如下說明： 

4-2-1《欲如意足》 

  「諸比丘！比丘若依欲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此名

為欲三摩地。 

    彼為令未生之惡不善法不生，起欲、精進、發勤，

策心而持。為令已生之惡不善法予斷，起欲、精進、發

勤，策心而持。為令未生之善法生，起欲、精進、發勤，

策心而持。已生之善法為令住、不忘失，倍修習、廣修

習、圓滿之、起欲、精進、發勤，策心而持。此名為勤

行。 

    以欲，修三摩地，而是勤行，諸比丘！此名為欲三

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05-106) 

 
    由經文可知道，四正勤是四神足的前行，但他亦是

通貫修習八正道的最初以至最終，如果無四正勤則會流

於放逸，因此佛陀說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是不放逸，

聖者對惡不善法是戒慎恐懼絕不會犯，已斷了下三惡趣

道；對一切善法是不迎合強求而隨緣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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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梵 chanda-samādh i- prahāna 
-sajskāra-samannāgata-rddhi-pāda ， 巴 chanda-samādhi- 
padhāna -sajkhāra-samannāgata-iddhi-pāda)，由想達到神通

之意欲力發起之禪定。又作欲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欲

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欲神足、欲如意足。欲三摩地勤

行，拆分三部份來說明，勤行即四正勤，三摩地(色界四

禪或稱四根本定)是所要修習得到的，欲是欲望、渴望獲

得三摩地，就像渴望想做一件事或去一個地方，就會積

極行動去達成所要的目標與目的地，下段則進入如何離

五欲去五蓋，前後上下週遍觀察，日夜相續的實際操作。 
 
  「諸比丘！於此，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如

是我於欲不過分退縮、不過分精勤，於內不收、於外不

散，有前後想而住，後如前、前如後，上如下、下如上，

夜如晝、晝如夜，如是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諸比丘！以何為欲，過分退縮耶？ 

    諸比丘！欲，與懈怠俱行、與懈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欲過分退縮。 

    諸比丘！以何為欲，過分精勤耶？ 

    諸比丘！欲，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欲為過分精勤。 

    諸比丘！以何為欲，於內為收耶？ 

    諸比丘！欲，與惛眠俱行、與惛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欲，於內為收。 

    諸比丘！何為欲外散耶？ 

    諸比丘！欲，依外之五妙欲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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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此名之為欲，於外為散。 

    諸比丘！以何為比丘有前後想而住，後如前、前如

後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對前後想善持、善作意、善

觀、於慧善通達。 

    諸比丘！如是比丘有前後想而住，後如前、前如後。 

    諸比丘！比丘以何為上如下、下如上而住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觀察由足蹠以上、由髮頂以

下至皮為邊際，充滿種種不淨之此身，此身為髮、毛、

爪、齒、皮、肉、筋、骨、骨髓、腎、心、肝、肋、膜、

脾、肺、腸、腸間膜、胃、排泄物、膽汁、痰、膿、血、

汗、脂、淚、漿、唾、鼻液、髓、尿是。 

    諸比丘！如是比丘為上如下、下如上而住。 

    諸比丘！比丘以何為夜如晝、晝如夜而住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晝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

之神足，以行相、特相、因相，同於夜修習欲三摩地勤

行成就之神足。於夜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以

行相、特相、因相，同於晝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 

    諸比丘！如是比丘為夜如晝、晝如夜而住。 

    諸比丘！何為比丘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善持光明想、善攝持光明想。 

    諸比丘！如是比丘為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

心。」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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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蓋是獲得三摩地的最大障礙，五蓋不除卻則三摩

地不生，如何除卻五蓋我們就必須先認識五蓋的行相、

特相、因相： 
(一)懈怠，梵語 kausīdya，巴利語 kusīta。又作怠。心所

之名。為「勤」之對稱。即指懶惰之狀態。除意謂不

積極修善行之精神作用外，並有積極行惡之含義。成

唯識論卷六（大三一‧三四中）：「云何懈怠？於善惡

品修斷事中，懶惰為性，能障精進，增染為業。謂懈

怠者滋長染，故於諸染事而策勤者，亦名懈怠。」。 
放逸梵語 pramāda。心所（心的作用）之名。略稱逸。

即放縱欲望而不精勤修習諸善之精神狀態。因此懈怠

與放逸是歸屬相同之精神與狀態，而放逸是歸屬 14 
個瞋心所之一(見阿含要略種種結縛表解 433 頁)，於

四神足如果不歡、不喜修習，縱情於五欲樂而流於懈

怠放逸，終至竊取法身慧命，所以大智度論卷十五（大

二五‧一七三中）說：「一切諸賊中，無過懈怠賊。」 
所以此歸屬瞋蓋的行相是懈怠放逸；懶惰是其特相；

過分退縮是其因相，於此三相應知其味、過患，且精

勤地將其遣除。 
(二)掉舉，梵語 auddhatya，巴利語 uddhacca。心所名。

指心浮動不安之精神作用，為「惛沈」之對稱。十纏

之一；此外，惡作與掉舉合稱掉悔蓋。掉悔蓋的行相

是掉舉惡作；心浮動不安是其特相；過份精進是其因

相，於此三相應知其味、過患，且精勤地專注於所緣

收斂心將其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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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惛眠，梵語 styāna-middha，為惛沈及睡眠二煩惱之

合稱惛沈及睡眠，同以瞢憒（目暗）、不樂、頻欠、

食不平性、心羸劣性為所食（為資糧），俱令心性沈

昧為其作用，使身心沈迷、昏昧、沈鬱、鈍感、頑迷，

而喪失進取、積極活動之精神作用。惛眠蓋的行相是

惛沉睡眠；令心沉昧是其特相；於內為收是其因相，

於此三相應知其味、過患，且精勤地以光明想予以遣

除。。 
(四)五妙欲，梵語 pañca kāmāh，巴利語 pañca kāmā。又

作妙五欲、五妙色。指染著色、聲、香、味、觸等五

境所起之五種情欲。即： 
(1)色欲(梵 rūpa-kāma)，謂男女之形貌端莊及世間寶

物玄、黃、朱、紫等種種妙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2)聲欲(梵 śabda-kāma)，謂絲竹與環珮之聲及男女歌

詠等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3)香欲(梵 gandha-kāma)，謂男女身體之香及世間一

切諸香，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4)味欲(梵 rasa-kāma)，謂各種飲食嘉肴等美味，能

使眾生樂著無厭。 
(5)觸欲(梵 sprastavya-kāma)，謂男女之身有柔軟細

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衣服等種種好觸，能使

眾生樂著無厭。有漏之五境，其自性雖苦、不淨，

但凡夫之欲心所感則為妙樂。 
貪欲蓋的行相是受用五妙欲；貪染沉溺是其特相；

於外擴散是其因相，於此三相應知其味、過患，且

精勤地以不淨觀將其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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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後想(疑)，疑，梵語 vicikitsā，巴利語 vicikicchā。

心所之名。謂對迷悟因果之理，猶豫而無法決定之精

神作用。即對於佛教真理猶豫不決之心。如果於四聖

諦、八正道乃至四念處善於持守、善作意抉擇、善觀

察於聖道無有懷疑猶豫、於出離慧才能善通達。疑蓋

的行相是前後想不一；猶豫不決是其特相；愚癡(於
法不明)是其因相，於此三相應知其味、過患，且精

勤地以四預流支與四不壞淨予以對治。 
以上是五蓋的行相、特相、因相的詳細分別說明，底

下是說明如何持續無間斷對治的操作方法，以期獲得

事半功倍之效。 
(六)上如下、下如上，是觀察自我身體從頭到腳全身，觀

察由足蹠以上、由髮頂以下至皮為邊際，充滿種種不

淨之此身，此身為髮、毛、爪、齒、皮、肉、筋、骨、

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間膜、

胃、排泄物、膽汁、痰、膿、血、汗、脂、淚、漿、

唾、鼻液、髓、尿是。不論你所觀察的是三十二或三

十六物，如能深刻體會全身臟器的腥羶噁臭、無一可

愛而生厭患，這是不淨觀觀察的目的。此不淨觀的主

要對治的是貪欲蓋。 
(七)夜如晝、晝如夜，於白天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觀察五蓋的行相、特相、因相，同於夜晚修習欲

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於夜晚亦如同白天一樣，觀

察五蓋的行相、特相、因相，五蓋猶如五賊一樣，是

不因白天或黑夜而隨伺在側，因此晝夜六時(古印度

時間)除了中夜(10 時~凌晨 2 時)睡眠，其餘時間則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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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托缽、經行，隨時觀察五蓋收攝六根。此項是對

治五蓋全部。 
(八)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纏，梵語 paryavastha 

na。指心之纏縛，能妨礙修善。為煩惱(尤指隨煩惱)
之異名。無慚、無愧、嫉、慳、悔、睡眠、掉舉、惛

沈等八隨煩惱，稱為八纏。八纏加忿、覆，則為十纏。

如果要讓心廣大不纏就必須修習光耀心，善持光明

想、善攝持光明想。光明想是歸屬舉相，因禪修靜態

不動收攝時間較多，或者是身微恙產生幻覺，可依光

明想消除惛眠與幻覺，因而此項主要對治是惛沉。 

4-2-2《勤如意足》 

    諸比丘！比丘若依於勤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此

名為勤三摩地。 

    彼對未生之惡……乃至……對已生之善法為令住、

勿忘失，倍修習、廣修習、圓滿之，起欲、精進、發勤、

策心而持。此名之為勤行。 

    以勤，修三摩地，而是勤行，諸比丘！此名為勤三

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06-107) 

 

    修習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如是我於勤不過分

退縮，不過分精勤，於內不收，於外不散，有前後想而

住，後如前、前如後，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晝，晝如

夜，如是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諸比丘！以何為勤，過分退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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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勤，與懈怠俱行、與懈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勤，過分退縮。 

    諸比丘！以何為勤過分精勤耶？ 

    諸比丘！勤，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勤過分精勤。 

    諸比丘！以何為勤，於內為收耶？ 

    諸比丘！勤，與惛眠俱行、與惛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勤，於內為收。 

    諸比丘！以何為勤，於外為散耶？ 

    諸比丘！勤，依外之五妙欲擴散。 

    諸比丘！此名之為勤，於外為散。 

    ……乃至…… 

    諸比丘！何為比丘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善持光明想，對晝日想善攝

持。諸比丘！如是比丘為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18-119) 

 
    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梵 vīrya-samādhi- prahāna- 
sajskāra-samannāgata-rddhi-pāda ， 巴 vīrya- samādhi- 
padhāna-sajkhāra-samannāgata-iddhi-pāda），由不斷止惡行

善力發起之禪定。又作勤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精進定

滅行成就修習神足、勤神足、精進神足、精進如意足、

進如意足。 
    此勤之意是依勤行(四正勤)努力精進達成三摩地，就

像想做一件事或去一個地方，如果不規劃、準備及執行，



四正勤菩提分 
 

107 

所有的事情或旅程就無法有一個啟動開始，只停留在想

要做、想要去的階段，套一句話說：「坐而說，不如起而

行。」開始作已成功了一半。 
    勤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是勤三摩地的目的，同

樣的是必須除卻五蓋，其內容與欲如意足相同，請參照

欲如意足對五蓋的詳細說明與操作。 

4-2-3《心如意足》 

    諸比丘！比丘若依心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此名

之為心三摩地。 

    彼未生之……乃至……已生之善法為令住、勿忘

失，倍修習、廣修習、圓滿之，起欲、精進、發勤，策

心而持。此名之為勤行。 

    依心修三摩地，而勤行，諸比丘！此名為心三摩地

勤行成就之神足。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06-107) 

 

    修習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如是我於心不過分

退縮，不過分精勤，於內不收、於外不散，有前後想而

住，後如前、前如後，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晝、晝如

夜，如是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諸比丘！以何為心過分退縮耶？ 

    諸比丘！心，與懈怠俱行、與懈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心過分退縮。 

    諸比丘！以何為心過分精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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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心，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心過分精勤。 

    諸比丘！以何為心，於內為收耶？ 

    諸比丘！心，與惛眠俱行、與惛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心，於內為收。 

    諸比丘！以何為心，於外為散耶？ 

    諸比丘！心，依外之五妙欲而擴散。 

    諸比丘！此名之為心，於外為散。 

    ……乃至……諸比丘！如是比丘以廣大不纏之心，

修習光耀心。」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19-120) 

 
    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梵 citta-samādhi- prahāna 
-sajskāra-samannāgata-rddhi-pāda ， 巴  citta-samādhi- 
padhāna-sajkhāra-samannāgata-iddhi-pāda），由心念力發起

之禪定。又作心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意定滅行成就修

習神足、念神足、念如意足。 
    此心之意是心念於所緣達成三摩地，就像已進行做

一件事或去一個地方，如果不專注心念於所要做的事或

要去的地方，而分心顧左右其他事或往不同方向目的，

所謂：「心不在焉，心猿意馬。」對獲得心一境性是背道

而馳的。 
    心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是心三摩地的目的，同

樣的是必須除卻五蓋，其內容與欲如意足相同，請參照

欲如意足對五蓋的詳細說明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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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觀如意足》 

    諸比丘！比丘若依觀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者，此

名為觀三摩地。 

    彼對未生之惡不善法，為令不生……乃至……對已

生之善法，為令住、勿忘失、倍修習、廣修習、圓滿之，

起欲、精進、發勤，策心而持。此名之為勤行。 

    依觀修三摩地，而是勤行，諸比丘！此名為觀三摩

地勤行成就之神足。」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06-107) 

 

    修習觀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如是我於觀不過分

退縮、不過分精勤，於內不收、於外不散，有前後想而

住，後如前、前如後，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晝、晝如

夜，如是以廣大不纏之心，修習光耀心。」 

 

  「諸比丘！以何為觀過分退縮耶？ 

    諸比丘！觀，與懈怠俱行、與懈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觀過分退縮。 

    諸比丘！以何為觀過分精勤耶？ 

    諸比丘！觀，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觀過分精勤。 

    諸比丘！以何為觀，於內為收耶？ 

    諸比丘！觀，與惛眠俱行、與惛眠相應。 

    諸比丘！此名之為觀，於內為收。 

    諸比丘！以何為觀，於外為散耶？ 

    諸比丘！觀，依外之五妙欲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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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此名之為觀，於外為散。 

    ……乃至……諸比丘！如是比丘為以廣大不纏之

心，修習光耀心。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20-121) 

 
    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梵  vīmājsā-samādhi- 
prahāna- sajskāra-samannāgata-rddhi-pāda ， 巴 vīmajsā- 
samādhi-padhāna-sajkhāra-samannāgata-iddhi-pāda），由思

惟佛理之力發起之禪定。又作觀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

思惟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觀神足、思惟神足、思惟如

意足、慧如意足。 
    此觀之意是思惟觀察於所緣達成三摩地，就像將完

成的一件事或將到達的地方，如果不思維觀察所做的事

情是照既定目標或所要到達的目的地是正確無誤的，就

容易誤入歧途，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但要如

何觀察每一禪相生起是否正確無誤，則必須先善知諸禪

差別之相及善取能入諸禪之諸行狀相，才能從欲界定進

入初禪乃至逐步進入第四禪。底下表是將四禪總分為三

類、十八支： 

 十     四禪 
三   八 
  類    支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對治支 尋(覺)、 

伺(觀) 

內等淨 行捨、正

念、正知

捨清淨 

念清淨 

利益支 喜、樂 喜、樂 樂 非苦非樂

自性支 心一境性 心一境性 心一境性 心一境性

《表 4-3》四禪十八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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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欲界定進入初禪時，聲為刺；初禪進入二禪時，

尋伺為刺；二禪進入三禪時，喜為刺；三禪進入四禪時，

入出息為刺，觀察每一禪定將生起時會干擾及障礙禪相

生起的原因，不執取(誤認證果)或不退縮(不知所措或畏

懼)，儘管看住而任其消逝。初禪至第四禪皆有極大之堪

忍力與領解力，皆可開發無量之智慧，而第四禪是最為

安穩、清淨的不動禪，或稱為真實禪，至於四無色禪定

可依各自意願去觸證達到四禪八定，再依此基礎完成無

漏慧之滅盡定，則為完整九次第定觸證之俱解脫阿羅漢。 
    觀修三摩地，獲心一境性，是觀三摩地的目的，同

樣的是必須除卻五蓋，其內容與欲如意足相同，請參照

欲如意足對五蓋的詳細說明與操作。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領受多端神

變：以一身成多身、以多身成一身，或現或隱，過牆壁

山崖無礙如於虛空，出沒地中如於水，行水上不沈如於

地，於虛空結跏趺坐如飛鳥，有大神通、大威德，以手

捫摸日月，乃至以身威及於梵世。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以清淨超人

之天耳界，俱聞於遠近天人之聲。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對他人之心，

以心偏知：以有貪心了如為有貪心，以離貪心了知為離

貪心，以有瞋心了知為有瞋心，以離瞋心了知為離瞋心，

以有癡心了知為有癡心，以離癡心了知為離癡心，以收

心了知為收心，以散心了知為散心，以大心了知為大心，

以非大心了知為非大心，以有上心了知為有上心，以無



兩翼篇 
 

112 

上心了知為無上心，以非定心了知為非定心，以定心了

知為定心，以不解脫心了知為不解脫心，以解脫心了知

為解脫心。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隨念於種種

之宿住。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

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

生、多壞劫、多成劫、多成壞劫；我於彼處：如是名、

如是姓、如是色、如是食、如是受樂苦、如是壽量，歿

於彼處、生於他處；於他處；如是名、如是姓、如是色、

如是食、如是受樂苦、如是壽量，歿於他處、生於此處。

如是具行相、名稱，隨念宿住。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以清淨超人

之天眼，見有情之死生，知有情隨業而受劣、勝、美醜、

善趣、惡趣。 

    比丘！如是對四神足修習、多修者，則由諸漏盡，

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 

(南傳相應部六 第七 神足相應 103-104) 

 
    對四神足的修習所得到的主體是心一境性，再依此

主體可引發五種超越常人的能力，此五種大能力或稱五

神通分別述說如下： 
(一)神境智證通 (梵 rddhi-visaya-jñāna-sāksātkriyābhijñā)  

，又作神境通、神足通、身如意通、如意通、身通。

即不論何處皆能來去自如。可領受多端神變：以一身

成多身、以多身成一身，或現或隱，過牆壁山崖無礙

如於虛空，出沒地中如於水，行水上不沈如於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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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結跏趺坐如飛鳥，有大神通、大威德，以手捫摸

日月，乃至以身威及於梵世。 
(二)天耳智證通（梵 divya-śrotra-jñāna-sāksātkriyābhijñā） 

，又作天耳智通、天耳通。能聽常人不能聽聞之音聲。

可以清淨超人之天耳界，俱聞於遠近天人之聲。 
( 三 ) 他心智證通（梵  cetah-paryāya-jñāna-sāksātkriyā 

bhijñā），又作他心智通、知他心通、他心通。能明瞭

他人內心之動向。能了之對他人之心，以心偏知： 
    1.以有貪心了如為有貪心，以離貪心了知為離貪心， 
    2.以有瞋心了知為有瞋心，以離瞋心了知為離瞋心， 
    3.以有癡心了知為有癡心，以離癡心了知為離癡心， 
    4.以收心了知為收心，以散心了知為散心， 
    5.以大心了知為大心，以非大心了知為非大心， 
    6.以有上心了知為有上心，以無上心了知為無上心， 
    7.以非定心了知為非定心，以定心了知為定心， 
    8.以不解脫心了知為不解脫心，以解脫心了知為解脫

心。共十六種心。 
(四 )宿住隨念智證通（梵  pūrve-nivāsānusmrti-jñāna- 

sāksātkriyābhijñā），又作宿住智通、識宿命通、宿命

通。能了知過去之事。可隨念於種種之宿住。謂：一

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

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壞劫、

多成劫、多成壞劫；我於彼處：如是名、如是姓、如

是色、如是食、如是受樂苦、如是壽量，歿於彼處、

生於他處；於他處；如是名、如是姓、如是色、如是

食、如是受樂苦、如是壽量，歿於他處、生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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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具行相、名稱，隨念宿住。 
( 五 ) 天眼智證通（梵  divya-caksur-jñāna-sāksātkriyāb 

hijñā），又作天眼智通、天眼通。能見常人之眼所不

能見者。可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死生，知有

情隨業而受劣、勝、美醜、善趣、惡趣。 
 
    以上五神通不論是初禪乃至四禪，除神足通有些是

需要有經驗者教導外，其餘皆可自然引發，而五神通中

他心通、宿命通及天眼通，於聖教徒了知四諦緣起及三

法印之理，由此破除見思二惑而生明，則稱為三明。 
    三明，梵語 tri-vidya，巴利語 ti-vijjā。又作三達、

三證法。達於無學位，除盡愚闇，而於三事通達無礙之

智明。即： 
(1)宿命智證明（梵 pūrva-nivāsānusmrti-jñāna-sāksāt- 

kriya-vidyā），又作宿住隨念智作證明、宿住智證

明、宿住智明、宿命明、宿命智。即明白了知我

及眾生一生乃至百千萬億生之相狀之智慧。 
(2)生死智證明（梵 cyuty-upapatti-jñāna-sāksāt-kriya 

-vidyā），又作死生智證明、天眼明、天眼智。 
即了知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或由邪法因緣

成就惡行，命終生惡趣之中；或由正法因緣成就

善行，命終生善趣中等等生死相狀之智慧。 
(3)漏盡智證明（梵 āsrava-ksaya-jñāna-sāksāt-kriya- 

vidyā），又作漏盡智明、漏盡明、漏盡智。 
即了知如實證得四諦之理，解脫漏心，滅除一切

煩惱等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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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大毘婆沙論卷一○二載，宿命明見過去事而生厭

離，天眼明見未來事而生厭離，漏盡明既已厭離，乃欣

樂涅槃；此外，宿命明可斷除常見，天眼明可斷除斷見，

漏盡明則遠離此二邊而安住於中道。 
 

    如是我聞。一時，具壽阿難住拘睒彌瞿師羅園。 

    時，婆羅門來至具壽阿難之處。至已，與具壽阿難

俱相交談歡喜、感銘之語，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婆

羅門對具壽阿難言曰： 

  「友阿難！為何之義，於沙門瞿曇之處修梵行耶？」 

  「婆羅門！為斷欲，於世尊之處修梵行。」 

  「友阿難！於斷欲，有道、有跡否？」 

  「婆羅門！斷欲，是有道、有跡。」 

  「友阿難！斷欲，有何之道、有何之跡耶？」 

  「婆羅門！於此有比丘，修習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修習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勤行成

就之神足。婆羅門！此為斷欲之道、之跡。」 

  「友阿難！若然，則為無邊而非有邊，以欲斷欲者，

無有是處。」 

  「婆羅門！然則，我問汝，隨所好應答。 

    婆羅門！於汝意云何？汝先前有往阿蘭若之欲，已

至阿蘭若，則其所生之欲止滅耶？」「如是，友！」 

  「汝前有往阿蘭若之勤，已至阿蘭若，則其所生之勤

止滅耶？」「如是，友！」 

  「汝前有往阿蘭若之心，已至阿蘭若，則其所生之心

止滅耶？」「如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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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前有往阿蘭若之觀，已至阿蘭若，則其所生之觀

止滅耶？」「如是，友！」 

  「婆羅門！如是諸比丘成為阿羅漢，漏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棄重擔、逮得己利、盡有結、成為正悟之解

脫者。前有獲阿羅漢果之欲，已獲阿羅漢果，則其所生

之欲止滅。前有獲阿羅漢果之勤，已獲阿羅漢果，則其

所生之勤止滅。前有獲阿羅漢果之心，已獲阿羅漢果，

則其所生之心止滅。前有獲阿羅漢果之觀，已獲阿羅漢

果，則其所生之觀止滅。 

    婆羅門！於汝意云何？若然，為有邊耶？為無邊

耶？ 

」 

  「友阿難！若然，則為有邊，非無邊。 

    希有哉！友阿難！……乃至……自今日起，乃至命

終，當予歸依。」 

(南傳相應部六 神足相應 109-110) 

 
    此段經文是外教徒婆羅門質疑佛陀教導的四神足，

是依欲修欲、依欲斷欲永無止境，而無有是處，阿難尊

者則以比喻方式巧妙的回答婆羅門，就如前面四如意足

所說的，已完成的事情或已到達的地方，就不會再生起

想要(欲)去做；起身(勤)去做；注意(心)去做；留心(觀)
是否完成到達，所以已獲阿羅漢果，則其所生之欲止滅，

勤、心、觀亦相對的止滅，而安住於逮得之己利，而不

受後有至無餘依涅槃，因此四神足是有止境，非無止境，

有是處應修習、多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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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由如是四三摩地增上力故，已遠諸纏，復為永害

一切一切惡不善法諸隨眠故，及為修習能對治彼諸善法

故，便更生起樂欲、策勵，廣說如前修四正斷加行道理。

彼於如是正修習時，有八斷行，為欲永害諸隨眠故，為

三摩地得圓滿故，差別而轉。何等名為八種斷行？ 

一者、欲，謂起如是希望樂欲，我於何時修三摩地當得

圓滿，我於何時當能斷滅惡不善法所有隨眠！ 

二者、策勵，謂乃至修所有對治，不捨加行。 

三者、信，謂不捨加行正安住故，於上所證深生信解。 

四者、安，謂清淨信而為上首，心生歡喜；心歡喜故，

漸次息除諸惡不善法品麤重。 

五者、念，謂九種相，於九種相安住其心，奢摩他品能

攝持故。 

六者、正知，謂毘缽舍那品慧。 

七者、思，謂心造作，於斷未斷正觀察時，造作其心，

發起能順止、觀二品身業、語業。 

八者。捨，謂行過去、未來、現在隨順諸惡不善法中，

心無染汙，心平等性。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別

了知，謂由境界不現見思，及由境界現見捨故。 

如是名為八種斷行，亦名勝行。如是八種斷行、勝

行，即是為害隨眠瑜伽。此中欲者，即是彼欲。此中策

勵，即彼精進。此中信者，即是彼信。此中安、念、正

知、思、捨，即彼方便。 

(瑜伽師第論九 如意足相應 285) 

 



兩翼篇 
 

118 

    隨眠，梵語 anuśaya，巴利語 anusaya。為煩惱之異

名。煩惱隨逐我人，令入昏昧沈重之狀態；其活動狀態

微細難知，與對境及相應之心、心所相互影響而增強（隨

增），以其束縛（隨縛）我人，故稱為隨眠。此有貪、瞋、

慢、無明（癡）、見（惡見）、疑等六種，稱為六隨眠（六

根本煩惱）。其中，貪復分為欲貪與有貪，稱為七隨眠；

見分為身、邊執、邪、見取、戒禁取等五見，稱為十隨

眠。此外，以此更加細分，則有九十八隨眠。 
    隨眠能害瑜伽(禪修)，如欲永害諸隨眠，圓滿三摩地

則需依八斷行，而四神足與八斷行之關係如下表： 
 
              欲………………   欲 
 
              勤………………   精進 
 
    四神足    心………………   信      八斷行 
 
                               輕安 
                               正念 
              觀………………   正知 
                               思 
                               捨 

《表 4-4》四神足與八斷行表 

    而八斷行有如下之詳細說明： 
一者、欲，起希望樂欲是為了完成二件事情，圓滿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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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斷滅惡不善法所有隨眠，如無欲則無因行；有

希望樂欲才能成行。 
二者、策勵，勤修四正勤對治所有之惡不善法，於善法

則不捨加行。 
三者、信，於善法不捨加行則心安穩，於諸禪觀慧所證

深生信解。 
四者、輕安，以清淨信而為上首，心則生歡喜；心歡喜

故，漸次息除諸惡不善法品麤重，而得身心之輕安。 
五者、正念，於九種相安住其心，為奢摩他(止)品所攝持。

所謂九種相，即九住心指行者修禪定時，令心不散

亂而住於一境者，共有九種心，即： 
(一)安住心，即能將心安住於某一所緣對象。 
(二)攝住心，即當心念對外在對象起作用時，能令

心念速返回本心。  
(三)解住心，當解知（分別理解）之心對外在對象

起作用時，能令心速返。 
(四)轉住心，即停止解知之心，而樂於安住。 
(五)伏住心，即久入禪定而生厭時，能速令折伏。 
(六)息住心，即內心動念時，能速令止息。 
(七)滅住心，當貪愛心起時，能速予滅除。 
(八)性住心，當諸多妄念停止作用時，了知心之性

質本來明淨，而自然安住。 
(九)持住心，累積禪定功夫之結果，自能安住禪定，

自然行善止惡。(見大乘莊嚴經論卷七�p134) 
六者、正知，為毘缽舍那(觀)品慧。昏眠時依舉相；掉悔

時依止相的交互運作，使不浮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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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思，為發動心造作，於惡不善法斷未斷正觀察時，

發動造作其心使能順止、觀二品身業、語業。 
八者、捨，於過去、未來、現在隨順諸惡不善法中，心

無染汙，心平等性。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別了知，

即由現前境界不起不如理見思，及由現前境界現依

遠離、依離欲回向於捨。 
    以上八斷行能永害諸隨眠，主要在於它能滅除五種

過失，如《表 4-5》八斷行滅五過失表，欲、精進、信、

輕安滅除了懈怠放逸之心行；正念滅除了忘聖言之意

行；正知滅除了惛沉掉舉之浮沉行；思滅除了於斷未斷

之不作行；捨滅除了於現前境界不捨之作行，滅除了此

五種過失，則可期待三摩地之圓滿完成。 
 
                            ｛ 欲 
              懈怠……………｛ 精進 
                            ｛ 信 
                            ｛ 輕安 
                                      能治八斷行 
所滅五過失    忘聖言…………   正念 
              惛沉掉舉………   正知 
              不作行…………   思 
              作行……………   捨 

《表 4-5》八斷行滅五過失表 

    阿難！彼識住有七，處有二。何者為七[種識住]？

阿難！有種種身、種種想之有情，即人、一類天神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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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墮地獄者，此為第一識住。 

    阿難！有種種身，一類想之有情，即有依初禪而生

之梵眾天，此為第二識住。 

    阿難！有一類身，種種想之有情，即光音天，此為

第三識住。 

    阿難！有一類身，一類想之有情，即偏淨天，此為

第四識住。 

    阿難！有超一切色想，超有對想，不作意種種想，

是「空無邊」而生於空無邊處之有情 6，此為第五識住者。 

    阿難！有超一切空無邊處，是「識無邊」而生於識

無邊處之有情，此為第六識住。 

    阿難！有超一切識無邊處，是「無所有」而生於無

所有處之有情，此為第七識住。 

    [二處者，第一]是無想有情處，第二是非想非非想

處。(非識住處) 

    阿難！此中，有種種身、種種想之有情，即人、一

類天神及一類墮地獄者，為第一識住，如此者，阿難！

實又知其集、知其滅、知其福、知其禍、知其[由輪迴之]

出離。且彼還得此[識住]而歡喜耶？」「世尊！實不然。」 

    「阿難！此中，超一切識無邊處，是「無所有」而

無所有處者，為第七識住，如此者，阿難！實又知其集、

知其滅、知其福、知其禍、知其[由輪迴之]出離，且彼

還得此[識住]而歡喜耶？」「世尊！實不然。」 

    「阿難！此中，無想有情處是如是，如此者，阿難！

實又知其集、知其滅、知其福、知其禍、知其[由輪迴之]

出離，且彼得依此[處]而歡喜耶？」「世尊！實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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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此中，非想非非想處是如是，如此者，阿

難！實又知其集、知其滅、知其福、知其禍、知其[由輪

迴之]出離，且彼還得依此[處]而歡喜耶？」「世尊！實

不然。」 

    「是故，阿難！比丘如實知此等之七識住及此等二

處之集、滅、福、禍、出離，由生(緣起)而解脫。阿難！

此比丘名為慧解脫。 

(南傳長部二 大緣經 17-18) 

 

    復次阿難當知。識所住處有其七種。非識住處有其

二種。七識住處者。 

    所謂若有色有眾生。種種身種種想。是為第一識所

住處。若有色有眾生。種種身一想。所謂初禪天。此為

第二識所住處。若有色有眾生。一身種種想。所謂二禪

天。是為第三識所住處。若有色有眾生。一身一想。所

謂三禪天。是為第四識所住處。若無色無眾生。彼一切

處離諸色想。都一虛空。所謂空無邊處天。是為第五識

所住處。若無色無眾生。彼一切處離於空想。都惟一識。

所謂識無邊處天。是為第六識所住處。若無色無眾生。

彼一切處離識無邊。都無所有。所謂無所有處天。是為

第七識所住處。 

    阿難。二種非識住處者。所謂若有色有眾生。即無

想天。是為第一非識住處。若無色無眾生。於彼一切離

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即非想非非想處天。是為第

二非識住處。 

    佛言阿難。如是有色有眾生。種種身種種想。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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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識所住處。汝等諸苾芻。當如實了知。於行坐語言

常當稱讚此等法門。廣為他人分別演說。如是乃至第七

識所住處。及二非識住處法門。亦復如是。於行坐語言

常當稱讚諸佛所說。生淨信心如實了知。若了知者。即

得慧解脫阿羅漢果。 

(北傳雜含經 846.2) 

 

    七識住，梵語 saptavijñāna-sthitayah。有情依果報受

生三界，其識所愛樂、止住之處有七，又作七識處、七

識止處、七神識止處。即： 
(一)身異想異識住，又作身異想異如人一分天，指人界、

六欲天及劫初起除外之色界初禪天，此處之有情身

相、容貌皆異，苦樂、不苦不樂之想各亦差別，故稱

身異、想異。 
(二)身異想一識住，又作身異想一如梵眾天謂劫初起，指

色界初禪之劫初起之梵眾天，彼等皆自想為大梵王所

生，大梵王亦想此諸梵眾皆我所生。同執一因無別

想，故想一；然大梵王身量高廣，容貌、威德、言語、

光明、衣冠等，一一異於梵眾，故身異。 
(三)身一想異識住，又作身一想異如極光淨天，為色界第

二禪。此中有情身相、容貌無異，樂與非苦樂二想交

參，故稱身一想異。 
(四)身一想一識住，又作身一想一如遍淨天，為色界第三

禪。此中有情身相無異，唯有樂想，故想一。 
(五)空無邊處識住，超出一切之有色處。 
(六)識無邊處識住，超出一切之空無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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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無所有處識住，超出一切識無邊處。 
    後三識住為無色界之下三天。此七處為識之安住處， 
為有情皆希往止住之所，故稱識住。二非識住處如下： 
(一)無想天，無想，梵名 Asajjñisattvāh。又作無想有情天、

無想眾生天、少廣天、福德天。色界天之一。即修無

想定所感之異熟果報。生此天者，念想滅盡，一切心

識活動全部停止，僅存色身及不相應行蘊，故稱無想

天。此天為外道婆羅門之最高涅槃處，亦為異生凡夫

以「出離想」作意，修無想定，所感得的異熟之果報，

稱為無想果，或無想異熟、無想事、無想報。此外，

此天眾生之身長有五百由旬，壽命為五百大劫，壽終

之時，再生念想，而墮欲界。 
(二)非想非非想處天，非想非非想處，梵名 Naiva-sajjñā 

nāsajjñāyatana，巴利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 
非想非非想乃就此天之禪定而稱之。此天之定心，至

極靜妙，已無粗想，故稱非想；尚有細想，故稱非非

想。又作非非想天、無思想亦無無想天、有想無想智

天、非想非非想天、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乃無色界之

第四天。此天位於三界九地之頂上，故又稱有頂天。

此天之名有三種解說： 
(1)非如色界四禪及前三無色之明了之想相，故稱非

想；非如無想及滅定，故稱非非想。因此地癡闇不

明了、不決定，故稱非想非非想。 
(2)如無色界之第二天，不緣識處，故稱非想；如第三

天，不緣無所有，故稱非非想。 
(3)於無色界第三之無所有處，除識處之想，今又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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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共捨除想、無想，故稱非想非非想。 
    二非識住處因其心識活動癡闇不明，於禪觀修習不

能決了，所以不適合禪修者識住之處。七識住處從未至

定乃至無所有處之狀態身心適悅、輕安寂靜，身心有極

大之堪能，是適合於起修十二緣起法、四執取法與三明

法之住處(於第六心、慧解脫篇將詳細解說)，如實知此等

之七識住及此等二處之集、滅、福、禍、出離，由生(緣
起)而解脫者皆稱為慧解脫。 
 

    諸比丘!云何有修定，修之，若多所作，能得現法樂

住耶?諸比丘!世間有比丘，離欲惡不善法，……乃至……

具足第四靜慮而住。諸比丘!以此是修定，修之，若多所

作，名能得現法樂住。 

    諸比丘!云何有修定，修之，若多所作，能獲得知見 

耶?諸比丘!世間有比丘，作意光明想，住晝想，於夜如

晝，於晝如夜，如是以顯了無纏之思，令具光輝修心。

以此是修定……名能獲得知見。 

    諸比丘!云何有修定……能得正念正知耶?諸比丘!

世間有比丘，明受之生、明住、明滅，想之生……乃至……

明尋之生、明住、明滅。諸比丘!以此是修定……名能得

正念正知。 

    諸比丘!又，云何有修定……能得漏盡耶?諸比丘!世

間有比丘，住觀五取蘊之生滅，如是色，如是色之集，

如是色之滅；如是受，如是受之集，如是受之滅；如是

想，如是想之集，如是想之滅；如是行，如是行之集，

如是行之滅；如是識，如是識之集，如是識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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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有修定，修之，若多所作，名能得漏盡。

諸比丘!此等是四種之修定。 

(南傳增支部二 赤馬品 79-80) 

 

    於三摩地修習、多修習，於現生、現法能獲得四種

利益，此四種利益是超越異生凡夫之想像的，唯有親身

體驗、體證才能了知： 
(一)得現法樂住：現法是現生（不是來生）的。修習禪定

能得到現生的安樂，是超越欲界所有的喜樂。如修得

初禪能得「離（欲所）生喜樂」；修得二禪能得「定

生喜樂」；修得三禪能得「離喜妙樂」；修得四禪能得

「捨念清淨」。四禪雖沒有說到樂，而所得的「寂靜

樂」，是勝過三禪的。由禪定生起之輕安，能引發身

心的安和、調柔、自在。明淨的禪心與輕安相應，為

欲界人類所從來沒有的；對照於人世間的麤重憔惱，

禪定中的「現法樂」，成為修行者的理想之一。不但

一般修得禪定的俗人，就是得禪定的聖者，也有時常

安住禪定而得「現法樂住」的。 
 
(二)能獲得知見：或稱得勝知見，又可分三類： 

(1)修光明想（ālokasajjñā）：是對治惛睡所修的。睡眠

是闇昧的，惛睡中每生夢想顛倒；睡眠重的，到了

起身時刻，還是惛睡不覺。修光明想多多修習，在

睡眠中，也是一片光明，不失正念，不會亂夢顛倒，

也會應時醒覺，起來精勤修行，是對治惛睡的最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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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淨想（śubhasajjñā），也就是「淨觀」：依白骨而

觀明淨，如珂如雪，見「白骨流光」，照徹內外。

這樣，依不淨而轉為清淨，以平衡不淨觀之弊處，

開展出清淨的觀法。如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中

的清淨色相觀。 
(3)發神通：五通（pañcābhijñā）是天眼通，天耳通，

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修得四禪可依方便能引

發五通，這是超越常情的知見。 
    以上所說的光明想，淨觀，五通，都是依禪定而起

的「勝知見」，在宗教界中有些人聽來，真是不可思議。

但在佛法中，這不是能得解脫道的主體(慧為主)，沒有這

些，也一樣的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脫。所以，如偏重於求

得「勝知見」，那就意味著純正佛法的低落！ 
 
(三)能得正念正知：或稱得分別慧，修學禪慧的，依佛法

說，要從日常生活中去學。如穿衣時知道自己在穿

衣，乞食時知道自己在乞食，行路時知道在行路，談

話時知道在談話，起善念知道是善念，起不善念知道

是不善念，受時知道是受，覺想時知道是覺想。平時

心寧靜明了，那進修禪慧，也就會順利而容易達到了

（這所以說「依戒得定」）。人類的知識是外向的，特

別是現代，科學進步得非常高；生理組織，心理作用，

都有深入的了解，但就是不能知道自己。在語默動靜

中，做事，研究，歡笑或忿怒中，都不能知道自己。

等到意識到自己，可能（說錯、做錯）已經遲了；有

些連自己說過做過也都忘了。《中部》（一五一）《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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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清淨經》說到：要修入「大人禪」的，應怎樣的觀

察思惟，才能知已斷五蓋而入禪；才能知五取蘊等而

修三十七道品，為明與解脫的證得而精進（雜含六入

處相應 280、《大正》2.57b）。深入禪定而定心明淨的，

出定以後，有定力的餘勢相隨，似乎在定中一樣，這

才能語默動靜，往來出入，觸處歷歷分明，不妨說語

默動靜都是禪了。這是修定者所要得到的；在初學進

修中，這就是「守護根門」，「飲食知量」，「覺寤瑜伽」，

「正知而住」了。 
 
(四)能得漏盡：或稱得漏永盡，漏(āsrava)是煩惱之異稱，

有二漏、三漏、四漏等安立，這裡是一切煩惱的通稱。

生死的根源是煩惱，所以只有淨除一切煩惱，才能證

無學，得究竟的解脫。定力也能伏斷煩惱，卻不能根

除煩惱，「諸漏永盡」，是要依智慧的。觀一切行無常，

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我所，無我無我所就是無自

體、實體或稱空(śūnyatā)。如經上說：「空於貪，空於

瞋，空於癡。」而淨除一切煩惱，才能得涅槃解脫。

無常、無我我所──空慧，要依定而發，所以說：「依

定發慧，依慧得解脫。」雖然有的慧解脫阿羅漢，是

不得四根本定的，但也要依近分定（或名「未到定」），

才能發慧而斷煩惱。所以修定──修心，對轉迷啟

悟，從凡入聖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方便。 
 
    四種修定中，前二是通於世間的，外教徒也能修得；

如佛弟子依慧而得解脫，那前二也是佛弟子修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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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過，如偏重前二行，不免有俗化與神化的可能！ 
 
    「諸比丘!成就六法之比丘，於三摩地不堪得力。以

何為六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不善巧入於三摩地，不善巧住

於三摩地，不善巧自三摩地起，不恭敬而作，又恆常不

作，又不作順益之事。 

    諸比丘!成就此等六法之比丘，於三摩地不堪得力。 

    諸比丘!成就六法之比丘，於三摩地堪得力。以何為

六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善巧入於三摩地，善巧住於三

摩地，善巧由三摩地起，恭敬而作，又恆常而作，又作

順益之事。 

     諸比丘!成就此等六法之比丘，於三摩地堪得力。」 

(南傳增支部四 天神品 164-165) 

 

    四如意足不斷地修習，主要目的為引發三摩地(等
持)，但於三摩地堪得力且不退失，必須成就六法才能達

成四禪八定乃至九次第定，此六法依瑜伽師地論卷第十

三，本地分之三摩呬多地說明如下： 
(一)善巧入於三摩地：世間諸多之工巧技藝，首先必須先

熟知程序工法，再加以不斷的操作熟練，最後才能熟

能生巧。禪定之修習亦是同樣道理，必須先善知三摩

地名句文身差別之相及善取能入諸三摩地諸行狀

相，所謂的名句文身差別見《表 4-3》四禪十八支表，

每一禪支皆有個別禪相及諸行狀相，善知善取諸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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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與相狀，才能善巧地入於三摩地；反之則於三摩

地不堪得力。 
(二)善巧住於三摩地：如前所說，善取能入諸三摩地諸行

狀相，隨其所欲能住於定，且於三摩地無復退失。如

是住於定且不退失，二俱名住。反之，二不俱不名為

住。 
(三)善巧由三摩地起：於能入定諸行狀相不再思惟，作意

思惟出三摩地，可分三種原因出三摩地： 
(1)修治衣缽等諸所作業而出三摩地。 
(2)飲食便利、承事師長等諸所作業而出三摩地。 
(3)或與他人有約定，或許為他當有所作，或為欲轉

入餘定而出三摩地。 
如不善巧由三摩地起，於色身則引發四大不調，易生

種種之禪病，此於三摩地則不堪得力。 
(四)恭敬而作：以歷劫難遭遇之心、如獲至寶之心、能入

古仙人道之心、不輕蔑之心於諸三摩地恭敬而作，於

契經所說、師尊長老所言、同梵行者所述，如與修多

羅(契經)相應、不越毗尼(戒律)、不違法性者皆應恭

敬而作；反之則於三摩地不堪得力。 
(五)恆常而作：猶如於燃材上之鼎鑊水，持續地添加火薪

與關注火侯，鼎鑊水才能逐漸地沸騰。三摩地之修習

亦同樣地必須持續地添加不放逸火薪與專注一心之

火侯，才能逐漸引發諸三摩地而不退，因此恆常而作

是引發諸三摩地之重要因素之一。 
(六)作順益之事：由不作以下三因緣，則順益於三摩地不

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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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有一得初靜慮，便生喜足，不求上進，唯起愛味。

由起如是欲俱行想作意故，遂便退失近欲界定。 
(2)由所得靜慮定故，自譽毀他，說我所得此靜慮定非

餘(他人)能得。由起如此欲俱行想作意故，所有蓋

纏，轉增轉厚，便從定退。 
(3)所得靜慮諸定，顯示於他，為諸國王及王臣等當供

養我，從定起已，尋思此事。由如是欲俱行想作意

故。所有蓋纏。轉增轉厚。便從定退。 
    此不順益之三因緣與心相違背使身心不安穩，易於

三摩地退墮，所以應捨離、應除遣，順益於心使身心安

穩，才能於三摩地堪得力。 

 

    於四神足不斷地精勤修習，則能引發諸色界定乃至

無色界定，此諸禪定自然捨離諸下界麤重五欲(未斷)，

而自得防非止惡之戒體，稱為定共戒。如於諸有漏慧觀

而貪、瞋、癡永斷盡，得無漏解脫之戒體，則稱為道共

戒。 

    因此戒之清淨能開發諸禪定；而諸禪定之增上，則

能資助無漏之慧觀。所以四正勤與四神足二羽翼，平衡

且不懈地振翅飛翔，才能逐步地飛往慧澤地，邁向清淨

無漏之無餘依涅槃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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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念處與七覺支】 

                                    安那般那念 

                                    四威儀 

 苦      正見                       正知 

 滅  八  正思惟            身念處   不淨觀 

 道→正  正語、正業、正命           四界分別觀 

 跡  道  正勤          四           墓園九想觀 

 聖      正念          念  受念處 ─三受與身心二受 

 諦      正定          處  心念處 ─觀察十六種心 

                                    五蓋 

                                    五取蘊 

                           法念處   十二處 

                                    《七覺支》 

                                    四聖諦 

《表 5-1》四念處與七覺支之關係表 

 

四 念 處 菩 提 分 

 

------------<一乘道>------------ 

  「諸比丘！有此一乘道，能使眾生清淨、超愁悲、滅

苦憂、證得正理、現證涅槃，謂四念處。以何為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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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身觀身，熱誠、正知、正

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受觀受……於心觀心……

於法觀法，熱誠、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 

    諸比丘！有此一乘道，能使眾生清淨、超愁悲、滅

苦憂、證得正理、現證涅槃，謂四念處。」 

 (南傳相應部五 第三念處相應 322-323) 

 (北傳雜阿含經二四、二 O(大正藏二、一七四 b)) 

 
    世間的道路可說是無法計數，不論是人行的、車行

的、船行的、畜牲行的、鳥行的、魚行的、昆蟲行的……，

一切的道路皆因有情眾生的活動而開闢出來，這些道路

辜不論要去往何方，但最終的目的地都是趨向五欲樂

(色、聲、香、味、觸及財、色、名、食、睡)，在這條追

求五欲樂的顛波坎坷道路中，樂少苦多且貪憂從不曾間

斷，因貪憂而有善惡業行，善惡的業行導致了六道的輪

轉，如果來歸類世間所有的道路，可歸類成二種道路： 
  1.無止境的──輪迴道路：這條道路可分二個部份說

明，一是不用花費時間去學習或去修煉，只要放縱、

放逸自己盡情的沉湎於五欲樂，墮落與不善則相繼隨

之，此相應於下三惡道；另一是需要花費時間與身體

力行，從道德與戒善法的把持與自制下，努力去惡行

善而自淨其意，此相應於上三善道。此善、惡二道是

貪憂所引導而產生，是相應於有「我」的無明狀態，

「我」不滅；則相續「識」生，生生不滅所以輪迴永

無止境。 
  2.有止境的──涅槃道路：輪迴的原因是「我」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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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情眾生是習慣有「我」的，就像薰香長時薰染於

衣服一樣，如無適當方法是無法去除薰香的，而四念

處是唯一能夠洗滌、去除，能使眾生清淨、超愁悲、

滅苦憂、證得正理、現證涅槃的方法。且四念處是八

正道之前行(正見為前導)，四念處亦如暗夜中照亮道

路的明燈，所以他亦是照亮八正道前、中、後全程的

明燈。 
 

    如是我聞。爾時，世尊住憍薩羅園，薩羅婆羅門村。

於此，世尊告諸比丘曰：「諸比丘！」彼諸比丘應諾世尊

曰：「大德！」世尊曰：「諸比丘！諸新參比丘，出家未

久，新接受此法、律者，諸比丘！汝等應勸導使修習四

念處而住。以何為四耶？[當說：] 

    「友等！汝等於身觀身而住，為如實知身，應熱誠、

正知、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境。於受觀受而住，

為如實知受，應熱誠、正知、一趣、心清淨、得定、心

一境。於心觀心而住，為如實知心，應熱誠、正知、一

趣、心清淨、得定、心一境。於法觀法而住，為如實知

法，應熱誠、正知、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境。」 

    諸比丘！諸有學比丘，尚未獲得心，以志求無上安

穩而住者，於身觀身而住，為偏知於身，熱誠、正知、

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境。於受觀受而住……於心

觀心而住……於法觀法而住，為偏知於法，熱誠、正知、

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境。 

    諸比丘！諸漏盡之阿羅漢比丘，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捨重擔而獲得己利，盡有結之正知解脫者，尚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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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觀身而住，熱誠、正知、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

境，而離身之繫。於受觀受而住……於心觀心而住，於

法觀法而住，熱誠、正知、一趣、心清淨、得定、心一

境，以離法之繫。 

    諸比丘！諸新參比丘之出家未久，新接受此法、律

者，亦宜勸導使修習此四念處而住。」 

 (南傳相應部五 第三念處相應 327-328) 

 (北傳雜阿含經二四、一七(大正藏二、一七三 c)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要站在山頂上眺望

瑰麗大地，你就必須從山腳下起步開始往上爬；要親睹

在遙遠莊嚴的古城，你就必須從起點邁步前行，同樣的

道理要完成四聖諦與八正道，他的起點即是──四念

處。為何是四念處呢？因為它的操作方法是我們可以直

接接觸、感受的身與心，身是感官生受之依處；而心是

觸受後生法之依處，所以一切法門如果離開了身心，或

偏於一邊，依靠著臆想、猜想而毫無邊際的天馬行空，

則易落入玄學、哲學乃至形上學的範疇，對解脫生死是

背道而馳的，因此新學或著是新參比丘，如果想於陌生

且不熟悉的法門中尋求得出路，最初的下手入門處就是

四念處。於身、受、心、法應如實知，應熱誠、正知、

一心、心清淨、得定、心一境。 
    初果乃至向阿羅漢的有學比丘，在尚未獲得安穩之

阿羅漢果而住時，必須持續地於四念處之身、受、心、

法，為圓滿遍知，所以應熱誠、正知、一心、心清淨、

得定、心一境，以圓滿完成最上之阿羅漢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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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漏盡之阿羅漢正知解脫者，還是必須於四念處之

身、受、心、法觀而住，持續地熱誠、正知、一趣、心

清淨、得定、心一境，以保持離卻對法之繫縛。 
    由此可更清楚的認識到四念處是八正道之重要行

門，若無四念處則無解脫生死與取證涅槃，所以四念處

是八正道之前行，亦是照亮、完成八正道前、中、後全

程的明燈。 

------------<依戒立戒，三重修習>------------ 

    爾時，世尊住舍衛城，祇樹林之給孤獨園。 

    時，有一比丘，來詣世尊住處。詣已，禮敬世尊，

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比丘白世尊曰： 

    「願大德世尊為我略說示法要。我聞世尊之法，獨

靜居、不放逸、熱誠、專精而住。」 

    「於此有一類之愚人，若如是請我說法者，我則得

做思惟。」 

    「大德世尊！願為我略說法，我悟世尊所說之義，

當為世尊所說之相續者。」 

    「比丘！然則汝於善法之初應當清淨，何為善法之

初耶？戒之悉皆清淨，與見之正直。比丘！汝若於戒悉

皆清淨且得見正直者，比丘！汝則依戒立戒，三重修習

四念處。以何為四耶？ 

    比丘！汝於內，於身觀身，熱誠、正知、正念，調

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外，於身觀身，熱誠、正知、正

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內外，於身觀身，熱誠、

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內，於受……於



四念處菩提分 
 

139 

外，於受……於內外，於受觀受……乃至……於內，於

心……於外，於心……於內外，於心觀心……乃至……

於內，於法… 

…於法，於外，於法……於內外，於法觀法，熱誠、正

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 

    比丘！汝依戒立戒，如是修習此四念處者，比丘！

汝則可期與日夜俱善法之增長，[不期]損滅。」 

    時，彼比丘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則從座起，禮

敬世尊，右繞離去。 

    時，彼比丘獨靜居，不放逸、熱誠、專精而住。善

男子以離家而出家之本義，於現法究竟無上之梵行，以

自證知、現證、具足而住。如：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彼比丘成為阿羅漢之一。 

             (南傳相應部五 念處相應 325-326) 

      (北傳雜阿含經二四、三二(大正藏二、一七六 a)) 

 
    於前說明可體認到修習四念處的重要性與關鍵性，

但修習四念處有一重要前提必須先建立，否則一切的修

習就像在邪曲的道路上或軌道上行走一樣，永遠無法正

確到達目的地甚至迷失方向，底下分二部份來說明四念

處之前提，他是善法之初所以應當先清淨： 
(一)戒之悉皆清淨：五戒、八戒、十戒乃至具足戒，一切

的戒法的成立是離不開身、口、意這三部份，以四根

本戒殺、盜、婬、妄來說皆是外顯可見的身、口業，

但殊不知意業才是身、口業的主宰者，因此戒律的持

守不以外顯易見的身、口業為依歸，應以意業(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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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為持守的最高標準，並配合著出離心及解脫心來持

守，才能達到圓滿而無過失的戒清淨。另外持戒應秉

持著戒自而不戒他、不害自亦不惱他、不自高不貶抑

他，最後必須回向於捨，以免不自覺的落入戒禁取見

中而不知覺。 
(二)見之正直：正直，謂方正質直，即指遠離邪曲之心。

正見，梵語 samyag-drsti，巴利語 sammā-ditthi。 
如實了知世間與出世間之因果，審慮諸法性相等之有

漏、無漏慧，稱為正見。正見可分為： 
(1)有漏正見，又作世俗正見。即與意識相應之有漏善

慧，係有漏有取者，故轉向善趣，招未來可喜所欲

之果。 
(2)無漏正見，又作出世間正見。即盡無生智所不攝之

意識相應善慧。 
遠離或有或無之邪見，而採取持平正中之見解，如遠

離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五見。五

見，梵語 pañca-drstayah。又作五染汙見、五僻見、

五利使。指在根本煩惱中之五種惡見。即： 
(1)薩迦耶見（梵 sat-kāya-drsti），譯作有身見、偽身

見、壞身見、身見。即自執有「我」之存在，稱為

「我見」，而以為此屬於我，則稱「我所見」。 
(2)邊執見（梵 anta-grāha-drsti），又作邊見。為偏執

於極端一邊之見解；如謂我死後仍常住不滅，此稱

為常見（有見）；謂我死後則斷絕，此稱為斷見（無

見）。 
(3)邪見（梵 mithyā-drsti），為否定因果道理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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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見取見（梵 drsti-parāmarśa），即執著錯誤之見解以

為真實者。 
(5)戒禁取見（梵 śīla-vrata-parāmarśa），又作戒取見、

戒盜見。即視不正確之戒律、禁制等，為可達涅槃

之戒行，此種執著即稱為戒禁取見。 
 
    眼睛如果蒙上了一層紗或一塊霧鏡，眼前的景色及

道路就無法清楚的看見，因此正確知見的建立，是關乎

著全程修習道品法的重要關鍵。 
    如果於戒悉皆清淨且已得見正直者，則依戒立戒，

三重修習四念處，而所謂的三重？ 
    一是於內；二是於外；三是於內外。 
    所謂的內外即是內因外緣，凡能直接產生結果的內

在原因，稱為內因；能間接助長結果形成的外在原因，

稱為外緣，於四念處之身、受、心、法於內作觀，熱誠、

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外作觀，熱誠、

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個別操作熟悉後再

於內外交互作觀，熱誠、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

而住。而四念處之身、受、心、法的作觀法將分別詳述

於後。 

5-1《身念處》 

    身 念 處 ， 梵 語  kāya-smrty-upasthāna ， 巴  kaye 
kāyānupassī viharati ātāpī sampajāno satimā。又作身念住、

身觀。即觀身之自相不淨，又觀其共相苦、空、非常、

非我，而對治四顛倒中之淨顛倒。身念處包括安那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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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四威儀、正知、不淨觀、四界分別觀與墓園九想觀，

於六部份一一作觀，則可脫離對身貪愛之執著，分別詳

述如下： 

5-1-1｛安那般那念｝ 

    諸比丘！於此，比丘往森林，往樹下，往空閒處而

結跏趺坐身正直，思念現前。彼正念而入息，正念而出

息，或長入息，而知：「我在長入息，」又長出息者，知：

「我在長出息。」又短入息，知：「我在短入息，」又短

出息者，知：「我在短出息。」修習：「我覺知全身而入

息，」修習：「我覺知全身而出息。」修習：「我止身行

而入息，」修習：「我止身行而出息。」。 

    諸比丘！恰如熟練之轆驢匠或轆驢之弟子，或長轉

(轆驢)者，知：「我在長轉，」或短者，知：「我在短轉。」

諸比丘！比丘如是在長入息者，知：「我在長入息，」或

長出息者，知：「我在長出息。」短入息者，知：「我在

短入息，」短出息者，知：「我在短出息。」修習：「我

覺知全身而入息，」修習：「我覺知全身而出息。」修習：

「我止身行而入息，」修習：「我止身行而出息。」 

    如是，或於內身之觀身而住；又於外身之觀身而住；

或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又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對於智識所

成及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

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諸比丘！比丘如

是，於身觀身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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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如何是比丘於身隨觀身耶？諸比丘！於

此，比丘或行於閑林、或行於樹下、或行於空閑處，結

跏趺坐，以身正直，當前丘念。彼念而出息，念而入息。

或長出息，知「予長出息；」或長入息，知「予長入息。」

或短出息，知「予短出息；」或短入息，知「予短入息。」

或修觀「予覺一切身而出息；」或修觀「予覺一切身而

入息。」又修觀「予令靜止身行而出息。或修觀「予令

靜止身行而入息。 

    諸比丘！恰如精巧之轆驢工或轆驢工之弟子，或長

旋轉而知「予長旋轉，」或短旋轉而知「予短旋轉，」

如是，比丘或長出息而知「予長出息，」……乃至……

修觀「予令靜止身行而出息。」如是，於內身而隨觀身，

於外身而隨觀身，於內外身而隨觀身。於身而隨觀生法、

於身而隨觀滅法、於身而隨觀生滅之法。彼現「身是存

在」之念，如是資其慧，資其思念。彼無有依止而住，

即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則於身隨觀身也。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3-74) 

 
    數息觀，梵語 ānāpāna-smrti。又作阿那般那觀、安

那般那念、念安般、安般守意。意譯作念入出息、念無

所起、息念觀、持息念。簡稱安般、數息。乃五停心觀

之一。即計數入息或出息之次數，以收攝心於一境，使

身、心止息。此為除散亂、入正定之修法。 
    梵語 āna，原為遣來之意，轉指入息；apāna，原為遣

去之意，轉指出息。亦即先入息、後出息之調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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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亦有主張「先出息、後入息」之方式，而意譯為

「念出入息」。 
    數息法一般專注的所緣在鼻頭，但亦可往下腹部的

起伏為專注之所緣，有一專注的所緣相，精神才能集中

而不飄散，兩腿盤坐正身不傾斜，舌輕抵上顎兩肩放鬆，

數息法是諸多禪修方法之一，其他如念佛號、持咒、拙

火……等，以數息觀較為普遍且穩健之修習法。 
    於數息禪坐期間，依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會產生

痛癢、粗澀、氣動、幻覺……等許多會干擾甚至中止禪

修的原因，所以於內在原因(心跳、血流、氣動……)所生

起的任何狀況，會隨時間的消逝而滅去，不要太在意他

且持續的專注於所緣；同樣的，如果是由外來的干擾(蟲
鳴、鳥叫、低沉之震動聲……)，或內、外干擾同時發生，

緊守著出入息所緣相而讓生起的內外法，隨時間的逝去

而自然消滅，於身，觀生法而住；又於身，觀滅法而住；

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這些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存

在」的念頭，但此身是多難繫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所

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安

般念的目的。 
    佛世時的比丘除了托缽、禪修外，還有一件重要且

增進禪修進步的行門--經行。於增支部經典五集第三五支

品中提到，經行得五勝利，何等為五？耐於遠行，堪能

精勤，無病，食、飲、嚼、味正而消化，依經行而得定

者久住，或者亦可配合拜佛、瑜珈或行禪等，動靜相互

配合禪坐才能持續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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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比丘或比丘尼不論誰，凡於我前，明示得阿羅

漢者，悉是四支，或由其隨一。四者為何? 

    友!世間有比丘，依止修觀，於依止修觀彼道生，彼

習其道，多所作，彼習修、其道，以多所作結斷，疏遠

隨眠。 

    復次，友!有比丘，依觀修止，於依觀修止彼道生，

彼習其道，多所作，彼習修、其道，以多所作結斷，疏

遠隨眠。 

    復次，友!有比丘，止與觀一雙統修，止與觀一雙統

修彼道生，彼習其道，多所作，彼習修、其道，以多所

作結斷，疏遠隨眠。 

    復次，友!比丘意離於法之掉舉，彼堅持。友!彼安

住正內、正止、趣一境、正持時，彼之道生，彼習此道……

疏遠。 

    友!比丘或比丘尼，不論是誰，凡於我前，明示得阿

羅漢者，悉由此等四支，或其隨一。」 

                      (南傳增支部二 行品 263-264) 

           (北傳雜阿含二一(大正藏、二‧一四六 c)) 

 

    止觀，止為梵語  śamatha（奢摩他），觀為梵語 
vi-paśyanā（毘婆舍那）之譯；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而

貫注於特定之對象（止），並生起正智慧以觀此一對象

（觀），稱為止觀，止與觀相輔相成以完成解脫道，彼此

有不可互離之關係，一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 
    圓滿完成解脫之阿羅漢者，是依著止觀之方法多所

作與勤修習，截斷煩惱與疏遠隨眠，其方法可依四種修



薄塵篇 
 

146 

習法或隨其中一種方法，達成截斷煩惱與疏遠隨眠，終

至圓滿解脫之阿羅漢。 
(一)依止修觀：於欲貪染與尋思麤重者，先由不淨觀與數

息觀，平息身心之麤動而漸次修觀，此依止修觀法為

最為普遍之修習法。 
(二)依觀修止：於法善觀與薄塵者，觀察五蘊、六處之集、

滅、味、患、出離如實作觀，使身心沉澱止息，而漸

次相應於止。 
(三)止與觀一雙統修：止能增上觀；觀亦能增上止，止與

觀交互修習增上，而達於止觀平衡之統合修習，前二

之修止觀法，如果相互淳熟後亦能達此止與觀一雙統

修。 
(四)意離於法之掉舉：此一方法為禪定(止)不深厚，但意

志力堅強堅固，遠離對五蘊、六入處法之掉舉，安住

正持而專注一趣，此為須深盜法中未有四禪八定之慧

解脫阿羅漢所修習。 
 
    由上四支止觀修習法，不論是誰，明示得阿羅漢者，

悉是由此等四支，或其隨一，皆能成就解脫生死輪迴之

無生者。 
 
    另外一個重要的數息觀──十六勝行修習法，十六

特勝，又作十六勝行。為數息觀中最為殊勝之十六種觀

法，有關其內容細目、順序、解釋，諸經論說法不同，

據成實論卷十四所載，有下列十六種： 
(一)念息短，心若粗雜散亂，則呼吸短促，在此短促之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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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中，集中心念，作意識分明之呼吸。 
(二)念息長，如(一)所述，觀心微細而呼吸亦長。 
(三)念息遍身，知肉身是空，而作氣息遍滿全身之觀想。 
(四)除身行，除去身體之行為，使心安靜，並消滅粗雜之

氣息。 
(五)覺喜，即心得到歡喜。 
(六)覺樂，即身體得到安樂。 
(七)覺心行，知從喜心可能引起貪心之禍。 
(八)除心行，即滅貪心，除粗雜之受。 
(九)覺心，覺知心之不沈浮。 
(十)令心喜，心沈則令之振起生喜。 
(十一)令心攝，心浮則將之攝歸於靜。 
(十二)令心解脫，捨離心之浮沈而解脫。 
(十三)無常行，知心寂靜，一切無常。 
(十四)斷行，知無常而斷煩惱。 
(十五)離行，斷煩惱，生厭離心。 
(十六)滅行，厭離而得一切之滅。 
    十六特勝如果給予分類，可發現與四念處之身、受、

心、法是互相吻合的，見表《表 5-2》四念處與十六特勝

對應表，十六特勝(一)～(四)之念息部份歸屬身念處；(五)
～(八)之覺喜樂部份歸屬受念處；(九)～(十二)之心浮沉

部份歸屬心念處；(十三)～(十六)觀離滅行部份歸屬法念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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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         十 六 特 勝 (十 六 勝 行) 

 

 

 

 

  身 

(一)念息短，心若粗雜散亂，則呼吸短促， 

    在此短促之呼吸中，集中心念，作意識 

    分明之呼吸。 

(二)念息長，如(一)所述，觀心微細而呼吸 

    亦長。 

(三)念息遍身，知肉身是空，而作氣息遍滿 

    全身之觀想。 

(四)除身行，除去身體之行為，使心安靜， 

    並消滅粗雜之氣息。 

 

  受 

(五)覺喜，即心得到歡喜。 

(六)覺樂，即身體得到安樂。 

(七)覺心行，知從喜心可能引起貪心之禍。 

(八)除心行，即滅貪心，除粗雜之受。 

 

  心 

(九)覺心，覺知心之不沈浮。 

(十)令心喜，心沈則令之振起生喜。 

(十一)令心攝，心浮則將之攝歸於靜。 

(十二)令心解脫，捨離心之浮沈而解脫。 

 

  法 

(十三)無常行，知心寂靜，一切無常。 

(十四)斷行，知無常而斷煩惱。 

(十五)離行，斷煩惱，生厭離心。 

(十六)滅行，厭離而得一切之滅。 

《表 5-2》四念處與十六特勝對應表 

    四念處與十六特勝之四部份十六行相之修習是有其

次第性內容，四部份之每前二行相是觀察身與心較為浮



四念處菩提分 
 

149 

動、粗雜之反應，每第三行相則匯整前二行相之粗動性，

與予調整回歸平等，每第四行相則捨離、除滅每前三行

相所生之過患，予以不執著地斷滅捨離。此四部份十六

行相適合於初修禪者乃至第四禪者修習，在《清淨道論》

裡有很詳細的討論，欲詳知者可參閱之。 
    修習十六特勝有一重要之前提，那就是必須先熟悉

四念處之詳細修習內容，以作為修習十六特勝法之依

據，如《表 5-3》四念處與十六特勝之相依關係表，身念

處之四威儀乃至墓園九想觀對自我身體之執著與不正知

先與予調伏除遣以利資助安那般那念之修習；受念處於

三受之了解以利覺知身心喜、樂二受之除遣；心念處於

十六種心之觀察以利於收攝浮沉不安之心令心解脫；法

念處配合七覺支先除遣五蓋之障礙，於五取蘊、十二處

與四聖諦，因受無常法則之支配，而斷煩惱生厭離心，

厭離而得一切之滅。由圖表之說明可知，欲解脫之行者

應多加利用十六特勝之指導方法，不僅事半功倍且俾能

圓滿完成解脫涅槃之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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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那般那念 
         四威儀                念息短 
         正知           調伏   念息長 
 身念處  不淨觀                念息遍身 
         四界分別觀            除身行(平等捨住) 
         墓園九想觀            覺喜 
                               覺樂 
 受念處  三受與身心二受 覺知   覺心行 
                               除心行(平等捨住) 
                               覺心 
 心念處  觀察十六種心   收攝   令心喜 
                               令心攝 
         五蓋                  令心解脫(平等捨住) 
         五取蘊                無常行 
 法念處  十二處         觀滅   斷行 
         七覺支                離行 
         四聖諦───          滅行(平等捨住) 

《表 5-3》四念處與十六特勝之相依關係表 

5-1-2｛威儀｝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行者，知：「我在行，」又於

住者，知：「我在住，」於坐者，知：「我在坐，」於臥

者，知：「我在臥。」又此身置於如何之狀態，亦如其狀

態而知之。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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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亦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而住。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

觀身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5-276) 

 

    諸比丘！復次，比丘或行，而知「予在行，」或立

而知「予在立，」或坐而知「予在坐，」或臥而知「予

在臥。」如彼身之所示，其知如是。如是，於內身而隨

觀身……不執著世間也。如是，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4-75) 

 

    四威儀，梵語 catur-vidhā īryā-pathāh，巴利語 cattāro 
iriyā-pathā。指行（梵 gamana，巴同）、住（梵 sthāna，

巴  thāna ）、 坐 （ 梵  nisadyā， 巴  nisajjā）、 臥 （ 梵 
śaya,śayana，巴 sayana）四種威儀。為比丘、比丘尼所必

須遵守之儀則，亦即日常之起居動作須謹慎，禁放逸與

懈怠，以保持嚴肅與莊重。所謂的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等，皆不出行、住、坐、臥四者，一般以行如風、坐如

鐘、立如松、臥如弓之四威儀，最為重要。底下則依律

典的規定分別說明： 
(一)行：據道宣之教誡律儀載，行走之時，不得垂手及左

右顧視，必須直視前方七尺之地，勿踏蟲蟻及急行，

並不得與女子、醉酒者同行等。據大明三藏法數卷十

八載，修道者於舉止動步，心不外馳，無有輕躁，常

在正念以成三昧，如法而行。此外，於一定區域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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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往返之行走，稱經行，係於飲食之後所行，藉以資

養身心。  
(二)住：據教誡律儀之在師前立法條載，不得直立於師前

後，不得距離太近或太遠，並不得立於高處、上風處，

必須側立於師之額角七尺許處。據大明三藏法數卷十

八載，修道者非時不住，於住時，隨所住處常念供養

三寶，讚歎經法，廣為人說，思惟經義，此為如法而

住。又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上，舉出鬧門間、屠殺處、

祠祀處、橋下、橋頭、四徼道、空閑處等七地，為惡

鬼之住處，故不宜居住。  
(三)坐：據教誡律儀載，未喚坐，不得輒坐，不得同床共

坐，若坐時腳未著地，則不得坐等。據大明三藏法數

卷十八載，修道者跏趺宴坐，諦觀實相，永絕緣慮，

澄湛虛寂，端肅威儀，此為如法而坐。又大比丘三千

威儀卷上載，不得與女人連席而坐，於床上時，不得

思念歎息世間事等。在佛教中，坐時必須陳敷坐具，

通常皆用結跏趺坐、半跏趺坐等坐法，若疲勞時，可

伸展一腳，但不得舒展兩腳。然於密教，尚有多種坐

法之說。  
(四)臥：據教誡律儀、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上等載，臥時必

須敷鋪臥具，並以右手為枕，右脅向下，左手伏左膝，

兩足相疊，面當看外，不得看壁，且不得赤體、思惟

惡事等。據大明三藏法數卷十八載，修道者非時不

臥，為調攝身心乃暫臥，臥時右脅而宴安，不忘正念，

心無昏亂，此為如法而臥。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五舉出，仰臥為阿修羅之臥法、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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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為餓鬼之臥法、左脅臥為貪欲人之臥法，三者應制

止，僅准許右脅臥；若有惡眠、老病、右脅癰瘡者，

則不在此限。又右脅臥受到認許，乃因佛陀入滅之

際，係頭向北而面向西之右脅臥，故以此式為最上之

臥法。 
    由此於內身的之心不躁動、收攝不散，觀身而住；

於外身之行、住、坐、臥輕動和緩，觀身而住；於內外

身亦細心觀察，觀身而住；於身如法正知之威儀，觀生

法而住；於身放逸懈怠之威儀，觀滅法而住；於身所生

起之正知與懈怠，觀生滅法而住。 
    這些依身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存在」的念頭，但

此身是多難繫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

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威儀觀的目的。 

5-1-3｛正知｝ 

    復次，諸比丘！比丘不論行往歸來，亦由於正智而

作；彼觀前、顧後，亦由於正智而作；彼於屈、於伸，

亦由正智而作；彼於著僧伽梨(袈裟)衣、缽，亦由於正

智而作；彼於食、飲、咀嚼、嘗味亦由於正智而作；彼

於大、小便，亦由於正智而作；彼於行、住、坐、臥、

醒、語、默，亦由於正智而作。如是，或於內身，觀身

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

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

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

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而住。 

    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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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復次，比丘是往、是歸，善識之；前觀、

後觀，善識之；欲屈、欲伸，善識之；欲持大衣、衣缽，

善識之；在噉，飲、嚼、味，善識之；大小便時，善識

之；在行、住、坐、眠、寤、言、默，善識之而住。如

是，於內身隨觀身……不執世間也。如是，比丘於身隨

觀身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3-74) 

    爾時，世尊住毘舍離國之菴羅園中。 

    於此，世尊告諸比丘曰： [「諸比丘！」 

彼諸比丘應諾世尊曰--「大德！」世尊曰：] 

「諸比丘！比丘應以正念、正知而住，此是我為汝等之

教誡。諸比丘！云何為比丘之正念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身觀身，熱誠、正知、正

念，調伏世間貪憂而住，於受……於身……於法觀法，

熱誠、正知、正念，調伏世間貪憂而住。諸比丘！如是

為比丘之正念。 

    諸比丘！云何為比丘之正知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進退以正知而作，觀察以正知而

作，屈伸以正知而作，持僧伽梨、缽衣以正知而作，飲

食嚐味以正知而作，大小便以正知而作，行住坐臥眠醒

語默以正知而作。諸比丘！如是為比丘之正知。 

    諸比丘！比丘應以正念、正知而住，此即我為汝等

之教誡。」 

(南傳相應部五 念處相應 323-324) 

     (北傳雜阿含經二四、六~七(大正藏二、一七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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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知，梵語 sajprajanya。或稱正智。指正確所觀之境

之精神作用。常與正念合用。正知既以斷滅不正知之故，

不毀犯為業，故有端正戒律之作用。正知是涵蓋了日常

生活所做之一切動作，可分為七個部份： 
  1.行往、歸來，善識正知而作。 
  2.觀前、顧後，善識正知而作。 
  3.於屈、於伸，善識正知而作。 
  4.持僧伽梨、缽衣，善識正知而作。 
  5.食、飲、咀嚼、嘗味，善識正知而作。 
  6.大、小便，善識正知而作。 
  7.行、住、坐、臥、醒、語、默，善識正知而作。 
    以上身體所做的一切動作，於內所有肢體動作觀察

是否有違犯過失，觀身而住；於外隨屬於身之物是否有

違犯過失，觀身而住。或者觀照自身依法無失行為的增

長生起，觀生法而住；觀照自身不如法有過失行為的迅

滅防護，觀滅法而住；觀生滅法亦如是而住。這些依身

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存在」的念頭，但此身是多難繫

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

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正知的目的。 

5-1-4｛不淨觀｝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皮覆包充滿種種不淨物之此

身，觀察此身，上至頭髮，下至蹠底，如：「於此身有髮、

髦、爪、齒、皮、肉、筋、骨、髓、腎臟、心臟、肝臟、

肋膜、脾臟、肺、腸、腸間膜、胃、排泄物、膽汁、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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膿、血、汗、脂肪、淚、淋巴液、唾液、粘液、關節液、

尿。」諸比丘！猶如兩口之袋，填進種種穀物，即：稻、

粳、綠豆、豆顆、胡麻、糙米，具眼者開解之，得觀察：

「此是稻、此是粳、此是綠豆、此是豆顆、此是胡麻、

此是糙米。」諸比丘！如是比丘於皮覆包充滿種種不淨

物之此身，觀察上至頭髮，下至蹠底，[知]：「於此身有

髮、髦、爪、齒、皮、肉、筋、骨、髓、腎臟、心臟、

肝臟、肋膜、脾臟、肺、腸、腸間膜、胃、排泄物、膽

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淋巴液、唾腋、粘液、

關節液、尿。」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8) 

 

    復次，諸比丘！比丘善觀此身，從頭頂至足底止，

皆為皮膚所覆，其中充滿種種不淨，即：「於此身有髮、

髦、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

脾、肺、腸、臟腑、胃、糞、膽汁、痰、膿、血、汗、

脂、淚、膏、唾、洟、滑液、小便也。」諸比丘！恰如

有兩口之袋，以充[填]種種穀物，即：稻、粟、綠豆、

豆顆、胡麻、米。以此，具眼者出而觀察「此是稻、此

是粟、此是綠豆、此是豆顆、此是胡麻、此是大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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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比丘善觀此身，從頭頂至足底止，為皮膚所覆，

其中充滿種種不淨，即：「此身有髮、髦、爪、齒、皮、

肉、筋、胃、髓、腎、心、肝、肋、脾、肺、腸、臟腑、

胃、糞、膽汁、痰、膿、血、汗、脂、淚、膏、唾。、

洟、滑液、小便也。」如是，於內身隨觀身……不執著

世間。如是，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3-74) 

 

    不淨觀，梵語 a-śubhā-smrti，巴利語 asubhānupas 
sin。又作不淨想。為五停心觀之一。即觀想自他肉體之

骯髒、齷齪，以對治貪欲煩惱之觀法。不淨觀與數息觀，

共稱為入道之二甘露門，而不淨觀以無貪之善根為自

性。南北傳阿含經所列舉全身觀有三十一物、三十二物、

三十五物及三十六物，在此以三十六物來分三類說明： 

(一)外相十二物，髮、毛、爪、齒、眵、淚、涎、唾、屎、

尿、垢、汗。 
(二)身器十二物，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

膏、腦、膜。 
(三)內含十二物，肝、膽、腸、胃、脾、腎、心、肺、生

臟、熟臟、赤痰、白痰。 
   全身每一物的相狀、功能及如何液漏，儘可能的以

實際解剖物為第一取相，相片次之，從頭頂至腳底為止

依序觀察，取其腥臭膿流厭惡相，最後熟練到猶如口袋

中取出五穀雜糧一般，即刻可分辨出此是稻、此是粟、

此是綠豆、此是豆顆、此是胡麻、此是大米……。 
   觀察內身的種種不淨；觀察外身的種種不淨；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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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亦如是，或者觀察自身不淨厭惡生起時，令厭患增上，

觀生法而住；觀察自身恐懼不適令滅離去，觀滅法而住；

觀生滅法亦如是而住。這些依身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

存在」的念頭，但此身是多難繫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

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

不淨觀的目的。 

5-1-5｛四界分別觀｝ 

    復次，諸比丘！比丘從界(要素)、如存在、如志向

而觀察此身，即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諸比丘！猶如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弟子之殺牛，於

四衢道，片片分解已猶如坐，諸比丘！如是比丘！從界、

如存在、如志向而觀察此身，[知]：「此身有地界、水界、

火界、風界。」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7) 

 

    復次，諸比丘！比丘以此身，其如所置、如其所示，

以觀察界，即：「此身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諸

比丘！恰如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之弟子，於衢屠牛，

坐乾路口，一分一分以割其體。如是，比丘以界觀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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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其如所置、如其所示，以觀察界，即：「此身有地界、

水界、火界、風界也。」如是，於內身隨觀身……不執

著世間。如是，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5-76) 

 
    四大，梵語  catvāri mahā-bhūtāni，巴利語  cattāri 
mahā-bhūtāni。為四大種之略稱。又稱四界；界，即梵語 
dhātu 之意譯。為重要之元素說，即物質（色法）係由地、

水、火、風等四大要素所構成。即： 
( 一 )本質為堅性，而有保持作用者，稱為地大（梵

prthivī-dhātu，巴 pathavī-mahā-bhūta）。 
( 二 )本質為濕性，而有攝集作用者，稱為水大（梵

ab-dhātu，巴 āpo-mahā-bhūta）。 
( 三 )本質為煖性，而有成熟作用者，稱為火大（梵

tejo-dhātu，巴 tejo-mahā-bhūta）。 
( 四 )本質為動性，而有生長作用者，稱為風大（梵

vāyu-dhātu，巴 vayo-mahā-bhūta）。 
    生活在大地上或海洋裏的一切動植物，無一不是靠

著這片土地或海水的滋養而成長繁衍，但有情眾生於自

身易產生迷失，錯認了暫時假合之四大為我，殊不知外

四大與內四大是相同且無異的，眾生之四大與外四大有

如下之說明： 

(一)地大，地以堅礙為性，如人身中之髮毛、爪齒、皮肉、

筋骨等均屬之。 
(二)水大，水以潤濕為性，如人身中之唾涕、膿血、津液、

痰淚、大小便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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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大，火以燥熱為性，如人身中之煖氣屬之。 
四)風大，風以動轉為性，如人身中之出入息及身動轉屬

之。若此四大不調，則易致病。 
    因此於內身的四大片片析解觀察，觀身而住；於外

身的四大片片析解觀察，觀身而住；於內外身相對地片

片析解觀察，觀身而住；於內外四大無迷惑地觀察，觀

生法而住；於往昔錯認之內外四大逐漸捨遣，觀滅法而

住；於內外四大無惑認知迷惑漸除，觀生滅法而住。 
    這些依身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存在」的念頭，但

此身是多難繫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

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四界分別觀的目的。 

5-1-6｛墓園九想觀｝ 

    復次，諸比丘！比丘恰如得觀遺棄於塚間之死屍，

死後經一日二日乃至三日，膨脹成為青黑、腐爛，彼注

視此身，[知]：「此身不脫如是法(性質)，而成為如是者。」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復次，諸比丘！比丘恰如得觀遺棄於塚間之死屍，

被鳥所啄、或鷹所啄、或鷲所啄、或犬所食、或豹所食，

乃至各種生類之所食。彼注視此身，[知]：「此身不脫如

是法，而成為如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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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復次，諸比丘！比丘恰如得觀遺棄塚間之死屍，由

於具有血肉而筋連結於骸骨……乃至……無肉之附著血

而筋連結骸骨……乃至……無血、肉，唯筋連結骸骨……

乃至……[關節]解散，手骨於此處，足骨於彼處，踝骨

於此處，腿骨於彼處，盤骨於此處，背骨於彼處，頭蓋

骨在彼處，骸骨散在四五八面。彼注視此身，[知]：「此

身不脫如是法，而成為如此者。」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

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復次，諸比丘！比丘恰如得觀遺棄塚間之死屍，初

如螺色之白骨……乃至……經過一年，骸骨堆高……乃

至……骸骨粉碎敗壞，彼注視此身，[知]：「此身不脫如

是法，而成為如此者。」 

    如是，或於內身，觀身而住；於外身，觀身而住；

又於內外身，觀身而住。或於身，觀生法而住;於身，觀

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憶



薄塵篇 
 

162 

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身觀身而

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79-280) 

 

    復次，諸比丘！譬如比丘，見死屍被遺棄於墓地，

或經一日、或二日、或三日，膨脹而變色青黑，分化腐

爛，彼致念此身：「觀此身亦如是法，成為如是，難免如

此之狀況。」如是，於內身隨觀身……不執著世間。 

    復次，諸比丘！譬如比丘見死屍被遺棄於墓地，或

被鳥、兀鷹、鷲野狗、豺或被種種蟲類啄噉，彼致念此

身：「觀此身亦如是法，成為如是，彼難免如是之狀況。」

如是，於內身隨觀身……不執著世間。 

    復次，諸比丘！比丘見死屍被遺棄於墓地，骸骨之

連鎖，尚帶血肉，被筋連縛。又，連鎖之骸骨(已經)肉

隤血污，被筋連縛。又，血肉皆無，唯筋連縛。又，骨

節解散，散亂諸方，手骨、足骨、脛骨、腿骨、腰骨、

脊骨、頭骸骨等，各於異處。彼致念此身：「此身亦如是

之法、成為如是，彼難免如此之狀況。」如是，於內身

隨觀身……而不執著世間。 

    復次，諸比丘！比丘見死屍被遺棄於墓地，其骨白

似螺色，經年堆積，又腐爛而為碎 ，彼致念此身：「觀

此身亦如是之法，成為如是，彼難免如此之狀況。」如

是，於內身隨觀身、於外身隨觀身、於內外身隨觀身而

住。於身隨觀集法、於身隨觀滅法、於身隨觀集滅之法

而住。彼現「身存在」之念，如是資其慧，資其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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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無有依止而住，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於身隨觀身

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5-76) 

 
    九想，又作九相、九想門、九想觀。即對人屍體之

醜惡形相，作九種觀想。為不淨觀之一種，行之可斷除

我人對肉體之執著與情執。九想為： 
(一)青瘀想（梵 vinīlaka-sajjñā），又作想相壞、青想。觀

想風吹日曬，死屍變黃赤色，復又發黑青。 
(二)膿爛想（梵 vipūyaka-sajjñā），又作想相爛、絳汁想。

觀想死屍皮肉糜爛，自九孔出膿生蟲。 
(三)蟲噉想（梵 vipadumaka-sajjñā），又作想相蟲啖、食

不消想。觀想蛆蟲、鳥獸之食屍。 
(四)膨脹想（梵 vyādhmātaka-sajjñā），又作想相青瘀。觀

想死屍之膨脹。 
(五)血塗想（梵 vilohitaka-sajjñā），又作想相紅腐、膿血

想。觀想死屍之膿血溢塗。 
(六)壞爛想（梵 vikhāditaka-sajjñā），又作想相蟲食。觀

想皮肉之破裂、腐爛。 
(七)敗壞想（梵 viksiptaka-sajjñā），又作想相解散。觀想

皮肉爛盡，僅存筋骨，七零八落。 
(八)燒想（梵 vidagdhaka-sajjñā），又作想相火燒。觀想死

屍燒為灰燼。 
(九)骨想（梵 asthi-sajjñā），又作想相生、枯骨想。觀想

死屍成為一堆散亂之白骨。 
    以上九種名稱之順序各有異說，於清淨道論四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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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中，列有十種肉體之不淨觀，即膨脹相、青瘀相、膿

爛相、斷壞相、食殘相、散亂相、斬斫離散相、血塗相、

蟲聚相、骸骨相等十不淨。 
    在諸經典中皆舉有多種不淨之觀屍法，以治貪欲之

心，今列舉如下：  
(一)據禪法要解卷上載，若淫欲多者，應修習二種不淨

觀。即： 
(1)觀死屍臭爛不淨，取此不淨之相，至閑靜處以自觀

不淨。 
(2)雖眼不見死屍，然從師受法而憶想分別，自觀身中

充滿髮、毛、涕、淚、汗、垢、痰、瘖等三十六種

不淨物。 
又修習不淨觀能對治眾生對於色、形容、威儀、言聲、

細滑、人相等六種欲望之執著，且將不淨分為惡厭之

不淨與非惡厭之不淨二種。對於執著前五種欲望者，

令觀惡厭之不淨；對於執著人相者，則令觀白骨人

相。又觀死屍為不壞，能斷除威儀、言聲二種欲望，

觀死屍為已壞，則悉斷六種欲望。 
(二)據俱舍論卷二十二載，修不淨觀可對治顯色貪、形色

貪、妙觸貪、供奉貪等四種貪。即： 
(1)緣青瘀等之相以修不淨觀，可對治顯色之貪。 
(2)緣死屍被鳥獸所食等之相以修不淨觀，可對治形色

之貪。 
(3)緣蟲蛆等之相以修不淨觀，可對治妙觸之貪。 
(4)緣死屍不動等之相以修不淨觀，可治供奉之貪。 
此外，若緣骨鎖以修不淨觀，則因骨鎖中無四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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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故能對治上述之四貪。 
(三)據大乘義章卷十二、卷十三，將不淨觀分為厭他身而

觀他不淨與厭自身而觀自不淨二種。前者觀他身中有

九相，即：(1)死相，(2)脹相，(3)青瘀相，(4)膿爛相，

(5)壞相，(6)血塗相，(7)蟲噉相，(8)骨鎖相，(9)離壞

相（分散相）。然大智度論中缺死相而加燒相。後者

觀自身中有五不淨，稱為五種不淨。即： 
(1)種子不淨，肉體係由因緣而形成，故內（煩惱、業）、

外（父母之精血）之種子不淨。 
(2)住處不淨，於母胎中，十月不淨。 
(3)自體不淨，此身由四大之不淨所成。 
(4)外相不淨，此身之九孔常流不淨。 
(5)究竟不淨，死後棄置塚間爛壞，亦永久不淨。 
 又人之色貪有二種，即：(1)愛自身，可以觀五不淨

對治之。(2)愛他身，可以觀九相對治之。其中，愛

他身中有四種欲，即： 
(1)威儀欲，可以九相中之死相對治之。 
(2)形色欲，可以青瘀、膿爛、血塗三相對治之。 
(3)處所欲，可以脹、壞、蟲噉、分散等四相對治之。 
(4)細觸欲，可以骨鎖相對治之。 

     於初果斷三結中之斷身見可知，有情眾生對自身的

強烈執著，所以初步應對自身的執著與以先斷除，於內

觀自身亦有此九想不淨，觀身而住；於外觀他(她)人亦有

此九想不淨，觀身而住；於內外觀自、他亦有此九想不

淨，觀身而住；隨觀自他種種不淨不斷集起，隨觀集法

而住；隨觀自他亦難免如是壞滅，隨觀滅法而住；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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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不淨不斷集起且亦難免如是壞滅，隨觀集滅法而

住，這些依身的觀察自然會有「身是存在」的念頭，但

此身是多難繫苦非依止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

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墓園九想觀的目的。 

5-2《受念處》 

    受念住（梵  vedanā-smrty-upasthāna，巴  vedanāsu  
vedanānupassī viharati ātāpī sampajāno satimā），又作受念

處。即觀於欣求樂受中反生苦之原由，並觀苦、空等共

相，以對治樂顛倒。 
 
    諸比丘！比丘於此，若在感樂受，知：「我在感樂受。」

在感苦受者，知：「我在感苦受。」在感不苦不樂受者，

知：「我在感不苦不樂受。」若在感肉體之樂受者，知：

「我在感肉體之樂受。」又在感精神之樂受者，知：「我

在感精神之樂受。」或在感肉體之苦受者，知：「我在感

肉體之苦受。」又在感精神之苦受者，知：「我在感精神

之苦受。」或在感肉體之不苦不樂受者，知：「我在感肉

體之不苦不樂受。」 

    又在感精神之不苦不樂受者，知：「我在感精神之不

苦不樂受。」如是，或於內受，觀受而住；於外受，觀

受而住；又於內外受，觀受而住。或於受，觀生法而住；

於受，觀滅法而住；又於受，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

所成及憶念所成，皆會「有受」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

依而住，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

受觀受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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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81-282) 

 

    諸比丘！比丘如何於受隨觀受而住耶？於此，比丘

受樂受而知:「予受樂受；」受苦受而知：「予受苦受；」

受不苦不樂受而知:「予受不苦不樂受；」受物質之樂受

而知：「予受物質之樂受；」受非物質之樂受而知：「予

受非物質之樂受；」受物質之苦受而知：「予受物質之苦

受；」受非物質之苦受而知:「予受非物質之苦受；」受

物質之不苦不樂受而知：「予受物質之不苦不樂受；」受

非物質之不苦不樂受而知：「予受非物質之不苦不樂受。」

如是，於內受而隨觀受，於外受而隨觀受，於內外受而

隨觀受。於受而隨觀集法、於受而隨觀滅法、於受而隨

觀集滅之法而住。若彼現「受存在」之念，如是資其慧，

資其思念，彼無有依止而住。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

於受隨觀受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6-77) 

 
    三受，梵語 tisro vedanāh，巴利語 tisso vedanā。又

作三痛。受，領納之義。即內之六根，觸對外之六境，

所領納之三種感覺。即： 
(一)苦受（梵 duhkha-vedanā），又作苦痛。即領納違情之

境相，令身心受逼迫。 
(二)樂受（梵 sukha-vedanā），又作樂痛。即領納順情之

境相，令身心適悅。 
(三)捨受（梵 upeksā-vedanā），又作不苦不樂受、不苦不

樂痛。即領納中容之境相，身心無有逼迫，亦無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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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此三受通於眼等六根，亦通有漏無漏。或各自分成

兩種，與五識相應者，即肉體感官(物質)，稱為身受；與

意識相應者，即精神意識(非物質)，稱為心受。這三受隨

著因緣的變化，而不斷的交互發生從不暫留，於多苦性

的身心來說，追求樂受是分外的辛苦，因此佛陀說：「我

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

是苦」。 
    於內在精神上所生的感受心不憂喜，觀受而住；於

外在肉體上所生的感受身不悲樂，觀受而住；於內外同

時發生的感受身受而心不受，觀受而住；或著於隨生之

任一感受不貪著不憂慮，觀生法而住；於隨滅之任一感

受不貪著不憂慮，觀滅法而住；於隨生隨滅之任一感受

身受而心不貪著不憂慮，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受的觀

察自然會有「受是存在」的念頭，但此受是樂少苦多非

依止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

而住，這才是修習受念處的目的。 

5-3《心念處》 

    心念住（梵 citta-smrty-upasthāna，巴 cittecittā nupassī 
viharati ātāpī sampajāno satimā），又作心念處。即觀能求

心之生滅無常，並觀其共相，以對治常顛倒。 
 
    然，諸比丘！比丘如何於心觀心耶？於此，諸比丘！ 

比丘心貪者，知：「心貪。」 

    又心，離貪者，知：「心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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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心，瞋者，知：「心瞋。」 

    又心，離瞋者，知：「心離瞋。」 

    又心，癡者，知：「心癡。」 

    又心，離癡者，知：「心離癡。」 

    又心，集中者，知：「心集中。」 

    又心，散亂者，知：「心散亂。」 

    又心，廣大者，知：「心廣大。」 

    又心，狹小者，知：「心狹小。」 

    又心，有上者，知：「心有上。」 

    又心，無上者，知：「心無上。」 

    又心，有定者，知：「心有定。」 

    又心，無定者，知：「心無定。」 

    又心，解脫者，知：「心解脫。」 

    又心，未解脫者，知：「心未解脫。」 

    如是，或於心，觀心而住；又於外心，觀心而住；

又於內外心，觀心而住。或於心，觀生法而住；於心，

觀滅法而住；又於心，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心」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心觀心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82-283) 

 

    諸比丘！比丘如何於心隨觀心而住耶？於此，比丘

有貪欲心而知：「有貪欲心。無貪欲心而知：「無貪欲心；」

有瞋恚心而知「有瞋恚心，」無瞋恚心而知「無瞋恚心；」

有愚癡心而知「有愚癡心，」無愚癡心而知「無愚癡心。」

攝心而知「攝心，」散心而知「散心，」高廣心而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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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心，」非高廣心而知：「非高廣心。」有上心而知：「有

上心，」無上心而知：「無上心，」定心而知：「定心，」

非定心而知：「非定心，」解脫心而知：「解脫心，」非

解脫心而知：「非解脫心。」 

    如是，於內心隨觀心，於外心隨觀心，於內外心隨

觀心而住。於心而隨觀集法，於心而隨觀滅法，於心而

隨觀生滅之法而住。彼現「心存在」之念，如是資其慧、

資其思念。彼無有依止而住，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

於心隨觀心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7-78) 

 
    心，梵語 citta 之意譯。音譯作質多。又作心法、心

事。指執取具有思量（緣慮）之作用者。是心王及心所

法之總稱。相對於色（物質）、身（肉體）而言。相當於

五蘊中之受、想、行、識等四蘊。身與心為相輔相成之

關係，不論任何一方皆不能單獨存在，然依實踐之方法

而言，心是身口發業的主導者，心雜染；則身口雜染，

心清淨向上；身口亦清淨向上，心為一切事物之根本，

亦為迷妄之根本，底下依八對十六種心，分別說明如何

於心觀心而住： 
  1.貪心，與貪相應及貪所繫屬之心，是為有貪心；而不

與貪相應之餘善心及無覆心，是為離貪心。 
  2.瞋心，逢違逆緣(不順心)而心起瞋恨，是為有瞋心；

逢違緣而心不瞋恨不記心而住，是為離瞋心。 
  3.癡心，結使不從智生，從狂惑生，為有癡心；於諸理

事明解為性，對治愚癡作善為業，為離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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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攝心，心專注於一境，令不昏沈散亂，是為攝心；心

馳騁六塵，散動而不能止住一處，是為散心。 
  5.大心，於戒定慧轉上轉勝而修彼心，是為廣大心；於

戒定慧不求勝進轉趨下劣，是為狹小心。 
  6.上心，於戒定慧增勝上進以致圓滿，是為上心；於戒

定慧怠守不進，是為無上心。 
  7.定心，止息妄念雜慮，令心住於一境，是為定心；心

恆馳攀緣六塵之境且暫住之，是為無定心。 
  8.解脫心，由諸煩惱束縛中解放，而超脫迷苦之境地，

為解脫心；於諸欲境煩惱未脫未離，為未解脫心。 
    於內之貪瞋癡令不生，觀心而住；於外之身口令不

造業，觀心而住；於內外之身口意令圓滿清淨，觀心而

住；觀心生之一切善法令住令增上，觀生法而住；觀心

生之一切惡不善法令滅不生，觀滅法而住；觀心生之一

切善惡法滅惡揚善，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心的觀察自

然會有「心是存在」的念頭，但此心是無常多變非依止

之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

這才是修習心念處的目的。 

5-4《法念處》 

    法念住（梵 dharma-smrty-upasthāna，巴 dhamme  su 
dhammānupassī viharati ātāpī sampajāno satimā），又作法念

處。即觀一切法皆依因緣而生，無有自性，並觀其共相，

以對治我顛倒。 
    一切法皆因緣所生而無自性，然眾生顛倒，常於善、

惡法中，妄計有我，謂我能行善行惡。但善、惡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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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無我，若善法是我，則惡法應無我；若惡法是我，

則善法應無我。佛為令彼等知因緣性空之理，故令其觀

法無我。 
    法念處包括五蓋、五取蘊、十二處、七覺支與四聖

諦，有如下詳細說明： 

5-4-1｛五蓋｝ 

    舍衛城……於此，世尊說示曰：-- 

    「諸比丘！不善聚者即是五蓋，是為正說。諸比丘！

純一之不善聚者，即為五蓋。以何為五耶？ 

    欲貪蓋、瞋蓋、惛眠蓋、掉悔蓋、疑惑蓋是。 

諸比丘！不善聚者，即此五蓋，是為正說。諸比丘！純

一之不善聚者，即此五蓋。 

    諸比丘！善聚者即是四念處，是為正說。諸比丘！

純一之善聚者，即四念處。以何為四耶？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於身觀身，熱誠、正知、正

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於受……於心……於法觀法，

熱誠、正知、正念，調伏世間之貪憂而住。諸比丘！善

聚者，即是四念處，是為正說。比丘！純一之善聚者，

即此四念處。」 

(南傳相應部五 念處相應 328-32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善法聚，不善法聚。云何善法聚？所

謂四念處，是為正說。所以者何？純一滿淨聚者，所謂

四念處。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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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云何不善聚？不善聚者，所謂五蓋，是為正說。所

以者何？純一逸滿不善聚者，所謂五蓋。何等為五？謂

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佛說此經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阿含 625（六一一）) 

 

    於此，諸比丘！比丘於法即五蓋，觀法而住。 

    又諸比丘！比丘如何於法即五蓋，觀法而住耶？於

此，諸比丘！比丘或於內貪欲存在者，知：「我於內貪欲

存在。」；於內貪欲不存在者，知：「於我內貪欲不存在。」

彼知未生之貪欲生起，知已生之貪欲滅盡，又知已滅盡

之貪欲，於未來不再生起。 

    或於內瞋恚存在者，知：「於我內瞋恚存在。」於內

瞋恚不存在者，知：「於我內瞋恚不存在。」知未生之瞋

恚生起，又知已生之瞋恚滅盡，又知已滅盡之瞋恚，於

未來不再生起。 

    或於內睡眠(愚鈍)存在，知：「於我內睡眠存在。」

或於內睡眠不存在，知：「於我內睡眠不存在。」而知未

生之睡眠生起，又知已生之睡眠滅盡，又知已滅盡之睡

眠，於未來不再生起。 

    或於內悼悔存在，知：「於我內悼悔存在。」或於內

悼悔不存在，知：「於我內悼悔不存在。」而知未生之悼

悔生起，又知已生之悼悔滅盡，又知已滅盡之悼悔，於

未來不再生起。 

    或於內疑惑存在者，知：「於我內疑惑存在。」於內

疑惑不存在者，知：「於我內疑惑不存在。」而知未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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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生起，知已生之疑惑滅盡，又知已滅盡之疑惑，於

未來不再生起。 

    如是，或於內法，觀法而住；又於外法，觀法而住；

又於內外法，觀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法而住；又於法，

觀滅法而住；又於法，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法」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 

    諸比丘！比丘如是則於五蓋法，觀法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83-286) 

 

    諸比丘！比丘如何於法隨觀法而住耶？曰：於此，

比丘於五蓋法隨觀法而住。比丘如何於五蓋法隨觀法而

住耶？諸比丘！於此，比丘內存有愛欲而知：「予內存有

愛欲，」若內無愛欲而知：「予內無愛欲。」未生之愛欲

生起者，其知之；已生之愛欲捨離者，其知之；所捨離

之愛欲於未來不生者，其知之。又，於內有瞋恚而知：「予

內有瞋恚，」內無瞋恚而知：「予於內無瞋恚。」有未生

之瞋恚生起者，其知之；有已生瞋恚之捨離者，其知之；

所捨離之瞋恚於未來不生者，其知之。於惛沈、睡眠、

掉悔、及疑，亦如是。如是，於內法隨觀法、於外法隨

觀法於內外法隨觀法而住。於法隨觀集法而住，於法隨

觀滅法而住，於法隨觀集滅之法而住。彼現「法存在」

之念，如是資其慧、資其思念。彼無有依止而住，不執

著世間。如是， 

比丘於五蓋法隨觀法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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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蓋，梵語 pañca āvaranāni。蓋，覆蓋之意。謂覆蓋

心性，令善法不生之五種煩惱。諸煩惱皆有蓋之義，此

五者於無漏之五蘊能為殊勝障礙，即貪欲與瞋恚能障戒

蘊，惛沈與睡眠能障慧蘊，掉舉與惡作能障定蘊，疑者

疑於四諦之理，故唯立此五者為蓋。 
    禪修時五蓋的生起皆有其原因，所謂的知己知彼，

才能夠制敵機先，了解五蓋生起的行相、特相、因相，

採取正確對治方法五蓋才能盡除。 
(一)貪欲蓋（梵 rāga-āvarana），執著貪愛五欲之境，無有

厭足，而蓋覆心性。五欲之境，即： 
1.色欲（梵 rūpa-kāma），謂男女之形貌端莊及世間寶

物玄、黃、朱、紫等種種妙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2.聲欲（梵 śabda-kāma），謂絲竹與環珮之聲及男女

歌詠等聲，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3.香欲（梵 gandha-kāma），謂男女身體之香及世間一

切諸香，能使眾生樂著無厭。 
4.味欲（梵 rasa-kāma），謂各種飲食肴膳等美味，能

使眾生樂著無厭。 
5.觸欲（梵 sprastavya-kāma），謂男女之身有柔軟細

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衣服等種種好觸，能使

眾生樂著無厭。 
綜觀五欲中對男女的形貌、音聲、體香、柔軟細

滑觸是最為強烈而難以自拔的，因此其對治的方法為

不淨觀及墓園九想觀，且男觀男屍相；女觀女屍相，

以卻除對男女及自身相的貪染，斷除對身體的染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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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為「我」的迷思，是邁向初果斷身見重要方法之

一，其貪欲蓋的行相是受用五妙欲；貪染沉溺是其特

相；對外境擴散執取是其因相。 
(二)瞋恚蓋（梵 pratigha-āvarana），於違情之境上懷忿怒，

粗重蓋覆心性。瞋，為修學佛道上最大之障害，經論

中常誡之，如大智度論卷十四（大二五‧一六七中）：

「瞋恚其咎最深，三毒之中，無重此者；九十八使中，

此為最堅；諸心病中，第一難治。」而瞋恚心的對治

方法即是慈心觀，慈愛眾生並給與快樂，如能更進一

步則修習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擴大圓滿對一切

眾生的慈悲不害，使身心柔軟祥和增益禪修的提升，

其瞋恚蓋的行相是瞋悶不喜；身心熱惱是其特相；違

背己情是其因相。 
(三)惛眠蓋（梵 styāna-middha-āvarana），又作睡眠蓋。惛

沈與睡眠，皆使心性無法積極活動。對治惛眠蓋的方

法即是光明想，善持光明想、善攝持光明想，破除闇

鈍不明回歸於漸失之所緣相，其惛眠蓋的行相是惛沉

睡眠；令心沉昧是其特相；於內過分收攝是其因相。 
(四)掉舉惡作蓋（梵 auddhatya-kaukrtya-āvarana），又作

掉戲蓋、調戲蓋、掉悔蓋。心之躁動（掉），或憂惱

已作之事（悔），皆能蓋覆心性。其對治的方法為數

息觀，收攝心於一境，使身、心止息。其掉悔蓋的行

相是掉舉惡作；心浮動不安是其特相；過份精進是其

因相。 
(五)疑蓋（梵 vicikitsā- āvarana），於法猶豫而無決斷，因

而蓋覆心性。其對治的方法為緣起觀，觀順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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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認識三世因果相續，破除對於我、法之斷見、

常見，其疑蓋的行相是前後想不一；猶豫不決是其特

相；愚癡(於法不明)是其因相。 
   清楚的知道任何一蓋的生起；清楚的知道任何一蓋的

滅盡；對治且知道已滅盡之五蓋於未來不再生起。於

內五蓋所生之因相，觀法而住；於外五蓋所生之行

相，觀法而住；於內外五蓋所生之特相，觀法而住；

於五蓋之行相生起，觀生法而住；於五蓋之因相滅

盡，觀滅法而住；觀五蓋之行生因滅，觀生滅法而住，

這些依法的觀察自然會有「法是存在」的念頭，但此

法是藉助、資助開發智慧與止觀的渡河船筏一樣，法

尚應捨；何況非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

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法念處的目的。 

5-4-2｛五取蘊｝ 

    復次，諸比丘！比丘即於五取蘊法，觀法而住。然，

諸比丘！比丘如何即於五取蘊法，觀法而住耶？ 

    於此，諸比丘！比丘[知]：「如是色，如是色之生起，

如是色之滅盡--如是受，如是受之生起，如是受之滅盡

--如是想，如是想之生起，如是想之滅盡--如是行，如

是行之生起，如是行之滅盡--如是識，如是識之生起，

如是識之滅盡。」 

    如是，或於內法，觀法而住；又於外法，觀法而住；

又於內外法，觀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法而住；又於法，

觀滅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憶

念所成，皆會「有法」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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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即於五取蘊

法，觀法而住。 

 (南傳長部二 大念處經 285-286)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五取蘊之法隨觀法而住。諸

比丘！比丘如何於五取蘊之法隨觀法而住耶？於此，比

丘於：「有如是色、有如是色之集、有如是色之沒。有如

是受、有如是受之集、有如是受之沒。有如是想……[乃

至]……想之沒，有如是行……[乃至]……行之沒。有如

是識、有如是識之集、有如是識之沒。」如是，於內法

隨觀法……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於五取蘊之法隨觀

法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8-79) 

 

    五取蘊，梵語 pañca upādāna-skandhāh，巴利語 pañc' 
upādāna-kkhandhā。又作五受陰。即由取（煩惱）而生或

能生取之有漏之五蘊。指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

取蘊、識取蘊。就取蘊之名義而論，俱舍論卷一謂一切

煩惱總稱為取，蘊從取生，或蘊屬取，或蘊生取，故稱

取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一則特以諸蘊中所有之欲

貪稱為取，以取合故，稱為取蘊。 
    色蘊，梵語 rūpa-skandha，巴利語 rūpa-kkhandha。

又作色陰、色受陰。色，為變礙義；佔有一定空間，且

會變壞者，稱之為色。而色之聚集，稱為色蘊；亦即有

質礙、變礙諸法之類聚。依據俱舍論卷一所載，色係指

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境（色聲香味觸）。五根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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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等五識之所依，為五種淨色。五境為眼、耳等五根所

取之五種境界。若色有漏有取，彼色在過去、未來與現

在，或起欲，或起貪、瞋、癡、怖，或復隨起一心所隨

煩惱，稱為色取蘊。色身是父母的因緣和合而有，於數

十年乃至百年後亦終將歸滅，以無量無邊的時劫來說，

猶如水上聚沫般逐漸消逝，所以應觀色如「聚沫」以對

治對色蘊的取著。 
    受蘊，梵語 vedanā-skandhāh，巴利語 vedanakkhan 
dha。指苦、樂、捨等「受」及眼觸等所生之諸種感受之

積聚：亦即肉體之感受與精神之知覺等的感受作用。若

受有漏有取，彼受在過去、未來與現在，或起欲，或起

貪、瞋、癡、怖，或復隨起一心所隨煩惱，稱為受取蘊。

苦樂捨三受，苦生時生熱惱，樂失時生憂惱，捨生時患

得患失，三受如浮泡般此消彼長乍現還沒，所以應觀受

如「浮泡」以對治對受的執取。 
    想蘊，梵語 sajjñā-skandha。人有想像事物善惡邪正，

或想像眼、耳、鼻、舌、身、觸之種種「情想」，積聚之，

稱為想蘊。俱舍論卷一（大二九‧四上）：「想蘊，謂能

取像為體，即能執取青黃、長短、男女、怨親、苦樂等

相。」若想有漏有取，彼色在過去、未來與現在，或起

欲，或起貪、瞋、癡、怖，或復隨起一心所隨煩惱，稱

為想取蘊。想如陽光所遍照到之一切物皆有影現，但影

非實物卻認繩為蛇，取妄相為真實相，所以應觀想如「陽

焰」以對治對想蘊的取著。 
    行蘊，梵語 sajskāra-skandha，巴利語  savkhāra - 
khandha。行，遷流、變化、造作之意；具有造作、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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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之諸法所類聚者。五蘊中，除去色、受、想、識等

四蘊之外，將其餘一切諸行皆統攝於行蘊。然若依準「一

切有為法皆為造作遷流者」之義而言，則不獨行蘊，即

連其餘色、受等四蘊亦皆可稱為行蘊。若行有漏有取，

彼行在過去、未來與現在，或起欲，或起貪、瞋、癡、

怖，或復隨起一心所隨煩惱，稱為行取蘊。世間一切的

人、事、物皆依著「有緣則生，緣盡則滅」，因緣非自生；

亦非他生、共生乃至無因緣生，而是眾緣合會而生其中

並無存在著真實的生滅，猶如剖開芭蕉樹身般空洞而無

實心，所以應觀行如「芭蕉」以對治對行蘊的取著。 
    識 蘊 ， 梵 語  vijñāna-skandha ， 巴 利 語  viññāna- 
khandha。指眼識等諸識之聚集。又作識陰、識受陰。俱

舍論卷一（大二九‧四上）：「各各了別彼彼境界，總取

境相，故名識蘊。此復差別有六識身，謂眼識身至意識

身。」蓋眼等六識對境僅取總相來分別，故類聚此六識

而立名為識蘊。若識有漏有取，彼識在過去、未來與現

在，或起欲，或起貪、瞋、癡、怖，或復隨起一心所隨

煩惱，稱為識取蘊。世間一切的差別相皆不離開地、水、

火、風四種根本相，由四根本相而造就出萬物之種種差

別，猶如伎師以草木石繩變幻出象、馬、牛、蛇般，卻

無實在之象馬牛蛇，所以應觀識如「幻事」以對治對識

蘊的取著。 
    於內因受、想、行、識取蘊所生之煩惱，觀法而住； 
於外因色取蘊所生之煩惱，觀法而住；於內外色心二取

蘊所生之一切煩惱，觀法而住；觀五取蘊所生之隨煩惱，

觀生法而住；觀五取蘊虛妄不取，觀滅法而住；觀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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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如夢幻泡影不執不取，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法的觀

察自然會有「法是存在」的念頭，但此法是藉助、資助

開發智慧與止觀的渡河船筏一樣，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

是修習法念處的目的。 

5-4-3｛十二處｝ 

    復次，諸比丘！比丘即於六內外處法，觀法而住。 

    然，諸比丘！比丘如何於六內外處法，觀法而住耶？ 

    於此，諸比丘！比丘知眼，知色，知緣其二者生結。 

而知未生之結生起，又知已生之結滅盡，又知已滅盡之

結，於未來不再生起。又知耳，知聲…乃至…知鼻，知

香…乃至…知舌，知味…乃至…知身，知觸…乃至…知

意，知法，知緣其二者生結。而知未生之結生起，又知

已生之結滅盡，知已滅盡之結，於未來不再生起。 

    如是，或於內法，觀法而住；於外法，觀法而住；

於內外法，觀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法而住；或於法，

觀滅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法」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比丘如是，於法觀法而住。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86-287)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六內外處之法隨觀法而住。 

諸比丘！比丘如何於六內外處之法隨觀法而住耶？於

此，比丘知眼、知色、知緣此兩者而生結。未生之結生

起者，其知之；已生之結捨離者，其知之；所捨離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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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不生者，其知之。知耳、知聲、知緣此兩者而生

結……乃至……知鼻、知香、知緣此兩者而生結……知

舌、知味、知緣此兩者而生結……知身、知觸、知緣此

兩者而生結……知意、知法、知緣此兩者而生結。未生

之結生起者，其知之；已生之結捨離者，其知之；已捨

離之結於未來不生者，其知之。如是，於內法隨觀法而

住……不執著世間。 

如是，比丘於六內外處之法隨觀法而住。 

 (南傳中部一 念處經 79-80) 

 

    十二處，指六根加六境。又作十二入、十二入處。

處為梵語 āyatana 之譯，乃養育、生長之意。即長養心、

心所之法，計分為十二種，乃眼、耳、鼻、舌、身、意、

色、聲、香、味、觸、法等處。前六處為六根，係屬主

觀之感覺器官，為心、心所之所依，有六內處之稱；後

六處為六境，屬客觀之覺知對象，為心、心所之所緣，

稱六外處。此十二處攝盡一切法，若六根與六境和合則

生識，因識生而有結縛生起，譬如黑牛繫白牛譬喻中所

說：「……非黑牛繫白牛，亦非白牛繫黑牛，然於中間若

軛，若繫鞅者，是彼繫縛。……非眼繫色，非色繫眼，

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中間欲貪，是其繫也。」因

此清楚了知根境二者生結之因緣，知於未生之結生起，

又知已生之結滅盡，又知已滅盡之結，於未來不再生起。

於內六處，觀法而住；於外六處，觀法而住；於內外六

處和合生識之處，觀法而住。於內外六處所生起之結縛，

觀生法而住；於內外六處離斷繫鞅，觀滅法而住；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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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六處收攝六根離斷境緣，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法的

觀察自然會有「法是存在」的念頭，但此法是藉助、資

助開發智慧與止觀的渡河船筏一樣，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

這才是修習法念處的目的。 

5-4-4｛四聖諦｝ 

    復次，諸比丘！比丘即於四聖諦法，觀法而住。 

    然，諸比丘！比丘如何即於四聖諦法，觀法而住耶？ 

    於此，諸比丘！比丘如實知：「此是苦，」如實知：

「此是苦之集，」如實知：「此是苦之滅，」如實知：「此

是到苦滅之道。」 

    然，諸比丘！苦諦者何耶？ 

    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憂、悲、苦、

惱、悶是苦，求不得是苦，約略言之，五取蘊是苦。 

    復次，諸比丘！生者何耶？於到處之生類中，有諸

眾生之生、出產、入胎、轉生、諸蘊之顯現，[內外]諸

處之攝受，諸比丘！此名為「生。」 

    復次，諸比丘！老者何耶？於到處之生類中，有諸

眾生之年老、老耄、齒落、頭髮白、皺紋皮膚、壽命短

縮、諸根熟衰，諸比丘！此名為「老。」 

    復次，諸比丘！死者何耶？於到處之生類中，有諸

眾生之消失、散滅、破壞、滅亡、消滅、死歿、命終、

諸蘊之破壞、死屍之放棄，諸比丘！此名為「死。」 

    復次，諸比丘！憂者何耶？諸比丘！有俱若干不

幸，被若干苦法所惱、憂、愁、戚、內憂、內愴，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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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此名為「憂。」 

    復次，諸比丘！悲者何耶？諸比丘！有俱若干不

幸，被若干苦法所惱、嘆、悲、嘆息、悲哀、悲歎、悲

痛，諸比丘！此名為「悲。」 

    復次，諸比丘！苦者何耶？諸比丘！關於身之苦

痛，身之不快，由身觸所生之苦痛及不快之感受，諸比

丘！此名為「苦。」 

    復次，諸比丘！惱者何耶？諸比丘！關於心之苦

痛，於心不快，由意觸所生之苦痛及不快之感受，諸比

丘！此名為「惱。」 

    復次，諸比丘！悶者何耶？諸比丘！有俱若干不

幸，被苦法所惱，失望、沮喪、氣餒、愁悶，諸比丘！

此名為「悶。」 

    然，諸比丘！求不得苦者何耶？諸比丘！於生法之

眾生，生如是欲求：「我等實非於生法之下，我等不願意

生來。」然，不得此欲求，此為求不得苦也。諸比丘！

於老法之眾生……乃至……諸比丘！於病法之眾生……

乃至……諸比丘！於死法之眾生……乃至……諸比丘！

於憂、悲、苦、惱、悶法之眾生，生如是之欲求：「我等

實非於憂、悲、惱、悶法之下，我等不願意憂、悲、苦、

惱、悶法之來。」然，不得此欲求，此為求不得苦。 

    然，諸比丘！約略而言，五取蘊之苦者何耶？如次

之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諸比丘！

約略而言，此等名為五取蘊之苦。諸比丘！此亦名為苦

聖諦。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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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諦，梵語 duhkha-satya，巴利語 dukkha-sacca。又

稱苦聖諦（梵 duhkhārya-satya）。從眾生一期生命之生、

老、病、死來看，這四個階段可說是一切眾生無法避免，

也無法超越的，而從出生到死歿的中間過程，夾雜了許

多苦與樂，但以多苦性的生命過程來說，貪憂之苦如影

隨形的從不曾間斷過，因對自身的貪憂以及從屬於我的

人、事、物貪憂，而衍生出屬於身、屬於心或身心俱的

悲、苦、惱、悶等觸惱與不快，且這些憂、悲、苦、惱、

悶法，許多是不求自來、不求而得，縱使百般不願亦得

無奈接受，如果總合這些種種之感受，約略來說就是因

為有五取蘊，有此五取蘊引生無量之苦，所以認識了解

五取蘊之苦，就是認識了解苦聖諦。 
 
    然，諸比丘！苦集聖諦者何耶？ 

    此愛能引導再生，有俱喜、貪，到處為追求滿足，

即：欲愛、有愛、無有愛。 

    復次，諸比丘！彼愛於何處生起、於何處止住耶？

凡於世間有可愛、可喜者，此愛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

止住。 

    何者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耶？眼於世間為可愛、可

喜也。此愛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耳於世間……

乃至 

……鼻於世間……乃至……舌於世間……乃至……身於

世間……乃至……意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於

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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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於世間……乃至……聲於世間……乃至……香於

世間……乃至……味於世間……乃至……觸於世間……

乃至……法於世間為可愛、可喜也。此愛即於此處生起、

於此處止住。 

    眼識於世間……乃至……耳識於世間……乃至……

鼻識於世間……乃至……舌識於世間……乃至……身識

於世間……乃至……意識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眼觸於世間……乃至……耳觸於世間……乃至……

鼻觸於世間……乃至……舌觸於世間……乃至……身觸

於世間……乃至……意觸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眼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耳觸所生之受於

世間……乃至……鼻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舌

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身觸所生之受於世

間……乃至……意觸所生之受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

此愛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色想於世間……乃至……聲想於世間……乃至……

香想於世間……味想於世間……乃至……觸想於世

間……乃至……法想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於

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色思於世間……乃至……聲思於世間……乃至……

香思於世間……乃至……味思於世間，乃至……觸思於

世間……乃至……法思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

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色愛於世間……乃至……聲愛於世間……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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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愛於世間……乃至……味愛於世間，乃至……觸愛於

世間……乃至……法愛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

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色尋於世間……乃至……聲尋於世間……乃至……

香尋於世間……乃至……味尋於世間，乃至……觸尋於

世間……乃至……法尋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

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 

    色伺於世間……乃至……聲伺於世間……乃至……

香伺於世間……乃至……味伺於世間，乃至……觸伺於

世間……乃至……法伺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

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諸比丘！此名為苦集聖諦。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91-292) 

 
    集諦，梵語 samudaya-satya，巴利語 samudaya-ariya 
sacca 。 全 稱 集 聖 諦 （ 梵  samudayārya-satya ， 巴

samudaya-sacca）。又作習諦、苦習聖諦、苦集諦。 
    集，招聚之義。若心與結業相應，未來定能招聚生

死之苦，故稱集。審察一切煩惱惑業，即知其於未來實

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故稱集諦。苦之根源為渴愛，以

渴愛之故，形成「來世」與「後有」。但渴愛於何處生起、

於何處止住呢？可分為內六處與外六處來分別說明： 
內六處：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依六根所引

發的識、觸及觸所生受，認為世間是可愛、可

喜而不斷染著，因此渴愛依六根所引發的識、

觸及觸所生受而生起、依六根所引發的識、觸

及觸所生受而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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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六處：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依六境所引

發的想、思、愛、尋、伺，認為世間是可愛、

可喜而不斷染著，因此渴愛依六境所引發的

想、思、愛、尋、伺而生起、依六境所引發的

想、思、愛、尋、伺而止住。 
    凡是於世間有可愛、可喜者，到處為追求滿足，此

渴愛即於此處生起、於此處止住。如果總合這些對世間

的染著原因來說，就是因為有內、外六入處，有此內、

外六入處積聚無量之苦，所以認識了解內、外六入處所

積聚之苦原因，就是認識了解苦集聖諦。 
 

    復次，諸比丘！苦滅聖諦者何耶？ 

    對彼愛之無餘離欲、滅盡、捨離、棄捨、解脫、無

染是。 

    復次，諸比丘！彼愛於何處捨棄、於何處止滅耶？

於世間有可愛、可喜者，此愛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

滅。 

    何者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耶？眼於世間為可愛、可

喜者，此愛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耳於世間……

乃至……鼻於世間……乃至……舌於世間……乃至……

身於世間……乃至……意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於世間……乃至……聲於世間……乃至……香於

世間……乃至……味於世間……乃至……觸於世間……

乃至……法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於此處捨棄、

於此處止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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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識於世間……乃至……耳識於世間……乃至……

鼻識於世間……乃至……舌識於世間，乃至……身識於

世間……乃至……意識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即

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眼觸於世間……乃至……耳觸於世間……乃至……

鼻觸於世間……乃至……舌觸於世間……乃至……身觸

於世間……乃至……意觸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眼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耳觸所生之受於

世間……乃至……鼻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舌

觸所生之受於世間……乃至……身觸所生之受於世

間……乃至……意觸所生之受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

此愛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想於世間……乃至……聲想於世間……乃至……

香想於世間……乃至……味想於世間……乃至……觸想

於世間……乃至……法想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思於世間……乃至……聲思於世間……乃至……

香思於世間……乃至……味思於世間……乃至……觸思

於世間……乃至……法思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愛於世間……乃至……聲愛於世間……乃至……

香愛於世間……乃至……味愛於世間……乃至……觸愛

於世間……乃至……法愛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尋於世間……乃至……聲尋於世間……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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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尋於世間……乃至……味尋於世間……乃至……觸尋

於世間……乃至……法尋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色伺於世間……乃至……聲伺於世間……乃至……

香伺於世間……乃至……味伺於世間……乃至……觸伺

於世間……乃至……法伺於世間為可愛、可喜者，此愛

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諸比丘！此名為苦滅聖諦。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93-294) 

 
    滅諦，梵語 nirodha-satya，巴利語 nirodha-sacca。

全稱滅聖諦（梵 nirodhārya-satya）。又作苦滅諦、苦盡諦、

苦滅聖諦、愛滅苦滅聖諦。滅，滅盡、息滅之義；諦，

審實不虛之義。眾生若能滅息苦之根本（欲愛），即可從

相續不斷之苦中獲得解脫與自由；如實審察了知此一真

諦而無絲毫虛謬，即稱滅諦。渴愛於何處捨棄、於何處

止滅呢？所謂的生處即是滅處，如集聖諦所述之內外六

入處，是對於世間所積聚渴愛之生處，亦是捨棄、止滅

之滅處。對渴愛之無餘離欲、滅盡、捨離、棄捨、解脫、

無染，即於此處捨棄、於此處止滅。 
    如果總合這些對世間的止滅原因來說，就是因為有

內、外六入處，有此內、外六入處息滅無量之苦，所以

認識了解內、外六入處能息滅苦的原因，就是認識了解

苦滅聖諦。 
 
    復次，諸比丘！苦滅道聖諦者何耶？ 

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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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正念、正定也。然，諸比丘！正見者何耶？ 

    諸比丘！如實知苦、知苦之集、知苦之滅、知至苦

滅之道，諸比丘！此名為正見。 

    復次，諸比丘！正思者何耶？無欲之思，無恚之思，

無害之思，諸比丘！此名為正思。 

    復次，諸比丘！正語者何耶？遠離兩舌，遠離惡口，

遠離妄語，遠離綺語，諸比丘！此等名為正語。 

    復次，諸比丘！正業者何耶？遠離殺生，遠離不與

取，遠離邪淫，諸比丘！此等名為正業。 

    復次，諸比丘！正命者何耶？ 

諸比丘！於此，聖弟子捨邪命，依正命而營[活]命，諸

比丘！此等名為正命。 

    復次，諸比丘！正精進者何耶？ 

諸比丘！於此，比丘起堅決心賣力、精進、心勤注意，

令不生未生之惡、不善法。起堅決心賣力、精進、心勤

注意、遠離已生之惡、不善法。起堅決心賣力、精進、

心勤注意、令生未生之善法。起堅決心賣力、精進、心

勤注意，令住已生之善法，令不惑亂、使之增長、充滿、

修習、成就。諸比丘！此等名為正精進。 

    復次，諸比丘！正念者何耶？ 

諸比丘！於此，比丘於身觀身而住，精勤、正智正念而

捨離世間之欲、惱；於受……乃至……於心……乃至……

於法，觀法而住，精勤、正智正念而捨離世間之欲、惱，

諸比丘！此等名為正念。 

    復次，諸比丘！正定者何耶？ 

諸比丘！於此，比丘去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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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喜、樂，達初禪而住；滅尋伺，內心安靜，心成專一，

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達第二禪而住；更捨離喜而

住，正念正智，以身感受樂，唯諸聖者說：「捨此而正念

樂住」達第三禪而住。其次捨樂離苦，以前所感受之喜、

憂皆滅故，而不苦不樂，成為捨念清淨，達第四禪而住。

諸比丘！此名為正定。 

諸比丘！此等名為苦滅道聖諦。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95-297) 

 
    道諦，梵語 mārga-satya，巴利語 magga-sacca。又作

道聖諦（梵 mārgārya-satya）、趣苦滅道聖諦、苦滅道聖

諦、苦出要諦。道諦，即指欲達苦滅之境而依之修行的

八正道。 
    八正道，梵語 āryāstāvgika-mārga。八種求趣涅槃之

正道。又作八聖道、八支正道、八聖道分、八道行、八

直行、八正、八道、八支、八法、八路。乃三十七道品

中，最能代表佛教之實踐法門，即八種通向涅槃解脫之

正確方法或途徑。釋尊轉法輪時，所說離樂欲及苦行之

二邊，趨向中道者，即指此八正道。八者即： 
(一)正見，梵語 samyag-drsti，巴利語 sammā-ditthi，又

作諦見。即見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有

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母，世有真

人往至善處，去善向善，於此世彼世自覺自證成就。

據大毘婆沙論卷九十七載，正見可分為二類，即： 
(1)有漏正見，又作世俗正見。即與意識相應之有漏善

慧，係有漏有取者，故轉向善趣，招未來可喜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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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果。 
(2)無漏正見，又作出世間正見。即盡無生智所不攝之

意識相應善慧，如無學正見。 
(二 )正思惟，梵語  samyak-sajkalpa，巴利語  sammā- 

savkappa。又作正思惟道支、正志、正分別、正覺或

諦念。即思考真實之道理，亦即遠離貪欲、瞋恚、害

念等邪思惟，而對無貪、無瞋、不害等生起思惟。 
(三)正語，梵語 samyag-vāc，巴利語 sammā-vācā。又作

正言、諦語。即遠離妄言、兩舌、粗言(惡口)、綺語

等一切虛妄不實之語。又以正語亦必為合乎道理之

語，故又稱順理語。 
( 四 ) 正 業 ， 梵 語  samyak-karmānta ， 巴 利 語  sammā 

-kammanta。又作正行、諦行。即身口意三業清淨，

遠離殺生、不與取、邪淫等一切邪妄。 
(五)正命，梵語 samyag- ājīva。巴利語 sammā - ājīva。又

作諦受、正命道支。佛弟子依從正法，清淨身口意三

業；遠離咒術、占卜等五種邪惡之謀生方法，而如法

求取衣服、飲食、湯藥、床榻等生活資具，即稱為正

命。又比丘為延續法身慧命而行之乞食，稱為正命食。 
(六 )正精進，梵語  samyakprahānāna，巴利語  samma 

ppadhānāni 又作正方便、正治、諦法、諦治。發願已

生之惡法令斷，未生之惡法令不起，未生之善法令

生，已生之善法令增長滿具。即謂能求方便精勤。 
(七)正念，梵語 samyak-smrti，巴利語 sammāsati。指真

正之念。又作諦意。即以自共相觀身、受、心、法等

四者。即如實憶念諸法之性相而不忘失。可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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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俗有漏正念，即與有漏作意相應之善念。 
(2)出世間無漏正念，即依無漏之正見能思惟諦境，而

與無漏作意相應的明記不忘之念。 
(八)正定，梵語 samyaktva-niyata，巴利語 sammatta-niyata

又作諦定。即離欲惡不善之法，成就初禪乃至四禪。 
 
   八聖道乃眾生從迷界之此岸渡到悟界之彼岸所持之

力，故以船、筏為譬，有八道船、八筏之稱；又如車輪

之輻、轂、輞相互助車轉動，故亦譬稱八輪。又此為聖

者遊行之所，故又作八遊行、八由行。 
    如果總合這些對世間的止滅原因來說，就是因為有

八支聖道，有此八支聖道息滅無量之苦，所以認識了解

八支聖道能息滅苦的原因，就是認識了解苦滅道聖諦。 
 

    如是，於內法，觀法而住；於外法，觀法而住；又

於內外法，觀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法而住；又於法，

觀滅法而住；又於法，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法」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著，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諸比丘！比丘如是，於四聖諦觀

法而住。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95-296)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四聖諦法隨觀法而住。比丘

如何於四聖諦法隨觀法而住耶？諸比丘！比丘於此如實

知：「此是苦、」如實知：「此是苦之集、」如實知：「此

是苦之滅、」如實知：「此是致苦滅之道。」如是，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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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隨觀法而住、於外法隨觀法而住、於內外法隨觀法而

住。於法隨觀集法、於法隨觀滅法、於法隨觀集滅之法

而住。彼現「法存在」之念，如是資其慧、資其思念。

彼無有依止而住，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於四聖諦法

隨觀法而住。 

 (南傳中部經典一 念處經 80-81) 

 
    於內如實知四聖諦法，觀法而住；於外觀四聖諦法

無間等，觀法而住；於內外如實觀無間知四聖諦法，觀

法而住。於四聖諦法登階而上無間等，觀生法而住；於

四聖諦法離斷繫鞅，觀滅法而住；於四聖諦法如實知致

苦滅之道，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法的觀察自然會有「法

是存在」的念頭，但此法是藉助、資助開發智慧與止觀

的渡河船筏一樣，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應當無所依而

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法念處

的目的。 

七 覺 支 菩 提 分 

5-4-5【七覺支】 

    諸比丘！於此有比丘，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

迴向於捨以修習念覺支……修習擇法覺支……修習精進

覺支……修習喜覺支……修習經安覺支……修習定覺

支。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迴向於捨以修習捨覺支。 

    諸比丘！如是比丘，依於戒而立於戒，以修習七覺

支，多習七覺支者，則於諸法得廣大。」 



薄塵篇 
 

196 

 (南傳相應部五 覺支相應 216-217) 

 
    開展菩提智慧，三依一向首要之務在遠離身、心之

罪惡而使其清淨，此稱身遠離、心遠離。於染著起貪之

所有五欲樂因緣，如果不遠離卻不斷地身陷於易生貪染

的人、事、物當中，所謂的近赤者紅、近墨者黑，未離

欲者是容易受到環境因素所影響，因此遠離塵囂閑居靜

處、息諸緣務，依於戒而立於戒持戒清淨，滅盡一切惡

不善法，增長圓滿一切善法，且不執著於所修所斷之一

切成果，迴向於捨，持續平衡地修習七覺支，才能圓滿

完成四念處的修習。 
 

    何以故耶？諸比丘！如是之比丘聽法已，依身遠離

與心遠離之二種遠離，而住於遠離，如是遠離而住隨念，

隨尋彼法。 

    諸比丘！比丘如是遠離而住於隨念，隨尋彼法時，

彼比丘生念覺支。比丘修習念覺支時，於比丘念覺支修

習圓滿，如是正念而住，以慧決擇、伺察、觀察彼法。 

    諸比丘！比丘如是正念而住，以慧決擇、伺察、觀

察彼法時，彼比丘發生擇法覺支。比丘修習擇法覺支時，

於比丘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以慧決擇，伺察、觀察彼法，

則生不退之精進。 

    諸比丘！比丘以慧決擇、伺察、觀察彼法，不退精

進時，彼比丘發生精進覺支。比丘修習精進覺支時，於

比丘精進覺支修習圓滿，若發精進者，則得離財之喜。 

    諸比丘！發精進、得離財之喜時，彼比丘發喜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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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修習喜覺支時，於比丘喜覺支修習圓滿，達意喜者，

則得身輕安、心輕安。 

    諸比丘！比丘意喜而身輕安、心輕安時，於比丘發

輕安覺支。比丘修習輕安覺支時，於比丘輕安覺支修習

圓滿，身輕安者，則得樂，得樂者，則得心定。 

    諸比丘！比丘身輕安而得樂、得心定時，諸比丘！

比丘發定覺支。比丘修習定覺支時，於比丘定覺支修習

圓滿，如是得心定，為善觀察者。 

    諸比丘！比丘如是得心定，為善觀察者時，比丘發

捨覺支。比丘修習捨覺支時，於比丘捨覺支修習圓滿。 

 (南傳相應部五 覺支相應 221-222) 

 
    於身心住於遠離後，接著則必須專注了解七覺支法

的內容，循著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

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依遠離，依離貪，依滅

盡，迴向於捨至修習捨覺支。 
    七覺支，梵語 saptabodhyavgani。又稱七等覺支、七

遍覺支、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寶、七覺分、七覺意、七

覺志、七覺支法、七覺意法，略稱七覺。覺，意謂菩提

智慧；以七種法能助菩提智慧開展，故稱覺支。七者即： 
(一)念覺支，梵語 smrti-sajbodhyavga，巴利語 sati-sam 

bojjhavga。又作念覺分，念覺意、念等覺支。謂修道

者於證悟之過程中，明記三學、四聖諦、八正道等佛

教教法而念茲在茲、憶持不忘之階段；其時修道者之

心，係以「念」為其體性。例如恆常正念正知，了知

身受心法之不淨、苦、無常、無我等，並將此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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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之世界觀，憶持不忘，即是此一證悟階段（念覺

支）之具現。如是正念而住，以慧決擇、伺察、觀察

彼法時，則發生擇法覺支。 
(二)擇法覺支，梵語 dharma-pravicaya-sajbodhyavga，巴

利語 dhamma-vicaya-sambojjhavga。又稱擇法覺分、

法覺意、法解覺意。指以智慧選擇分別諸法之真偽，

取真捨偽，而趣入菩提。修習以致圓滿，以慧決擇，

伺察、觀察彼法，則生不退之精進而引發精進覺支。 
(三)精進覺支，梵語 virya-sajbodhyavga，巴利語 viriya- 

sambo jjhavga。又作精勤覺支、勤精進覺支、進覺意、

勤覺意。謂勇猛勤策進修諸善法；亦即依佛教教義，

於修善斷惡、去染轉淨之修行過程中，不懈怠地努力

上進。蓋精進為修道之根本。不斷發精進、得離財之

喜而引發喜覺支。 
( 四 ) 喜 覺 支 ， 梵 語  prītisambodhyavga ， 巴 利 語  pītis 

ambojjhavga。即得正法而歡喜。又作喜等覺支、喜覺

意、愛喜覺意。即心得善法，以喜為體而生之欣悅歡

喜。喜覺支修習圓滿，達意喜者，則得身輕安、心輕

安而引發輕安覺支。 
(五)輕安覺支，梵語  prasrabdhi-sajbodhyavga，巴利語 

passaddhi-sambojjhavga。又作猗覺支。即身心輕利安

適，對所緣之境優游自適之精神作用。為「惛沈」之

對稱。此精神作用，主要在禪定中升起，使修習能持

續進行。輕安有身輕安、心輕安二種，心堪忍之性與

五識相應者，稱為身輕安；與意識相應者，稱為心輕

安。獲得身輕安者，則得樂，得樂者，則得心定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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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定覺支。 
(六)定覺支，梵語 samādhi-sajbodhyavga。又作定等覺支、

定覺意、惟定覺意。定覺支即謂「心一境性」係以定

為體，令心安住而不散亂。修此法已，則定覺滿足，

滅除貪、憂，乃生捨心，進而修習捨覺支，待捨覺支

滿足，則可達於無畏之境界。如是得心定，成為善觀

察者引發捨覺支。 
(七)捨覺支，梵語 upeksā-sajbodhyavga，巴利語 upekha- 

sambojjhavga。又作捨等覺支、護覺支、行護覺意。

捨，為捨離之意；覺支，以近菩提之位，能成就如實

之覺；捨覺支，即捨離所見念著之境時，能覺了而永

不追憶虛偽不實之法。即心為平等性，以行捨為體，

而住於寂靜。 
 

    復次，諸比丘！比丘即於七覺法，觀法而住。然，

諸比丘！比丘如何即於七覺法，觀法而住耶？ 

    於此，諸比丘！比丘或於內念覺支存在者，知：「於

我內念覺支存在，」或於內念覺支不存在者，知：「於我

內念覺支不存在。」而知未生之念覺支生起，又知已生

之念覺支修習成就。 

    或於內擇法覺支存在者，知……乃至……修習成就。 

    或於內精進覺支存在者，知……乃至……修習成就。 

    或於內喜覺支存在者，知……乃至……修習成就。 

    或於內息(輕安)覺支存在者，知……乃至……修習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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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於內定覺支存在者，知……乃至……修習成就。 

    或於內捨覺支存在者，知：「於內捨覺支存在，」或

於內捨覺支不存在者，知： 

    「於我內捨覺支不存在。」而知未生之捨覺支生起，

又知已生之捨覺支修習成就。 

    如是，或於內法，觀法而住；又於外法，觀法而住；

又於內外法，觀法而住。或於法，觀生法而住；又於法，

觀滅法而住；又於法，觀生滅法而住。尚又智識所成及

憶念所成，皆會「有法」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

且不執著世間任何物。 

    諸比丘！比丘如是即於七覺支法，觀法而住。 

 (南傳長部經典二 大念處經 287)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七覺支法隨觀法而住。諸比

丘！比丘如何於七覺支法隨觀法而住耶？諸比丘！於

此，比丘內有念覺支而知：「予內有念覺支，」內無念覺

知而知：「予內無念覺支。」若未生念覺支有生起者，其

知之；有已生念覺支修習完滿者其知之。內有擇法覺支

而知：「予內有擇法覺支。內無擇法覺支而知：「予內無

擇法覺支，」未生之擇法覺支有生起者，其知之；有已

生之擇法覺支修習完滿者，其知之。……[乃至]……知

精進覺支…… [乃至]……喜覺支……[乃至]……輕安

覺支……[乃至]……定覺支……[乃至]……捨覺支。如

是，於內法隨觀法……不執著世間。如是，比丘於七覺

支之法隨觀法而住。 

 (南傳中部經典一 念處經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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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七覺支不斷深入了解與操作孰悉後，於內知覺七

覺支存在或不存在，知未生之七覺支生起，又知已生之

七覺支修習成就。於內觀七覺支相依相生，觀法而住；

於外觀三依一向遠離住捨，觀法而住；於內外循序而生

平衡而住迴向於捨，觀法而住；或者觀七覺支依次生起

明覺喜生，觀生法而住；觀明覺生五蓋滅，守念諦道，

觀生滅法而住。這些依法的觀察自然會有「法是存在」

的念頭，但此法是藉助、資助開發智慧與止觀的渡河船

筏一樣，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應當無所依而住，且亦

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這才是修習法念處的目的。 
    另外於七覺支修習圓滿時，亦是五蓋盡除時，如將

七覺支分類來說，念覺支是止觀的主體；擇法覺支……[乃
至]……捨覺支，是協助平衡止觀的支助體，戒定慧的增

上及四聖諦、八正道的完成，必須在無有五蓋障蔽平衡

穩定的禪定中進行，於惛沉睡眠發生時，則需憶念正法

不斷精進產生喜悅(舉相)；於掉舉惡作發生時，則專注息

念安定身心平等捨住(止相)，止舉相適時的交互應用達到

止觀的平衡，即所謂的止觀雙運，下表為七覺支如何對

治五蓋之圖表： 
 
                    戒定慧 
    1.念覺支        四聖諦   對治無明(貪瞋) 、疑惑 
    2.擇法覺支      八正道 
    3.精進覺支               對治惛沉睡眠 
    4.喜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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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輕安覺支 
    6.定覺支                 對治掉舉惡作 
    7.捨覺支 

《表 5─3》七覺支對治五蓋表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瞿曇！為諸弟子說何等法福

利，令彼轉為人說，不謗如來，不增不減，誠說法說，

法次法說，無有餘人能來比挍、難詰、訶責」？佛告目

揵連： 

「明、解脫果報福利，為人轉說者，不謗如來，不乖其

理，法次法說，無有能來比挍、難詰、嫌責」。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瞿曇！諸弟子有法修習、多修

習，令明、解脫福利滿足者不」？佛告縈髮目揵連：「有

七覺分，修習、多修習，明、解脫福利滿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有法修習，能令七覺分滿足

不」？佛告縈髮目揵連：「有四念處，修習、多修習，能

令七覺分滿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四念處

滿足不」？佛告縈髮目揵連：「有三妙行，修習、多修習，

能令四念處滿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三妙

行滿足不」？佛告目揵連：「有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

修習，令三妙行滿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云何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

修習，令三妙行滿足」？佛告目揵連：「若眼見適意、可



四念處菩提分 
 

203 

愛念、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彼比丘見已，不喜、

不讚歎、不緣、不著、不住。若眼見不適意、不可愛念、

順於苦覺之色，諸比丘見已，不畏、不惡、不嫌、不恚。

於彼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不好色起，眼見已，

永不緣著。內心安住不動，善修解脫，心不懈倦。耳……，

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如是於

六觸入修習、多修習，滿足三妙行。 

    云何修三妙行，滿足四念處？多聞聖弟子，於空閑

處，林中、樹下，作如是學，如是思惟：此身惡行，現

世、後世必得惡報。我若行身惡行者，心當自生厭悔，

他亦嫌薄，大師亦責，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惡名

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於身惡行，見現

世、後世如是果報，是故除身惡行，修身妙行。口、意

惡行，亦復如是。是名修習三妙行已，得四念處清淨滿

足。 

    云何修四念處得七覺分滿足？目揵連！比丘如是順

身身觀住，彼順身身觀住時，攝念安住不忘，爾時方便

修習念覺分；方便修習念覺分已，得念覺分滿足。於彼

修習擇法覺分已，逮得擇法覺分滿足。選擇彼法，覺想

思心念選擇於法，覺想思量，爾時方便修習擇法覺分；

方便量，方便修習精進覺分；方便修習精進覺分已，逮

得精進覺分滿足。勤精進已，生歡喜心，爾時修習方便

歡喜覺分；修習歡喜覺分已，逮得歡喜覺分滿足。心歡

喜已，身心止息，爾時修習猗息覺分；修習猗息覺分已，

逮得猗息覺分滿足。身心息已，得三摩提，爾時修習定

覺分；修習定覺分已，定覺分滿足。謂一其心，貪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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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內心行捨，方便修習捨覺分；方便修習捨覺分已，

逮得捨覺分清淨滿足。受、心、法念處，亦如是說。如

是修習四念處，七覺分滿足。 

    云何修習七覺分，明、解脫滿足？目揵連！若比丘

修念覺分，依遠離、依離欲、依滅，捨於進趣；修念覺

分，逮得明、解脫清淨滿足。乃至修習捨覺分，亦如是

說。是名修習七覺分已，明、解脫清淨滿足。如是目揵

連！法法相依，從此岸而到彼岸」。 

 (南傳雜阿含 六入處相應 280（二八一）) 

 
    房屋的支撐支樑如果是長短不一左右斜曲，主梁則

亦隨之歪曲，要圓滿完成明與解脫亦需要無有斜曲之

身、口、意與六觸入處律儀，才能進修四念處與七覺支，

其次第依序是： 
 
六觸入處律儀→三妙行→四念處→七覺分→明、解脫福利 
    修習六觸入處律儀……乃至……七覺分已，次第修

習、多修習才能令明、解脫清淨滿足。如何令明、解脫

清淨滿足，有如下之次地說明： 
 
(一)修習六觸入處律儀→三妙行滿足 
    六觸入處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或色、

聲、香、味、觸、法等六境，所生之眼觸、耳觸、鼻觸、

舌觸、身觸、意觸等六種作用。六觸生愛即： 
(1)眼觸生愛，謂眼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青黃赤白、方

圓長短等種種顏色、形相而貪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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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耳觸生愛，謂耳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絲竹歌詠等種

種之聲，而貪愛不捨。 
(3)鼻觸生愛，謂鼻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栴檀沈水等種

種之香，而貪愛不捨。 
(4)舌觸生愛，謂舌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珍饈美饌等種

種之味，而貪愛不捨。 
(5)身觸生愛，謂身能觸對男女身分柔軟細滑及世間所

有種種上妙衣服等，而貪愛不捨。 
(6)意觸生愛，謂意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色聲香味觸等

種種之法，而貪愛不捨。 
    於六觸生愛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而生起諸

多之非律儀之行為舉止，因此於適意、可愛念處應不喜、

不讚歎、不緣、不著、不住。 
    於粗澀、嫌惡且不適意、不可愛念、順於苦覺之色，

則不畏、不惡、不嫌、不恚正念而住。 
    六入處於適意、可愛念或不適意、不可愛念處，於

心應永不緣著正念而住。內心安住不動，善修解脫，心

不懈倦，如此才能滿足於進修三妙行。 
 
(二)修習三妙行→四念處滿足 
    於身、口、意惡行，現世、後世必得惡報。若身、

口、意行惡行，心當自生厭悔，他亦嫌薄，大師亦責，

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惡名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

終，當墮地獄。於身、口、意惡行，見現世、後世如是

果報，所以應除身、口、意惡行，修身、口、意三妙行，

如此才能滿足於進修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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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習四念處→七覺分滿足 
    於四念處之身、受、心、法順念觀住，攝念安住不

忘，此時方便進修念覺支，守念戒定慧與四諦八正道，

令見思堅固於法無疑，得念覺分滿足。 
    於法無疑則思惟抉擇五蘊、五蓋升起諸隨煩惱之行

相、特相、因相，善巧平衡與予除遣，逮得擇法覺分滿

足。 
    於法抉擇後，應與精進之心令諸惡不善之隨煩惱，

斷滅殆盡，達致圓滿，逮得精進覺分滿足。 
    勤精進已，生歡喜心，此時修習方便歡喜覺分，令

心歡喜，光明增上而勤修不懈，逮得歡喜覺分滿足。 
    心歡喜已，身心止息，此時修習輕安覺分，心之喜

悅引發身之遍體湧樂，如卸重擔身心輕安，逮得輕安覺

分滿足。 
    身心輕安能引發禪定(三摩提)，此時修習定覺分，攝

住心念於一所緣，近分地入初禪乃至四禪，得定覺分滿

足。 
    於諸禪一心觀行中，息滅貪憂，平衡內心行捨，方

便修習捨覺分，不取一法、不執著一法，平等捨住，逮

得捨覺分清淨滿足。 
    如此修習四念處才能滿足於進修七覺分。 
   
(四)修習七覺分→明、解脫福利滿足 
    於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

支、定覺支、捨覺支，依遠離、依離欲、依滅，回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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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三依一向之修習心念，定可達明、解脫清淨滿足。 
    譬如於山上降大雨雷鳴之時，往低處水展轉而山巖

溪澗滿，山巖溪澗滿已則小池滿，小池滿已則大池滿，

大池滿已則小河滿，小河滿已則大河滿。大河滿已則大

海滿。如是，六觸入處律儀……乃至……七覺分之修習

法，是法法相依，不可躐等，修習、多修習，能令從此

岸而到彼岸。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念處集，四念處沒。諦聽，

善思。何等為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食集則身集，食滅則身沒。如是隨身集觀住，隨身

滅觀住，隨身集、滅觀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永無

所取。 

    如是觸集則受集，觸滅則受沒。如是隨集法觀受住，

隨滅法觀受住，隨集、滅法觀受住，則無所依住，於諸

世間都無所取。 

    名色集則心集，名色滅則心沒。隨集法觀心住，隨

滅法觀心住，隨集、滅法觀心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

間則無所取。 

    憶念集則法集，憶念滅則法沒。隨集法觀法住，隨

滅法觀法住，隨集、滅法觀法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

間則無所取。是名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北傳雜阿含 623（六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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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

彼滅。』是解脫生死輪迴之重要緣起法則，四念處法門

亦不離此緣起法則，身、受、心、法有其集起之原因，

相對地亦有滅去之方法，其集滅有如下之說明： 
(一)食集則身集，食滅則身沒。 
    食，梵語 āhāra，巴利語同。牽引、長養、持續之意。

即牽引、養育眾生之肉身或聖者之法身，而使之存在，

並永遠保持其狀態以及觸等精神作用（心、心所）之飲

食。三界中能長養肉身之食物，稱作世間食。世間食有

四食，即： 
(1)段食，亦作揣食、摶食、見取食，即以香、味、觸

等色法為體之飲食，資益諸根。 
(2)觸食，亦作更樂食、樂食、溫食，即精神之主體透

過感覺器官，由取外境（客體）時所起主客接觸作

用的心之作用，依此能長養感覺、意志，或資益肉

體，故稱為食。 
(3)思食，亦作意思食、念食、意食、業食，即意志之

作用（思），期求自己所好者存在之狀態；以其能

延續生存狀態，故稱為食。 
(4)識食，指精神之主體。依前三食之勢力能造作未來

果報之主體，以其為保持身命之主體，故稱為食。 
   此四食不斷地長養身心，使心集起有『我』之念頭，

有我則生從屬於我之『我所』，由此而有無量之苦聚生，

此為食集則身集。 
   身念處法門則引導觀此身為父母所生、粥飯長養，有

餓勞睏疾、屎尿膿流不淨，身為苦器緣盡壞散，非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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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此於四食厭離、斷滅，此為食滅則身沒。 
    如是隨身集觀住，隨身滅觀住，隨身集、滅觀住，

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永無所取。 
 
(二)觸集則受集，觸滅則受沒。 
    觸，梵語 sparśa，巴利語 phassa。為心所（心之作

用）之一。指境（對象）、根（感官及其機能）、識（認

識）三者和合時所產生之精神作用；亦即指主觀與客觀

接觸之感覺而言。 
   觸生起時有三種觸受集起，一為可意觸，能生可愛、

染著身心之樂受；二為不可意觸，能生不可愛、逼惱身

心之苦受；三為非可意、非不可意觸，處於無明狀態之

不苦不樂受，此為觸集則受集。 
    受念處法門則觀一切觸受，皆隨因緣而聚散，非我

所能持有或遣散，於身心受樂時，心不貪染觀受而住；

受苦時，心不憂戚觀受而住；不苦不樂時，心不沉緬觀

受而住，此為觸滅則受沒。 
    如是隨集法觀受住，隨滅法觀受住，隨集、滅法觀

受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都無所取。 
 
(三)名色集則心集，名色滅則心沒。 
    名色，梵語 nāma-rūpa，巴利語同。為名與色之並稱。

一般作為概括一切精神與物質之總稱。自語意而言，名

指心的方面，色指物的方面。又名色亦為五蘊之總稱；

此乃因五蘊中受、想、行、識等四蘊為心法，無形體可

見，而須藉名以詮顯之，故稱四蘊為名；色蘊係積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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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有質礙之物體，故稱為色。 
    五蘊名色之集起，於心生起有漏之善、不善、無記

三類心性，因貪憂使心性浮沉不定，造成無數之善惡心

行，此為名色集則心集。 
    心念處法門則觀三類十六心，唯有名與色，色法一

期之生滅；名法之剎那生滅，生滅之間無主唯緣，無我

我所，此為名色滅則心沒。 
    隨集法觀心住，隨滅法觀心住，隨集、滅法觀心住，

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取。 
 
(四)憶念集則法集，憶念滅則法沒。 
    憶念，梵語 smrti，巴利語 sati。憶，憶持不忘之義；

念，明記不忘之義。深刻於心內，記憶而不忘失，稱為

憶念。 
    憶念過去乃至現在，顛倒認識無常相續世間及自

我，為常或非常，而妄計一切因緣法為常、為斷，此為

憶念集則法集。 
    法念處法門則觀一切法皆隨因緣生滅聚散，無有一

法為常相；亦無有一法為斷相，唯有依緣而起相續之中

道相，唯有憶念四諦八正道法而解脫，是為憶念滅則法

沒。 
    隨集法觀法住，隨滅法觀法住，隨集、滅法觀法住，

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取。 
    於身、受、心、法念處之集、滅如實知，是名四念

處集，四念處沒。如實知其集滅進而了知其味、過患而

出離，是為圓滿之四念處法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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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聖諦、八正道與十二緣起之關係】 

 

 

 

無──行─識─名─六─觸─受──愛 ── 取──有─生─老 ─ →明→解脫→涅槃 

明            色  入                                  死 

                                 ↑     ↑  

             麤(中)塵性     (心解脫)         (慧解脫)  

                    (八正道)         (薄塵性)  

   

                          四  聖  諦 

《表 6-1》四聖諦、八正道與十二緣起之關係表 

    四聖諦、八正道與十二緣起之間的關係由《表 6-1》
來分別說明，首先說明四聖諦與十二緣起之關係，四聖

諦如分作二類有：一屬流轉面之苦、集二聖諦，他與十

二緣起眾生不斷輪迴之原因是相呼應的；另一屬還滅面

之滅、道二聖諦，四聖諦與八正道終止了十二緣起不斷

輪迴之確切理論與實踐方法。 
    十二緣起是以無明為首而有相續之十一支，如無無

明則其他支無有因緣生，因此斷無明是終止不斷輪迴首

要工作，但無明是處在不通達真理與不能明白理解事相

或道理之精神狀態下，其下手處在於經典上佛陀所說：

「(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際。……」，原因在於愛結，無明與渴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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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裏之關係，所以斷貪愛是關鍵之下手處。但如何斷貪

愛呢？那就是----八正道。 
    經典中佛陀為國王、居士、新學……等許多說法過

後，當下許多皆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其中遠

「塵」離「垢」，梵語 viraja vītamala，巴利語同。即遠離

「塵垢」，塵垢為煩惱之總名。 
    如果「塵垢」麤重，即六根對六塵一向染習深重，

於諸惡不善法心喜樂入，諸蓋麤重尋思數數，剛愎邪曲

顛倒而取，稱為麤塵性。 
    相對的性於諸惡不善法中心不樂入，諸蓋輕微尋思

薄弱，柔和正直隨順而取，稱為薄塵性。居於麤薄塵之

間者，稱為中塵性。 (見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七 P496.3) 
    八正道的成立主要針對的是十二緣起中，我們感官

身口意能夠切身認識覺知的部份，從行、識、名色、六

入處、觸、受為止，五欲六塵不斷的接觸與生受，潛意

識中湧生了有一真實之我在接觸與感受，迷失在依緣所

起的自我與一切差別相中。八正道的修習給予麤(中)塵性

者，使其心性柔和正直，於諸蓋輕微，尋思薄弱隨順正

道而取，於戒定慧圓滿修習，成為世間良善質直之薄塵

行者。 
    八正道的修習過程中乃至究竟圓滿，可分為上、中、

下品之十八有學與九無學，而九無學是真實之解脫者，

解脫的名相雖有眾多，歸納可分二類： 
(一)心解脫，梵語 citta-vimukti。謂依定而解脫定障，與

無貪(愛)相應。禪定的獲得於心境上會產生強大而穩

定的身心輕安與捨，因此對下界麤重之五欲六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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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遠離，但色界四禪之上有無色界禪，所以四無色界

禪為色界四禪之上界欲，即下界為上界之所離；上界

為下界之所欲。色、無色四禪中，除了非想非非想定

及無想定外，皆適合開發禪觀慧，因此修得禪定並不

等於心解脫，而是必須配合觀慧，觀察身心緣合無實

之虛妄性，及見思上錯謬的取著見，依無常、苦、無

我三法印，從身心澈底的與無貪相應，才是真實的心

解脫。 
(二)慧解脫，梵語 prajñā-vimukti，巴利語 paññā-vimutti。

依慧而解脫煩惱障，與無癡(不取)相應。所謂定如明

燈；慧如眼，慧眼的開發才能引導不與貪、瞋、癡相

應，而慧眼主要對治見思上對自我及世間的錯誤認知

與顛倒取執，這些錯謬取執可歸納成四種取執： 
(1)欲取（梵 kāmopādāna，巴同），即對欲界、色界、

無色界之境所生起之貪執。欲界為最麤重之下界；

無色界為無色唯識之上界，如前所說下界為上界之

所離；上界為下界之所欲，三界是一切有情眾生能

依所依希欲之處，但三界如火宅，如不能超脫三界

生死輪轉則輪迴永無止期。 
(2)見取（梵 drsty-upādāna，巴 ditthi-upādāna），即執

著錯誤之見解以為真實。亦即執取五見中之四見： 
1.薩迦耶見（梵 sat-kāya-drsti），譯作有身見、偽身

見、壞身見、身見。即自執有「我」之存在，稱

為「我見」，而以為此屬於我，則稱「我所見」。 
2.邊執見（梵 anta-grāha-drsti），又作邊見。為偏執

於極端一邊之見解；如謂我死後仍常住不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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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常見（有見）；謂我死後則斷絕，此稱為斷見

（無見）。 
3.邪見（梵 mithyā-drsti），為否定因果道理之見解。 
4.戒禁取見（梵 śīla-vrata-parāmarśa），又作戒取

見、戒盜見。即視不正確之戒律、禁制等，為可

達涅槃之戒行，此種執著即稱為戒禁取見。 
(3)戒禁取(梵 śīla-vratopādāna，巴 sīla-bbata-upādāna)，

即執著非正因、非正道為正因、正道。亦即執取五

見中之戒禁取見，此戒禁為聖道修行之怨敵，使修

行者由此而誑惑，如使在家眾妄計自餓等法為生天

之道；使出家眾執著可愛之境，而捨離清淨道。或

如外道之妄計雞、狗、牛等戒，故於五見之中，唯

獨別立此一見。 
(4)我語取(梵 ātma-vādopādāna，巴 atta-vādupādāna)，

即緣一切內身所起之「我執」。亦即離蘊有我、即

蘊是我，大我或神我之自性見，此屬我慢，其更微

細之慢為俱生我執此於阿羅漢位時所斷。 
以上四取執如能離二邊取中道而行，觀一切法皆是

盡法、敗壞法、離貪法、滅法而住，與無癡(不取)相應，

則可期待斷下列三種結： 
1.斷三結：身見、戒禁取、疑，此為須陀洹果(七生

往返)與斯陀含果(餘二、三生)二聖者所斷之結。 
2.斷五下分結：欲貪、瞋恚、身見、戒禁取、疑，此

為阿那含果(一來)聖者所斷之結。 
3.斷五上分結：色貪、無色貪、掉舉、無明、慢，此

為阿羅漢果(無生)聖者所斷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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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於心解脫得八解脫身觸證(達滅盡定)，或得三明

(天眼、宿命、漏盡明)觀四取執斷而慧解脫，二者同時解

者脫則稱俱解脫。 
    另外在須尸摩(須深)盜法中，有別於依心觀慧解脫之

慧解脫者如下： 
 

……「友，須尸摩！我等為慧解脫者。」 

    「我對尊者等此略說之義不能詳知。如尊者等之所

說，我對尊者等所略說之義，欲詳知為宜。」 

    「友，須尸摩！汝無論對其知，或不知，我等為慧

解脫者。」爾時尊者須尸摩由座起來詣世尊處。詣已，

禮敬世尊，坐於一面。 

    坐於一面之尊者須尸摩，將與彼等諸比丘之論議悉

告世尊。 

    「須尸摩！法住智為前、涅槃智為後。」 

    「大德！我對世尊略說之義、不得詳知，大德！如

世尊之所說，我對世尊略說之義，欲詳知為宜。」 

    「須尸摩！汝無論知或不知，法住智為前，涅槃智

為後。須尸摩！汝云何思惟？色為常耶？或為無常耶？」

「大德！是無常。」「又，無常者是苦耶？或是樂耶？」

「大德！是苦。」「又，無常苦、變易之法得認：『此是

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之我』耶？」「大德！並無此事。」 

    「受是常耶？或無常耶？」「大德！是無常。」 

    「想是常耶？或無常耶？」「大德！是無常。」 

    「行是常耶？或無常耶？」「大德！是無常。」 

    「識是常耶？或無常耶？」「大德！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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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無常者是苦耶？或是樂耶？」「大德，是苦。」

「又無常苦、變易之法、得認：『此是我所，此是我，此

是我之我』耶？」「大德！並無此事。」 

    「須尸摩！然任何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

細、劣、勝、遠、近之色，對一切之色，不得以認：『此

是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之我。』如是，必須以如實正

慧、對此作視。任何過去、未來、現在……對受……對

任何之想…任何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細、劣、

勝、遠、近之行、一切諸行，不得以認：『此是我所、此

是我、此是我之我。』 

    任何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細、劣、勝、

遠、近之識、對一切之識、不得以認：『此是我所，此是

我，此是我之我。』如是，必須以如實正慧、對此作視。 

    須尸摩！多聞之聖弟子，於色如是見而厭離、於受、

於想、於諸行、於識亦厭離，生厭離、離貪、予解脫，

於解脫生解脫之智：『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

更不再生。』 

    須尸摩！汝見：『緣生而有老死』耶？」「大德，誠

然。」「須尸摩！汝見：『緣有而有生』耶？」「大德，誠

然。」「須尸摩！汝見：『緣取而有有』耶？」「大德，誠

然。」「須尸摩！汝見：『緣愛而有取』耶？」「大德，誠

然。」 

    「須尸摩！汝見：『緣受而有愛，緣觸而有受，緣六

處而有觸，緣名色而有六處，緣識而有名色，緣行而有

識，緣無明而有行」耶？」「大德，誠然。」 

    「須尸摩！汝見：『緣生滅而有老死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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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誠然。」 

    「須尸摩！汝見：『緣有滅而有生滅』耶？」 

        「大德，誠然。」 

    「須尸摩！汝見：『緣取之滅，而有有滅，緣愛之滅，

而有取滅，緣受之滅，而有愛滅，緣觸之滅，而有受滅，

緣六處之滅，而有觸滅，緣名色之滅，而有六處滅。緣

識之滅，而有名色滅，緣行之滅，而有識滅，緣無明之

滅，而有行滅』耶？」「大德，誠然」。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享受種種之神通

耶？----一為多、多為一、顯現變隱沒、超牆、超壘、

穿山、無障礙，恰如行虛空。出入地中恰如水中，不分

水而行，恰如行於地上，趺坐於虛空，恰如有翼之鳥、

有大神力、大威力，以手觸捉日月，以此身行梵界耶？」 

        「大德，並無此事。」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以清淨超勝人間

之天耳界、聞人天之兩音、遠音、近音耶？」 

        「大德，並無此事。」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如以心把握他之

眾生，他人等之心耶？--對非解脫心知是非解脫心，對

解脫心知是解脫心耶？」「大德！並無此事。」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憶念種種之宿住

耶？譬如一生……如是詳細憶念種種之宿住耶？」 

        「大德，並無此事。」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以清淨超勝人間

之天眼，如眾生之歿……眾生之如業行耶？」 

        「大德，並無此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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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尸摩！汝亦如是知、如是見，對超色、無色之

寂靜解脫、以身觸而住耶？」「大德，並無此事也。」 

    「須尸摩！今此未能到達此記說，與此等之法者，

須尸摩！我等實行於此。」…… 

 (南傳相應部二 因緣相應 146-150) 

 
    此段須尸摩(須深)盜法經文，須尸摩(須深)詢問諸多

慧解脫之阿羅漢，未以身體驗[八解脫]而住，卻宣稱：『知

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更不再生。』，此疑 
問於當初之印度之外教徒，普遍的都認為解脫者必定有

禪定與神通，且禪定越高解脫越深，而不知道解脫導致

涅槃之原因，在於破除見思上對自我及世間的錯誤認知

與顛倒取執。所以佛陀對須尸摩(須深)說：「法住智為前、

涅槃智為後。」(或「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法住

智是於十二緣起順逆觀察是無常、苦、變易之法，無有

一支是常住不變易的，且前後相依相緣，其中並無他力

或自力乃至無因之操控或影響，而是無明引導著整個無

止境輪迴之流。 
    依《長阿含卷十大緣方便經》載，緣癡有行，緣行

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

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

生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

即此十二支中，各前者為後者生起之因，前者若滅，後

者亦滅，故經中以（大一‧六七上）「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之語，說明其相依

相待之關係。 



與十二緣起之關係 
 

221 

即一切事物皆具有相依性，皆由因、緣所成立，故說無

常、苦、無我。在阿含經典中，除十二緣起說之外，另

有十支、九支、八支、七支等緣起說，廣義而言，彼等

皆含攝於十二緣起說中。又《雜阿含經卷十二》謂，緣

起法乃永恆不變之真理，佛觀察此真理而開悟，並為眾

生開示此法。 
    又若自有情生存之價值與意義方面觀察十二緣起之

意義，則指人類生存之苦惱如何成立（流轉門），又如何

滅除苦惱而至證悟（還滅門）。即有情之生存（有）乃由

識（精神之主體）之活動開始，識之活動成為生活經驗

（行），復由活動之蓄積形成識之內容。然識之活動乃識

透過感覺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六處）接觸認

識之對象（即一切心、物〔名色〕），此係主觀上感受之

事。凡夫之識以無明（對佛教真理無自覺）為內相，以

渴愛（求無厭之我欲）為外相，渴愛即識之根本相，且

發展而取一切為我，成為我執（取），故由此染污識之活

動所薰習之識，必應經驗生、老、死等所代表之人間苦、

無常苦。反之，聖者因滅無明及渴愛，故人間苦亦滅。 
 
    須尸摩(須深)於佛聽聞十二緣起法後，疑惑破除而知

法見法、不由他度，此時須尸摩(須深)還未成為慧解脫

者，雖法住智已生；但涅槃智未得，涅槃智的獲得還是

必須依著八正道來完成，所以不論您是麤(中)塵性者或者

是薄塵性者，皆必須依著八正道的方法與精神逐步的實

踐，不僅將麤重的部份予以離斷滅除，且於不斷觸受所

生之思惑，以堅穩的正念收攝六根，對治有我及對境所



心、慧解脫篇 
 

222 

生之我慢餘習。於禪定方面，慧解脫者有說僅有未至定(進
分定)，或說有四禪八定但無滅盡定，依須尸摩(須深)盜
法經所述，慧解脫者有深定者(尤其是無色四禪)是少數甚

至無有，其與依心觀慧而解脫者之差異，在於慧解脫者

對十二緣起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橫貫千古乃至盡未來際，諸佛、聖者同證

且永恆不變的諦理信忍無疑，觀一切法不取而厭患、離

欲、滅盡而解脫。 
    因此於相應部蘊相應篇中佛陀所說：「……如來、應

供、正等覺者，不取於五蘊由厭患、離欲、滅盡，而解

脫，則名為正等覺者。諸比丘！慧解脫之比丘，亦不取

於五蘊由厭患、離欲、滅盡，而解脫，名為慧解脫者。」，

正等覺與慧解脫雖能力上有別，但解脫是相同無差異

的，且佛世時慧解脫之阿羅漢遠超過俱解脫、三明六通

解脫之阿羅漢數倍多(見《相應部經典婆耆沙長老相應篇》

與《雜含經婆耆舍相應》1196(一二一二)經)，但不論是依

定解脫或者依慧解脫，其中並無何法較優或劣；或者誰

利誰鈍，皆是隨著個人的因緣而開展，畢竟渡游生死至

彼岸皆是不可思議而令人稱嘆稽首的。 
     
    諸比丘！然，何人為慧解脫者？諸比丘！對此而

論，有一類人，彼等為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為無色者，

彼等未以身體驗[八解脫]而住之，然彼等是以慧見，諸

漏滅盡者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為慧解脫者。諸比丘！

予對此比丘，說：「不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因彼已作

不放逸矣，彼為放逸之不可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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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中部二 枳吒山邑經 253-256) 

 

    本段經文是世尊對居枳吒山邑之阿濕貝及弗那婆修

二比丘，說七種人中之慧解脫者，慧解脫行者與其他行

者皆是樂居蘭若之寂靜行者，對於自身及外界諸色皆是

遠離且超越世俗之執見，但慧解脫者未以身體驗[八解

脫]： 
 
    八解脫，梵語 astau vimoksāh，巴利語 attha vimokkhā。
謂依八種定力而捨卻對色與無色之貪欲。又作八背捨、

八惟無、八惟務。八者即： 
(一)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為除內心之色想，於外諸色修

不淨觀。 
(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內心之色想雖已除盡，但因欲

界貪欲難斷，故觀外不淨之相，令生厭惡以求斷除。 
(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為試練善根成滿，棄捨前之不

淨觀心，於外色境之淨相修觀，令煩惱不生，身證淨

解脫具足安住。 
(四)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

具足住解脫，盡滅有對之色想，修空無邊處之行相而

成就之。 
(五)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解脫，棄捨

空無邊心，修識無邊之相而成就之。 
(六)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解脫，棄捨

識無邊心，修無所有之相而成就之。 
(七)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解脫，棄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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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心，無有明勝想，住非無想之相並成就之。 
(八)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解脫，厭

捨受想等，入滅一切心心所法之滅盡定。 
    此中前二者依初禪與第二禪，治顯色之貪，第三依

第四禪修淨觀，皆以無貪為性。第四至第七依次以四無

色之定善為性，第八依有頂地，以滅有所緣心為性。又

初二者各分為二，第三分為四，合謂八勝處。由以上說

明可知，慧解脫行者可以未達初禪而以慧見而諸漏滅盡

解脫，但為何不進求四禪八定乃至滅盡定，成為俱解脫

者呢？前面已提到禪定的開發為資助以開發其慧，亦即

已渡過至彼岸且渡船已捨，所以也就不再需要借助船過

彼岸，慧解脫者於諸漏滅盡、所作已辦，於世間已無所

求而靜默地等待無餘依涅槃的到來。 
 
    諸比丘！七十七智事者何耶？ 

緣生而有老死之智，無生無老死之智，過去緣生而有老

死之智，無生無老死之智，未來緣生而有老死之智，無

生無老死之智；有法住智處，亦有盡法、敗壞法、離貪

法、滅法之智。 

    緣有而有生之智，…… 

    緣取而有有之智，…… 

    緣愛而有取之智，…… 

    緣受而有愛之智，…… 

    緣觸而有受之智，…… 

    緣六處而有觸之智，…… 

    緣名色而有六處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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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識而有名色之智，…… 

    緣行而有識之智，…… 

緣無明而有行之智，無無明則無行之智，於過去緣無明

而有行之智，無無明則無行之智，於未來緣無明而有行

之智，無無明則無行之智，於法住智亦有盡法、敗壞法、

離貪法、滅法之智。諸比丘！此等謂之七十七智事。」 

 (南傳相應部二 第一因緣相應 69-70) 

 

    在十二緣起各支中，除無明外，於其餘十一支，各

就三世順逆及法性常住觀察之智。十一支各具七智，合

為七十七智；七智乃先觀今之緣生而有老死，為知生緣

老死智，次觀非無緣生而有老死，為知非不生緣老死智，

如是就過去、未來亦各作順逆二觀；又遍知生起法，而

知亦有盡法、敗壞法、離貪法、滅法，是為法住智。如

《表 6-2》所示，七十七智觀法為慧解脫行者之重要緣起

觀法。 
←過去─────────現在────────未來→ 
┌→(緣)生→有→取→愛→受→觸→六處→名色→識→┐ 
└←而有老死之智   (順觀三世三十三智)   無明→行┘ 
 
┌(無)無明   (逆觀三世三十三智)   則無老死之智←┐ 
└→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 
 
┌─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 
└無明(亦有盡法、敗壞法、離貪法、滅法十一智)老死┘ 
←───────── 法住智處 ─────────→ 

《表 6-2》七十七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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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若修行或多作此等五法，則有心解脫果

及心解脫果之勝利，又有慧解脫果及慧解脫果之勝利。

何等為五？ 

    即：無常想、於無常之苦想、於苦之無我想、斷想、

離貪想等是。 

    諸比丘！若修行或多作此等五法，則有心解脫果及

心解脫果之勝利，又有慧解脫果及慧解脫果之勝利。 

    諸比丘！比丘有心解脫及慧解脫時，諸比丘！此比

丘即稱為已拔關、已埋塹、已拔箭、已外戶、已倒幢、

已卸擔、已離繫之聖者。 

    又，諸比丘！云何為有比丘已拔關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無明已斷，根已磋，如[被]

截羅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諸比丘！如是者有比

丘是已拔關。 

    又，諸比丘！云何為有比丘是已埋塹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反覆有生之輪迴已斷，根已

磋，如[被]截羅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諸比丘！

如是者有比丘是已埋塹。 

    又，諸比丘！云何為有比丘已拔箭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渴愛已斷，根已磋，如[被]

截羅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諸比丘！如是者有比

丘是已拔箭。 

    又，諸比丘！云何為有比丘已外戶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五順下分結已斷，根已磋，

如截羅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諸比丘！如是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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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是已外戶。 

    又，諸比丘！云何為有比丘是已倒幢、是已卸擔、

是已離繫之聖者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我慢已斷，根已磋，如截羅

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 

    諸比丘！如是者有比丘是已倒幢、是已卸擔、是已

離繫之聖者。」 

(南傳增支部三 五集戰士品 103-104) 

 

    四聖諦與八正道依著三法印(無常、苦、無我)為修行

之指導方針，期間必須不斷地斷滅惡不善法(斷想)增長善

法，遠離對世間五欲之貪著乃至一切(色、無色)之貪著(離
貪想)，這五法(想)通貫整個修行之過程，如再配合滅想

則成為六順明分法 (見相應部六  第十一  預流相應

204-206)，多作此等五想不僅能成就心解脫及慧解脫，且

同時獲得心解脫果及慧解脫果之勝利，此五項之勝利果

實皆是磋斷引發生死之根本，且如[被]截斷之多羅樹(棕
櫚樹)之殘幹，能滅，當來無生，此五項之勝利有五種譬

喻： 
1.已拔關：猶如幽暗關閉之門窗被敞開，劃破黑暗光

明顯露，眼生、明生、智慧生，於佛、法、僧、戒

無疑，於無明已斷盡。 
2.已埋塹：猶如無底之五欲深坑，以戒定慧之土予以

封埋，於未來世不再有生身，於反覆有生之輪迴已

斷。 
3.已拔箭：猶如裹附之蜜箭從身上拔除，不再受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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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箭所繫縛，於渴愛已斷。 
4.已外戶：猶如將非我我所之物，遺棄於戶外而不貪

不瞋，於五順下分結已斷。 
5.已倒幢、已卸擔、已離繫：猶如推倒我慢幢幡、卸

下自我之重擔、離卻對三界之繫縛，於我慢已斷，

是已離繫之聖者。 
    因此於無常多做無常想、於無常之苦想、於苦之無

我想、斷想、離貪想等應修習、多修習。 
 
    「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不取於色由厭

患、離欲、滅盡，而解脫，則名為正等覺者。諸比丘！

慧解脫之比丘，亦不取於色由厭患、離欲、滅盡，而解

脫，名為慧解脫者。 

    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不取於受由厭患、

離欲、滅盡，而解脫，則名為正等覺者。諸比丘！慧解

脫之比丘，亦受之厭患……乃至……名為慧解脫者。 

    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乃想……行……

不取於識由厭患、離欲、滅盡，而解脫，名為正等覺者。 

諸比丘！慧解脫之比丘，亦不取於識由厭患、離欲、滅

盡，而解脫，名為慧解脫者。 

    諸比丘！於此，如來、應供、正等覺者與慧解脫之

比丘，有何之差別，有何之特相，有何之殊異耶？」 

    「大德！我等於法，乃以世尊為根，以世尊為眼，

以世尊為依。大德世尊！願顯示此所說之義，諸比丘當

從世尊聞而受持。」 

    「諸比丘！然則！諦聽！善思念！我當說。」 

    「唯唯，大德！」彼諸比丘，應諾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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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乃如是說曰：「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

乃令起未起之道，令生未生之道，說未說之道，知道，

覺道，悟道。諸比丘！如今諸弟子，隨於道，隨從而成

就。諸比丘！此乃如來、應供，正等覺者與慧解脫比丘

之差別，特相，殊異是。」 

 (南傳相應部三 蘊相應 95-96，大正藏二、一九 b)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謂色受陰，比丘

於色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

覺。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不起，解脫，

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比丘！亦於色厭，離欲，滅，

名阿羅漢慧解脫。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

名阿羅漢慧解脫。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

解脫，有何差別」？比丘白佛：「如來為法根，為法眼，

為法依，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諸比丘聞已，當

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

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

覺聲聞而為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

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

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

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

來、羅漢差別」。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北傳雜含 66（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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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覺，梵語 samyak-sajbodhi，巴利語 sammā-sambo 
dhi。意指真正之覺悟。又作正解、等覺、等正覺、正等

正覺、正等覺、正盡覺。等者，就所證之理而言；盡者，

就所斷之惑而言。慧解脫者與佛所證之理(四聖諦、八正

道)及所斷之惑(不取於五受陰由厭患、離欲、滅盡，而

解脫之五順上分結)是相同而無有差異。 

    但佛陀與慧解脫阿羅漢在福德、智慧能力上是有所

差異的，譬如舍利弗智慧第一、摩訶目犍連神通第一乃

至周利槃特稟性魯鈍愚笨等，無學阿羅漢對諸法之總相

如無常、苦、空、無我、無生等之體證是深入無疑的。

但在別相上如對地水火風之堅濕暖動之四大假實及對人

世間工巧技藝、醫方學術等世間一切差別相，則依各人

之學習智慧分析能力而有所差別，佛陀於別相是依總相

之需要，予以適當的分別說明，否則易落入世間言論無

助於解脫煩惱成為戲論。 

    佛陀於緣起的深入的觀察及建立道品之間組織脈絡

是純熟且游刃有餘的，所以如來能為法根，為法眼，為

法依，能為聞法之眾生令起未起之道，令生未生之道，

說未說之道，知道，覺道，悟道，這才是佛陀與慧解脫

阿羅漢能力上之真實差別處。 

 

    「諸比丘！欲為無常、空虛、虛偽、愚癡法。諸比

丘！是為誑而愚者之浮言。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

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俱為魔之領域，

此乃魔之境界，此乃魔之餌食、此乃魔之食。於此等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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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之意，生貪欲、瞋恚、鬥諍，而此等於此成為隨學

聖弟子之障礙。於茲，諸比丘！聖弟子作如是思念：「一

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對聖弟子成為障礙。我

今以廣大之意勝於世間，住於意之確立如何？我以廣大

之意勝於世間，於意確立時，一切惡不善之意、貪欲、

瞋恚、鬥諍則不生。由此等之斷盡，我心可無限、無量、

善於修習。」彼如是行，對此專心住之時，對處心靖，

靖時，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

導引，達於不動。 

諸比丘！是稱之為第一不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

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所

有之色為此四大與四大所成色。」彼如是行，對此專心

住之時，對處心靖，靖時，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

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諸比丘！此稱之

為第二不動利益行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念：「一切現世之欲，

一切來世之欲，一切現世之欲想，一切來世之欲想，一

切現世之色，一切來世之色，一切現世之色想，一切來

世之色想，俱是無常。所有無常者不應喜悅、歡迎、執

著。」彼如是行，對其專心住之時，對處心靖，靖時，

今或達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

達於不動，諸比丘！此稱之為第三不動利益行道。 

(南傳中部三 不動利益經 275-276) 

 

    不論是對十二緣起之觀察或對三十七道品之修習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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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最終之目的就是要解脫煩惱、解脫生死、解脫輪迴 

而不再受後有。緣起與道品法門在修習實踐過程中，必 

須時常地匯歸至三個行道，那就是----無常、苦、無我。 

    於三個行道無間斷地意念匯歸可獲得三種不動利

益，所謂不動利益即正觀法相，心不動搖之狀態，亦即

於禪觀三昧中對五蘊，觀察具足法相而得增上厭離，堅

固精進，不可動轉，或者依慧解脫於世間諸欲無取無執

著，達於身心之不動。三種不動利益行道內涵如下： 

     第一不動利益行道為「觀苦」，一切現世及來世之

欲與欲想，俱為魔之領域、境界、餌食，所謂魔即五蘊

魔，五蘊能生起貪欲、瞋恚、鬥諍種種苦惱，能招感從

生至死之煩惱，而成為隨學聖弟子之障礙，欲斷滅此障

礙則觀欲為無常、空虛、虛偽、愚癡法，以廣大之意念

勝於世間，於意念確立時，一切惡不善之意念、貪欲、

瞋恚、鬥諍則不生。由此等之斷盡，心可無限、無量、

善於修習。對此專心住之時，心則處於平靜而無取著，

平靜時，而達於不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

之導引，達於不動。 

    第二不動利益行道為「觀無我」，一切現世及來世之

欲與欲想，所有之色為此四大與四大所成色。四大，乃

指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之人身，此四大非我

非我所，皆隨因緣而聚散，對此專心住之時，心則處於

平靜而無取著，平靜時，而達於不動，或依慧解脫。身

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 

    第三不動利益行道為「觀無常」，一切現世及來世之

欲與欲想，一切現世及來世之色與色想，俱是無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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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為法皆由因緣而生，依生、住、異、滅四相，於剎

那間生滅，於一期生滅，無常成就了世間，但也不曾停

留地改變世間，使一切有情眾生憂悲苦惱生，因此於所

有無常者不應喜悅、歡迎、執著。於如是思時，對其專

心住之時，心則處於平靜而無取著，平靜時，而達於不

動，或依慧解脫。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不動。 

    對世間一切現世及來世之欲想及色想，匯歸於無

常、苦、無我三法印中，而達於無餘依涅槃，是為真實

之不動。 

 

    時，具壽三彌提來到具壽舍利弗之處。至已，禮敬

具壽舍利弗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時，具壽舍利弗對

具壽三彌提言： 

    三彌提!人之思覺者，以何為所緣而生耶? 

    大德!以名、色為所緣。 

    三彌提!然則，於何為異耶? 

    大德!於界是。 

    三彌提!然則，從何集起耶? 

    大德!從觸集起。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等趣耶? 

    大德!以受為等趣。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上首耶? 

    大德!以定為上首。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增上耶? 

    大德!以念為增上。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最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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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以慧為最上。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核心耶? 

    大德!以解脫為核心。 

    三彌提!然則，以何為究意耶? 

    大德!以不死為究竟。…… 

    善哉、善哉!三彌提!善哉!三彌提!問汝之回答。然

且，以其故而無有慢。 

(南傳增支部六 師子吼品 41-42) 

 

    「諸比丘!若外道修行者，如是問：『朋友!一切諸法

以何為根本耶?一切諸法從何生起耶?一切諸法從何集起

耶?一切諸法以何為趣歸耶?一切諸法以何為上首耶?一

切諸法以何為增上耶?一切諸法以何為最上耶?一切諸法

以何為核心耶?』 

    諸比丘!若如是問，汝等應如是回答彼外道修行者：

『友!一切諸法以欲為根本，一切諸法從思念生起，一切

諸法從觸集起，一切諸法以受為趣歸，一切諸法以定為

上首，一切諸法以念為增上，一切諸法以慧為最上，一

切諸法以解脫為核心。』諸比丘!若如是問，汝等應如是

回答彼外道修行者。」 

(南傳增支部五 念品 261-262，大正藏一、六 0二 b) 

 
    緣起支與道品支是相關相攝的，了知緣起建立正確

知見，進而才能依道品之戒定慧完成解脫涅槃，緣起與

道品二支所成立之一切法，大部分主要針對的是具有勤

勇勝、憶念勝、梵行勝，勝於諸天之人類有情，因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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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身是完成解脫涅槃最殊勝因緣，如將緣起與道品二

支作最精練與勝解之回答，有如下二部份做憶念思維之

總結： 
     
  『人之思覺以名色為所緣，人之思覺以 界 為異， 
    一切諸法以 欲 為根本，一切諸法從思念生起， 
    一切諸法從 觸 集  起，一切諸法以受為趣歸。』 
 
    依緣所起之名色或稱五蘊與根境識所成之十八界，

成就了人的思想與感覺，一切有為法以感官五欲樂而隨

所生起之種種思念為根本，可意觸與不可意觸的集起而

有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之意趣歸向。這是有為法使

有情不斷輪迴流轉之一面向。 
 
  『一切諸法以定為上首，一切諸法以 念 為增上， 
    一切諸法以慧為最上，一切諸法以解脫為核心， 
    一切諸法以不死為究竟，一切諸法以涅槃為究盡。』 
 
    了知緣所起一切有為法之無主性與虛妄性，以四念

處法增上戒定慧，「法尚需捨，何況非法。」，平等捨住

而邁向無為之解脫境界，道品法雖是有為法，但其核心

全部指向解脫，以無餘依涅槃為究竟為不死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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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如果說世間有屹立不搖、八風無法撼動之巨樹，那就是五

根、五力所成就之聖巨樹。 
    如果說世間有堅固盤穩、永不傾倒之古城堡，那就是由四

聖諦、八正道所堆砌之聖古城堡。 
    如果說世間有遮蓋日空，自在翱翔於天際如大鵬鳥雙翅，

那就是四正勤、四神足所成就之巨翅。 
    如果說世間有一無有貪、憂真實之安穩處，那就是四念

處、七覺支所成就之無餘依涅槃處。 
    如果說世間有橫貫千古乃至盡未來際，能夠利益一切有情

眾生之真理，那就是緣起法之 
     「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 
       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 
    不論是巨樹、城堡、巨翅、安穩處、緣起法之比喻，皆是

趨向完成一件事情，即斷煩惱障，滅異熟苦果五蘊所成之身，

而完全無所依處之涅槃--無餘(依)涅槃。雖然三十七道品可分開

分別說明，但其是一整體且緊密之架構，也就是說沒有人只得

到佛法的枝、葉、節，而可獲得全部佛法的真髓。因此由《表

7-1》分三個部份來說明完成八正道表： 
1.見思部份：為五根(力)中信根(四預流支、四不壞淨)與慧

根(四聖諦)，首先建立正確之知見、正確之思維與正確

之語業命，乃至對四聖諦無間等之深刻體會。 
2.基助部份：為五根(力)中精進根(四正勤)與定根(四靜

慮)，此部份為積極的精勤斷惡修善，乃至引發禪定以資

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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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薄塵部份：為五根(力)中念根(四念處)，於實際自我身心

之觀察與感受，七覺支之平衡觀法下，弱化對自我及世

間之執著乃至不受後有。 
 

  ︵    信根(力)→(四預流支)→(四不壞淨) 

五五    進根(力)→(四正勤)→    《基助部份》 

        念根(力)→(四念處)→……            ………………… 

根力    定根(力)→(四靜慮)→              ↓ 

  ︶    慧根(力)→   苦聖諦              正見 

                四   苦集聖諦            正思惟                身念處 

                聖   苦滅聖諦      八    正語、業、命   四     受念處 

                諦   苦滅道跡聖諦→正    正勤         ←念     心念處 

                                   道    正念           處     法念處   七覺支 

                《見思部份》             正定                《薄塵部份》 

                                 

《表 7-1》完成八正道表 

 
    此三部份猶如三蘆鼎立般，缺少任何一邊皆無法豎立於

地，也唯有在三部分正確及平衡的開展下，才能圓滿完成八正

道，以另一角度來說，如果要圓滿完成八正道，必定要對此三

部份有清楚之認識與了解，而不是片斷的僅知四聖諦或四念

處，或者八正道中之枝、葉、節而能成就的。由《表 7-1》可

說八正道為所有道品之起點，亦是所有道品圓滿完成後之終

點。佛陀在《長部大般涅槃經》對須跋陀羅說：「須跋!於任何

法、律中，無八支聖道者，其處則無[第一]之沙門果、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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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沙門果、無[第三]之沙門果、亦無[第四]之沙門果。須跋!於
任何法、律中，有八支聖道者，其處則有[第一]之沙門果、有[第
二]之沙門果、有[第三]之沙門果、亦有[第四]之沙門果。外道

沙門之言論皆是空幻。…」因此有八正道才有四雙八輩，有解

脫與涅槃，如果無八正道則一切之言說法門皆是空乏虛幻的。 
    八正道與十二緣起之作用關係，如表《表 7-2》十二緣起

可分成三系列三性質，從行、識…乃至…觸、受部份，是依緣

所起的一期生命相續不斷活動與感受，色身與感官於一期生命

有其相對之穩定性，因其性質穩定不能隨意改變，所以是可觀

察、可感觸之主要對象，八正道即建立在此一可觀察、可感觸

之對象上，來看清、認識、了解此身心緣合不實，有無量之行

苦性、壞苦性、苦苦性，是無我無我所而真實不虛，依此促成

了不斷變動、可變動之愛、取部份取證解脫，依愛取之心、慧

解脫於有、生、老死部份則確然中斷不受後有。所以八正道是

依十二緣起而有；十二緣起因八正道而成就了有情能依緣而滅

之因緣法則「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依緣起--一期生命穩定系)      (變動系)  (依前條件可中斷系) 

              (可觀照性)             (可證性)        (可斷性) 

 

無明──行─識─名─六─觸─受───愛───取───有─生─老 

                色  入                                      死 

                                 (心解脫、慧解脫) 

                                 (無貪、無癡相應) 

                         (八正道) 

《表 7-2》十二緣起三系列性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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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有一婆羅門，來詣世尊之處。詣已，與世尊

俱……乃至……坐於一面之彼婆羅門白世尊言： 

    「尊瞿曇!法是現見，法乃說為現見。尊瞿曇!齊限

於何而法為現見耶?為不時耶、來觀耶、隨順耶、智者內

證耶?」 

    「婆羅門!染於貪，為貪所蔽，心為所執。思自己之

惱害，亦思他人之惱害，亦思自他之惱害，並領受心之

苦、憂。斷貪時不思自己之惱害，亦不思他人之惱害，

亦不思自他之惱害，不領受心之苦、憂。婆羅門!如是法

是現見……乃至…… 

    婆羅門!起瞋恚，被瞋所蔽，心為所執。思自己之惱

害，亦思他人之惱害，亦思自他之惱害，又領受心之苦、

憂。斷瞋時不思自己之惱害，亦不思他人之惱害，亦不

思自他之惱害，不領受心之苦、憂，婆羅門!如是法是現

見……乃至…… 

    婆羅門!起愚癡，為癡所蔽，心為所執。思自己之惱

害，亦思他人之惱害，亦思自他之惱害，又領受心之苦、

憂。斷癡時不思自己之惱害，亦不思他人之惱害，亦不

思自他之惱害，不領受心之苦與憂。婆羅門!如是法是現

見，是不時，是來觀，是隨順，是智者內證。」 

    婆羅門!彼領受無餘貪盡，領受無餘瞋盡，領受無餘

癡盡故。婆羅門!涅槃是現見、是不時、是來觀、是隨順、

是智者內證。」 

 (南傳增支部一 三集婆羅門品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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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道品與觀十二緣起之修習，最終之目的是無餘依涅

槃，且涅槃是現見、是不時、是來觀、是隨順、是智者內證。

內證，梵語 pratyātmādhigama。又作自內證。即自己內心所體

悟證得之真理。據楞伽經等經典所說，以內證為基礎而表現於

外之活動，稱為外用。內證係自己所獨自證得者，故又稱己證。

由此獨自證得之見解所開示之法，即稱為己證法門。《止觀輔

行傳弘決卷三之二》（大四六‧二二五下）：「五百比丘，無非

正說，各說己證，名隨自意。」《成實論卷一》（大三二‧二四

四中）：「佛法可自證知，不可以己所證傳與他人。」 
    智者內證的內容是可以現見、是不用等待時節、是境界來

時可以觀察到的、是隨順戒定慧具足圓滿而完成，其可現見、

觀察之內容分成三大類，如欲自證是否煩惱以斷盡，則可依三

類三十隨煩惱以檢視是否斷盡無餘。 
1.貪：貪煩惱為欲求五欲、名聲、財物等而無厭足之精神作用。

於己所好之物，生起染污之愛著心，引生五取蘊而產生諸苦，

如細分有九隨煩惱，欲貪、惡貪(色貪)、  非法貪(無色貪)、
慳貪、誑(虛偽)、不語(覆惡)、諛諂  、姦(詐瞞)、幻(惑他)
等。此九隨煩惱能矇蔽心性，不僅惱害自己亦惱害他人，於

心則領受苦、憂。反之，完全斷盡無餘則不領受心之苦、憂。 
 
2.瞋：瞋煩惱為對違背己情之有情生起憎恚，使身心熱惱，不

得平安之精神作用，如細分有十四隨煩惱，瞋纏、恚、怒(忿)、
惱(惱害)、憎(恨)、嫉、妒、諍、頑固、放逸、睡眠、掉悔(調
戲、急躁)、無慚、無愧。此十四隨煩惱能矇蔽心性，不僅惱

害自己亦惱害他人，於心則領受苦、憂。反之，完全斷盡無

餘則不領受心之苦、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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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癡：癡煩惱為愚昧無知，不明事理之精神作用，為一切煩惱

之所依，如細分有七隨煩惱，、無明、邪見(身見)、邪法(戒
禁取)、疑惑、我慢、憍慢、大慢(增上慢、過慢)。 
此七隨煩惱能矇蔽心性，不僅惱害自己亦惱害他人，於心則

領受苦、憂。反之，完全斷盡無餘則不領受心之苦、憂。 
此三毒三十隨煩惱於領受無餘貪盡，領受無餘瞋盡，領

受無餘癡盡之阿羅漢來說，於時時刻刻隨順環境變化觸境生

受，亦正念正知且不生貪、憂之苦，因此法是現見、是不時、

是來觀、是隨順、是智者內證。 
雖說是智者內證，於異生凡夫來說是不可臆測得知的，

但斷盡貪瞋癡煩惱無餘之阿羅漢，其外顯易見之身、口、意，

如《增支部五、八集布薩品 121-144》，漏盡之阿羅漢是八分

成就之布薩者： 
1.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殺生、離殺生，棄杖棄刀，有恥具

悲，哀愍一切眾生而住。 
2.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不與取、離不與取，取所與、望所

與，不盜，淨己而住。 
3.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非梵行、修梵行，修遠行、離婬穢

法。 
4.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妄語、離妄語，與真語、真實、可

依、可信，不欺世間。 
5.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飲酒、離飲酒。 
6.諸阿羅漢乃至命終，為一食，不夜食、離非時食。 
7.諸阿羅漢乃至命終，遠離舞蹈、歌謠、觀劇、華鬘、薰香、

塗香之所持、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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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諸阿羅漢乃至命終，斷高床、大床，離高床、大床，臥於

小床、草敷具之低處。 
    於《增支部六、九集師子吼品 46-48》，阿羅漢及聖

弟子，以與慈俱行之心，偏滿一方而住。第二、第三、

第四、上、下、橫、偏、於一切處、於一切世界，以與

慈俱行極廣、甚大、無量、無怨、無害之心偏滿而住，

是世間之良善者、不放逸者，是人、天之大福田。 
 

    「諸比丘!若修念死，多所作，則有大果、有大利，

沐浴於甘露、究竟於甘露。 

    諸比丘!又云何修、云何多所作，則念死有大果、有

大利，沐浴於甘露、究竟於甘露?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應思擇：晝往夜來之時，我之

死緣多，或有[毒]蛇咬我、或有蝎子螫我、或有百足螫

我，是故我當死，是我之障礙。或躓礙而仆、或我食物

受災殃、或我熱狂而亂、或我痰堵而亂、或我刀風而亂，

是故我當死，是我之障礙。諸比丘!此比丘應如是思擇： 

    我未斷惡不善法耶?是夜命終當為我之障礙。 

    諸比丘!若比丘觀察我未斷惡不善法，是夜命終當為

我之障礙，諸比丘!若如是知，則彼比丘為斷其惡不善法

故，當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念、正知。 

    諸比丘!譬如衣之燃燒、或頭之燃燒，如為止滅其衣

或頭[之燃燒]，當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

念、正知。正如是，諸比丘!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法故，當

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念、正知。 

    復次，諸比丘!若比丘觀察我猶未斷惡不善法，是夜



七、結語 
 

 246 

命終為我之障礙，諸比丘!若如是知，則彼比丘，晝夜隨

學善法而以其喜、欣而住。 

    諸比丘!復次，世間有比丘，應思擇：夜往晝來之時，

我多死緣，或有[毒]蛇咬我、或有蠍子螫我、或有百足

螫我，是故我當死，是我障礙。或躓礙而仆、或我食物

受災殃、或我熱狂而亂、或我痰堵而亂、或我刀風而亂，

是故我當死，是我障礙。諸比丘!此比丘，應如是思擇： 

    我未斷惡不善法耶?是晝命終當為我障礙。 

    諸比丘!若比丘觀察我未斷惡不善法，於晝命終當為

我障礙。諸比丘!若如是知，則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法故，

當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念、正知。諸

比丘!譬如衣之燃燒、或頭之燃燒，如為止滅其衣或頭[之

燃燒]，當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念、正

知。正如是，諸比丘!彼比丘為斷其惡不善法故，當起增

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念、正知。 

    復次，諸比丘!若比丘觀察我猶未斷惡不善法，是晝

命終為我之障礙，諸比丘!若如是知，則彼比丘，晝夜隨

學善法而以其喜、欣而住。諸比丘!若如是修念死、如是

多所作，則[念死]有大果、有大利，沐浴於甘露、究竟

於甘露。」 

 (南傳增支部四 六集 第二 可念品 33-34) 

 
    於《出曜經卷二》載，昔有四位梵志兄弟，各皆證

得五神通，自知七日後必當命終，遂共相商議，以神通

力避之，於是四人各往空、海、山、地等處避難。一梵

志飛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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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梵志復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於彼命終。彼第

三梵志欲得免死，入須彌山腹中，復於中死。彼第四梵

志入地至金剛際，欲得免死，復即彼而命終。四梵志於

七日期滿，終不能免死。佛以天眼觀之，而說偈言（大

四‧六一九中）：「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

所，脫止不受死。」 

    若四位梵志兄弟修念死及思惟四法本，多所作，則

有大果、有大利，沐浴於甘露、究竟於甘露。所謂四法

本即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一切法無我、滅盡為涅槃。

時刻憶念世間之無常，於夜往晝來與晝往夜來之時，應

時刻憶念我有許多死緣，或有[毒]蛇咬我、或有蠍子螫

我、或有百足螫我，是故我當死，是我障礙。或躓礙而

仆、或我食物受災殃、或我熱狂而亂、或我痰堵而亂、

或我刀風而亂，是故我有許多死亡之因緣，是我未斷惡

不善法於晝或夜命終之障礙。應如《法句經卷上無常品》

（大四‧五五九上）云： 

    「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  但念無常  慎勿放逸」 

 

    又於《增支部四、六集可念品 31-32》(大正藏二、

七四一 c)比丘修念死，應發願我活嚼一搏食嚥下之間，

或入息已而出息、或出息已而入息之間，思惟世尊之教，

欲多所作為盡諸漏，不放逸而住，猛利修念死。為斷其

惡不善法故，起增上欲，精進、勇健、勢猛、不退、正

念、正知，晝夜隨學善法欣喜而住，以免善法、道業未

成，於臨命終生大恐怖時，而追悔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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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無常苦想，苦即無我，於《雜含經二七 0》 (大二‧

七一上)云：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 

      心離我慢，順得涅槃。」 

 

    修念死及思惟四法本，多所作，則便脫生、老、病、

死、愁、憂、苦、惱。於《增支部七 十集捨法品 135-136》 

 

有偈云： 

    「人到彼岸少      眾生走岸邊 

      於正說之法      行如法之人 

      當到達彼岸      死界甚難超 

      賢者棄黑法      當修習白法 

      己入於出家      遠離樂難得 

      希求於喜悅      斷諸欲無有 

      賢者除心垢      淨化自己身 

      因此菩提分      而正心修善 

      不取欣棄執      光輝漏盡者 

      現世般涅槃」 

 
    另有一偈云：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生不斷貪瞋癡    更待何時求解脫 

    三界火宅非止處    解脫清涼在此時 

    切莫放逸度餘日    輪迴造業無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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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念無常修念死    是為無上智慧者」 

     
    最後祈願，聞法者順得解脫涅槃，解脫者廣流布甘露法

水，利益一切欲求解脫之眾生，皆共成就唯一『一乘』之出離

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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