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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羅尊者-說事的心

[首頁] >> [林居傳統]

如何跌倒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How to Fall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常常有人問: 如何知道自己的禪定正在進步? 答案之一是: 當心滑脫它的業處[目標]時 ，你能
把它越來越快地帶回來。注意，答案並非是心毫不滑脫，而是: 心滑脫[的情形]當然會發生，這在
修練過程中是正常的，關鍵是你對正在發生的事件警覺性在提高，脫離氣之後，糾正該狀況的速
度在加快。 
        因此，習禪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學會如何跌倒。 據說合氣道傳授的第一事，就是如何做到
跌倒時不自傷。目的是使你越來越不怕跌倒，當然也使你的受傷程度越來越小，同時也更不易跌
倒，更願意利用機會。 
        因此，禪定時的竅門是，學會只用一個簡單的觀察句、以最少的非難，最少的自責，把心帶
回來: “我來這裏不是爲了思考下周的計劃、昨晚的慘敗，等等。我來這裏是爲了專注氣。” 放下
其它主題，直接回來。學會心不打結地做這件事。 
        在現代教育系統裏，我們很快就被分流引導，投入個人具有天賦的那些活動。結果是，對難
學之技，我們沒有掌握如何學好的本領。因此，當我們努力去學一門不易上手的技能時，最容易
的做 法大概就是滑跌，之後隨著那股沖力撲通著地。那叫做不會跌倒。[應付]跌倒的竅門是，注
意到某種程度的沖力，但你不必服從它。 
        這一點你在發誓[發願]在某段時間內放棄某件事物時，就會注意到。去年夏天，本寺流行傍
晚放棄巧克力[1]。不過後來誘惑出現了: “喫一點巧克力有什麼關係?” 喫巧克力這件事，本身確實
沒有錯，因此我們很容易找到理由，決定放下誓言，去拿巧克力。當然問題在於，發誓的重點不 
在巧克力，而在訓練自己無論如何堅持你的那個誓言。常常我們假定，一旦作出了放棄誓言的決
定，就不可回頭了; 你無可奈何，只能隨那股沖力走下去。不過，撤回[背誓的]決定卻是有可能的
——就在接下來的一個、兩個、三個瞬間。這叫做學會跌倒。換句話說，你不服從把自己引偏的
那股沖力。你意識到，你始終擁有改變主意、立即回來的自由。 
        當你意識到自己已離開氣時，不可一徑服從滑離出去的那股沖力。你要逮住自己，想: “我可
以轉回來的，” 那樣，你會驚訝於自己的回轉速度可以有多快。不過，心也許會找出些其它理由
來: “啊呀，不行，現在不能轉回去了。你已經承諾了。” 怪哉! 你突然對干擾者作了承諾——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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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羅尊者-說事的心

未對你作什麼承諾——卻不覺得自己已經對禪定作了承諾。這就是心對自己耍的種種花招之一。
重要的是看穿那些招數，不予置信，並且自己也備有幾招。  
        心有一個部分會說，走輕松的路自然得多，不過那句話引出[行爲的]先天性與後天性問題。
你去看一位心理分析師，就會明確得知，你的特定習慣是如何被父母以特定的教養方式、被兒時
某些特定的經歷培養、塑造起來的。那就意味著，那些習慣不一定是先天的。它們是養成的。它
們存在著，它們根深蒂固，但你可以改掉。你可以培養心，使它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在禪定
中修練心，就是在做這件事。我們是在對心作再教育。 
        我們與氣住在一起時，不僅是在教心如何住於單一主題，而且是在教它如何更快地回到氣
中: 如何在心剛開始放開氣，朝其它東西攀緣時，逮住它，輕松地轉回來，再攀到氣上。這樣，
你學會自律，又不帶著“紀律”一詞通常令人聯想到的嚴厲感。對自己的心，我們學會一種比較就
事論事的對待方法。 
        你會發現，這樣做可以斬斷許多廢話。結果是，你的雜染得以攀附的鉤子就少了。與其對付
像“我的人格”、“我的品性”、“我的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你只連續地專注當下。凡有決定，都
是在完全脫離[那些概念]的情形下作出的，並且，你若看見它是個不良的決定，完全有自由再作
另一個決定。當你把自我形象——它是種種雜染的另一個隱藏地——清除掉時，活動場地就乾淨
多了，雜染的掩藏地也少多了。 
        我認識的一位住在拉孤那海灘的女士，有一次參加密集禪修，被教導說，要透過把日常生活
看成是絕對與相對的交互作用，將禪修帶入日常生活。那些話都是相當大的抽象，簡直大得不能
再大了。苦思一周之後，她帶著一個極其迂回曲折的問題來參加周日共修: 怎樣遵照那些話來經
營她的生活? 我必須承認，那個問題如此迂回曲折，我難以跟上。但其中毛病是很明顯的: 抽象概
念越抽象，你的道就越難看清，你越容易被綁束纏結。我們往往以爲抽象概念乾淨、齊整、類似
孟德裏安的[抽象幾何式]繪畫，實際上它們給大量的迂回曲折，留出了餘地。它們給實際正在發生
的事，蒙上了重重掩蔽。 
        當你把那些抽象的東西清除之後，就可以讓心直接與氣呆在這裏。它可以決定: 或者與氣呆
在一起，或者移開。就那麼簡單。 
        同樣原理也適用於修練的整個過程。一旦你發心持戒，你時時刻刻都在決定自己是否打算堅
守那個誓願。一旦你發心跟著氣，你時時刻刻都在決定自己是否打算堅持那個意向。你在心裏對
事情的言說方式，越保持簡單、不複雜、實在、不虛浮、直捷了當——不把有關你的過去、你的
自我形象的說詞帶進來把事情複雜化——你會發現，行道不偏就容易多了。當你跌出去時，把自
己帶回來就容易多了，因爲你跌到的地帶上迂回曲折比較少。因此，不僅在禪定時，而且在修道
的每一側面，你要盡量使事情保持簡單、實在、時刻關注當下。 
        我與阿薑放在一起時，他有時會叫我做一些諸如“今晚通宵坐禪”之類的事。第一次他那麼說
時，我的反應是: “天啊，我做不到。昨晚我睡眠不足，今天一整天都在辛苦做事。” 等等。於是
他說: “那樣做你會死嗎?” “不會。” “那你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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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麼簡單。當然不容易，但簡單。當你把事情保持在簡單層次時，終究它們會容易起來。
你只要定住在時時刻刻在作的決定上，不去思考 “通宵，通宵，我得這麼做一個通宵。” 你只是
想: “這口氣，這口氣，這口氣。” 想辦法使自己對每個“下一口氣”保持興趣，你就能堅持到早
晨。 
        把禪定帶入生活，就是以這個方式: 使事情保持簡單，剝去纏繞。一旦在內心把事情剝去了
纏繞，雜染就沒有多少隱藏之地了。當你真摔倒在地時，就倒在了容易爬起來的地方。你不必服
從令你倒下的那股沖力，也不必卡在泥沼裏。你馬上打住，立即恢復平衡。 
        我母親曾經說過，她被我父親吸引的最初一件事，發生在她家一次進餐上。我舅舅，就是她
的兄弟，邀了大學同學——我父親——來家裏作客。有一天進餐時，我父親撞翻了桌上的一杯牛
奶，他在杯子落地前抓住了它。那就是我母親與他成婚的原因。這事聽來有些怪誕——我的存在
歸功於我父親靈敏的神經反射——它顯示某些事[如何發生]頗值得思考。而作爲禪修者，需要的
就是這種素養: 你若把自己撞翻，能馬上使自己起來。如果能在倒地前做到這件事，則更好。不
過，即便趴倒在地，你也不是塊玻璃。你沒有摔碎。你還可以自己起來。 
        試著把事情保持得那樣簡單。 
(根據2002年12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巧克力: 據筆者所知,法宗派午後許可的體能來源 可以是: 糖水、蜂蜜等不含顆粒的飲料、黃
油、黑巧克力。  

最近訂正 4-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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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挑戰極限 
 

——佛教修行道上的欲求與想象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Pushing the Limits 

——Desire & Imagination in the Buddhist Path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2010 坦尼
沙羅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
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
印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
與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
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
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10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曾經說過，一切現象根植於欲。我們一切的所思、所言、所爲——每一種體驗——皆來
自欲。甚至我們自身也從欲而來。輪回此生，是因爲我等有再生之欲。無論自知與否，諸欲在不
斷地重新定義“我們是誰”的意感。欲是吾人於時空因果矩陣的就位方式。唯一不根植於欲者，即
是涅磐，因爲它是一切現象的終結，它甚至超越了佛陀所用的“一切”這個詞本身的內涵。不過，
把你引向涅磐的那條道卻根植於欲——善巧之欲。解脫道挑戰著善巧諸欲的極限，看它們能走多
遠。 
        善巧之欲——這個概念聽來或許怪異，然而，成熟之心面對諸欲，直覺地見其善巧而行之，
識其不善而棄之。欲求幸福喜樂，乃是人之本能。所有其它諸欲，都是追求該樂的策略。你之所
以欲得一個iPod[微型音樂播放器]、一位性伴侶、或者一種內在的寧靜感，是因爲你估想它將令你
喜樂。這些次級欲求，因其爲策略，故服從一種模式。它們出自一股莫名的匱乏與局限之感;  它
們運用你的辨識力，認知局限之因; 它們利用你的想象力，構思解決之道。 
        盡管服從某種共同模式，諸欲卻並非歸於一元。它們各自對生命中缺乏什麼，提供一種不同
的認知，同時又對謀策當爲何樣，給出一個不同的構想。三明治之欲的發端，是對體內饑餓的認
知，它薦舉的解決方案，是面包片夾起司。登山之欲關注的則是另一類饑餓——對成就 、振奮、
自強的饑餓——它喚求的是另一類滿足的意想。任何欲求，凡是其謀策趨向真樂，它便是善巧
的，反之則是不善巧的。不過有的欲求貌似善巧，卻可能只引生出虛假或瞬逝之樂，不值得爲之
付出的努力。故此，智慧發端於一個元欲求:  學會如實識別諸欲的善巧與否。 
        不善巧欲可以藉種種形式造苦。有時其目標是不可實現的:  譬如長生不老。有時其目標需藉
助不良手段達成:  譬如以謊言、欺騙出人頭地。或者，欲求之目標達成後，未必真使你久享其
樂。即便攀上珠峰頂端，也可能失望。即便不失望，你亦不能久駐。離去時，除了飄渺褪淡的記
憶外，別無所剩。假若你的攀達藉助了失德或傷害性的行爲，那種記憶可以燒毀登峰的一切喜悅
回味。 
        此外，諸欲間往往逆向牽扯。譬如性欲可以妨礙你的寧靜欲。實際上，正是諸欲的相互衝突
向我們警示，欲可以有多少痛。也正是諸欲的相互衝突，教會了每一個欲以申言、勸説、 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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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的方式，一路奪權。某個欲求雖其善巧，不等於面對非善巧欲，它能夠以善辯制勝，因爲一
逞其願的，往往是最不妥協、最喧囂、最滑頭的那些欲求。這就意味著，智慧也必須學會策略，
增強善巧諸欲的力量，令非善巧欲甘心聽從。如此，方能夠調度諸欲，齊心協力趨向高等福樂。
成熟健康之心的運作方式便是如此: 它能夠主持一場與其說是理性與欲求之間，莫如說是一場負
責任與不負責任的欲求之間的對話 。 
        不過，即便在成熟之心裏，這種對話往往也只能達成一些不稱心的折衷:  抓幾把感官之欲，
瞥兩眼靈性寧靜，並無真正滿足、完整[的喜樂]。面對折衷，有些人耐性漸失，不聞審慎之欲的
呼聲，開始聽命於立得快感的急求——去抓取盡可能多的性愛、權力與金錢。不過，當快感的興
奮耗盡之後，造成的破壞卻可能需要幾輩子來矯正。另有一些人則盡量在諸欲間接受妥協，不追
求他們視爲遙不可及的目標，試圖從這種妥協中找到些許寧靜。不過這種寧靜，也同樣有賴於罔
聞內心的呼聲，否認一切欲中蘊涵著的真相: 在無窮無盡的逼窄迫狹之中度過一生，是不可忍受
的。 
        這兩種人持有一個共同的假定: 不受局限的真樂是不可企及的。他們的想象力如此鈍矬，以
至於對此生得到一種不受局限的真樂無從構想。 
        佛陀的特別之處就在於: 他從未降低自己的希望。他想象到一種終極福樂——如此無限制、
無匱乏，以至於再不需要昇起其它欲——接下來，他珍視對這樣一種福樂的欲求，把它奉爲至高
目標。他把其余一切欲，帶入了與它的對話之中，經過對種種策略的探索，最終找到了一個證得
那種無限福樂的策略。該策略，就成了他最根本的教導——四聖諦。 
        我們多數人，在審視四聖諦時，並未意識到它們都關乎欲。有人教導說，佛陀只給欲賦予了
一種角色——苦因。既然他說摒棄苦因，似乎他是在否定欲及其建樹性同伴——創意、想象、希
望——有任何正面作用。不過，這種認知沒有抓住兩個要點。第一，四聖諦都是針對欲的分析，
用的是欲本身的言說方式——對不足與局限的認知，對解決方案及策略的想象——在對它進行分
析。第一聖諦教導的是我們生命中的根本匱乏與局限——即是造苦的執取。第二聖諦指出的是引
生執取的幾類欲:　感官欲、有欲、非有欲。第三聖諦擴展我們的想象力，使之包容徹底克服執取
的可能性。第四聖諦即苦的止息之道，揭示的是摒棄苦因、克服執取的策略。 

        往往爲人們忽視的第二點是，四聖諦根據善巧與否，給欲賦予了兩種角色。不善巧欲，正是
苦因，善巧欲則構成滅苦之道的一部分。善巧欲之能夠消弭非善巧欲，不是藉著壓制，而是藉著
昇起越來越高層次的滿足與安寧，使不善巧欲無立足之地。善巧欲的這一策略，在正精進道支中
有著明確的體現: 

 
        “比丘們，何爲正精進[正勤]?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生欲、精勤、奮力、持
心、用心，令未昇起的惡劣與非善巧素質不昇起……令已昇起的惡劣與不善巧素
質棄絕……令未昇起的善巧素質昇起……令已昇起的善巧素質確立、不混淆、增
長、充實、發展、圓滿。此謂正精進。”(長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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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式表明，以善巧素質替代非善巧素質的關鍵，在於欲、勤、心。欲提供了正精進的原
始動力與焦點，勤[持恒,不懈,精進]提供了維持的力量。心[intent]，是三者當中最複雜的因素，其
巴利文citta，也指 mind [心]，在這裏的上下文中，意味著全心全意——也就是把你所有的敏覺、
才智、明辨、創意能力——投入手頭的工作。不要讓你的心在這件事上分裂; 令心的全部力量在
同一陣線上合作。 
        這三種素質——欲、勤、心——蘊涵在掌握一門技能的每一次嘗試之中。因此在修行道上，
不妨觀想你過去是如何運用這些素質掌握其它技能的。佛陀用他的眾多比喻說明了這一點。他把
修道者比作一位能工巧匠——樂手、木匠、外科醫生、雜技家、廚師。聖道的發展，如同任何一
門技能，存在多項步驟，較爲突出的有四項。 
        首先是，運用你的創意，擊退一開始便試圖勸阻你作出善巧努力的內在噪聲。這些聲音好比
一群不夠光明正大的律師，各自代表著深重的利害關係，也就是你所有那些受到威脅的不善巧
欲。你在反駁其論點時必須敏捷、警醒，因爲它們會來自各個方面，聽起來真誠、賢明，盡管實
際不然。以下是這些聲音可能陳辯的若干論點，以及幾條有效的回駁。 
        試圖如此操縱你的諸欲是不自然的。實際上，當你對諸欲擇此舍彼時，已經是在操縱了，因
此不如學會善巧爲之。世界上樂於替你操縱欲望的大有人在——想一想所有那些試圖吸引你的注
意力的喧囂廣告——你不如把操縱權交付可靠者之手，也就是你自己。 
        試圖改造欲望等於是打擊自我。這個論點只有在你給你的自我感——實際上就是一袋子雜亂
無章的欲——多於它應得的實質時才講得通。你不妨把這個論點倒過來看，既然你的“自我”是一
系列不斷變化著的求樂策略，你不如試著讓它朝更有可能達到真樂的方向轉變。 
        把欲求劃分爲“善巧”與“不善巧”有二元性與評判性。你不會要一位非二元性的機械師替
你修車，也不會要一位非二元性的外科醫生爲你作腦手術。你需要的人才，必須會分辨善巧與非
善巧。你若珍重自己的福樂，就會向最該對此負責的人——你自己——-要求同樣的辨察力。 
        這樣做目標定向性太強。只要接受當下一切就好。每一個欲都在對你訴說，當下事態是有限
的、匱乏的。你或者接受那個欲，或者接受那種匱乏。兩者兼收等於是否定任一爲真。試圖太平
無事地住在這兩者間的張力之中——以所謂的“無欲之道”擺脫雙方——這種舍，被佛陀稱爲有限
的舍，一位泰國林居導師稱之爲[笨]牛的舍。 
        抵擋如此神聖而奧秘的力量是徒勞無功的。欲望之所以看上去不可抵擋、神秘莫測，只因我
們不懂得自己的心。再說，對自己不了解的力量不停地貼上“神聖”、“宇宙”之類的標簽，我們又
將置身何處? 
        與不善巧欲相爭太辛苦了。考慮剩下的選擇:  一時擺出某個欲求架式，下一刻又擺出另一個
欲求架式，從一組局限到另一組局限無盡漫遊，不停地尋求喜樂，卻總發現它從你的把握中滑
脫。正精進至少給了你一個穩定的立足點。這樣做，並非是在混亂的欲求堆中 再添一個更苛刻
的，而是爲這團混亂提供一個厘清之道。佛陀的聖道對一種無限之樂的希望一直開放著，通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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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途中也一路存在著層次越來越精細可靠的禪樂。簡言之，佛陀的這個選擇，實際上愉悦更
多，勞苦更少。 
        一旦你平息了這些噪聲，下一步是對自己的行動[業]與其後果擔負起責任。這需要一種願意
從錯誤中學習的態度。幾年前，一位社會學家對某神經外科專業學生中的學成者和不及格者作了
研究，看看區分兩者的素質是哪些。結果他發現，面談中有兩個問題的答復，指向劃分的關鍵。
他問學生: “你是否犯過錯誤? 如果是，最嚴重的錯誤是什麼?” 該專業的不及格者均答自己難得犯
錯 ，即便承認失誤，也一概歸咎於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而成功畢業於該專業的學生們，不僅承
認自己犯過不少錯誤，而且還主動說出，爲了將來不重複那些錯誤，什麼事是自己不會再做的。 
        佛陀對幼子羅睺羅的教誨中，也鼓勵這種成熟的態度。他教導羅睺羅，在行動[造業]之前，
當專注自己的動機，行動時與行動後，當專注其後果。羅睺羅若發現，自己的動機將導致對己或
對人的傷害時，則不應隨之而行。若發現自己的意、語、行已造成實際傷害，他應當停止，下決
心不再重犯，同時不在悔恨中消沉。反之，自己的行動[業]若未見惡果，對正道上的進步他應當
爲之欣喜，用此種喜樂滋養繼續的修持。 
        盡管佛陀的這些教誨針對的是一位七歲孩童，其大致模式對修持的每一層次都是可以借鑒
的。整個覺悟之道的構成，就是把“造最善巧之業”的欲求堅持到底的過程; 這條道，隨著你對“善
巧”之意的領悟越來越精細，也將會發展起來。假若你行事時服從了不善巧欲，則應對其後果擔
負起責任，用那些不良果報來教化該欲求，指出它錯在哪裏。盡管諸欲有可能頑固異常，它們卻
都以追求喜樂爲同一目標，這就可以構成有效對話的共同基點: 某個欲求若非造就真樂，則有悖
於它的存在理由。 
        明確這一點的最佳方式，是從欲求至行動、從行動至後果作連續跟蹤。假若該欲求瞄准的喜
樂導致他人受苦，則要關注那些人對喜樂的相應欲求如何導致他們來破壞你所追求的喜樂。假若
該欲求瞄准的喜樂仰賴於必然趨向老、病、死、或離你而去的事物，則要關注該事實如何定然陷
你於困境。接下來，要注意到依照這類欲望行事的苦迫，是何等的普遍。不僅是你，每一位已
經、正在、將要依照那類欲求行事的人 ，個個已經受苦、正在受苦、將來必然受苦。這是無可回
避的。 
        如此觀想，有助於減弱常見的“爲什麼是我?”的念想，這種想法令苦加劇，令你強烈執取造
苦的那個欲求。如此觀想，也有助於培養爲善巧欲添注力量的兩種重要態度: 對苦之普遍性的厭
離感(samvega)，和免遭那類欲求再度欺騙的審慎感(appamada)。 
        不過，直到你能夠展示出，另外一些麻煩較少的欲求確實引生更大的喜樂，非善巧諸欲是不
會真正撤退的。這就是爲什麼佛陀強調要學會欣賞人生中持戒、佈施的種種酬報: 爲他人增長福
樂的喜悅感、對正當之事知難而行的尊嚴感與自重感。這也是爲什麼佛陀的正道以喜樂、清新的
諸層定境作爲核心。禪定中得到這等清新的滋養，便給了你直接、切身的證明: 佛陀並非主張滅
絕喜樂。他所推薦的諸欲，的確會引生一種喜樂，正是這種喜樂給了你繼續擇取善巧之道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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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下一步: 把“在一切情形下造善巧業[行事善巧]”的那個欲求，耐心、不懈地堅持下去。
正同任何一位優秀的體育教練都會告訴你的那樣，訓練時數不一定保證成效。你必須對你的勤，
融注以心: 包括敏感、辨察、創意。密切關注如何行事才更有效。試著察看自己行事的模式。同
時，在你的修持當中，引進遊戲與多樣化，使得修持在高原狀態時不至於單調起來，在低谷狀態
時不至於令你消沉。 
        佛陀在他的禪定指南中，也作過類似的闡述。一旦你把握了一種定境，要察看其中何處仍有
苦[張力]的成分。接下來，要找尋該苦的種種模式: 是你正在做什麼才導致它? 要設法在心低沉時
令其喜悅，在它受局限時令它從中解脫，在心焦躁時令其穩定。這樣，隨著你學會成功應對禪定
的種種挑戰，從中找到樂趣，你對內在因果作用的微妙模式也會熟悉起來。 
        第四步，一旦你掌握了那些模式之後，便要挑戰其極限。再說一遍，這不單是一個強化努力
的問題，更多的是激發你的想象力，去探索因果法則的那些意想不到的旁枝分蘖。一位著名大提
琴家曾經說過，最令他振奮的一場音樂會發生在一次演出中一根琴弦綳斷的意外情形下，當時他
決定用餘 下的弦，临場新創指法奏完了全曲。禪定中最明顯的諸根琴弦，就是促生寂止與洞見的
那些專門技能，不過更有趣的琴弦，乃是蘊涵於學藝過程中的種種假設: 不足、策略、對話、你
的自我感。你能學會把那些假設撤掉麼? 到了某個禪定階段，求得更高喜樂的唯一途徑，便是對
這些假設開始加以質疑。這又將引生出一些有趣的悖論: 假若欲是發自一種不足或受限感，當它
造出一種絕無不足或受限感的喜樂時，欲又將何如? 不需要欲是什麼情形? 你的內在對話、你的
自我感，又將如何? 假若欲是你在時空中的就位形式，當欲不存在時，時空又將如何? 
        藉著把一位覺悟者描述成如此不可定義、如此無限，他或她在今生不可定位，今生之後不可
用存在、不存在、兩者皆是或皆非來形容，佛陀對上述那些探究是有所鼓勵的。聽起來這也許是
一個抽象而不可及的目標，不過佛陀以自身之範例展示了該目標[涅盤]的人相。既已超越了因果
的局限，他在此生當中，在局限當中，仍可以完美行事，即便在最困難的情形下，仍可以住于樂
中，以慈悲之心教化各等眾生。[經典中]還有他的指證，將善巧欲發展到嘗得覺醒之味者，不僅
有比丘僧尼，而且有居士甚至孩童。 
        因此，想象那種[欲求及真樂之可能性]吧。聽從把你帶往那個方向的任何欲求，那是你的真樂
之道。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3-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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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確是一位阿羅漢、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

師、佛陀、薄伽梵。』 

—— AN XI.12(增支部) 

編者前言  
        這部來自巴利經典的段落選集，對佛陀的生平作了粗略的描述。我希望讀者閱讀後對佛陀教導所涉
範圍與他不凡一生的整個軌迹，至少略得其概。 
        有關佛陀生平更全面的描述，請看兩本優秀的經文選集: 《覺悟的光輝: 佛陀的一生》(兩冊)，編者康
提帕羅比丘 (Bangkok: Mahamakut Rajavidyalaya Press, 1976) ，及《佛陀的一生》，編者年那摩利比丘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2) 。(約翰-布列特) 
 
目錄 

§菩薩 
        ◇先知阿西陀拜訪新生王子 

        ◇年輕王子對優裕生活升起厭離 

        ◇二十九歲的年輕王子出家 

        ◇他的靜谧光輝與念住爲路人矚目 

        ◇一位國王問: 你爲何出家? 

        ◇佛陀很快超過了導師的成就 

        ◇他在森林裏修極端苦行 

        ◇正視怖畏驚駭 

        ◇摩羅來訪 

        ◇他放棄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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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 
        ◇他找到中道 

        ◇他洞悉三智 

        ◇無上覺醒 

        ◇他成爲如來 

§覺醒之後 
        ◇佛陀探索因果緣起 

        ◇他想: 我應敬誰爲師? 

        ◇他想: 我是否傳法? 

        ◇他想: 我先傳法予誰? 

§轉法輪 
        ◇佛陀對五名苦行沙門的初次說法 

        ◇第二次說法(有關非我);此後世間有了六位阿羅漢 

        ◇佛陀與阿羅漢的區別 

§四十五年的教化 

 ◇他的教導一貫實用，包括了基本的禮儀......如何事奉父母......佈施的價值......戒德的價
值......操行端正的果報......一切感官欲樂，甚至天界之樂的過患......出離的價值......四聖諦......

簡言之，佛陀教導了通往涅槃——真正而持久之樂的道路  

 ◇佛陀舉世無雙......他的聲名傳播開來 

 ◇他四處遊方，向來自各個種姓階級、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說法......包括居士......比丘......麻
瘋病者......國王......賤民......其它精神傳統的求道者......還有天神 

 ◇佛陀教導他的親屬，包括兒子羅睺羅......繼母大愛道-喬達彌......他輔導兄弟難陀成爲阿羅
漢 

§佛陀的最後時刻 
        ◇阿難注意到佛陀漸老 

        ◇佛陀死後弟子當以何爲依止? 

        ◇他放棄續壽的意志 

        ◇他對比丘們的最後教誡 

        ◇他的最後一餐 

        ◇他臨終臥床 

        ◇佛陀所薦的四個朝禮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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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千人痛哭薄伽梵將逝 

        ◇只要有人修八聖道，世上就有阿羅漢 

        ◇佛陀的臨終之語 

先知阿西陀拜訪新生王子 

先知阿西陀於日中禪境，看見了三十位喜慶的天神; 
身著禮敬因陀羅的純白，高舉旗幡、縱聲歡呼。 
 
見天神如此喜氣洋洋，行禮之後，他請問其因: 
『衆天神何以如此歡喜? 爲何故旗幡揮舞搖曳? 
 
即便與阿修羅那一戰告捷，其時也未有過此番喧嘩。 
衆天神何以如此欣喜，究竟是見到了何等奇迹?  
 
他們歡呼、他們歌唱，奏演器樂、起舞擊掌。 
我請問住在須彌山頂的各位，快爲我解惑吧，親愛的天神!』 
 
『至尊之寶、無上菩薩，爲著人間的福利、人間的安樂， 
已降生於釋迦的蘭毗尼城，這就是我們全體歡慶之因。 
 
他是有情之最，人中之聖，是人中之公牛、人中之至尊， 
在以先知爲名的林中他將轉起法輪，如征服衆獸的強壯吼獅。』 
 
阿西陀聞此速离天界，迳自前往淨飯王宮。 
落座後他問釋迦族人:『王子何在? 我也求一見。』 
 
於是釋迦人爲先知展示王子，他如纯金一般熠熠生輝， 
如巧匠於爐口錘煉成就，光華奪目、色澤完美。 
 
見王子如火焰般光華四射，皎潔如夜空平移的星群， 
明亮如撥開秋雲的太阳，先知阿西陀喜不自禁。 
 
衆天神在空中張起華蓋，環飾千層、支輻無數， 
金柄拂塵在上下飄動，持華蓋拂塵者卻隱而不現。 
 
見男嬰頭懸白色天伞，如金飾展陈於紅色羊毡， 
這位名號暗光的虬發先知，满心喜悦、迎接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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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他精於相術密語，熱切接過釋迦的公牛， 
滿懷自信大聲宣說:『這是兩足類之尊，至高無上。』 
 
接著，想起自己不久於人世，他黯然神傷、低首垂淚。 
見先知哭泣，釋迦人便問: 『王子必定無不祥之兆?』 
 
見釋迦人多憂先知便答:『我預見王子不受傷害; 
我預見王子安然無患; 請放心，他絕非低微之輩。 
 
這位王子將自觸終極覺醒，他將自證無上清淨， 
慈憫衆生，他將轉起法輪，他的梵行之道將傳遍四方。 
 
然而我此生壽命無多，死亡將先於轉法輪時， 
無緣聞法於這位曠世尊者，正是我爲何傷感痛惜。』 

——Snp3.11(小部經集) 
 

年輕王子對優裕生活升起厭離  
        『我曾經過著優裕的生活，極度優裕、徹底優裕。我的父親甚至在宮內造起蓮池: 一座盛開
著紅蓮、一座盛開著白蓮、一座盛開著藍蓮，皆爲我而造。非來自波羅那斯的檀香我不用。我的
頭巾來自波羅那斯，我的外衣、下衣與鬥蓬也來自波羅那斯。白天黑夜，有人在我的上方舉著白
色華蓋，保護我不著寒暑與塵露。  
        『我曾經擁有三座宮殿: 一座用於冷季、一座用於熱季、一座用於雨季。雨季四個月裏，我
住在雨宮，有歌舞伎人伴我娛樂，其中無一男子，我一次不曾出宮。別家僕人、役工與家臣們喫
豆湯與碎米，我父親的僕人、役工與家臣們喫小麥、大米與肉。 
        『盡管我擁有如此福佑、如此優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
老，看見另一位老者，他驚駭、恥辱、厭惡，忘記自己也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如果我——
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看見另一位老者，卻驚駭、恥辱、厭惡，這對我是不合適
的。」我注意到這一點時，年輕人對於青春特有的沈醉感[青壯驕]，便徹底消失了。 
        『盡管我擁有如此福佑、如此優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
病，看見另一位病者，他驚駭、恥辱、厭惡，忘記自己也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如果我——
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看見另一位病者，卻驚駭、恥辱、厭惡，這對我是不合適
的。 」我注意到這一點時，無病者對於健康特有的沈醉感[無病驕]，便徹底消失了。』 
        『盡管我擁有如此福佑、如此優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
亡，看見另一位死者，他驚駭、恥辱、厭惡，忘記自己也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 如果我——
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看見另一位死者，卻感到驚駭、恥辱、厭惡，這對我是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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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注意到這一點時，生者對於生命特有的沈醉感[生命驕]，便徹底消失了。』 
——AN3.38(增支部) 

二十九歲的年輕王子出家  
        『在我覺悟之前，還是一位尚未覺醒的菩薩時，我想到:「居家生活擁擠、是條多塵之路。出
家生活開闊。在家梵行，不容易具足成就、具足清淨、如磨光的珠貝。我何不剃除須發、身著袈
裟，從在家到出家、成爲沙門[行者,修道者]?」 
        『於是後來，當我依舊年輕、黑髮、擁有人生初期的青春福佑時，便剃除了須發——盡管我
的父母並不情願、涕淚慟哭——我身著袈裟，從在家到出家、成爲沙門。』 

——MN36(中部) 
 
他的靜谧光輝與念住爲路人矚目

他出家之後，戒以身作惡，離以言作惡，淨化生活。 
此後佛陀他前往摩羯陀國的山堡——王舍城——四處托缽，妙相具足。 
 
立於宮樓上的頻毗沙羅國王看見了他，見他妙相具足便說:『你們看! 
此人何等俊美、端莊、純淨! 前視一犁之距，舉止何等完美! 
 
垂目、念住，他不像出身低微者，這位比丘行往何處，快遣人探查。』 
出遣的使者跟隨其後:『這位比丘前往何處? 他居於何處?』 
 
善修自制、意守根門，念住、警覺，他沿戶行走，不久缽滿。 
於是他，這位聖人，乞食後離城，往槃多婆山。『那是他的住處。』 
 
禦使們見他走向住處，於是三位坐待，一位回禀國王。 
『陛下，那位比丘在槃多婆山坳裏，如虎、如公牛、如獅子般安坐。』 

——Snp3.1(小部經集)
 
一位國王問: 你爲何出家 

尊貴的刹帝利國王，聞使者之言，立即乘禦輦，前往槃多婆山。 
在車道盡頭他下車步行，到達後坐下。坐下後，交換友好的問候，接著說， 
 
『你年輕、少壯，正值青春初期，擁有刹帝利的體魄與膚色。 
大軍前鋒之中、象騎陣營之內，你必定輝煌奪目。 
 
我爲你提供財富: 享受它吧。 
我欲知你的出身: 請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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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方的喜馬拉雅山麓，陛下，有一個繁榮富庶的國家， 
居民稱拘薩羅人，部落稱太陽，我出身的氏族名爲釋迦。 
 
我出家離開該氏族，非爲追求感官欲樂。 
以五欲爲危險，以出離爲安穩，精進修行: 那才是我心樂住之境。』 

——Snp3.1(小部經集)  

佛陀很快超過了導師的成就 

        『爲著探索善巧之道、 爲著追求無上寧靜，出家後，我去見阿羅羅-迦羅摩，到達後對他說: 
「迦羅摩賢友，我願於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畢，他對我答:「賢友，你可以留下。於此法，智者藉由親證自知，不久即能進入、安住
(等同)於導師的智識。」 
        『我不久便學得此法之教義。僅於唇誦與復述層次，我可以講知識之言、長老之言，我可以
宣稱我知我見——有他人也同樣如此。 
        『我想:「阿羅羅-迦羅摩非僅以信念宣稱:『我藉由親證自知，進入、安住此法。』他確實住
於知見此法(中譯注:住有生活於、連續處於某狀態之意)。」於是我去見他說:「你宣稱已進入、安
住之此法，是何等程度?」 言畢，他宣佈說，是無所有處。  
        『我想:「不僅阿羅羅-迦羅摩有信念、精進、正念、定力、明辨。 我，也有信念、精進、正
念、定力、明辨。阿羅羅-迦羅摩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我何不也努力自證。」於是不
久，我很快進入、安住該法。我去見他說，「阿羅羅賢友，你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
這等程度麽?」  
        『「是的，賢友……」 
        『「賢友，我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這等程度。」  
        『「賢友，我們在梵行中有這樣一位同伴，是我們的增益、是我們的大增益。那麽說，我宣
稱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你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稱親證自知後，進
入、安住之法，是我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我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法正
是我了解的法。我達到的，你達到了; 你達到的，我達到了。來吧，讓我們一起領導這個團
體。」 
        『如此，我的導師阿羅羅-迦羅摩，把我——他的學生——置於與他同等的地位，給予我崇
高的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趨向厭離、無欲、止息、寂靜、智識、覺醒，也不趨向解脫[涅
槃]，只會重生於無所有處。」 於是，對該法不滿意，我離開了。  
        『爲著探索善巧之道、 爲著追求無上寧靜，我去找鬱陀伽-羅摩弗，到達後對他說: 「鬱陀伽
賢友，我想於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畢，他對我答道:「賢友，你可以留下。於此法，智者藉由親證自知之後，不久即能進
入、安住導師的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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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久便學得此法之教義。僅於唇誦與復述層次，我可以講知識之言、長老之言，我可以
宣稱我知我見——有 他人也同樣如此。 
        『我想:「羅摩非僅以信念宣稱:『我藉由親證自知，進入、安住此法。』他確實住於知見此
法。」於是我去見他說:「你宣稱已進入、安住之此法，是何等程度?」 言畢，他宣佈說，是非想
非非想處。  
        『我想:「不僅羅摩有信念、精進、正念、定力、明辨。我，也有信念、精進、正念、定力、
明辨。羅摩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 ，我何不也努力自證。」 於是不久，我很快進入、安
住該法。我去見他說，「鬱陀伽賢友，你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這等程度麽?」  
        『「是的，賢友……」 
        『「賢友，我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這等程度。」 
        『「賢友，我們在梵行中有這樣一位同伴，是我們的增益、是我們的大增益。那麽說，羅摩
宣稱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是你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稱親證自知後，
進入、安住之法，是羅摩親證自知後，進入、安住之法。他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
法正是他了解的法。他達到的，你達到了;你達到的，他達到了。來吧，賢友，來領導這個團
體。」 
        『如此，我的導師鬱陀伽-羅摩弗，把我——他的學生——置於導師的地位，給予我崇高的
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趨向厭離、無欲、止息、寂靜、智識、覺醒，也不趨向解脫，只會重生
於非想非非想處。」於是，對該法不滿意，我離開了。 』 

——MN36(中部)  

他在森林裏修極端苦行 

        『我想:「我試修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覺知打壓、強迫、征服心智。」於是，咬緊牙關、
舌抵上顎，我以覺知打壓、強迫、征服心智。如壯漢緊抓弱夫的頭部、咽喉或肩部，打壓、強
迫、征服他，同樣地，我以覺知打壓、強迫、征服心智。如此修時，汗水自腋下湧出。盡管在我
內心，不倦的精進激起了、不亂的正念確立了，我的身體卻因痛苦奮力而激蕩、不得輕安。然而
由此昇起的痛感，並不侵住於心。 
        『我想:「我試修止息禪定。」於是，我停止口、鼻的出入息。如此修時，呼嘯之風自耳湧
出，如呼嘯之風自鐵匠風爐湧出……於是，我停止口、鼻、耳的出入息。如此修時，有強力當頭
劈下，如壯漢以利劍劈開我的頭部……劇痛在頭部昇起，如壯漢勒緊硬皮頭箍……有強力剖解我
的腹部，如屠夫或其學徒剖解牛腹……身體灼痛劇烈，如兩個壯漢抓著一個弱夫的手臂在炭堆上
炙烤。盡管在我內心，不倦的精進激起了、不亂的正念確立了，我的身體卻因痛苦奮力而激蕩、
不得輕安。然而由此昇起的痛感，並不侵住於心。 
        『有天神見到我時便說:「沙門喬達摩死了。」又有天神說:「他還未死，正在死去。」又有
天神說:「他既死了、又不曾死，他是阿羅漢，因爲阿羅漢正是這般活著。」 
        『我想:「我試修絕一切食。」卻有天神來對我說:「親愛的尊者，請勿修絕一切食。你若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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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我們會把天食(天界養料)注入你的毛孔，你會靠它們活下來。」我想:「我若宣稱完全絕食，
其時天神們卻在把天食注入我的毛孔，我是在妄語。」於是我說:「停止，」要他們退下。 
        『我想:「我試修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湯、小豆湯、野豆湯、或豌豆
湯 。」於是我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湯、小豆湯、野豆湯、或豌豆湯。我的身體
極度憔悴。四肢如藤莖竹節，只因進食過少。背如駝蹄……椎骨突起如珠串……肋骨畢現，如朽
倉畢現之椽木……眼神暗淡、眼窩深陷，如深井之水，微有其光……頭皮皺縮，如青苦瓜受熱風
之皺縮……前腹緊貼後背，手摩腹部，觸及脊背; 手摩脊背，則觸及腹皮……排尿排便時，我前
撲倒地……我手摩肢體時，體毛因根部腐蝕，隨之脫落，只因進食過少。  
        『有人見到我時便說:「沙門喬達摩是黑人。」又有人說:「沙門喬達摩不是黑人，是褐色
人。」又有人說:「沙門喬達摩非黑非褐，是金黃色人。」我過去膚色清淨皎潔，如今衰褪至此，
只因進食過少。」 
        『我想:「凡過往僧侶沙門苦修之劇痛、窒痛、錐痛，這已是極點，無有過之。凡未來僧侶沙
門苦修之劇痛、窒痛、錐痛，這已是極點，將無過之。然而，以如此緊窒苦行，我仍不曾超越凡
夫、修得聖者知見。可有另一條覺悟之路?」』 

——MN4(中部)  

正視怖畏驚駭 

        『我曾居住於園中祠堂、林間神龛、樹下靈祠等令人怖畏發指之地。居住期間，或有野獸近
前、或有鳥折棄樹枝、或有風吹落葉瑟瑟作聲，其時我想:「可是那怖畏驚駭迫來了?」接著又想:
「我何以一迳等候怖畏? 我何不制服那怖畏驚駭，無論來者爲何?」於是，在我經行時，怖畏驚駭
迫來，我不站不坐不臥，繼續經行，直到制服那怖畏驚駭。在我站立時，怖畏驚駭迫來，我不行
不坐不臥，繼續站立，直到制服那怖畏驚駭。在我端坐時，怖畏驚駭迫來，我不臥不站不坐，繼
續端坐，直到制服那怖畏驚駭。在我橫臥時， 怖畏驚駭迫來，我不坐不臥不行，繼續橫臥，直到
制服那怖畏驚駭。』 

——MN4(中部)  
 

摩羅來訪 
        『比丘們，摩羅不休不止地在你們身邊盤旋，[想著]「或許我可以藉眼獲得機會……或許我
可以藉耳……鼻……舌……身獲得機會。也許我可以藉識獲得機會。」因此，比丘們，你們當善
守根門[感官門戶]。』 

——SN35.199(相應部)  
我在尼連禪河邊，決意精勤，爲成就解脫之安穩，勤修禪那。 
納摩支[1]前來，道以同情: 『你灰敗枯槁，死期將近; 
死亡已取走千分，你命懸一分。活下去吧，活著你可以善修福德。 
梵行、火供將有多少福德，你何須如此一意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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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之道難行、難爲又難持。』 口說此偈，摩羅立於佛陀身前。 
 
對摩羅此言，薄伽梵作答:『無慎之輩，邪惡者，無論你來此何意: 
我不需要哪怕絲毫福德，摩羅只配與求福德者交談。 
我有的是信念、刻苦、持恒、明辨，決意至此，你爲何勸我活著? 
此風能把河流烤幹，我決意時，血焉能不幹?  
膽汁、粘液隨血幹涸，肌肉消損，心愈清明，念、慧、定愈堅強。 
住此證得終極之受[2]， 於感官之樂心無欲求。看吧: 他清淨如此! 
感官之欲是你的先頭軍，第二支軍爲不滿，第三軍爲饑渴，第四軍稱作貪求， 
第五軍名爲昏睡，第六軍爲畏懼，第七軍稱作遲疑，你的第八軍是虛僞與頑固。 
以不當手段獲取利益、供養、名聲、地位，褒揚自我，貶低他人。 
那就是你的軍隊，納摩支，是你這黑暗者的強兵。懦夫抵擋不了你，勝者將得到至樂。 
我是攜孟加草之輩麽[3]? 我唾棄性命，甯可戰死，決不敗中苟活。 
有僧侶沙門覆沒於此處，他們不了解善修者之道。 
旌旗浩蕩，摩羅率兵乘騎而來，我挺身迎戰，願他們不能動撼我的陣地。 
天神征服不了你的軍隊，我會以明辨摧毀它，如以石擊毀未焙的泥罐。 
我決心已定，念住已立，我將遊方各國，教誨弟子， 
聽從我的教導，他們審慎、堅定，無視你的希冀，將到達無憂之境。』 
 
摩羅滿懷悲哀，琵琶自脅下跌落，這個垂頭喪氣的生靈，就地消失不見。 

——Snp3.2(小部經集)  
原注: 
[1]納摩支爲摩羅別號。 
[2]指禪那最高之舍境。 
[3]孟加草，在古印度等同於白旗。一位自估有可能敗降的武士，通常攜孟加草參戰。戰敗時口銜該草臥
地示降。佛陀在此表明他非是攜孟加草參戰之輩，他甯死不降。 
 
他放棄苦行  
        『我想道:「記得有一次，我父親釋迦正行公事，我坐於涼爽的閻浮樹蔭下，接著——遠離感
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我進入、安住於初禪: 由遠離而生起了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
量。那可是覺悟之道?」隨著該憶念，我意識到:「那是覺悟之道。」我想:「我爲何畏懼無關乎感
官之欲、無關乎非善巧素質的那種喜樂?」 我想:「我不再畏懼無關乎感官之欲、無關乎非善巧素
質的那種喜樂，不過身體如此極度憔悴，是不易達到那種喜樂的。我何不進攝些實食——米飯與
粥湯。於是我進攝實食——米飯與粥湯。有五比丘一向事奉我，想著:「我們的沙門喬達摩若證得
某個高等境界，會傳與我們。」然而，當他們見我進攝實食——米飯與粥湯時，便厭惡地離我而
去，心想:「沙門喬達摩生活奢侈。他舍棄精進，退墮於奢溢。」 
        『於是，在進攝實食、恢複體力之後——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我進入、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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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禪: 由遠離而生起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隨著
尋想與評估的平息，我進入、安住於第二禪那; 由沈靜而生起喜與樂，隨著尋想與評量的消退、
覺知彙合起來——有了內在確定。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隨著喜的消退，我繼續
處於舍離狀態，念住、警覺，身體敏感於樂。我進入、安住於第三禪那，對此聖者們宣告:「舍
離、念住，他有了愉快的居處。」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隨著樂與痛的離棄——
如先前喜與憂的消退一般——我進入、安住於第四禪那: 舍離[平等無偏]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
樂、又無痛。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 

——MN36(中部) 
 

他找到中道  
        『比丘們，有此兩極端，隱者[出家者]不可耽於其中——哪兩極? 於感官對象， 追求感官之
樂：是低級、粗鄙、庸俗、非聖、無益的;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聖、無益的。比丘們，避此兩
極端，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者——
是什麽？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此爲
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SN56.11(相應部)  

他洞悉三智 
        『當心這般入定、純淨、明亮、無瑕、無染、柔韌、可塑、穩定、不動搖時，我將它朝向宿
世智。回顧我過去多少次的生命: 一生、二生……五生、十生……五十、一百、一千、十萬、多
少劫宇宙收縮、多少劫宇宙擴張、多少劫宇宙收縮與擴張:「在其處我有如此名字、如此族姓、如
此容貌。我的食物爲這般、我的樂痛經歷爲這般、我的命終爲這般。從該境界死去後，我重生於
彼處。在彼處，我也有如此名字、如此族姓、如此容貌。我的食物爲這般、我的樂痛經歷爲這
般、我的命終爲這般。從該境界死去後，我重生在此處。」 我如此回憶著宿世的形式與細節。  
        『這是那一夜初更裏我證得的初智。無明摧毀、智識昇起; 黑暗摧毀、光明昇起——對一位
警覺、精勤、精進者。然而如此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 
        『當心這般入定、純淨、明亮、無瑕、無染、柔韌、可塑、穩定、不動搖時，我將它朝向有
情的生 死智。我以清淨、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與重生，分辨他們如何隨自己的業力，各
有尊卑、美醜、福禍:「這些有情——擁有身、語、意的惡業，辱罵聖者，持妄見、在妄見影響下
行動(造業)——死時隨色身分解，現於惡趣、惡界、低等域界、地獄。然而，這些有情——擁有
身、語、意的善業，不曾辱罵聖者，持正見，行動受正見影響——死時隨色身分解，現於善趣、
天界。」 如此，我以清淨、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與重生，分辨他們如何隨自己的業力，
各有尊卑、美醜、福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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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一夜中更裏我證得的第二智。無明摧毀、智識昇起; 黑暗摧毀、光明昇起——對一
位警覺、精勤、精進者。然而如此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 
        『當心這般入定、純淨、明亮、無瑕、無染、柔韌、可塑、穩定、不動搖時，我將它朝向漏
盡智。我如實明辨:「此爲苦……此爲苦因……此爲苦的止息……此爲苦的止息之道……此爲
漏……此爲漏因……此爲漏的止息……此爲漏盡之道。」我的心，如此知、如此見，即從感官欲
漏中解脫、從有生之漏中解脫、從無明之漏中解脫。隨著解脫，有此智:「解脫了。」我有明辨:
「生已終止，梵行已成，不再有爲於世。」 
        『這是那一夜後更裏我證得的第三智。無明摧毀、智識昇起; 黑暗摧毀、光明昇起——對一
位警覺、精勤、精進者。然而如此昇起的愉悅感並不侵住於心。』 

——MN36(中部)  

無上覺醒

爲追求築房者， 
我遊蕩於多少輪重生， 
無獎償、無休止， 
重生苦、一次次。 
 
築房者，你已被看穿! 
你再也不能築房。 
你的房橼被毀、棟梁被摧， 
心已證無爲、終結渴求。

中譯注: 據論藏，此偈之中，房指輪回中的個體; 築房者指渴求; 房椽指貪; 棟梁指無明。 
——Dhp153-4(法句經)  

他成爲如來 
        『如來對世間已徹底覺悟。如來已脫離世間。如來對世間之起源已徹底覺悟。如來對世間之
止息已徹底覺悟。如來已實現了世間的止息。如來對世間的止息之道已徹底覺悟。如來已長養了
世間的止息之道。』 
        『凡此世間一切——與其天神、摩羅、梵天、世代的沙門、婆羅門、王子、平民——如來已
見、已聞、已感受、已認知、已達到、已證得、已用心思索、對之徹底覺悟。因此，他被稱爲如
來。』 
        『從如來 (Tathagata)徹底覺醒、達到正自覺醒之夜起，直到他徹底涅槃(解脫)、達到無余般
涅槃那夜爲止，凡如來所言、所論、所釋，皆如是 (tatha)無它[真實無偏]。因此，他被稱爲如
來。』 
        『如來是行如 (tathaa)其所言教者，是言教如其所行者。因此，他被稱爲如來。』 
        『在此世間——有其天神、摩羅、梵天、世代的沙門、婆羅門、王子、平民——如來乃是不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2.htm (11 of 29) [12/31/2010 10:35:28 PM]



巴利經典中的佛陀生平-佛

可征服的征服者、見一切者、大神通力者。因此，他被稱爲如來。』 
——Iti112(如是語)  

 
佛陀探索因果緣起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新近自證覺醒，住於優樓毗羅村尼連禪河邊的菩提樹蔭下; 他在菩提
樹蔭下連坐七日，感受著解脫的喜樂。七日末出該定境，在後夜裏，密切專注正序與倒序的緣起
過程，即: 
        有此，則有彼， 
        從此的昇起，來彼的昇起。 
        無此，則無彼， 
        從此的止息，來彼的止息。 
        換言之: 
        『 .......緣[以为先决条件]无明， 來造作[行]。緣造作，來意识。緣意识，來名色。緣名色，來
六处[六种感官媒介]。緣六处，來接触。緣接触，來感受。緣感受，來渴求。緣渴求，來执取／维

持。緣执取／维持，來有。緣有，來生。緣生，则老，病，死，忧、哀、痛、悲、惨來运作。若
大一堆苦迫緣此而起。 
        接下來，從該無明不留余迹的消退、止息，來造作的止息。緣造作的止息，來意識的止息。
緣意識的止息，來名色的止息。緣名色的止息，來六種感官媒介的止息。緣六種感官媒介的止
息，來接觸的止息。緣接觸的止息，來感受的止息。緣感受的止息，來渴求的止息。緣渴求的止
息，來執取/維持的止息。緣執取/維持的止息，來生的止息。緣生的止息，來老、死、憂、哀、
痛、悲、慘的全部止息。若大一堆苦迫缘此止息。 
        接著，意識到那件事[緣起]重要性，薄伽梵當時大聲道: 
        『婆羅門精勤、專注—— 
        諸現象[諸法]對他清晰起來。 
        他屹立著，使摩羅之軍改道而行， 
        如太陽照亮天空。』 

——Ud1.3(自說經)  

他想: 我應敬誰爲師?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新近自證覺醒，住於優樓毗羅村尼連禪河邊羊倌的榕樹腳下。在他獨
自隱居時，覺知中昇起此念: 『人若無所崇敬、依止，則會有苦。那麽有哪位僧侶、沙門，我可
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接著，他想道: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侶、沙門，崇敬、尊敬他，將是爲著完善一個尚未完善
的戒德蘊。然而，在這個有天神、摩羅、梵天、有世代的沙門、婆羅門、王族、平民的世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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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到另一位僧侶、沙門，比我更有具足的戒德，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侶、沙門，崇敬、尊敬他，將是爲著完善一個尚未完善的定力蘊……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侶、沙門，崇敬、尊敬他，將是爲著完善一個尚未完善的明辨蘊……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侶、沙門，崇敬、尊敬他，將是爲著完善一個尚未完善的解脫蘊……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侶、沙門，崇敬、尊敬他，將是爲著完善一個尚未完善的解脫知見蘊。
然而，在這個有天神、摩羅、梵天、有世代的沙門、婆羅門、王族、平民的世間，我見不到另一
位僧侶、沙門，比我更有具足的解脫知見，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何不依止我完全覺悟的此法，崇敬、尊敬它?』 
        此時，梵天沙巷婆提[娑婆世界主梵天]以自己的覺知，識得薄伽梵覺知中的此念——如壯漢
伸臂、曲臂一般——消失於梵天界，出現在薄伽梵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合掌於心前向薄
伽梵施禮，對他說:『正是如此，薄伽梵! 正是如此，善逝者! 過去那些阿羅漢、正自覺醒者——
他們也正是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未來那些阿羅漢、正自覺醒者——他們也將依止此法
本身，崇敬、尊敬它。請薄伽梵，當世的阿羅漢、正自覺醒者，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
吧。』 

——SN6.2(相應部)  

他想: 我是否傳法?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新近自證覺醒，住於優樓毗羅村尼連禪河邊羊倌的榕樹腳下。在他獨
自隱居時，覺知中升起此念:『我所證此法，深刻、不易見、不易實現、甯靜、精細、不依賴猜
測、微妙、由智者親證。然而，這一代[有情]耽樂於執取、興奮於執取、享受執取。對耽樂於執
取、興奮於執取、享受執取的一代來說，見這等真相——即: 此/彼之因果與緣起——則難矣。見
這等境界——即: 對一切造作的消解、一切集取的放棄、渴求的終結; 無欲、止息; 解脫——也難
矣。我若傳授此法，若他人不能領悟，將於我疲憊、於我困擾。』 
        其時，薄伽梵想到這段過去未言、未聞的偈句: 
        『以我證悟之艱難，莫如放棄傳法。 
        爲嗔怒、欲望制服者，此法殊難證悟。 
 
        『奧妙、精微、難見、深刻、逆潮流而行， 
        耽於欲望、蔽於黑暗者，此法不可得見。』 
 
        隨著薄伽梵如此思維，其心傾向於安住自在，無意傳法。 
        此時，梵天沙巷婆提以自己的覺知，識得薄伽梵覺知中的此念，想道:『世界即將淪喪! 世界
即將毀滅! 如來、阿羅漢、正自覺醒者的心傾向於安住自在，無意傳法!』於是——如壯漢伸臂、
曲臂一般——梵天沙巷婆提從梵天界消失，出現在薄伽梵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合掌於心
前，向薄伽梵施禮，對他說:『世尊，請薄伽梵傳法! 請善逝者傳法! 有情之中，有眼內僅存些許
塵垢者，因未聞法，正在衰退。會有能解法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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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了梵天的懇請，出於對有情的慈悲，薄伽梵於是以覺者之眼觀世間。如此觀時，他看見
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內僅存些許塵垢者與眼中多有塵垢者、根器敏銳者與根器遲鈍者、素養良好者
與素養敗壞者、易教者與難教者，他們當中有的懂得另一世間的恥辱與危險。正如池中的藍蓮、
紅蓮、白蓮，有的蓮——生長於水中——不出水面，浸於水中繁茂; 有的則出立於水，不爲水沾
染——同樣地，薄伽梵以覺者之眼觀世間。如此觀時，他看見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內僅存些許塵垢
者與眼中多有塵垢者、根器敏銳者與根器遲鈍者、素養良好者與素養敗壞者、易教者與難教者，
他們當中有的懂得另一世間的恥辱與危險。 
…… 
        梵天沙巷婆提心想:『薄伽梵已允傳法，』於是對薄伽梵頂禮、右繞後，就地消失。 

——SN6.1(相應部)  

他想: 我先傳法予誰?  
        『我想:「我應先向誰傳法? 誰將迅速領悟此法?」接著我想到:「這阿羅羅-迦羅摩有智慧、優
異、聰穎。長久以來他的眼内僅有些許塵垢。我何不先向他傳法? 他將迅速領悟此法。」其時，
有天神來對我說:「世尊，阿羅羅-迦羅摩七日前死矣。」我內心升起知見:「阿羅羅-迦摩羅七日前
已死。」我想:「阿羅羅-迦羅摩損失甚巨。他若聽聞此法，本可迅速領悟。」 
        『我想:「我應先向誰傳法? 誰將迅速領悟此法?」 接著我想到:「這郁陀伽-羅摩弗智慧、優
異、聰穎。長久以來他的眼内僅有些許塵垢。我何不先向他傳法? 他將迅速領悟此法。」其時，
有天神來對我說:「世尊，郁陀伽-羅摩弗昨夜死矣。」我內心升起知見:「郁陀伽-羅摩弗昨夜已
死。」我想:「郁陀伽-羅摩弗損失甚巨。他若聽聞此法，本可迅速領悟。」 
        『我想:「我應先向誰傳法? 誰將迅速領悟此法?」 接著我想到:「在我精進苦修之時，那五比
丘曾事奉於我、饒益於我。我何不先向他們傳法?」接著我想:「那五比丘今居何處?」我以清淨、
超人的天眼，看見他們住於波羅那斯仙人墜的鹿野苑。 
        『於是，在優樓毗羅住夠後，我出發遊方，漸次往波羅那斯行去。順命派的郁婆迦在伽耶與
覺醒地之間的路上看見我，見到時，他對我說:「賢友，你諸根清澈、膚色皎潔。你從誰出家? 你
以誰爲師? 你樂住於誰的法?」 
        『言畢，我對順命派的郁婆迦答以此偈: 

 「我已戰勝一切，覺知一切， 
   我不著一切染，舍棄一切， 
   我已滅盡渴求，證得徹底解脫:  
   正自覺醒後，我該稱誰爲師? 
   我無師尊，無類可尋; 
   人天世界，無有匹敵。 
   因爲我是阿羅漢，是無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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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證覺醒，清涼、解脫。 
   我將前往喀西城，轉起法輪， 
   我將在趨向盲目的世間，擊起不死之鼓。」』 
 
 「賢友，據你所言，你必定是位無上勝者。」 
 
 「所謂勝者乃是如我一般，證得心漏之終結者。 
   我已制服了邪惡素質，因此郁婆迦，我是勝者。」』 

 
        『言畢, 郁婆迦說:「賢友，但願如此。」』——他搖搖頭，走上旁道，離去了。 
        『接著，我漸次遊方，到達波羅那斯仙人墜的鹿野苑，來到五比丘居住之地。他們看見我從
遠處走來，看見後，相互約定說:「賢友們，沙門喬達摩來了: 他生活放逸、放棄精進、退墮於奢
侈。他不值得頂禮、站立迎接、或接其衣缽。不過仍可敷座，他若願意，可以坐下。」然而，我
走近時，他們不能夠自守其約。一位起立恭迎，接過我的衣缽; 一位敷座; 另一位備洗足水。然而
他們直呼我名，並稱我爲「友 」。 
        『於是我對他們說:「勿對如來直呼其名，或稱其爲「友 」。賢友們，如來是阿羅漢、正自
覺醒者。賢友們，如來是阿羅漢、正自覺醒者。賢友們，注意聽: 我已證得不死之法。我將爲你
們傳法，我將爲你們說法。遵教修行，你們不久即會達到、安住於梵行生活的殊勝目標——族姓
子[善男子]爲此離俗正當出家——即時即地自知親證。』 
        『言畢，五比丘答:「以那等修持、那等舉止、那等苦行，你未曾證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
稱聖者的殊勝知見。那麽你如今——生活放逸、偏離精進、退墮於奢侈——又如何能證得任何超
人境界、任何堪稱聖者的殊勝知見?」 
        『言畢，我對他們答道:「比丘們，如來並未生活放逸、並未舍棄精進、並未退墮於奢侈。賢
友們，如來是阿羅漢、正自覺醒者。賢友們，注意聽: 我已證得不死之法。我將爲你們傳法，我
將爲你們說法。遵教修行，你們不久即會達到、安住於梵行生活的殊勝目標——族姓子爲此離俗
正當出家——即時即地自知親證。』 
        『第二次……第三次，五比丘對我說:「以那等修持、那等舉止、那等苦行，你未曾證得任何
超人境界、任何堪稱聖者的殊勝知見。那麽你如今——生活放逸、偏離精進、退墮於奢侈——又
如何能證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稱聖者的殊勝知見?」 
        『言畢，我對五比丘答道:「你們記得我過去可曾以此種方式說話?」』 
        『尊者，未曾。』 
        『比丘們，如來並未生活放逸、並未舍棄精進、並未退墮於奢侈。賢友們，如來是阿羅漢、
正自覺醒者。賢友們，如來是阿羅漢、正自覺醒者。賢友們，注意聽: 我已證得不死之法。我將
爲你們傳法，我將爲你們說法。遵教修行，你們不久即會達到、安住於梵行生活的殊勝目標——
族姓子爲此離俗正當出家——即時即地自知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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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我說服了他們。』 
——MN26(中部)  

佛陀對五名苦行沙門的初次說法: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在那裏，薄伽梵對五衆比丘說： 
        『比丘們，有此兩極端，隱者[出家者]不可耽於其中——哪兩極? 於感官對象， 追求感官之
樂：是低級、粗鄙、庸俗、非聖、無益的;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聖、無益的。比丘們，避此兩
極端，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解脫]。 
[八聖道]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者——
是什麽？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此爲
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四聖諦]  
        『比丘們，此爲苦聖諦：生苦、老苦、死苦；憂、哀、痛、悲、慘苦；與不愛者共處苦、與
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簡言之，五取蘊苦。 
        『丘們, 此爲苦因聖諦：[苦因是:]造作再生的渴求——帶著貪與喜、於處處耽享——正是: 對
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生的渴求、對無生的渴求。 
        『比丘們，此爲苦的止息聖諦：對該渴求的無餘離貪、止息、舍離、棄絕、解脫、放開。 

        『比丘們， 比丘們，此爲趋向苦的止息之道聖諦：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對於四聖諦的責任]  
        『我對前所未聞之法，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生
明生光生]：「此爲苦聖諦」……「此苦聖諦需深解」……「此苦聖諦已深解」。 
        『我對前所未聞之法，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因聖
諦」……「此苦因聖諦需斷棄」……「此苦因聖諦已斷棄」。 
        『我對前所未聞之法，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的止
息聖諦」……「此苦的止息聖諦需直證」……「此苦的止息聖諦已直證」。 
        『我對前所未聞之法，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的止
息之道聖諦」……「此苦的止息之道聖諦需直證」……「此苦的止息之道聖諦已直證」。 
[十二輻法輪] 
        『比丘們，只要我對此四聖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尚不純淨，比丘們，我未在有天神摩
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然而，一旦我對此四聖諦
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真正純淨，比丘們，我即在有天神摩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
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我內心昇起此知見: ‘我的解脫不可動搖。此爲最後一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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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生。’ ” 
[聖僧伽的誕生] 
        此爲薄伽梵所說。五衆比丘對薄伽梵之說隨喜、心悅。在此解說期間，尊者喬陳如昇起了無
塵、無垢的法眼：『凡緣起者，皆趨止息。』[凡緣起法,皆爲止息法] 
[法輪轉起] 
        薄伽梵轉法輪之際，地神們大呼: 『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
門婆羅門、天神摩羅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阻止。』 聞地神之呼聲，四大王天們大呼……
三十三天的天神……夜摩天的天神……兜率天的天神……化樂天的天神……他化自在天的天
神……梵衆天們大呼:『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 天
神魔羅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阻止。』　 
        於是，那時刻、那瞬間，呼聲直達梵天界。此十千宇宙在抖動、顫動、震動，一道大無量光
出現在宇宙間，勝於天神的燦爛。 
        其時，薄伽梵大聲道: “喬陳如真悟了? 喬陳如真悟了。”　故此，尊者喬陳如得名: 阿念-喬陳
如[覺悟的喬陳如]。 

——SN56.11(相應部)  

第二次說法(關於非我相): 此後世上有了六位阿羅漢……  
        『因此，比丘們，一切色身[色]，無論屬於過去、未來、當下; 內在、外在; 粗糙、細微; 平
凡、崇高; 遠、近: 必須以正確的明辨[正慧]把每一個色身如實看成:「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自
己。這不是我的存在特點[定義我的特徵]。」 
        『一切感受[受]…… 
        『一切辨識[想]…… 
        『一切造作[行]…… 
        『一切意識[識]，無論屬於過去、未來、當下; 內在、外在; 粗糙、細微; 平凡、崇高; 遠、近: 
必須以正確的明辨把每一種意識如實看成: 「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自己。這不是我的存在特
點。」 
        『如此看待時，聖者的多聞弟子便疏離[厭離,不再熱衷]色身 、疏離感受、疏離辨識、疏離造
作、疏離意識。疏離了，他達到無欲。藉著無欲，他徹底解脫。隨著徹底解脫，有智識:「徹底解
脫了。」 他辨知: 「生已終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成。不再有爲於世[在世間不再餘有可修之內
容, 不後受有]。」』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比丘們對他的話隨喜、心悅。並且在這段講解進行期間，五比丘的心
智，亦由不再執取[不再維持]，徹底解脫於漏。 

——SN22.59(相應部)  

阿羅漢與佛陀的區別何在?  
        [佛陀:] 『那麽，一位正自覺醒者與一位明辨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之間，有何等不同、何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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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何等區別?』 
        [一群比丘:]『世尊，對我們來說，所受的教導以薄伽梵爲其根源、爲其指南、爲其仲裁。善
哉薄伽梵若能親自解說。聽聞薄伽梵之言，比丘們將會牢記。』 
        『既如此，比丘們，注意聽，我來解說。』 
        比丘們答:『世尊，請說。』 
        薄伽梵說:『是如來——阿羅漢、正自覺醒者——造就以往未造就之道、開辟以往未開辟之
道、指明以往未指明之道。他懂得這條道、精通這條道、擅長這條道。他的弟子們，如今隨著他
沿這條道而行，便擁有了這條道。』 
        『一位正自覺醒者與一位明辨解脫的比丘之間，正是有這等不同、這等差異、這等區別。』 

——SN22.58(相應部)  

他的教導一貫實用，包括了基本的禮儀……  
        『一位比丘如何才算通曉聚會？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了解聚會: 「這是貴族武士的聚會；這
是僧侶的聚會；這是家主的聚會；這是沙門的聚會；在這裏，他應該這般對待他們、這般站、這
般坐、這般發言、這般靜默。」他若是不了解聚會——「這是貴族武士的聚會；這是僧侶的聚
會；這是家主的聚會；這是沙門的聚會；在這裏，他應該這般對待他們、這般站、這般坐、這般
發言、這般靜默。」——就不能說他通曉聚會。正因爲他的確了解聚會——「這是貴族武士的聚
會；這是僧侶的聚會；這是家主的聚會；這是沙門的聚會；在這裏，他應該這般對待他們、這般
站、這般坐、這般發言、這般靜默。」——才能說他通曉聚會。這才是一位通曉法、通曉法義、
通曉自己、通曉節制、通曉時間、通曉聚會的人。 

——AN7.64(增支部) 
 

……如何對待父母 

奉養父母、 
照顧妻兒、 
行事周全:  
這是至高的吉祥。

——Snp2.4(小部經集)  
 
母親與父親對全家有慈悲心， 
堪稱梵天、第一位導師， 
值得子女贈送禮物。 
 
因此智者應當禮敬他們， 
以飲食、衣物、臥具供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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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他們塗膏、沐浴、洗足。 
 
智者如此奉養父母， 
即刻與來世受到褒揚， 
死後在天界有喜樂。

——Iti4(如是語)  

……講授佈施的價值  
        『何爲佈施的寶藏?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覺知已洗清了悭吝之染，居於家中、慷
慨、廣施、樂於寬宏大度、有求必應、樂於供養缽食。此謂佈施的寶藏。』 

——AN7.6 (增支部)  

……講授戒德的價值 
        『何爲戒德的寶藏?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戒殺生、戒偷盜、戒不當性事、戒謊言、
戒趨向失慎的醉品。比丘們，此謂戒德的的寶藏。』 

——AN7.6 (增支部)  

……道德操行的果報 
        隨著心意端正、言語端正、身業端正， 
        此地一位多聞者、行福德者， 
        此生如此短暫， 
        身壞命終時有明辨，往天界重生。 

——Iti3(如是語)  

……一切感官欲樂，甚至天界之樂的過患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離衰老，意識到不離衰老的過患，去尋求那遠離轭制、不老、無上
的安穩——涅槃(解脫)。他自己不離疾病，意識到不離疾病的過患，去尋求那遠離轭制、無病的
無上安穩——涅槃。他自己不離死亡，意識到不離死亡的過患，去尋求那遠離轭制、不死、無上
的安穩——涅槃。他自己不離雜染，意識到不離雜染的過患，去尋求那遠離轭制、無染、無上的
安穩——涅槃。 

——AN4.252(增支部)  

……出離的價值  
        『看見了感官之樂的過患後，我探索該主題; 在理解了出離的果報後，我使自己熟悉它。我
的心急於出離，視出離爲甯靜，趨向自信、穩步、堅定。接下來，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的
心態，我進入、安住於第一禪那: 從遠離中升起了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 

——AN9.41 (增支部)  

……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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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們，是因爲未曾證悟、未曾洞見四聖諦，我與你們，才經曆著、進行著這個漫長的生
死輪回。哪四谛? 是 dukkha 聖諦、 dukkha 之因聖諦、 dukkha 的止息聖諦、 dukkha 的止息之道聖
諦。但是比丘們，如今這些聖諦已經證悟、徹悟，對存在的渴求斬斷了、重新緣起之因摧毀了、
不再有新的緣起。』 
中譯注:巴利文 dukkha 一般譯爲苦，不過苦從粗相到精細，有不同層次，只能例舉，難以定義。有一定禪
定基礎者所見之苦、其精進於止息之苦，未習禪定者是難見難解的。) 

——DN16(長部)  

……簡言之，佛陀教導了通往涅槃——真正而持久之樂的道路  
        『有那麽一個維度，其中既無地、亦無水 、無火、無風; 既無空無邊處、亦無識無邊處、無
無所有處、無非想非非想處; 既無此世、也無來世、無日、無月。我說有，有不來、不去、不住; 
不生、不滅; 無立足點、無基地、無維持[指心智客體]。這，正是苦的終結。』 

——Ud8.1(自說經)  
        『無論過去、現在，我講的只是，苦[dukkha]與苦的止息。』 

——SN22.86(相應部)  

佛陀舉世無雙 
        他坐下後，[衛兵目犍連]對尊者阿難說:『阿難大師，是否有一位比丘，擁有阿羅漢、正自覺
醒者喬達摩大師的所有一切素質?』 
        『不，婆羅門，沒有任何比丘，擁有阿羅漢、正自覺醒者喬達摩大師的所有一切素質。因爲
薄伽梵乃是造就未造就之道者、開辟未開辟之道者、解說未解說之道者，是懂得這條道者、精通
這條道者、擅長這條道者。他的弟子們，如今隨著他沿這條道而行，便擁有了這條道。』 　　 

——MN108(中部)  

……他的聲名傳播開來  
        『聽說有一位名爲喬達摩的比丘，從釋迦族出家的釋迦之子，帶領一大群比丘僧團，在拘薩
羅國遊方，到薩羅來了。關於喬達摩大師，流傳著這樣的好名聲。「他確是一位尊貴者、正自覺
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師、佛、薄伽梵。他親證了法，之後在這個
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僧侶與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講; 他解說的法義，始善、中善、 後善; 

他講述的梵行，在細節與要義上，圓滿具足、清淨非凡。去見這樣的阿羅漢是件善事。」』 
——MN41(中部)  

他四處遊方，向來自各個種姓階級、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說法  
        『我記得曾前往幾百次刹帝利聚會……幾百次婆羅門聚會…… 幾百次家主聚會……幾百次沙
門聚會……』 

——MN41(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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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薄伽梵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精舍。其時 ，如法優婆塞2;率五百優婆塞往詣薄伽梵。
近前後頂禮，坐於一邊。坐下後，如法優婆塞對薄伽梵說道…… 

——Snp2.14(小部經集)  

……包括居士  
        拘利揚人長胫[原注:又名虎爪]往詣薄伽梵，到達時頂禮，坐於一邊。坐下後對薄伽梵說:『我
們身爲居家人，享受感官之樂、生活於成群的妻兒之間、享用喀西布料與檀香、飾以花環香水油
膏、受用金銀。願薄伽梵對我們這些人傳法，使我們的此生有幸福與安甯，使我們的來世有幸福
與安甯。』 
        [薄伽梵說:] 『虎爪，這四種素質，使居家人此生趨向幸福與安甯。哪四種? 主動性具足、警
戒心具足、可敬的友誼(親近善知識)、維持生計平衡。 
        『何謂主動性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凡所操生計——務農、經商、牧牛、箭術、王
家隨從、或其它手藝——靈巧、不倦地鑽研，對該技藝有明辨，足以擔當、勝任。此謂主動性具
足。 
        『何謂警戒性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者有正當財産——來路正當，來自他的主動性、奮
鬥、努力，以臂力積攢、以汗水掙得——他帶著警戒，設法保護它，[想著:]「我的這宗財産，如
何不讓國王、盜賊奪走、不讓火燒盡、不讓水沖走、不讓恨心子孫拿走?」此謂警戒性具足。 
        『何謂可敬的友誼？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無論住哪個村鎮，去親近戒德高嚴的家主或家
主之子，長幼不拘。與他們談話，邀他們討論。他效仿[對業力原理]信念具足者、也達到信念具
足，效仿戒德具足者、也達到戒德具足，效仿佈施具足者、也達到佈施具足，效仿明辨具足者、
也達到明辨具足。此謂可敬的友誼。 
        『何謂維持生計平衡?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了解他的財産的收入與支出，維持生計平
衡，既不鋪張、也不小氣，[心想:]「這樣做，我的收入超過支出，我的支出不超過收入。」正如
一位過磅者或其學徒，在執秤時，了解:「它下傾如許，上翹如許，」同樣地， 一位居家人，對
他的財産的收入與支出，維持生計平衡，既不鋪張、也不小氣，[心想:]「這樣做，我的收入超過
支出，我的支出不超過收入。」假若一位居家人收入少，卻維持豪華的生活，關於他將會有謠言:
「這位族人吞噬他的財産，如一位食果樹者[論藏指搖落多於飽食之果者]。 」假若一位居家人收入
多，卻維持困苦的生活，關於他將會有謠言:「這位族人將死於饑馑。」不過，當一位居家人了解
他的財産的收入與支出，維持生計平衡，既不鋪張、也不小氣，[心想:]「這樣做，我的收入超過
支出，我的支出不超過收入，」此謂維持生計平衡。 
        『耗盡財富有這四種方式: 墮落於性事、墮落於飲酒、墮落於賭博、與惡人作朋友、夥伴、
同侪。正如一座有四個入口、四個出口的大儲水池，有人關閉入口、打開出口、又無天降陣雨，
池水只會耗盡，不會上升。同樣，此爲耗盡財富的四種方式: 墮落於性事、墮落於飲酒、墮落於
賭博、與惡人作朋友、夥伴、同侪。 
        『積累財富有這四種方式: 不墮落於性事、不墮落於飲酒、不墮落於賭博、與善知識作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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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夥伴、同侪。正如一座有四個入口、四個出口的大儲水池，有人打開入口、關閉出口、又有
天降陣雨，池水只會上升，不會耗盡。同樣，此爲累積財富的四種方式: 不墮落於性事、不墮落
於飲酒、不墮落於賭博、與善知識作朋友、夥伴、同侪。 
        『虎爪，這四種素質，使居家人此生趨向幸福與安甯的。 
        『這四種素質，使居家人來世趨向幸福與安甯。哪四種?信念具足、戒德具足、佈施具足、
明辨具足。 
        『何謂信念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有信念，堅信如來的覺醒: 「薄伽梵真是一位正
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師、佛、薄伽梵。此謂信念圓滿。」 
        『何謂戒德具足？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離殺生、離偷盜、離不當性事、離妄語、離導
致失慎的醉品。此謂戒德具足。 
        『何謂佈施具足？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他的覺知已經洗清了悭吝之染、居於家中、
慷慨大方、寬宏大度、有求必應、樂於供養缽食。此謂佈施具足。 
        『何謂明辨具足？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有明辨，擁有了對生與滅的明辨——尊貴、透
徹、趨向苦的正確止息。此謂明辨具足。 
        『這四種素質，虎爪，使居家人來世趨向幸福與安甯。』 

——AN8.54(增支部)  

……比丘  
        我聽說有一次，薄伽梵住在迦毗羅衛大森林裏的釋迦人之中，同住的還有一大群比丘僧團，
約五百名比丘，全是阿羅漢…… 

——DN 20(長部)  

……麻瘋病者  
        接著，薄伽梵以他的覺知包容了全體在場者的覺知後，自問 ：『現在，這裏有誰能理解
法？』　他看見麻瘋病者蘇巴菩達坐在人群之中，看見他時，他想: 『此人能理解法。』　於
是，針對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他作了一場循序漸進的開示，即，一段佈施說，一段戒德說，一段
天界說; 他宣說了感官之欲的過患、降格、退敗，以及出離的果報。接著，他看見麻瘋病者蘇巴
菩達的心預備、可塑、五蓋除卻、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場諸覺者特有的法義開示，即：苦、苦
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如無垢、潔淨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樣地，麻瘋病者蘇巴菩達正
端坐原地，即升起內在無塵、無垢的法眼：『凡緣起者，皆趨向止息。』

——Ud5.3 (自說經)  

……國王  
        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於日中往詣薄伽梵，進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於一邊後，薄伽梵對他
說:『大王日中由何處前來?』 
        『世尊，我方才正忙碌於那些耽溺於王權、沈迷於感官欲樂、穩坐江山、一統天下、頭塗油
膏的刹帝利們所慣常忙碌的朝廷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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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你以爲如何? 假定有一位可信可靠之人從東面來見你，到達後說: 「啓禀大王，我從東
面來。我在那裏看見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正朝這邊壓過來，一路碾碎所有生靈。請您即刻決
策。」接著第二個人從西面來……接著第三個人從北面來……接著第四個人從南面來，到達後
說: 「啓禀大王，我從南面來。我在那裏看見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正朝這邊壓過來，一路碾碎
所有生靈。請您即刻決策。 」陛下，假定此等巨大的災難將臨，此等可怕的人命毀滅將至——既
然人生如此難得——你該當如何?』 
        『假若此等巨大的災難將臨，此等可怕的人命毀滅將至——既然人生如此難得——除了如法
而活、端正而活、行善巧、福德之業，又能如何?』 
        『大王，我告訴你，大王，我知會你: 老與死正朝你碾壓過來。當老與死朝你碾壓過來時，
大王，你該當如何?』 
        『世尊，當老與死朝我碾壓過來時，除了如法而活、端正而活、行善巧、福德之業，又能如
何?』 
……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大王! 當老與死朝你碾壓過來時，除了如法而活、端正而活、
行善巧、福德之業，又能如何?』 

——SN3.25 (增支部)  

……賤民 

我的種姓低賤，生活窮困，幾近無食; 
我的職業低賤: 神龛上的敗花，由我回收棄置。 
人們厭惡我、鄙視我、毀謗我， 
我心卑微，對衆人恭敬聽命。 
 
後來我見到那位正自覺者，身後跟隨著一隊比丘， 
那位偉大的英雄、摩羯陀的至尊，走入城內。 
我撇下擔子，近前行禮， 
他，這位至高者，出於慈悲，專爲我停步。 
 
在師尊足下禮敬後，我立於一邊， 
請求這位有情之至尊，准我出家。 
慈悲的師尊，同情全世界，他說: 
『善來，比丘，』那便是對我的正式接納。 
 
我獨居野外、不懈不怠，奉行師言，一如勝者對我的教導。 
在前夜，我回憶起前世諸般; 
在中夜，我升起清淨的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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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夜，那大堆的黑暗潰散。 
 
暗夜終結，旭日複歸， 
因陀羅與梵天前來向我致敬: 
『禮敬您啊，人中之強，禮敬您啊，至高之士， 
終結了心漏，親愛的尊者，您值得應供。』 

——Thag12(長老偈)  

……其它精神傳統的求道者  
        拘利揚人之子牛行者普那與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往詣薄伽梵。牛行者普那對薄伽梵行禮
後，坐於一邊; 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與薄伽梵互致問候，交換禮貌友好的言辭後，如狗一般卷曲
身體，也坐於一邊。 
        牛行者普那坐下後，問薄伽梵:『尊者，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難行之事: 食物棄置於地他
才受用。長久以來他正持、修持狗行。他的趣向爲何? 他的未來命運爲何?』 
        『夠了，普那，到此爲止，勿再問我。』 
        第二次……第三次，牛行者問薄伽梵:『尊者，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難行之事: 食物棄置
於地他才受用。長久以來他正持、修持狗行。他的趣向爲何? 他的未來命運爲何?』 
        『好吧，普那，既然我以「夠了，普那，到此爲止，勿再問我，」仍不能勸止你，那麽我爲
你解答。』 
        『普那，在此有一人完全無保留地修持狗的習慣、他完全無保留地修持狗的心性、他完全無
保留地修持狗的行爲。修成後，身壞命終之時，他投生於狗群中。不過，他若有此見:「憑此戒
德、苦行、梵行，我將成爲某大神、或者成爲某小神，'那是妄見。我說，持妄見者有兩個趣向: 
地獄界與畜生胎內。因此，普那，假若他的狗行具足，這將引導他投生狗群; 否則，他將墮地
獄。』 

——MN57 (中部)  

……還有天神  
        『……幾百次四大王天的天神聚會……幾百次三十三天的天神聚會……幾百次摩羅隨從的聚
會……幾百次梵天聚會。我曾在那裏與他們同坐、說示、對談……』 

——MN 41 (中部)  

佛陀教導他的親屬，包括兒子羅睺羅  
        『摒棄使心入迷、愉悅的五種感官之樂，隨信念出家，成就苦的終結。 
        『親近善友; 擇偏遠僻靜處隱居; 節制飲食; 衣袍、食物、藥品、居處——這些物品不要貪求; 
不要成爲返回世間之人; 如律修練，約束、控制五種感官。 
        『修身念處，連續培養對色身的無欲。避開與愛欲相連的美麗標記; 藉修不淨觀，培養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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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在之心。 
        『禪定於無相，滅除自滿。藉透視與摧毀自滿，你將安住於至高的甯靜。』 
        薄伽梵如此反複教誡羅睺羅。 

——Snp2.11(小部經集)  

……繼母大愛道-喬達彌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在毗舍離大森林裏的尖頂堂。其時大愛道-喬達彌往詣薄伽梵，進
前頂禮後，立於一邊。站立時，對他說:『善哉尊者若能爲我簡要說法，使我從薄伽梵處聞法後，
得以獨自安住、退隱、警覺、精勤、決意。』 
        『喬達彌，你了解的素質 (dhammas)中，「這些素質趨向欲求、非趨無欲；趨向束縛、非趨
解縛；趨向堆積、非趨褪脫；趨向自大、非趨謙虛；趨向不滿、非趨滿足；趨向糾纏、非趨退
隱；趨向懶惰、非趨勤奮；趨向沈贅、非趨輕松」: 你可以確認「這不是法 (Dhamma)，這不是
律，這不是師尊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素質中，「這些素質趨向無欲、非趨欲求；趨向解脫束縛、非趨束縛；趨向
褪脫、非趨堆積；趨向謙虛、非趨自大；趨向滿足、非趨不滿；趨向退隱、非趨糾纏；趨向勤
奮、非趨懶惰；趨向輕松、非趨累贅」: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大愛道-喬達彌對薄伽梵之言隨喜、心悅。 

——AN 8.53 (增支部)  

……他輔導表兄弟難陀成就阿羅漢果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在舍衛城附近的祇樹給孤獨精舍。其時尊者難陀——薄伽梵的兄
弟、他的姨母之子——對一大群比丘說:『賢友們，我不樂於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
將放棄修行，恢復俗家生活。』 
        有位比丘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對薄伽梵說:『世尊，尊者難陀——
薄伽梵的兄弟、他的姨母之子——已告訴一大群比丘:「賢友們，我不樂於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
梵行生活。我將放棄修行，恢復俗家生活。」』 
        於是薄伽梵囑咐某位比丘:『來，比丘。以我的名義去找難陀，說:「賢友，師尊喚你。」』 
        該比丘答:『遵命，世尊。』於是去見難陀，到達後說:『賢友，師尊喚你。』 
        尊者難陀答:『遵命，賢友。』 於是他往詣薄伽梵，進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薄伽
梵對他說:『難陀，你已告訴一大群比丘:「賢友們，我不樂於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
我將放棄修行，恢復俗家生活。」這可是真的?』 
        『是的，世尊。』 
        『不過，難陀，你爲何不樂於梵行生活?』 
        『世尊，我離家時，有一位舉國傾慕的釋迦少女，頭髮半攏、瞥我一眼道:「大師速回。」回
想那件事，我便不樂於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將放棄修行，恢復俗家生活。』 
        這時，薄伽梵抓著尊者難陀的手臂——如壯漢曲臂、伸臂一般——從祇樹消失、重現於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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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當時約有五百名鴿足[中譯注:意爲美足]僊女，前來服侍帝釋天王。薄伽梵對尊者難陀說:
『難陀，你可見那五百鴿足僊女?』 
        『是，世尊。』 
        『你以爲如何，難陀: 哪位更可愛、更美貌、更有魅力——是那位釋迦少女，還是這五百鴿
足僊女?』 
        『世尊，與這五百鴿足僊女相比，那位舉國傾慕的釋迦少女，像那被火燒灼、割去耳鼻的猿
猴。她微不足道、她半分不如。兩者不可相比。這五百鴿足僊女更可愛、更美貌、更有魅力。』 
        『那麽歡喜吧! 難陀，歡喜吧! 我擔保你得到五百鴿足僊女。』 
        『薄伽梵若能擔保我得到五百鴿足僊女，我將在薄伽梵指導下享受梵行生活。』 
        接著，薄伽梵抓著尊者難陀的手臂——如壯漢曲臂、伸臂一般——從三十三天消失、重現於
祇樹。比丘們聽聞:『據說尊者難陀——薄伽梵的兄弟、他的姨母之子——爲著僊女而梵行。據說
薄伽梵擔保他得到五百鴿足僊女。』 
        於是，尊者難陀的舊友比丘們，稱呼他時如同稱呼雇工、商販:『據說我們的賢友難陀是雇
工，據說我們的賢友難陀是商販。他爲著僊女而梵行。據說薄伽梵擔保他得到五百鴿足僊女。』 
        尊者難陀對舊友比丘們稱呼他時如同稱呼雇工、商販，感到恥辱、羞愧、自厭——獨自安
住、隱居、警覺、精勤、決意。不久他便進入、安住於梵行生活的至上目標——族姓子爲此離俗
正當出家——即時即地自知親證。他自知:『輪回已終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成。不再有爲於
世。』於是尊者難陀成爲世上另一位阿羅漢。 

——Ud3.2(自說經)  

阿難注意到佛陀漸老  
        那一次，薄伽梵於日哺時走出隱居處，坐於西陽下暖其腰背。尊者阿難往詣薄伽梵，進前頂
禮後，以手按摩薄伽梵的四肢道:『多麽驚人，世尊，多麽駭人，薄伽梵的膚色不再皎潔; 他的四
肢松弛起皺; 他的脊背前傾; 他的官能——眼的官能、耳的官能、鼻的官能、舌的官能、身的官能
——有可見之轉變。』 
        『阿難，正是如此。有年輕，則不免衰老; 有健康，則不免疾病;有活命，則不免死亡。膚色
不再皎潔; 四肢松弛起皺; 脊背前傾; 官能——眼的官能、耳的官能、鼻的官能、舌的官能、身的
官能——有可見之轉變。』

——SN48.41(增支部) 
 

佛陀逝世後佛弟子當以誰爲依止?  
        『阿難，我如今體衰矣，老邁、年高、<耄耋。我行年八十，壽命已盡。阿難，如一輛舊
車，僅靠修補勉強可行，如來之身更如此，僅靠攝養勉強維持。如來仅在無視外緣[外在客體]，
止息某些覺受，進入、安住於無想定境時，色身才安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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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阿難，以己爲島嶼(洲)，以己爲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爲島嶼，以法爲依止，不
找其它依止。 
        『阿難，一位比丘，如何以己爲島嶼，以己爲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爲島嶼，以法爲依
止，不找其它依止? 
        『當他觀照色身本身，精勤、明悟、念住，制服對世間的渴愛與憂愁; 當他觀照覺受本
身……心智本身……心理素質本身，精勤、明悟、念住，制服對世間的渴愛與憂愁，那時，他就
真正做到以己爲島嶼，以己爲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爲島嶼，以法爲依止，不找其它依
止。』 

——DN16(長部)  

他放棄續壽的意志  
        『阿難，今日於遮婆羅神舍，邪惡者摩羅來見我說:「世尊啊，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等，皆已成爲薄伽梵的真正弟子——智慧、自持、好學多聞、善守法義、如法而活、奉持戒
律; 精通導師的教言後，能夠解說、宣講、演教、確立、揭示、詳述、闡明; 有異論時，能夠徹底
完善地予之反駁，並宣說此信服、解脫之法。」 
        『「世尊啊，如今薄伽梵所傳的梵行生活已成功、興盛、廣知、普及、遍傳、在天界人間善
爲宣說。因此，世尊啊，請薄伽梵入最後的涅槃吧! 請至樂者入徹底的涅槃吧! 現在正是薄伽梵般
涅槃之時。」 
        『阿難，其時我答邪惡者摩羅:「邪惡者，你勿自擾。如來的般涅槃已近。三月後如來將圓
寂。」 
        『阿難，如此，今日於遮婆羅神舍，如來放棄了續壽之意志[舍壽]。』 
        聽聞此言，尊者阿難對薄伽梵道:『世尊啊! 請薄伽梵住世一劫! 世尊啊，請至樂者住世一劫! 
爲著衆生的福利、喜樂，爲著慈憫世間，爲著天神與人類的福利、安甯、喜樂。』 
        薄伽梵答:『阿難，停止。莫再懇請如來，因爲阿難，這等懇請的時機已過。』 

——DN16(長部)  

他對衆比丘的最後教誡  
        『比丘們啊，我告訴你們，我所親知並爲你們宣說的這些教導——你們應當善學、善習、善
練、常修，使此清淨之道得以確立、久住，爲著衆生的福利、喜樂，爲著慈憫世間，爲著天神與
人類的福利、安甯、喜樂。 
        『那麽，比丘們，這些教導是什麽? 它們是，四念處、四神足、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
支、八聖道。比丘們，這些正是我所親知並爲你們宣說的教導——你們應當善學、善習、善練、
常修，使此清淨之道得以確立、久住，爲著衆生的福利、喜樂，爲著慈憫世間，爲著天神與人類
的福利、安甯、喜樂。』 
        接著，薄伽梵對衆比丘說:『比丘們，因此我告誡你們: 一切(依因緣)造合之事物終歸於朽滅。
精勤證道。如來入般涅槃之時已近。三月後，如來將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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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6(長部)  

他的最後一餐  
        薄伽梵用過鐵匠純陀供養的僧食，遂染重症乃至血痢，經曆劇烈、瀕死之痛。然而薄伽梵以
念住忍受劇痛，明解、不爲所動。 
        接著，薄伽梵對尊者阿難說:『來，阿難，我們去拘屍那羅。』 尊者阿難答:『是，世尊。』 

——DN16(長部)  

他臨終臥床  
        於是，薄伽梵與大群比丘走向熙連涅波提河彼岸，前往拘屍那羅附近的優婆伐檀那、末羅人
的娑羅樹林。到達後，他對尊者阿難說:『阿難，請爲我於娑羅雙樹之間敷設一床，頭朝北。我倦
極欲臥。』 
        尊者阿難答:『尊命，世尊，』 便於娑羅雙樹之間敷設臥具，頭朝北。於是薄伽梵以獅子睡
姿，右側偃臥，一足疊於另一足之上，維持正念、警覺。 
        其時，那娑羅雙樹之花非時而盛開，紛撒、散落、點綴如來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曼陀羅
花自空飄落，紛撒、散落、點綴如來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檀香屑自空灑落，紛撒、散落、點
綴如來之身，以示崇敬。天界之樂自空奏起，以示崇敬。天界之歌自空頌起，以示崇敬。

——DN16(長部)  
 

佛陀所薦的四個朝禮聖地 
        『阿難，有此四處，益於具信仰的族姓子朝禮、益於他(朝禮後)長養緊迫感與厭離感。哪四
處? 「這是如來降生處，」則爲益於具信仰的族姓子朝禮、益於他長養緊迫感與厭離感之處。
「這是如來證無上正自覺醒處」…… 「這是如來轉法輪處」…… 「這是如來入無余涅槃處，」 
則爲益於具信仰的族姓子朝禮、益於他長養緊迫感與厭離感之處。正是此四處，益於具信仰的族
姓子朝禮、益於他長養緊迫感與厭離感之處。阿難，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前往諸
聖地朝禮——「這是如來降生處」、「這是如來證無上正自覺醒處」、「這是如來轉法輪處」、
「這是如來入無余涅槃處」——將升起信心。若有以明亮、信仰之心朝禮諸聖地時(萬一)死去
者，身壞命終之際，將重生於善趣、天界。』 

——DN16(長部) 

數千人痛哭佛陀將逝 
        其時，拘屍那羅的末羅國人正聚於會議廳商議公事，尊者阿難走向會議廳，到達後對他們宣
布:『婆西塔人，今晚的後夜裏如來將般涅槃。出來吧，婆西塔人! 出來吧，婆西塔人! 不要以後
追悔:「如來就在本鎮境內般涅槃，我們卻得不到最後見他的機會!」』 聽聞尊者阿難之語，末羅
人與其兒女、妻子皆震驚、哀痛、憂傷。他們有的扯發痛哭、有的舉臂大泣。有的如雙足被斬般
倒地，翻滾哭叫:『薄伽梵涅盤如此早! 善逝者涅盤如此早! 有眼者從世間消失如此早!』  
        接著末羅人與其兒女、妻子——震驚、哀痛、憂傷——走向拘屍那羅附近的優婆伐檀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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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人的娑羅樹林中尊者阿難處。 
——DN16(長部)  

只要有人修八聖道， 世上就有阿羅漢 
        『任何法與律中，若無八聖道者，則無證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沙門[指入流果者、
一還果者、不還果者、阿羅漢]。然而任何法與律中，有八聖道者，則有證得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果的沙門。此教此律有八聖道，正在此處便有證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沙門。其他
教派缺多識的沙門。比丘們若端正而住，世間將不缺阿羅漢。』 

——DN16(長部)  

佛陀的臨終之語  
        於是薄伽梵對衆比丘說:『注意聽，諸比丘，我告誡你們: 一切造合事物終歸於朽滅。藉由審
慎，成就圓滿。』那就是如來的最後遺言。 
        於是薄伽梵即入初禪。自初禪出而入第二禪。自第二禪出而入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
緯度……識無邊緯度……無所有緯度……非想非非想緯度。他出該定境而入無想受處(想與受的止
息處)。 
…… 
        於是薄伽梵出無想受處而入非想非非想緯度。出非想非非想緯度而入無所有緯度……識無邊
緯度……空無邊緯度……第四禪……第三禪……第二禪……初禪。出初禪而入第二禪……第三
禪……第四禪。出第四禪後，他即刻徹底解脫。 

——DN16(長部)  
[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buddh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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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 
        法——即佛陀教導的真理——漸次展開。佛陀多次闡明，覺醒非如閃電，在未經修練與准備
的心裏突然出現。反之，它歷經漫長修行的諸多階段方至頂點。[1] 
 

        正如海底有漸次的傾度、漸次的坡度、漸次的斜度，長久一段之後才
有一個陡降， 同樣，此法此律 (dhamma-vinaya) 有著次第的訓練、次第的
作業、次第的修道，長久一段之後才有直覺智 (gnosis)的洞悉。 ——Ud 
V.5(自說經)  
 
        比丘們，我不說直覺智的成就一時可得。反之，直覺智的成就是在次
第的訓練、次第的作業、次第的修道之後。那麼，直覺智怎樣成就於次第
的訓練、次第的作業、次第的修道? 有此情形，當信心昇起時，他拜訪
(導師)。拜訪後，他親近。親近後，他注意聽。注意聽後，他聽見了法。
聽見法後，他記住了法。記住法後，他洞穿教義。洞穿教義後，他藉著思
索教義而認同。認同後，他昇起願望。昇起願望後，他立志。立志後，他
辨析。辨析後，他力行。 力行後，他以身實現終極真相，又以明辨洞穿
它後見到它。 ——MN 70(中部)  

 
        這套漸次培育的概念滲透於佛陀的教導之中。 以種種形式出現在無數部經文之中的“次第演
教”法(anupubbi-katha, 演教初階),總是循照同樣的軌跡: 引導新學者從初級原理出發,推向漸次高深
的教導,直到四聖諦的圓滿實現與涅磐的圓滿成就。 
 

        接著，世尊以他的覺知包容了全體在場者的覺知後，自問：“現在這
裏有誰能理解法？” 他看見麻瘋病者蘇巴菩達坐在人群之中，看見他時，
想道: “此人能識得法。”　於是，針對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他作了一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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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漸進的講述，即，一段佈施說，一段戒德說，一段天界說; 他宣說了感
官之欲的過患、降格、退敗，以及出離的善益。接著，他看見麻瘋病者蘇
巴菩達的心預備、可塑、五蓋祛除、提昇、明亮，便作了一場覺者們特有
的法義開示，即：苦、苦因、苦的止息、與苦的止息之道。如一塊潔淨去
垢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樣地，麻瘋病者蘇巴菩達正端坐原地，即昇起內
在無染、無垢的法眼： “凡是緣起之法，皆是止息之法。” ——Ud V.3(自
說經: 麻瘋病者） 

 
        行者在這“次第訓練”的每一階段，會發現因果法則——即作爲正見構造基石的業的原理——

有一個重要的新維度。因此,這是用來綜觀佛陀教說的一個極其有益的組織構架。  
        該訓練過程起始於佈施的修持，如此有助於尚未覺悟的行者啟動一個削弱其執取——對諸種
見、感官之欲、非善巧的思維與行爲模式等的執取——的習慣性傾向的漫長過程。接下來是戒德
的修持，即基本層次的感官約束，有助於行者培養起健康可靠的自我感。由此自尊層次昇起的心
平靜，爲修道的一切未來進展鋪設了基礎。行者這時理解了，某些種類的喜樂較之任何感官滿足
提供的更爲深刻、可靠；由佈施與戒德引生的喜樂甚至還能在真實或象征意義上，導致重生天
界。不過行者最後開始認識到，即使這類喜樂也有其內在過患：重生善趣固然好，它所帶來的喜
樂卻並非真實長久，因爲它所依賴的條件[依緣]是他／她最終不能控制的。當行者理解了，真正
的喜樂永遠不能在物質與感官世界裏找到時，這就標志著修練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趨向一種非緣
起之樂的唯一可行之道，在於出離，藉著放棄熟悉、低等的喜樂形式，代之以某種遠爲有益、遠
爲尊貴的喜樂，藉此脫離感官域界。最後，行者成熟起來，可以接受四聖諦了，該教導闡明的是
成就終極喜樂即涅槃所必要的修心過程。  

        不少西方人是在密集禪修班裏初次接觸佛陀教導的，這樣的禪修班通常一開始便傳授正念與
正定的培養技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素質固然重要，佛陀把它們置於次第修練的後期步驟。其
中之意是很清楚的：爲了從禪定中獲得最大善益，爲了使覺醒所必須的一切素質皆盡成熟，基本
功不能忽視。這個過程無捷徑可走。  
        以下對佛陀的六步次第修練作較爲詳細的解說: 
 
1.佈施[dana] 

2.戒德[sila] 

     • 五戒 

     • 八戒 

     • 十戒 

     • 持守布薩日 [Upos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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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界 [sagga] 

     • 三十一个生存域 

4.過患 [adinava] 

5.出離 [nekkhamma] 

6.四聖諦 [cattari ariya saccani] 
      i.苦聖諦 [dukkha ariya sacca] 

           • 苦 [dukkha] 

           • 輪回 [samsara] 

      ii.苦因聖諦 [dukkha samudayo ariya sacca] 

           • 渴求 [tanha] 

           • 無明 [avijja] 

      iii.滅苦聖諦 [dukkha nirodho ariya sacca] 

           • 涅槃 [nibbana] 

      iv.滅苦之道聖諦 [dukkha nirodha gamini patipada ariya sacca] —八聖道 
 

分組 聖道八道支 

明辨 
[pañña] 

1. 正見 [samma-dithhi] 
    • 業 [kamma] 
    • 可敬的友誼 [kalyanamittata] 
2. 正志 [samma-sankappo]

戒德
[sila] 

3.正語 [samma-vaca] 
4.正業 [samma-kammanto] 
5.正命 [sammma-ajivo]
 

奢摩他 
[samadhi] 

6.正精進 [amma-vayamo] 
7.正念 [samma-sati] 
8.正定 [samma-samadhi] 
    • 禪那 [jhana]

 
原注[1]:“覺醒是頓悟還是漸悟?” 多少世紀以來無數學子投入了時間精力爭執這個問題。此處的段落及巴
利經典中的其它段落相當清楚地表明了佛陀自己對該問題的觀點: 心逐漸地發展成熟，完成覺醒的頓然一
躍。 

http://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index.htm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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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僧伽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Sangha 
sangha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
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并登
載本版權聲明。 

        在經文中，僧伽(sangha)這個詞[字面意義爲: 團體、集體]通常指兩個意思之一: (1)一群出家
的比丘與比丘尼(bhikkhu-sangha and bhikkhuni-sangha); (2)一個“聖者”團體(ariya-sangha)——即已
至少證得初果者。 

聖者僧伽的定義 
        “世尊的僧伽弟子們行道正善......他們行道正直......有方......卓越——換句話說，四双聖弟子
們、八輩聖弟子們——他們是世尊的僧伽弟子，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他
們是世界的無上福田。” 

——ANXI12 (增支部)

四双聖弟子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是阿羅漢，他們的心漏已盡，他們已圓滿成就，已完成任務、放
下重負、達到真正的目標、徹底摧毀了緣起的束縛、以正確的直觀智(正知,正慧,通智)獲得解脫: 這
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低層次五種束縛的徹底終結，會重生於[淨居天]、在那裏獲得
徹底解脫、永不自該界返回: 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前]三種束縛的徹底終結，隨著貪、瞋、癡的減退，成爲一還
者——他們會在回到這個世界的那一次裏，達到苦的止息: 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前]三種束縛的徹底終結，成爲入流者，永遠不墜惡趣，穩步
走向自我覺醒: 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MN118  (中部) 

八輩聖弟子  
        “正如大海是巨型生靈的居處，有鯨魚、食鯨獸、以食鯨獸爲食之獸; 有阿修羅、神蛇、乾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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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還有一百由旬[1]長......兩百由旬長......三百由旬長......四百由旬長......五百由旬長的海洋生物， 
同樣地，此法此律是巨人的居處，有初果者與向初果者; 有一還果者與向一還果者; 有不還果者向
不還果者; 有阿羅漢與向阿羅漢果者......這便是此法此律的第八條驚奇事實。” 

——Ud V.5 (自說經)
[1]譯注: 由旬爲公牛挂轭行走一日之距。 

尊貴 
        一位擁有八種素質的比丘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是世界的無上福田。
哪八種? 
        [1]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有戒德。他始終以波羅提木叉戒約束自己，在行爲與活動範圍內戒
行圓滿。他受戒後，視細小過失爲危險，訓練自己。” 
        [2] “所受缽食無論精美粗劣，他仔細吃，不抱怨。”  
        [3] “他對於身、語、意的過失，對於邪惡、不善巧的心理素質，有厭 拒感。” 
        [4] “他沈著自持，易於共同生活，不騷擾其他比丘。” 
        [5] “無論有何欺騙、欺瞞、哄騙、借口，他如實向師尊、或有識的修行同伴披露，讓師尊與
有識同伴試著糾正。”  
        [6] “在修持中他這樣想:‘無論其他比丘是否想修持，我在此定要修持。’ ” 
        [7] “行路時，他走直路; 這裏的直路指這一條: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 
        [8] “他始終勤奮修持，[心想]‘哪怕體內血肉枯幹，只剩皮、腱、骨，我也願意; 不達到那些
通過人的毅力、人的勤奮、人的精進可以證得的成就，我決不放松自己的努力。’“ 
        “有此八種素質，一位比丘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是世界的無上福
田。” 

——AN VIII 13(增支部)
 
        “比丘們，這個團體避免閑談、不作閑談，已在純淨的心材上確立起來: 這群比丘正是這樣，
這個僧團正是這樣。這樣的團體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是世界的無上福
田: 這群比丘正是這樣，這個僧團正是這樣。向這樣的團體贈一件小禮，可成爲一件大禮，贈一
件大禮，可成爲更大的禮: 這群比丘正是這樣，這個僧團正是這樣。這樣的團體世上少見: 這群比
丘正是這樣，這個僧團正是這樣。這樣的團體，是值得帶著資糧、長途旅行前去拜訪的。” 

——MN118(中部)

至上僧團 
        “如來的弟子僧伽在任何團體、集體之中被視爲至上——他們是: 四雙聖弟子、八輩聖弟子。
對僧伽有信念者，乃是對至上(品質)有信念，對至上(品質)有信念者，將得至上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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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90(如是語)

憶念僧伽 
        “任何時候，聖者的弟子憶念僧伽時，他的心不爲貪所制，爲瞋所制，爲癡所制。有僧伽爲
根基，他的心朝向正直。心向正直，這位聖者的弟子便有了目標感，解法義，有法樂。有樂，則
有喜。有喜，色身甯靜。色身甯靜時，他有自在。有自在，心入定。” 

——ANXI.12(增支部)
 
        “比丘們，當你憶念僧伽時，任何畏懼、恐懼、驚懼因之棄去。” 

——SNXI.3(相应部)

相關連接: 
        http://accesstoinsight.org/ptf/sangha.html 
最近訂正2-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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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泰國林居傳統導師 
開示選譯 

 
[編譯]良稹

 
阿姜索-堪塔西羅 (1861-1941) 阿姜索與弟子阿姜曼一起振興了
二十世紀泰國林居修行傳統。阿姜索原籍烏汶，出家後專意於
禪修。早年曾指導阿姜曼嚴格持戒，如法修持。幹季與阿姜曼
結伴遊方數年，在野外林間梵行。他告訴阿姜曼，遵照經典，
這條林居修行之道雖不能保障證果，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阿姜
索心性平穩、靜谧、寡言，定力深厚，是一位真正的森林隱
者，未留下教導的文字記錄。  
        阿姜普的回憶 
 

阿姜曼-布裏達陀 (1870-1949) 尊者阿姜曼1870年1月20日出生
於泰國東北部烏汶府空建區班堪蓬村，15歲入本村寺院作沙
彌，好學強記，活躍、大膽、廣能。兩年後從父命還俗，22歲
決意再次出家，1893年6月在烏汶城邊的裏亞寺受具足戒，入
阿姜索在該寺的禪堂修佛隨念、不淨觀、身念處。曾與阿姜索
結伴行頭陀行數年，之後獨自在泰東北與北部、寮國、緬甸山
林間長期遊方梵行，探索滅苦之道。修成深度定力、調服自心
之後，下行到中部(約1915年)，在曼谷巴吞旺寺度雨安居，其
間多次走訪一位同鄉上座——波羅曼尼瓦寺住持、著名學者優
波離長老(1856-1932)，印證體驗並探討進一步密集觀禪理論。
雨安居完畢後他來到中部山區的幾處洞穴靜修，特別是在那空
那育府傳說中惡靈出沒的薩裏迦山洞獨修三年，成就不凡。其
時他想到早年遊方時曾遇見衆多頭陀僧在泰東北各處修行，又
回想自己過去缺乏善知識指點、修行步伐的遲緩，升起了慈悲
之心。他於是下山回到東北(約1919年)，把自己重新開啓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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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道先傳給了他的老師阿姜索，不久弟子與護持者接踵而
來。他與阿姜索不僅傳授禪定法門，而且爲使弟子瞄准最高目
標，對他們的個人習慣、價值觀與觀察力，作徹底的重新教
育。阿姜曼在東北指點了一批弟子，自知未完成最後一步，必
須再次加速。機緣成熟時他只身離去(約1928年)，在巴吞旺寺
再度雨安居，又與優波離長老共讀經書，深受這位學者的推
崇。雨安居結束後他來到北部的清邁，獨自在山裏日夜修行，
不久成就。他在清邁地區遊方教化11年，1940年被烏汶弟子請
回原籍。阿姜曼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各處遊方，直到生命的最後
五年，才定居班農伏寺，1949年圓寂。由阿姜索與阿姜曼振興
的泰國林居禪修傳統，不僅傳遍了整個泰國，如今已立足海
外。 

阿姜宛-蘇近諾(1883-1985) 阿姜宛1883年出生於泰東北黎府一
戶乡村鐵匠之家。五歲喪母，九歲從母遺願出家爲沙彌，21歲
在烏汶一家寺院受具足戒。師從多位導師，其中阿姜曼曾指點
他修習禪定;曼谷波羅曼尼瓦寺的優婆離長老曾教導他研習經
典數年，之後他在清邁重新受戒。此後阿姜宛在泰東北、北
部、及至緬甸、印度常年獨自覓地行頭陀行，高度成就。他一
生不識紙幣。1955年阿姜宛在清邁府的多美蓬寺定居，1985年
圓寂。 

阿姜敦-阿圖羅(1888-1983) 阿姜敦1888年10月4日出生於素輦
府乡村。早年曾是府城劇院主要演員，22歲出家。六年後對於
無知見的城市比丘生活感到失望，便前往烏汶一所研經寺院修
學數年，在烏汶結交了阿姜辛-堪提迦摩，於是在法宗派重新
受戒。不久兩人遇見了阿姜曼。當時阿姜曼多年遊方之後剛回
泰東北，在附近一所寺院裏度雨安居。兩人前去聽他說法，深
受其教導與舉止的影響，於是放下經典研習，成了阿姜曼最早
的兩位弟子，在他指點下遊方梵行。在泰國與高棉的山林間行
脚19年後，阿姜敦接到僧團上座的指示，領導素輦府一座研經
與禪修並重的寺院。因爲當時他已極其有名，很多人去拜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ThaiForestindex2.htm (2 of 10) [12/31/2010 10:35:39 PM]



泰國林居傳統導師索引

他，請教他，但他雨安居留住的偏僻寺院往往交通不便。因此
他在1934年接受了這個座落於市中心的布拉帕寺住持職務。他
在那裏直到1983年圓寂。 
        法語微言 
 

“我要你們大家仔細審查喜樂，看一看究竟什麽時候
是你一生當中最喜樂的。你真正對著它看的時候，
就會知道，它不過如此，跟你經曆過的其它東西相
比，沒多大差別。爲什麽沒多大差別? 因爲世間本
身不過如此。它能給的就是那麽多——一次次重
複，就是這些東西。生、老、病、死，一次又一
次。怎麽也得有一種喜樂，比它更超越、比它更殊
勝、比它更安穩。這就是爲什麽聖弟子放棄了有限
的喜樂，尋找一種來自身寂止、心寂止、雜染寂止
的喜樂。那是安穩的喜樂，無可相比。” ——《法
語微言》

阿姜考-安那臘育(1888-1983) 阿姜考1888年出生於泰東北烏汶
府乡村。爲人端正、熱心、多友。二十歲由父母作主婚配，育
有子女七人。某次外出做工，回村時目睹其妻不忠。舉刀在手
幾欲殺人，終爲理智所制，決定成全其妻，自行出家，發誓找
到滅苦之道。他於1919年受具足戒，時年三十一歲。阿姜考在
寺院學習經律六年後，出走遊方，尋找當時已負盛名的阿姜
曼。在廊開見到一次，旋即失去蹤迹。幾年後聽說阿姜曼在清
邁，再次步行出發，一年多後遇見阿姜宛，與之結伴而行，終
於找到。此後两人聽從阿姜曼的指點，全力禪修。傳說他在林
間坐禪時，常常夜半易地，因爲意識到自己一旦熟悉了環境，
警覺與念住即隨之松懈。阿姜考在清邁修行多年，成就卓著。
1936年左右他回到東北，1958年烏汶密林裏的午鼓洞寺定居。
1975年正值泰國武裝動亂四起，國王親往午鼓洞寺拜見87歲的
阿姜考時，曾請教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他答:貪婪與腐敗。
阿姜考於 1983年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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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阿姜康地-帕跋挲(1902-1984) 阿姜康地1902年出生于泰東北坤
敬府一戶農家。二十二歲從泰風俗在本地寺院出家，然于鄉村
寺院慣常習法有所不滿。于是1928年在法宗派重新受戒，次年
師從阿姜曼的高年資弟子阿姜辛-堪提迦摩，作了遊方頭陀，
在泰東北四處尋找僻靜處修行。1955年來到泰寮邊境的黎府太
父崖洞，以該洞穴爲理想所在，在其中度過余生大部分時間。
年邁不力登高時，遷至洞下的山腳。尊者作爲一位導師，以品
德高嚴，心性溫和著稱，吸引了大批在家與出家的弟子。圓寂
前太父石崖腳下他的住地周圍已發展出一座規模可觀的寺院。 
        使佛法成爲你自己的 

 
“不過多數人，無論生在哪個國家，都對身體方面的
事更感興趣。他們對照料自己的心意並不那麼有興
趣。他們不照料自己的心與意。當心受苦時，他們
不去察看它爲什麼苦。他們更多地投入在照顧自己
的身體上。身體有一點小痛，他們就趕著找醫生、
去醫院。不過，當他們的心意受苦時，他們卻不怎
麼注意去找一找原因。”——阿姜康地

阿姜帖-德沙蘭西 (1902-1994) 阿姜帖於1902年4月26日出生於
泰東北烏汶府鄉村，年少時在本村寺院接受初級教育，心性溫
和。1916年阿姜曼的弟子阿姜辛與阿姜堪遊方路過停留數月，
由於行止與其他僧侣大不相同，少年帖親近供養，深受影響。
隨後他由阿姜辛引薦，在烏汶城素塔寺受沙彌戒，開始了長達
六年的經文學習。他於20歲受比丘具足戒後，決定遊方梵行。
當時有位住持邀他協助管理寺院，被他謝絕，理由是:"禪修僧
極其稀少，學問僧到處都是，他可以找別人。"以後的年月
裏，他時常自往林中洞穴墓地修習禪定，又與其它高年資林居
僧共度雨安居。他的老師除了阿姜辛外，還有阿姜索與阿姜
曼。後來他本人也成爲深受尊敬的禪修導師，定居普吉島。
1957年阿姜帖與阿姜辛、阿姜李同時被泰王室尊封爲昭昆，這
是阿姜曼承傳下的禪僧第一次受封。不久他又被僧團任命爲三
府僧伽行政官。1964年阿姜帖離開普吉島覓地隱居，1965年定
居於泰寮邊境森林裏的欣瑪蓬，後來成爲欣瑪蓬寺。阿姜帖於
1994年圓寂。  
        正道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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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李-達摩達羅 (1907-1961) 阿姜李於1907年1月31日出生於
泰國烏汶府乡村。十一歲喪母，十二至十七歲上學，十八歲外
出作工，二十歲決意出家，開始了佛學教義與僧侶戒律的學
習。他悶悶不樂地發現，自己所在寺院的生活，與佛陀教導的
梵行之道相距甚遠，於是在第二個雨安居之初，發願找一位如
法修行的導師。不久他遇見一位師承阿姜索與阿姜曼的頭陀
僧，對這位比丘的說法與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於是步行出發找
到阿姜曼，拜他爲師，於1927年5月重新受戒。他跟隨阿姜曼
度過了兩段密集禪修時期，頭一次在烏汶密林，第二次是四年
後在清邁徹地倫寺。此後經阿姜曼指點去泰國北部叢林自行遊
方，至終走遍了泰國，及至緬甸、高棉、印度。1935年他在尖
竹汶府一處墓地建立了克朗孔森林寺，1955年在曼谷郊外湄南
河口的沼澤地帶建立了阿育王寺。在阿姜曼的弟子當中，阿姜
李是第一位把林居傳統的禪修教導傳授給泰國中部主流社會的
頭陀僧。一生短暫多彩，心性敏捷靈活，他以傳授呼吸禪定著
名，也以能識著名。阿姜李於1961年圓寂。 

        念住呼吸與15篇禪定開
示  (PDF) 

             (**如何索書) 
        從少做起——29篇開示 
        成就戒德(來自修心的技
能) 

        解脱的技能 

        給每個人的法 

        慈心的力量 

        善德的力量 

停止與思考 

庇护处 

卫塞节礼佛 

滅苦手冊 

臨終說法一則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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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摩诃布瓦-年那桑槃諾 (1913- ) 尊者摩诃布瓦1913年8月12
日出生於泰國東北烏汶府邦塔村，從小正直、果決、理性，21
歲從父母意願、依當地傳統出家。原本無意永久爲僧，但成爲
比丘後，在學習世尊與聖弟子傳記時，深受影響，升起了修證
道果的强烈信念與信心。他在研習佛教經典七年後離開寺院，
邊遊方行頭陀行，邊尋訪阿姜曼的蹤迹，於1942年找到這位禪
修大師，被接納爲弟子。阿姜曼對他說，你鑽研經書，已獲摩
诃稱號，現在要把書本放在一邊，集中精力修習禪定，經典以
後會對你有用。他跟隨阿姜曼度過每一個雨安居，直到1949年
師尊圓寂。此後他獨自在叢林裏全力修行，成就卓著。1955年
尊者在自己出生的村子附近一座森林裏定居下來，建立了帕邦
塔寺。阿姜摩诃布瓦的佛法開示以流暢善巧、直接有力著稱，
體現了他本人的個性與修行風格。五十年來尊者安於簡樸的林
居生活，言傳身教，廣受尊敬，爲保存林居傳統的修行模式與
言教作出了寶貴貢獻。  
        滅苦之道 

阿姜放-育提可 (1915-1985) 阿姜放1915年出生於泰國東南部尖
竹汶府的一戶農家。十一歲成爲孤兒，輾轉在寺院長大，二十
歲受具足戒。隨著戒學知識的增長，眼見周圍僧侶對佛陀教言
奉行不足，他渴望有一位老師按照經典上的方式教導自己。受
戒第二年，機緣來臨，阿姜李在尖竹汶城外的舊墓地建起一座
寺院，於是阿姜放在法宗派重新受戒，加入該寺院，成爲阿姜
李的大弟子。二戰時期他曾在泰國北部森林中獨自修行五年。
1957年阿姜李在曼谷附近建立阿育王寺後，他再次加入。1965
年起阿姜放應邀在曼谷法宗派主寺之一的瑪古寺傳授呼吸禪
定，在該寺度過三個雨安居，幹季則在鄉間遊方，覓地隱居。
1968年阿姜放定居於羅勇府偏僻簡陋的達摩薩地寺，直到1986
年圓寂。  
        坦尼沙羅尊者的回憶——關於判斷禪那境界 

        覺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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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查-蘇拔多 (1918-1992) 尊者阿姜查1918年6月17日出生於
泰國東北部烏汶城附近的小村。完成小學教育後，13歲入寺爲
沙彌三年，後還俗助父母務農。二十歲時，決意再次出家。他
的早期僧侶生活以研習經典爲主。受戒第五年，父親病逝一事
令他深思人生真諦，自己雖已泛讀巴利經典，卻未趨近滅苦之
道。他於1946年離開研經寺院，遊方修行，就學於幾位禪修大
師，其中阿姜曼曾爲他指明修心之道。此後阿姜查獨自在林間
墓地苦修頭陀行，高度成就。1954年他應邀回家鄉定居，在附
近一座熱病孳生、鬼怪出沒的森林裏建立了巴蓬寺。前來求教
者越來越多，其中不乏西方人。阿姜查於1975年建立國際森林
寺，1977年在英國建立第一所西方比丘主持的林居傳統寺院。
阿姜查於1992年圓寂。  
        解脫之鑰 

阿姜潘那維多 (1925-2004) 師承泰系林居傳統的西方籍僧伽
中，先驅者當屬尊者潘那維多。原名彼得-摩根，1925年10月
19日出生於南印度一個英籍工程師家庭。七歲回國受教育，二
戰結束時畢業於倫敦法拉第電機工程學院。先後在印度、英國
任電機工程師，此間大量閱讀東方哲學，對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升起信心。他於1955年10月在倫頓受沙彌戒，後往泰國受具足
戒，1956年7月回國，住錫於英國僧伽信托會的小佛寺。慢慢
地，其他三位英籍比丘各自還俗，潘那維多比丘獨自照料寺
院，克盡職責，獨力宣法。盡管如此，他感到自己的禪定經驗
尚不足祛疑，深知無可靠善知識的缺憾。五年後另一位西方籍
比丘來到倫敦，於是他移交寺院，只身於1961年11月回到泰
國。當時他認識一位做地質普查工作的泰國居士，於是請他協
助查訪全國最優秀的禪定導師。最後這位友人爲他引薦了阿姜
摩诃布瓦。數次面見之後，潘那維多比丘請求以他爲師。他於
1963年2月加入了偏僻的帕邦塔寺，1965年4月重新受戒，從此
潛心修練，直到2004年圓寂，在帕邦塔寺定居41年。尊者潘那
維多心性精細、平穩、多智，生前爲帕邦塔寺副住持，常在染
棚爲來訪者答疑，深受尊敬。 
        潘那維多尊者的問答錄音(英語mp3, 森林佛法網站) 

        潘那維多尊者葬禮相集(www.worldisr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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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像冊(www.forestmeditation.com) 
 
"人們應該想一想，如果此生不修禪定，他們的生命
軌迹將會如何。下一生有多好，只看你這一生修行
有多努力。也許你不再有這麽好的機會了……盡管
佛陀的教導如此殊勝，很少有人花氣力去了解它。
當人們把才智完全用於物質目的時，他們對真正實
質性的事情繼續無知。靈性上他們是很愚蠢的……
世間的聰明，根本不能與佛法的智慧相比。我樂見
聰明人出離世間，把注意力轉向佛教修行。"——尊
者潘那維多 
 

坦尼沙羅尊者 (1949-)  原名傑弗裏-德格拉夫，美籍，1971年
奧柏林學院畢業，主修歐洲思想史。大學期間曾參加佛教禪修
班，如魚得水。畢業後來到泰國，邊教書邊尋找可靠的禪修導
師，1976年隨阿姜李的大弟子阿姜放出家，親侍十年至師圓
寂，一直隱修於羅勇府偏僻簡陋的達摩薩地寺。他的第二位導
師是阿姜蘇瓦特。1991年他應邀來到加州，協助阿姜蘇瓦特建
立了慈林寺，並於1993年被任命爲該寺住持，自此時起擔教。
他是西方籍僧伽當中的優秀行者之一，也是當代一位巴利英譯
名家。2005年被泰王室尊封爲禪僧類的昭昆。同年被泰國摩诃

瑪庫僧伽大學授予榮譽博士。著名出版物包括英譯阿姜李的
《念住呼吸》等林居導師開示錄、經文解讀《掌中之葉I-
V》、《覺醒之翼》等、論著集《聖道修行》等、開示集《禪
定I-III》。其中《佛教比丘戒律》(Buddhist Monastic Code)在
西方爲各派佛教的參考書。他的論著以原典为根本，直接了
當、有穿透力、發人省思; 有關禪定的論談則體現了林居傳統
的實修承傳，字裏行間值得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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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 
        業力 

        涅槃的意義  

        無我，還是非我? 

        印證心靈真諦——佛教
的“厭離”與“淨信” 

        當你親證之時——巴利經
文的真實性 

        信仰與覺醒 

        佛教浪漫主義之根蒂 

        慈悲的教育 

        優婆夷清-那那容與上座
部佛教修證的社會動態 

        正見(節譯自《以善巧業
爲依止》)  

        歸依 

        答佛教雜志讀者問 

        戒律的療愈力 

        佛教無常觀的語境  

        業與輪回 

        這條道有目標 

        一言蔽之論修持 

        開啟佛法之門 ——禮敬在
佛教思維與修證中的作用 

        苦的形狀——緣起的研究
（緒論）  

        不可能的事 

        佛陀的“應該” 

        挑戰極限 ——佛教修行道
上的欲求與想象 

禪定 
呼吸禪定導引 

呼吸禪定步驟 

回憶阿姜放: 關於禪那的判斷 

解析辨識 

拆解當下——正思的作用 

禪定在面对苦痛、疾病与死亡
时的作用 

空性的誠實 

佈施先行 

定義念住 

四梵住 

三辨識 

行禪: 動中之止 

調入氣中 

浴於氣中 

佛教禪修: 如何與爲何 

審視你正在作什麼 

觀察者 

六元素 

凝視的平穩 

去,作禪那 

定的三層次 

觀身體 

浸於身內 

令心勝喜 

護衛禪 

意向的堅持 

一點，兩點，多點 

想象 

互動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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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事的心 

維持的工作 

禮敬定 

自戒的技能  

你內在的暴民  

社交焦慮 

自戒的陶育 

退後一步看大局 

辨識 

精進之樂 

如何跌倒 

"對於佛陀覺醒的信念，始終指回你個人行動[業]的
力量: 你是否有足夠的力量，控制自己的動機令其無
害? 無害的動機是否給予你完全放下動機的自由? 你
能解答這些問題的唯一方式，是對個人的動機有嚴
謹慎密的誠實，去探測哪怕最細微的傷害、甚至於
探測動機本身最細微的動態"——《信仰與覺醒》 

更多圖片見英文網站 Contemplatives 及Forest Dhamma。 
最近訂正 8-2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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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尊者學者索引

[首頁] 
 

作者索引  

菩提尊者 (1944- )原名傑弗裏-布勞克，美籍，1966年於布魯克林學院獲哲學學士，1972年於克萊
芒特學院獲哲學博士。於1972年在斯裏蘭卡出家。導師爲著名的學者巴蘭高達 - 阿難 - 彌勒長
老。1988-2002年擔任斯裏蘭卡佛教出版社總編，著有一系列精煉、富有洞見的文章，與坦尼沙
羅尊者並列爲當代僧伽中的兩位巴利英譯名家。主要譯作包括《中部尼柯耶英譯》、《相應部尼
柯耶英譯》、《佛陀之言》，均由美國智慧出版社出版。2006年斯裏蘭卡總統授予菩提尊者榮譽
稱號，表彰他的佛學造詣及對佛法傳播的貢獻。 

佛法可以不提輪回嗎? 

佛法的兩面性 

佛陀與他的啓示——在聯合國首次衛塞節慶祝典禮上的發言 

親近智者 

滋養根柢 

受戒 

福德與靈性成長 

諸行無常 

寬容與多元 

莉莉-德西爾瓦 錫蘭籍巴利學者。錫蘭大學頭等榮譽學士畢業，主修巴利文，並獲得伍德華巴利
學獎。1967年博士畢業。她在佩拉德尼亞大學任教多年，後任巴利學與佛學系系主任，直到1994
年退休。莉莉-德西爾瓦博士是倫敦巴利聖典學會的長部注疏編輯。曾發表多篇佛學研究論文與
普及文章。　 

巴利經典中的佈施 

巴利經典中的瞻病送終 
 
"經文中用了若干名詞形容施者的素養。他是個信者，相信有德人生的尊貴、相
信業與輪回。他相信人在德性與靈性上達到圓滿的可能性。"——《巴利經典中
的佈施》 

向智尊者 (1901-1994) 原名齊格蒙德-費尼格，原籍德國。於1936年來到錫蘭，跟隨另一位德籍的
三界智長老(1878-1957)出家。1958年幫助建立了佛教出版社，爲首任總編至1984年，繼續擔任社
長至1988年。1994年逝世於坎地郊外隱修島，戒臘57。著名出版書籍包括: 《佛教禪修核心》、
《法眼》、《阿毗達摩研究》、《英譯增支部》(與菩提尊者合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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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智尊者論四梵住(節譯) 
 

坦尼沙羅尊者 (1949-) 見泰國林居傳統導師 
 

莫裏斯-O'C-沃石 (1911-1998) 莫裏斯-沃石1911年出生於倫敦。曾在倫頓、柏林、維也納及弗萊
堡接受教育，先後在裏德大學、諾丁翰大學、貝德福學院教授中世紀德語與德國文學，後爲倫敦
德國研究所副所長。自1951年起成爲佛教居士，曾發表多篇有關佛教的文章。他曾擔任佛教協會
付會長與英國僧伽信托會主席，爲在英國本土建立僧伽承傳作出多年的努力。出版作品包括三卷
有關德國十三世紀靈修大師艾克哈的論文集、《如是我聞: 巴利經典長部全集》以及即將出版的
巴利佛教詞典。文字有幽默感。 

发自內心的佈施 
 
"我還認爲，對於整個社會與有關個體來說，真正有必要存在一些人，他們對當
下使世界隨時騷動不安的問題持遠離的立場。"——莫裏斯-沃石《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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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的三部大經 
 
 

[編譯]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本文
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
印、印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
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
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
求表明作者原衷。 

《轉法輪經》(SN LVI.11) 

《非我相經》(SN XXII.59) 

《火燃經》(SN XXXV.28) 
 
年那摩利尊者:         這(前)兩部經......乃是佛陀傳法起始的兩次開示。第三部《火燃經》是不久後
對一千名拜火趨天苦行、後歸依佛陀的沙門而說。 
        這三部經以無比甯靜的簡約，毫無先見地揭示了整個佛教從中展開、又指歸其中的那套根本
教說。第一部經文對四聖諦的表達方式，要求人們即刻當下親證自知。第二部經文揭露了浸染於
一切"自我"妄見裏的矛盾性; 第三部經文從另一個角度與第二部經文相對應。 
 
約翰-布列特:         這三部經被公認爲巴利經藏中的三部大經——其中所定義的佛陀教導的基本主
題，在整個經藏中以無數的變化形式反複出現。這三部經文向我們介紹了這樣一些基本概念: 四
聖諦; 苦的本質; 八聖道; 中道; 法輪; 非我的原理; 以五蘊分析"自我"; 對感官之欲的出離; 代表佛教
宇宙觀的多種生存界的生靈。這些基本原理，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穩固的構架，經典的其它教導得
以建於其上。 

最近校訂 4-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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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們談讀經 
 

[編譯]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本
文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
重印、印发。然而，编者希望任
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
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
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四聖諦的羅盤........................................................................................................................年那摩利尊者
談讀經  
把佛陀當成你的老師............................................................................................................年那維瑪拉尊
者談讀經  
經典怎樣幫助禪修? .............................................................................................................坦尼沙羅尊者  

經典的詮解............................................................................................................................菩提尊者  

如何讀經................................................................................................................................菩提尊者  

當你親證之時——巴利經文的真實性................................................................................坦尼沙羅尊者  

中部尼柯耶閱讀提綱............................................................................................................坦尼沙羅尊者 

年那摩利尊者: 四聖諦的羅盤 
[簡介]年那摩利尊者(1905-1960，Ven. Nanamoli)，英籍，牛津大學語言系畢業，二戰時曾任英軍
情報部門審訊官。戰後於1948年來到斯裏蘭卡出家. 長年居住在隱修島，把一些艱澀難解的巴利
文獻譯成了清晰的英語，包括《清淨道論》、《中部》經文初稿(後由菩提比丘整理補訂出版)，
其它書籍包括《念住呼吸》、以及《佛陀的一生》。以下摘自他編譯的經文選《佛陀的教導》一
書 (The Buddha's Teachings in His Own Words,佛教出版社)。

        把佛陀的教導，稱爲對世界進行完整描述的嘗試，或者看成是藉由邏輯法構造起來的形而上
學系統，似乎都是不正確的。那麽，它是一套道義戒規、一種信仰性的宗教啓示、還是區區一系
列克己苦行的行爲准則? 人們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之前，需要對教義進行某種審查。經文中的
材料，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地圖的原材料，讓每個人去構造自己的地圖，但都面向同一個目標。這
些對於經驗的有目的的描述，實際上，能讓人們估測自己的位置，判斷自己最好需要做些什麽。
經文中給出的描述，並非一套有重疊的系列描述。對於生存現象 作仔細審查，會發現表象背後，
總具有某種幻象與悖論的性質。對終點(的描述)，從來不能 够徹底完成。經文描述的無數不同側
面，其中某些以不同組合重複了無數次，這些描述所處的背景，令人聯想起一套空中攝影，從中
可以構造起一幅地圖。經文中的各個側面，皆指向滅苦，這個羅盤所指的四個點， 正是四聖諦。
讓我們從這些材料中試著構造一幅個人地圖。這樣做總要有個起點，我們可以把出生作爲基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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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構造，生，如同死，在普通人看來是個日常事實，與此同時，它卻是一個不解之謎。

 
年那維瑪拉尊者談讀經: 把佛陀當成你的老師 
[簡介]英籍比丘維巴西(Ven.Vipassi)跟阿姜苏美多出家多年。以下摘自《林居僧伽》網刊1998年十
月刊: http://www.fsnewsletter.amaravati.org/html/46/mundane.htm 

        我在斯裏蘭卡度過了一年，在那裏與林居僧有過一些有趣的接觸，他們當中許多人研究巴利
語，已達到覺得可以輕松閱讀經文原文，從那裏出發修行的地步。其中一位年那維瑪拉尊者，德
籍，有大約40-45次雨安居了(vassa，代表連續的出家年數)。 我見到他時，覺得在他面前有點畏
懼感; 他問起阿姜查的傳統禪修方法時，我嘟囔了幾句，發現自己提到了念處經和四念處。 他的
反應對我來說是上了一堂課: 
        “首先，你必須把佛陀當成自己的老師。然後你從中部107開始，接下來看中部117，之後中
部44 。 我談到這點，是因爲它的內容離我們的經驗範疇距離相當遠; 而且我注意到有一種想推開
的感覺——不想接受它。不過從這類接觸中，有東西保存了下來，我發現對佛法堅定不移的素質
極其感人。這類接觸，醒目顯示了對經文某些地方有保留情緒 ，不願意看到教導的某些方面，想
抓住我喜歡的、讓我舒服的東西。”

 
坦尼沙羅尊者: 經典怎樣幫助禪修? 
[簡介]坦尼沙羅比丘(Ven. Thanissaro,1949-)，美籍，1971奧柏林學院曆史系畢業，主修歐洲思想
史。1975年在泰國出家，跟隨泰國林居傳統大師阿姜放，直至1986年長老去世。自從1993年以來
擔任聖地亞哥慈林寺住持。這是一位西方籍僧伽中的傑出行者，也是當代兩位巴利英譯名家之
一。以下是尊者在接受《內觀》雜志杂志采訪時的有關看法(2000年春季刊選譯)。 http://www.
dharma.org/ij/archives/2000a/thanissaro3.htm

問: 阿姜放把你訓練成了一個行者，但是過去幾年中，你也在從事巴利經典的翻譯與铨釋工作。 
你覺得學習經典怎樣能幫助禪修?  
答: 在經典中，佛陀提出的都是正確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看事物時帶著個人觀點，因此看
見什麽，受這些觀點的影響。但是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個人提問方式的
影響。佛陀明智地覺察到，有些問題有善巧，確實把你引向解脫，引向苦的徹底止息; 但另外一
些問題卻缺乏善巧: 它們把你引向死胡同，糾成死結、卡在那裏。經文有助於教你怎樣避免那些
缺乏善巧的問題。如果你仔細遵從經典的教導，牢記在心，會發現在禪修和日常生活上，確實會
開拓眼界。  
 
問: 在當前的佛學教育上有一股潮流，對曆史經典的重要性不再給予強調。例如有人會說:“難道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MonksOnSutta2.htm (2 of 7) [12/31/2010 10:35:47 PM]

http://www.fsnewsletter.amaravati.org/html/46/mundane.htm
http://www.dharma.org/ij/archives/2000a/thanissaro3.htm
http://www.dharma.org/ij/archives/2000a/thanissaro3.htm


尊者談讀經

我們沒有常常聽說，佛陀說不要相信經典和傳統麽?” 
答: 可是，他卻沒有說要把經典扔掉。你有沒有注意到，美國佛教就象是傳話遊戲(兒童依次耳語
傳話，末了意義大改——譯者注)? 佛法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從一代老師傳到下一代，直至面
目全非? 
        我有一次收到一張明信片，寄信人用橡皮圖章蓋著:“不要相信任何與你自己的對錯感不一致
的東西。 ——佛陀語錄。”那句話似乎是在引用《卡拉瑪經》的一句經文，但是當你切實讀經
時，發現上面講的要複雜多了。你不要只因爲它來自經典、或傳自你的老師，就相信它。但是也
不要只因爲它看上去有道理、或者合乎你的偏好，就接受它。你要檢驗它，看看效果怎樣。如果
你發現它有害、受智者批評，就停下來。如果它有益、受智者贊揚，就繼續。不過要注意，你不
能完全只照自己對事物的領悟行事。要尋找智者，把你的領悟與他們的作對照。那樣你 可以確保
自己沒有按著先入之見行事。 
 
問: 那麽說，佛經可以作爲 kalyana mitta(s)，也就是善知識了? 
答: 沒有什麽可以代替與一位真正的智者相處，但是經文常可作爲下一個選擇，特別在我們這樣
一個國家(美國)，佛教意義上的智者如此稀少。 
 
問: 你提到經文中把某些問題稱爲缺乏善巧。其中有些也許是相當晦澀的哲學問題，沒有人會有
興趣。不過你能指出一些與當前禪修者有關的這類問題麽? 
答: 一個大問題就是:“我是誰?” 有些佛法書籍告訴我們，禪修的目的是回答這個問題，許多人來
禪修，以爲那就是禪修的一切。 但是佛經中把它列爲不會有結果的問題。  
 
問: 爲什麽? 
答: (笑)這個問題好。照我看，回答是: 你要什麽樣的經驗才能回答那個問題? 你能想象出一個能
夠讓苦止息的回答麽? 你要是不帶著自己是誰的成見，凡事反而容易做得善巧。  
 
問: 非我的學說，是否可以作爲佛陀對“我是誰”的回答呢? 
答: 不會。佛陀的“什麽是有善巧?”才是他對“我是誰”的回答。自我的認知是否善巧? 在一定程度
上，是的。某些地方你需要一種健康、連貫的自我感來擔負起責任，那些地方需要善巧地保持自
我。但是到最後，有責任感的行爲成了第二天性，你有了更高的敏感度，你看見自我的界定，哪
怕是最細微的那類，也是一種妄執、是一個負擔。因此唯一有技巧的做法是舍棄。 
 
問: 有些人說，他們在禪修時得到宇宙同一體的感覺，他們與萬物相通，這樣一來就減少了許多
痛苦，你對此怎樣回答? 
答: 那樣的同一感有多穩定呢? 等你覺得自己到達那個一切從中而來的穩定的基本狀態時，經文上
要你問一句，你是否僅僅把情感當成了經驗。假如那個基本狀態真是穩定的，怎麽會産生我們生
活的這個不穩定世界? 因此，也許它是無色界中的一界，但是不管你體驗到什麽，它不是對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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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解答。 
        在某種情感層次，那種相通感也許會舒解孤獨的痛苦，但是看得深入一點，你得同意佛陀的
說法，相通感和相互依賴正是苦的本質。比如天氣，去年夏天，聖地亞哥氣候宜人，我們沒有往
常八月份襲來的熱浪。但同時，這個氣候模式給南阿拉斯加帶來了大雨、給東北地區帶來了幹
旱、給北卡羅來納帶來了狂風大雨、棺木都從墓地浮起。我們與這樣的世界同一體能找到喜樂
麽? 人們常常認爲經文主張從輪回中解脫是悲觀的，但是它遠勝於指望與萬物相通得到喜樂的觀
點本身所帶的悲觀感。然而卻有那麽多的人說希望解脫是自私的。這讓我思考他們是否懂得怎樣
對他人最有益。如果解脫的途徑包括了傷害與冷心腸，你的確自私，但實際上(解脫的追求)卻包
括了培養佈施、慈心、戒德，所有那些可敬的心智素質。有什麽自私? 你放下了貪、瞋、癡時，
周圍每個人都有益。看一看阿姜曼對解脫的追求，在過去幾十年裏對泰國的影響吧，如今已經在
傳到全世界。我們如果相互鼓勵找到真正的解脫，那些先找到的人可以告訴其他有志者，大家一
起獲益。 
 
問: 那麽解脫的途徑，起始於問題:“什麽是善巧?” 
答: 對。佛陀建議你去拜訪一位老師時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它。你在佛經中通篇跟蹤這個問題，
從最基本的層次一直往上看。經文中記載佛陀在教誡他七歲的兒子羅喉羅，有一個段落，極其精
妙(中部61)。開始他強調誠實的重要性，意思是如果你要尋求真理，首先要對自己誠實; 接著他談
到要審查自己的行爲。凡行事前，要自問:“我這裏要做的事是有善巧、還是缺乏善巧? 它會引向
安甯還是傷害?” 如果看上去會有害，你就不做。如果看去可行，就試一下。不過你做時還是要問
自己同樣的問題。如果效果有害，就停下。無害，就繼續。你做完之後，再問同樣的問題:“這件
事帶來了安甯還是傷害?” 如果你看到，原來似乎可行的，結果是有害的，你就和另一個有同樣目
標的人談談，決心不要再犯同樣錯誤了。如果沒有傷害，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你便很喜樂。 
 
問: 那麽佛陀是在講授怎樣從錯誤中學習的基本道理。 
答: 是的，但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那樣的提問，其中包容著他一些最重要教導的種子——也就
是我們行動的動機、因果的原理、行爲的當下和長遠效應、以至於四聖諦——苦由過去和現在的
業(行動)造成，如果我們觀察仔細，行爲會越來越有善巧、直至徹底解脫。 
 
問: 你怎樣把它用於禪修呢? 
答: 從你自己的生活開始。我們都知道，禪修意味著自己得從生活的動蕩中脫身出來，直接審視
自己當下的行爲。有些事比其它事容易從中脫身。假如你在生活裏以不善巧的方式行事——欺
騙、不當性事、用毒品——你會帶著否定與追悔，發現自己在造一些麻煩的業。因此，爲了糾正
言行，你把佛陀的提問方式用於日常生活，給自己一個新的生活方式，就更容易做到出離。 
        這樣做時，你同時便是在培養禪定坐墊上需要的那些技巧。關注當下是一種技巧，需要同樣
的態度: 觀察心的動態，了解哪些有效、哪些無效，然後作必要的調整。你一旦進入當下，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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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問題來探索，拆解因果: 當下、過往之業與當下之果。一旦把遮蔽了你的覺知亮度的每一
個心智狀態都拆解過了，你就把同樣問題再轉向那個光明覺知本身，直到沒有什麽可以探問和拆
解——連問題也不存在了。那裏便是解脫的開端。因此這些簡單的問題，可以把你一直帶到修行
終點。 
 
問: 這是你在泰國學會的禪修方法嗎? 
答: 是的。在一切忠告中阿姜放最強調的是:“仔細觀察”。換句話說，他不希望我只是盲目地學習
一種方法、而不去觀察它的效果。他遞給我那本阿姜李的呼吸禪修七步驟，告訴我對它們進行實
驗——不是松散地淺嘗，而是象邁克爾-喬丹打籃球那樣——反複實驗、富有創意、直到它成爲
一種技能。 除非加以實驗，否則又怎能對心智的因果模式獲得洞見? 
…… 
 
問: 從我們目前爲止的討論來看，你似乎認爲巴利經文不僅給出正確的問題，而且也給出了正確
的答案。  
答: 正確的答案在於: 你在探索正確的問題時，在生活裏作善巧的選擇。我想是托馬斯-品欽(譯按:

Thomas Pynchon 爲當代美國作家)曾經說過:“只要他們能讓你提錯誤的問題，就不必擔心答案是什
麽。” 那句話也該有一句推論: 只要你誠實地堅持正確的問題，你一定能獲得有意義的答案。 
…… 

 
菩提尊者: 經典的詮解 
[簡介]菩提尊者 (Ven.Bodhi, 1944- )美籍，1966年於布魯克林學院獲哲學學士，1972年於克萊芒特
學院獲哲學博士。於1972年在斯裏蘭卡出家. 1988年擔任斯裏蘭卡佛教出版社總編，著有一系列
精煉、富有洞見的文章，與坦尼沙羅尊者並列爲當代兩位巴利英譯名家。以下摘自他的《佛陀之
言——巴利經文彙編》一書(In the Buddha's Words,智慧出版社)。 

        且不說把握尼柯耶集結者的視點，我們的詮解受自身先見的影響，較之受前者的影響，或許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依著個人的偏向與習性，或許選擇把佛陀視爲一位腐朽的婆羅門教的自
由派倫理改革家、一位偉大的世俗人道主義者、一位激進的經驗主義者、一位存在主義心理學
家、一位橫掃一切的不可知論者或举凡順應我們喜好的其它思想意識原型。經文裏對我們回眸的
佛陀，太大程度上是我們自身的映現，鮮少代表一位覺悟者的形象。 
        在詮解一套古老的宗教文獻時，我們也許不可能徹底避免把自我與自身價值觀注入我們正在
詮解的對象之中。然而，雖不能達到完全透明，我們卻可以給經文字句以應有的尊重，由此限制
譯注過程中個人偏見的影響。當我們對尼柯耶如此致以敬意時，當我們對經文本身有關佛陀住世
之相的背景敘述予以充分重視時，我們會看見，經文描述的佛陀使命，其影響範圍不亞於整個宇
宙。在一個無上下時間界限、衆生受無明的蒙蔽與老病死的束縛在其中流轉不息的宇宙背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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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佛陀作爲人類的啓明者，帶來了智慧之光。 

 
菩提尊者: 如何讀經(摘自《探索的心智》2006年春季刊 采訪菩提比丘)  
問: 請談談現代西方佛教居士學習經典的價值。 
答: ……我們走上佛陀之道的首要任務，畢竟是獲得八聖道第一道支的正見，它是我們整個靈性
道路的指南。正見最初來自“聞”，它包括跟隨有資格的導師閱讀佛經，學習佛法; 其次，正見來
自“思”，推理思維教導本身及與我們個人生活的關系。只有當我們的“見”清晰敏銳時，我們對佛
陀的信根才確立起來，在正見與正信的基礎上，禪定“修”習才能夠朝特定的目標進步。 
        真正的智慧來自於探索何爲善巧，何爲非善巧: 何事趨向我們自己的真正福利與喜樂，並且
促進他人的安甯，何事引生對己對人的傷害與苦痛。這一切，來自對經文的仔細研習，它只是經
典中極少的一部分。我們對所學，必須檢驗、思考，藉內在觀照加以吸收，接著藉直觀洞見加以
證悟。 
 
問: 如何把讀經融入個人的修持? 
答: 首先他必須了解從何處入門。對於初學經典者，我建議三界智尊者的一本精華小冊子《佛陀
語錄》(Buddha's Words)。另一個入門途徑爲“通往內覺”網站的綱要性經文選編，我也推薦站長的
《與經爲友》一文。作爲下一步，也許甚至對初學者，我會把謙虛放在一邊，直接推薦《佛陀之
言》一書，畢竟，該書大多是佛陀之言，非我之言(In the Buddha's Words, 菩提比丘編譯)。接下
來，對於想繼續閱讀經集者，我推薦《中部尼柯耶》…… 
        如何讀經: 我建議初讀時，只把每部經通讀一遍，初步熟悉。接著，讀第二遍時作筆記。對
經文內容範圍熟悉之後，列出若幹似乎占主導地位並且反複出現的主題，作爲將來閱讀的提綱。
一邊讀經，一邊從中摘取筆記，納入提綱之下，有必要時隨時添加新的主題; 不要忘記記錄出
處。過了一段時間——一年或幾年後，你會逐漸對佛法獲得一個“總體”觀，了解所有的教導如何
拼接爲一個自恰的整體，好似完成一幅拼圖遊戲。 
        我還想強調，這些經文來自於曆史上最早的佛教文獻，因此構成了整個佛教傳統的共同遺
産。學習這些經典，不僅是上座部佛教弟子或者以上座部爲基礎的內觀修行者的工作; 對於一切
宗派的佛教徒，如果想了解佛教的主根，學習這些經文也是他們的一項工作，甚至可說是責任。 
 
問: 在經典的運用上，有什麽陷阱或者說潛在危險? 
答: 在經典的運用上，有一個潛在危險已爲佛陀在《蛇喻經》(中部22)中指明。他提到那些人學了
佛法教义，非但不把教導用於修行，反用來批評他人，證優一己之辯才。佛陀把這比喻爲抓住水
蛇之尾: 那條蛇會回頭咬住他的手臂，造成死亡或致命之痛。我見過無數西方人落入這個陷阱，
我自己有時也包括在內。盡管一個人起始有良好的動機，他帶著教條觀念，抓緊某個教導，用自
己的知識駁斥他人，結果與其他以不同方式解釋經典者陷入了一場“詮解戰”。另一個危險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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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維扔出窗外，對經典全盤盲目接受。畢竟，有不少經文經不起現代科學知識的檢驗。我們
不能一邊批評基督教創世論者，一邊自己成爲與之類似的佛教徒。 

 
坦尼沙羅尊者: 當你親證之時——巴利經文的真實性 

 
坦尼沙羅尊者: 中部尼柯耶(MN)閱讀提綱 Majjhima Syllabus 

1. 論法: 把法義討論置於正語的背景之下 
                   21, 58, 63, 95 
2. 論佛: 講述他追求覺醒的四部經; 講述作爲果報,他成爲何等人的兩部經 
                   4, 19, 26, 36, 49, 72 
3. 論信: 信與智的關係; 聞佛陀說法而信歸者的例子; 末利王后被指責事事信佛; 僧伽爲信之源; 
MN60續論MN95提出之問題 
                   27, 56, 60, 70, 82, 86, 87, 108 
4. 修行道概觀: 七種淨化; 次第之道; 十道分; 道之爲“正”  
                   24, 39, 117, 125, 126 (107) 
5. 業: 如何自觀其業,從中修學; 善巧與非善巧業的果報 
                   61*, 41, 45, 57, 135, 136 
6. 正精進: 精進行道的必要; 所需之精進的種類(此處與前一章略有重疊,MN101與MN45可互換) 
                   2, 5, 66, 78, 101 
7. 出離: 感官欲樂的過患; 出離在滋長修道情緒中的作用(即: 在家之悲哀與出離之悲哀的不同); 覺
醒者不參與感官欲樂 
                   13, 14, 54, 75, 105, 137 
8. 禪修之一: 禪修初階的問題; 念住 
                   62, 10, 20, 118, 119 
9. 禪修之二: 禪那與其在趨向洞見與解脫中的作用 
                   52, 106, 111, 121, 140 
10. 四聖諦: 舍利弗爲主角的四部經; 講述五蘊的一部經 
                   9, 28, 43, 109, 141 
11. 不執持之一: 無常與非我的教誡 
                   147, 1, 44, 146, 148 
12. 不執持之二: 講述放開的更多教誡 
                   18, 74, 131, 138, 143, 152 
(* 教誡羅喉羅的三部經加重標出)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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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中譯經文索引 
 

[编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 2006-8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本文
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
印、印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
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
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
求表明作者原衷。 

全文中譯(中英對照) 
 

《出入息念經》 
《慈經》 

《大吉祥經》 
《非我相經》 

《教誡波羅提木叉偈》 
《火燃經》 

《卡拉玛經》(附評解) 
《芒果石教誡羅喉羅經》 

《麻瘋病者》 
《轉法輪經》 

《釋迦經》(关於布薩) 
《布薩根本經》 

《阿難經(教誡婆耆沙)》 

《釘銷經》

專題經文選譯 
 

短段落選譯(本站譯) 
福德(坦尼沙罗尊者编) 

棄絕五蓋 
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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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良稹

中譯版權所有© 2008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許在
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譯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
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並登
載本版權聲明。 

歸依三寶(專題經文選).........................................................................約翰-布列特 編 

歸依........................................................................................................坦尼沙羅尊者編譯 

歸依佛陀................................................................................................菩提尊者撰 

何謂三寶?..............................................................................................阿姜李-達摩達羅 撰 
三歸依....................................................................................................菩提尊者撰

最近訂正2-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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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佈施 
 

[中譯]良稹

中譯版權所有©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許在
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譯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
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並登
載本版權聲明。 

佈施導言...............................................................................................菩提尊者 撰 

佈施(專題經文選編，來自《佛法入門》).........................................約翰-布列特 編 

佈施(專題經文選譯，來自《福德》).................................................坦尼沙羅尊者 編譯 

福德——增支部經文選讀....................................................................向智尊者 譯 

佈施先行................................................................................................坦尼沙羅尊者 撰 

巴利經典中的佈施................................................................................莉莉-德西爾瓦 撰 

發自內心的佈施....................................................................................莫裏斯-沃石 撰 

佈施與募款有什麽關系........................................................................約翰-布列特 撰 

 

菩提尊者: 佈施導言 
 
        人們普遍把佈施的修習視爲一項最基本的人類美德、一類體現人性深度的素養、一種超越自
我的能力。佛陀的教導中，也把修習佈施置於突出的地位，特別在作爲靈性成長的根基與種子方
面。在巴利經文中，我們一次次讀到，佛陀的 次第說法總是把“佈施說” (danakatha) 列於首位。
凡對尚未尊他爲導師的聽衆說法時，佛陀必在起首強調佈施的價值; 只有在聽衆能夠欣賞這個美
德之後，他才引介教導的其它部分，譬如戒德、業力、出離等等; 只有當這些原理在聽衆的內心
起作用之後，他才解說惟由覺者們證得的智慧——四聖諦。 
        嚴格說來，佈施本身既非爲八聖道道支，也未被納入菩提道品 (bodhipakkhiya dhamma ,三十
七分法)。之所以未列於上述諸要素之內，最主要的可能性在於，佈施的修習，就其本質而言，不
能直接即刻引生洞見、證悟四谛。佈施在佛教的修習中起著另一種功能: 它非是作爲構成覺醒過
程的因素之一出現於正道之巅峰，而是作爲根基與先行，默默支持著脫 離雜染的整個修行努力。 
        然而，佈施雖不直接算作正道的道支，它於修行道進步的貢獻卻不可輕視或低估。其貢獻的
突出之處體現於它在佛陀爲弟子所列的數類修持之中的地位。除了在次第說法中居首位之外，它
還居三種基本福德 (punnakiriyavatthu)之首、四攝 (sangahavatthu, 四種利益他人的方式)之首、十波
羅密 (paramis,完美)之首，後者乃是一切求悟者必須培養的至高品德，對那些目標是成爲完美佛
陀的菩薩道行者來說，十項波羅密必須具足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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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佈施也可以等同於舍離 (caga)這個個人素養。該角度所揭示的佈施修
持，非是把物品從自己轉給他人的外在之舉，而是舍離的內在心性，這種心性被佈施的外在行爲
所強化，同時又反過來使更難行的自我奉獻成爲可能。舍離，連同信念、戒德、學問與智慧，是
一位 善士(sappurisa,君子)的基本素質。作爲舍離的素養，佈施與佛陀聖道的整個進程密切相關。
因爲聖道的目標是摧毀貪、嗔、癡，佈施的培養直接摧毀貪與嗔，同時使心柔韌，有助於滅癡。

——節譯自文集《佈施的修習》，菩提尊者編
輯，佛教出版社1990年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various/wheel367.html#intro 
最近訂正5-2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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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薩日....................................................................................................約翰-布列特編 

《教誡毗沙卡布薩經》《教誡婆西塔布薩經》................................巴利經文中譯 

《釋迦經》《布薩根本經》................................................................巴利經文中英對照 

滋養根柢................................................................................................菩提尊者 撰 

受戒........................................................................................................菩提尊者 撰 

戒律的療愈力........................................................................................坦尼沙羅尊者 撰 

成就戒德(來自《修心之技能》)..........................................................阿姜李-達摩達羅 撰 

 

《作思經》  
Cetana Sutta 

An Act of Will

 
        『比丘們，擁有戒德、具足戒德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無悔。」對擁有戒
德、具足戒德者，無悔爲法[自然法則]。 
        『無悔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愉悅。」對無悔者，愉悅爲法。 
        『愉悅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喜。」對愉悅者，喜爲法。 
        『喜者，無須作此思:「願我身輕安。」對喜者，身輕安爲法。『身輕安者，無
須作此思:「願我得樂。」對身輕安者，樂爲法。 
        『樂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定。」對樂者，定爲法。『入定者，無須作此思:
「願我如實知見。」對入定者，如實知見爲法。 
        『如實知見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厭離。」對如實知見者，厭離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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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離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離欲。」對厭離者，離欲爲法。 
        『離欲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解脫知見。」對離欲者，解脫知見爲法。 
        『如此，離欲以解脫知見爲目的，解脫知見爲其酬報。厭離以離欲爲目的，離欲
爲其酬報。如實知見以厭離爲目的，厭離爲其酬報。入定以如實知見爲目的，如實知
見爲其酬報。樂以定爲目的，定爲其酬報。輕安以樂爲目的，樂爲其酬報。喜以輕安
爲目的，輕安爲其酬報。愉悅以喜爲目的，喜爲其酬報。無悔以愉悅爲目的，愉悅爲
其酬報。善巧戒德以無悔爲目的，無悔爲其酬報。 
        『如此，心理素質流向心理素質，心理素質把心理素質引向具足，爲從此岸到達
彼岸。』 

——AN 11.2 (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最近訂正11-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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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李: 從少做起 
阿姜李: 解脱的技能 

阿姜李: 慈心的力量 

阿姜李: 庇护處 

阿姜李: 善德的力量 

阿姜康地: 使佛法成爲你自己的 

阿姜帖: 正道修行 

坦尼沙羅尊者: 呼吸禪定引導 

坦尼沙羅尊者: 呼吸禪定步驟 

坦尼沙羅尊者: 解析辨識 

坦尼沙羅尊者回憶阿姜放: 關於判斷禪那境界 

坦尼沙羅尊者: 定義念住 

坦尼沙羅尊者: 行禪: 動中之止 

坦尼沙羅尊者: 調入氣中 

坦尼沙羅尊者: 浴於氣中 

坦尼沙罗尊者: 佛教禅修: 如何与为何  

坦尼沙羅尊者: 審視你正在作什麼  

坦尼沙羅尊者: 觀察者  

坦尼沙羅尊者: 六元素 

坦尼沙羅尊者: 凝視的平穩 

坦尼沙羅尊者: 去，作禪那 

坦尼沙羅尊者: 定的三層次 

坦尼沙羅尊者: 觀身體 

坦尼沙羅尊者: 浸於身內  

坦尼沙羅尊者: 護衛禪 

坦尼沙羅尊者: 意向的堅持 

坦尼沙羅尊者: 一點，兩點，多點 

坦尼沙羅尊者: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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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羅尊者: 互動的當下 

坦尼沙羅尊者: 說事的心  

坦尼沙羅尊者: 維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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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增支部經文選讀....................................................................向智尊者 譯 

福德與靈性成長....................................................................................菩提尊者 撰 

福德的精髓............................................................................................阿姜李 講述 
何處找福德............................................................................................阿姜查 講述 

阿姜放說福德........................................................................................坦尼沙羅尊者 撰 

行者當憶念福德....................................................................................年那達摩尊者 撰 

福德可以轉移嗎?..................................................................................坦尼沙羅尊者答問 

福德回向誦文........................................................................................巴利課誦本 

何謂福德?

 
佛陀: 這是幸福、如意、喜樂、可親、愉悅的別語——福德業[行事,行爲]。

——Iti22(如是語) 
法護阿闍梨（六世紀巴利注疏者）: 洗滌與淨化心流者。

——Vv.A19(天宮事注疏)
 
阿姜李: 作爲善行果報的喜樂與安甯。

***

sukho puññassa uccayo: 福德的積累，帶來安甯。 
puññam sukham jivita-sankhamhi: 福德在命終時帶來安甯。 
puññani para-lokasmim patittha honti paninam: 是福德決定衆生的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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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這個詞在這裏的意思是，作爲善行果報的幸福與安甯。我們的善行有許多形式，不過簡
單講有兩類: 
        (1) 作爲因的福德，也就是我們得做的善行; 
        (2) 作爲果的福德，也就是來自我們善行的福報。 
        作爲因的福德有三種: 佈施的福德[danamaya]、守戒的福德[silamaya]、修心的福德
[bhavanamaya]。 
        在阿毗達摩中，這三種福德又細分爲十類。 
        佈施擴展爲還包括了把福德回向他人的福德[pattidanamaya]與隨喜他人福德的福德
[pattanumodanamaya]。這三類歸在一起，因爲它們都與嫉妒和悭吝相克。 
        持戒的福德擴展爲還包括了對值得尊敬者表示尊敬的福德[apacayanamaya]，比如對長老、對
該感恩的人的尊敬; 還有助人行善巧之事，分享你的力量、財富與智慧的福德[veyyavaccamaya]。
這三類歸在一起，因爲它們都與人際之間的美德有關。 
        禪修的福德擴展爲還包括了谛聽佛法的福德[dhammassavanamaya]; 傳法的福德[dhamma-
desanamaya]; 與正見的福德[ditth'ujukamma]: 這四類歸在一起，因爲它們都是明辨的來源。 
        這些福德，只有當它們根植於非貪、非嗔、非癡的心態之下才能産生。如巴利經中所說，
alobho dana-hetu，非貪是佈施的基礎; adoso sila-hetu，非嗔是戒德的基礎; amoho bhavana-hetu，
非癡是禪定的基礎。 
        你做的福德會給身心帶來自在。無論何時，想到自己做過的善事，總會使你喜樂。它是一件
跟著你的尊貴寶藏，就好比你的影子始終跟著你一樣。即使死時，你的福德也會跟著你，給你安
排一個重生的好地方。這就稱爲福行 [puññabhisankhara，福德造作]。

***

        心清淨，是世上最高的福德。 
——《從少做起》

 
阿姜摩诃布瓦: 福德是福樂，善巧是找到帶給自己福樂之事物的技能。 
        當一個人的心靜止下來時，他將看見自己的心的虛假，也看見其中的真實。他既看見掉舉、
散亂、遊走之心的錯誤，是這個心導致他煩躁受苦，也看見平靜、清涼之心的福德與善巧，也就
是當心靜止時的福樂。這就叫做朝內同時看見了對與錯。

——《倫敦開示》
 
阿姜放: 心入定，你領悟時，它就趨向福德與善巧。心寂止時，你會懂得“福德”的意義，你達到
他們所說的“福德”。它一點也不難。假若心不入定，就很難。因此，只管把心牢牢地固定在出入
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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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聽》
 
菩提尊者: 指帶來輪回之中的善果的善業。福德引生世間利益，譬如良好的重生、財富、美貌、
成功。它也是出世利益的助緣。因此，佛陀敦促弟子培育福德，並講述自己在宿世中修習福德的
例子。

——《佛陀之言》 
 

坦尼沙羅尊者: 來自行爲正善並使人繼續爲善的內在安甯感。
——《念住呼吸英譯本詞彙表》

 

何處找福德
 
阿姜查: 
        如今人們到處找福德[1]。他們似乎總把巴蓬寺當作一站。去的路上不停，回程也得停一下。
巴蓬寺成了一個停靠站。有些人來去匆匆，我根本連見他們、和他們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多數人
在找福德。我不見有多少人找戒惡之道。他們這麽想要福德，卻不知把它存在哪裏。像是在染一
塊污穢未洗的布。 
        比丘們說話就是這麽直率，不過多數人難以把這樣的教誡用於實修。之所以難，是因爲他們
不懂。如果他們懂，就容易多了。譬如有個洞，洞底有件東西。每一個把手伸進去夠不著洞底的
人，都會說那個洞太深。一百個、一千個把手伸進去的人，都說洞太深。沒有一個說自己的胳膊
太短! 
        有這麽多的人在找福德。早晚他們得開始找找怎樣戒惡。不過沒有多少人對這事有興趣。佛
陀的教導很簡要，不過多數人只是一掠而過，就像他們在巴蓬寺一掠而過。對多數人來說，法只
是一個停靠站。 
        只有三句話，實在不多: Sabba papassa akaranam: 諸惡莫作。那是諸佛的教導。 
        這就是佛教的核心。人們卻不停地跳過它，他們不要這一句。離棄一切惡行，大大小小，身
業、語業、意業……這就是諸佛的教導。 
        如果我們想染一塊布，先得把它洗一洗。不過多數人不那麽做。看也不看，就把它放進染
料。那塊布如果不乾淨，染了更難看。想一想。染一塊又髒又舊的破布，能好看麽? 
        懂了麽? 佛教是這麽說的，可多數人只是聽過算數。他們只想行善，卻不想棄惡。這就好比
說“洞太深。”人人都說洞太深，誰也不說自己的胳膊短。我們必須轉過來看自己。要把握這個教
導，你必須退一步，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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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一車車的人出去找福德。也許還在車上爭吵、醉酒。問他們去哪裏，說是去找福
德。他們想要福德，卻不停止作惡。那樣永遠也找不到福德。 
        人們就是這樣。你必須仔細看，看你自己。佛陀教導說，要在任何情形下，有念住，有自
覺。惡從身業、語業、意業中生起。一切善惡、利害，都來自身、語、意。今天你把身、語、意
帶來了麽? 還是把它們留在家裏了? 這就是你必須看的地方，就在這裏，不必看太遠。看你自己
的行爲、言語、思想。看你的操行是否有錯。 
        這些事人們不真正去看。好像一位正在洗碗的主婦，一臉怒意。她洗碗這麽認真，卻不曉得
自己的心不乾淨! 你見過這種情形麽? 她只看見碗。看太遠了，不是麽? 我說，你們當中一些人可
能有這種經歷。這是你必須看的地方。人們把心思集中在洗碗上，卻讓自己的心骯髒起來。這不
好，他們把自己給忘了。 
        因爲看不見自己，人們造出各種各樣的惡業。他們不看自己的心。人們打算作壞事時，先得
朝周圍看看，是否有人在邊上監視……“我的母親會看見麽?”“我的丈夫會看見麽?”“我的孩子會看
見麽?”“我的妻子會看見麽?”沒人看見，就做了。他們這是在侮辱自己。說沒有人在看，趁機趕快
做了。他們自己呢? 難道不是人麽? 
        懂了麽? 像這樣不看自己，人們永遠找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他們找不到法。如果你們朝
自己看，就會看見自己。任何時候你打算作什麽壞事時，如果及時看見了自己，就能夠停下來。
如果你想做什麽有價值的事，也要看自己的心。如果你懂得怎麽看自己，就懂得對錯、利害、善
惡。這些事，我們應當懂得。 
        我不說這些事，你們不會知道。你們心裏有貪有嗔，卻不自知。老是朝外看，什麽也不會知
道。人們不看自己，就會有這種麻煩。朝內看，你會看見善與惡。看見善，我們可以把它帶入心
裏，修持奉行。 
        棄惡修善……這是佛教的核心。Sabba papassa akaranam——諸惡莫作。不犯任何錯事，無
論藉著身、語、或者意。那是正善修行，是諸佛的教誡。現在我們的“這塊布”就乾淨了。 
        接下來是 kusalassupasampada ——行善巧事[衆善奉行]，使心有善德、善巧。如果心有善
德、善巧，我們不需要坐車去鄉下到處找福德了。即使坐在家裏，也可以修福德。但是，多數人
只會到處去鄉下找福德，卻不放棄作惡。回到家裏兩手空空，又恢復一臉慍惱的老樣子。就像在
那裏洗碗，一邊在生氣。這個地方人們不看，他們離福德遠著呢。 
        這些事我們也許懂，但如果不是自己心裏懂，就不是真正懂。如果我們的心善良，有德，它
就有喜樂。我們的心就帶著一股微笑。可我們多數人，難得找到時間笑，不是麽?我們只能在事
情順心時才笑。多數人的喜樂，有賴於事情順從自己的喜好。必須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說好聽
的。你是這樣尋找喜樂的麽? 要世上人人只講好聽的，可能麽? 如果是這樣，你什麽時候才能找
到喜樂? 
        我們必須用法找到喜樂。無論它是什麽，無論對錯，不要盲目地執取它。只注意它，接著把
它放下。當心有自在時，你就會笑了。對什麽事一起反感，心馬上敗壞。接著就沒什麽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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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ittapariyodapanam:自淨其心。清除了雜染的心，無憂無慮……寧靜、仁慈、具德。當心
明亮、已棄絕惡行時，就常有自在。人的修證成就，真正概要地說，就是達到心的寧靜與和平。 
        當別人說我們愛聽的話時，我們笑。他們說我們不愛聽的話時，我們就皺眉。我們怎麽可能
讓別人每天只說好話呢? 可能麽? 即使我們自己的孩子……難道他們沒說過你不愛聽的話麽? 你沒
有使父母生過氣麽? 不單是別人，就連我們自己的心，也會使我們生氣。有時我們自己在想的事
也不那麽愉快。你怎麽辦? 也許你走路時突然踢著一個樹樁……砰!“哎喲!”……問題在哪裏? 到底
是誰踢了誰? 你打算怪誰? 是你自己的錯。即使我們自己的心也會令我們煩惱。想一想，就知道
這是真的。有時我們做出的事，連自己也不喜歡。只得說:“真糟!”誰也怪不得。 
        佛教的福德，是棄絕惡行。當我們戒惡時，就不再繼續錯了。沒有苦時，就有平靜。平靜的
心是清潔的心，無嗔、清明。 
        怎樣使心清明? 透過了解它。比方說，也許你想:“今天我心情真差，看什麽都厭煩，包括櫃
子裏的盤子。”也許你想把它們每個都給砸了。看什麽都糟，雞、鴨、貓、狗……你都厭煩。你
的丈夫說什麽都令你生氣。即使看你自己的心，你也不滿意。這種情形下，怎麽辦? 這個苦從哪
裏來? 這就叫做“無福德。”如今泰國有句成語:人死福德盡。這話不對。有很多人活著時福德就已
經耗盡了……那些不懂福德的人。敗壞的心，只會收集越來越多的敗壞。 
        像這樣旅遊做福德，就好比造一座漂亮的房子，事先卻沒有平整土地。過不了多久，那座房
子就會坍塌，不是麽? 准備不良。現在你得重新來過，換一個做法。你必須看你自己，看你的
身、語、意的過失。除了在你自己的身、語、意上修，還能在哪修? 人們糊塗了。他們想到巴蓬
寺的森林裏，在某個真正寧靜的地方修法。巴蓬寺寧靜麽? 不，它並不真正寧靜。真正寧靜的地
方是在你自己家裏。 
…… 
        如果你行了福德、善德，要把它保存在你的心裏。那是最好的儲存地方。你今天做的福德是
好的，但不是最好的。造房子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把你自己的心造得好，是最好的方式。這
樣，你無論來這裏、還是留在家裏，都會找到善德。在你的心裏找到這個殊勝。外在的東西，比
如這個大廳，就好比樹皮，它們不是樹的心木。 

——《使心有善德》 
[1]原注: "找福德"爲常用泰語。指泰國佛教徒拜訪寺院、頂禮高僧、佈施供養的習俗。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chah/living.html

行者當憶念福德
 
年那達摩尊者:(1955年出生，原籍澳大利亞，1979年隨阿姜查受具足戒，後遊方隱修多年，受教
於多位林居導師。曾任澳大利亞菩提亞那寺副住持，現任泰國國際森林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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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不斷地強調佈施與戒德的重要性。在行禪道上，應當培育對自己的戒德與佈施的憶念。
來回經行時自問:“今天，我做了什麽福德事?”
        我曾經就學的一位禪定導師阿姜剛诃，曾經常常評論說，禪修者不能入定的一個原因，是他
們白天未做足夠的福德。 福德是止的坐墊，是甯靜的基礎。假如我們那天行過善——說過一句善
語、做過一件善事、佈施、慈悲——那麽心就會體驗喜樂。那些善行與由此自然而來的喜樂，成
爲定力與甯靜的因緣。善德與佈施的力量趨向喜樂，正是那種善巧的喜樂，構成了定力與明辨的
基礎。

——《泰國林居傳統的行禪》 
http://www.bswa.org/modules/icontent/index.php?page=67

  

福德可以轉移嗎?  
 

Wondering問: 我想把我的行爲或思維的福德，轉送給另一個人，是否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我怎
麽做? 謝謝。  
坦尼沙羅尊者答: 一般來說，福德的轉移要求: 
        (1)行福德者把一件善業的福德回向給另一人。 
        (2)而另一人，在得知前者的善行時，有贊同之意。  
        如果另一人不知道、或者不贊同，該福德就沒有得到轉移。 不過，你可以祝福他人，不論他
們知道與否，都能夠利益他們。如果你與另一人的關系，可以讓你不帶尴尬或難堪地告訴他(她): 
“我昨天禅修了，”或者“我上星期爲慈善事業捐了一筆款，把福德回向給了你，”那麽盡管告訴
他。如果關系不是那樣，你或者可以建議那個人同你一起行福德事，或者對那人傳佈慈心。 
        只有一種情形，不需要當面轉告，受者自動知道該福德的轉移: 那就是當後者已死亡並往生
餓鬼界的情形。回向給餓鬼的福德，如果他們贊同，據說可以自動收到。這是他們那個境界的食
物。該教導來自一部經(增支部10:177)。其中有一位婆羅門來見佛陀，說自己一直在把福德回向
給死去的親戚，他想知道那些福德是否真的送到了他們那裏。佛陀回答說，如果他們是餓鬼，那
麽就收到了。至於被供奉的親戚投生於其它域界的情形，他回向的善意本身，導致他自己的福德
的增進。那位婆羅門於是問: 如果我的親戚當中沒有餓鬼呢? 佛陀答: 每一個活人都有餓鬼親戚。
因此，要注意把你所有善業的福德回向給你已故的親朋。 

——《答佛教雜志讀者問》

福德回向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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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 satta sada hontu 

avera sukha-jivino 
katam punna-phalam mayham 

sabbe bhagi bhavantu te 
 

願一切衆生安乐活命，常離敵怨。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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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病痛與死亡 
 

[中譯]良稹

中譯版權所有©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許在
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譯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
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並登
載本版權聲明。 

滅苦手冊................................................................................................阿姜李-達摩達羅 撰 

禪定在面對痛苦、疾病與死亡時的作用............................................坦尼沙羅尊者撰 

慈悲的教育............................................................................................坦尼沙羅尊者撰 

巴利經典中的瞻病送終........................................................................莉莉-德西爾瓦撰 

臨終說法一則........................................................................................阿姜李-達摩達羅講述 

《箭喻經》節譯....................................................................................增支部36.6

《箭喻經》節譯

        薄伽梵說:『爲痛受所觸時，未受教的凡夫憂愁、悲傷、歎息、捶胸、昏亂。於是他感於身與
心的雙重痛受。正如對一人射了一箭，之後立即再射一箭，使他感於雙箭之痛受; 同樣地，爲痛
受所觸時，未受教的凡夫憂愁、悲傷、歎息、捶胸、昏亂。於是他感於身與心的雙重痛受。 
        『隨著他爲那痛受所觸，他抵制它。任何對那痛受的抵制性偏執都使他爲之偏執。被那痛受
所觸，他(轉而)喜好感官之樂。爲什麽? 因爲未受教的凡夫除了感官之樂之外，不能夠明辨脫離
痛受之道。隨著他喜好感官之樂，任何對樂受的貪愛性偏執都使他爲之偏執。他不能如實明辨那
種感受的起源、消逝、誘惑、過患、脫離。隨著他不能明辨那種感受的起源、消逝、誘惑、過
患、脫離，任何對那非樂非痛受的無明性偏執都使他爲之偏執。 
        『感於樂受時，他與它結合起來感受。感於痛受時，他與它結合起來感受。感於非痛非樂受
時，他與它結合起來感受。這就稱爲未受教的凡夫與生、老、病、死的結合，與憂、哀、痛、
悲、慘的結合。我告訴你們，他與苦結合了。 
        『爲痛受所觸時，聖者的受教弟子不憂愁、悲傷、歎息，不捶胸、昏亂。於是他感於身的單
重痛受。正如對一人射了一箭，之後不再射一箭，使他只感於單箭之痛受; 同樣地，爲痛受所觸
時，聖者的受教弟子不憂愁、悲傷、歎息，不捶胸、昏亂。於是他感於身而非心的單重痛受。 
        『隨著他爲那痛受所觸，他不抵制它。無任何對那痛受的抵制性偏執使他爲之偏執。被那痛
受所觸，他不(轉而)喜好感官之樂。爲什麽? 因爲聖者的受教弟子能夠明辨感官之樂以外的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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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受之道。隨著他不喜好感官之樂，無任何對樂受的貪愛性偏執使他爲之偏執。他如實明辨那種
感受的起源、消逝、誘惑、過患、脫離。隨著他明辨那種感受的起源、消逝、誘惑、過患、脫
離，無任何對那非樂非痛受的無明性偏執使他爲之偏執。 
        『感於樂受時，他不與它結合起來感受。感於痛受時，他不與它結合起來感受。感於不痛不
樂受時，他不與它結合起來感受。這就稱爲聖者的受教弟子不與生、老、病、死結合，不與憂、
哀、痛、悲、慘結合。我告訴你們，他不與苦結合。 
        『聖者的受教弟子與未受教的凡夫之間，正是有這等不同、這等差異、這等區別。』 

——增支部36.6,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最近訂正6-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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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布列特答問: 

佛教是宗教還是哲學? 

維巴沙那與上座部佛教等同嗎? 

如果沒有我------ 

關於獨覺佛、阿羅漢、佛、未來佛 

怎樣給孩子講解佛法？ 

佛教徒是素食者嗎? 

佈施與籌款有什麽關系? 

販賣佛法書籍有錯嗎? 免費贈送佛書有什麽大不了的重要性?  
 
坦尼沙羅尊者答佛教雜志讀者問:[全部38問] 

從佛教角度看，如何克服抑郁症?  

佛教如何幫助戒除酒精與尼古丁的瘾習?  

佛教如何培養良好的新習慣，放棄舊時的壞習慣?  

佛教如何幫助我徹底戒除大麻，不再犯瘾?  

如何在日常世界中培養耐心?  

佛教是有神論嗎? 

佛教有禱告嗎? 

福德可以轉移嗎?  

佛教中是否有"公平"的概念(指類似於一報還一報、各人受其應得之回報意義上的公平)?  

如何把業力的教導應用於疾病的苦痛?  

如果對輪回重生持懷疑態度，是否仍可以視自己爲佛教徒?  

如何與一位導師確立師生關系?  

禅修會使我成爲更好的人嗎?  

佛教在禅修時觀想身體的可厭，肮髒。爲什麽?  

怖畏的本質是什麽? 是否有明智的怖畏?  

作一位小說家，因爲言語不真，是否是妄業? 根據想象構思故事，是否等於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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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布薩曆 
-Uposatha Days 2010 (Dhammayut)-

 半月 新月 半月 滿月 半月   

一月 8 15 23 30  

二月 7 13 21 28
僧寶節

Magha Puja

三月 8 15 23 30

四月 7 13 21 28  

五月 6 13 21 28
衛塞節

Visakha Puja

 

六月 5 11 19 26  

七月 4 11 19 26
法寶節

Asalha Puja

 

八月 3 10 18 25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eginner/Calendar2.htm (1 of 2) [12/31/2010 10:36:03 PM]



2009布撒曆

九月 2 8 16 23  

十月 1 8 16 23
自恣(雨安居結束 )

Pavāraṇā Day

31

十一月  6 14 21
安那般那日

(Anapanasati Day)

29

十二月  6 14 21 29

 
本布薩曆由泰系法宗派(dhammayut)的美國慈林寺提供。

 
[1]中譯注: 節日的解釋見布薩日。僧寶節過後第二日，雨安居開始。 

最新訂正: 2-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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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經誦錄音下載 
 

美國慈林寺

 

 
原音像制品版權所有 © 2006 
美國慈林寺，僅限於免費發
行。 

下載 MP3 巴英中 文字對照

Veneration 崇敬
Morning Chanting 早課

Mor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晨省受用品
Evening Chanting 晚課

Eve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晚省受用品
Contemplation of the Body (ayam kho me kayo) 身随念

Five Subjects  (Jara dhammomhi) 五禪思主题

Verses on Friends 賢友偈
Verses on Respect 礼敬偈

Verses on the Noble Truths 聖諦偈
Four Dhamma Summaries 四法要義

Sublime Attitude (Aham sukhito homi) 四梵住/四無量心
Mangala Sutta 吉祥經

Cha Ratana Paritta Gatha 三寶護衛偈
Karaniya Metta Sutta 慈經

Khanda Paritta 蘊護佑偈
Buddha-Jaya-Mangala Gatha 佛勝吉祥偈

Jaya Paritta 勝利偈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轉法輪經

最近訂正1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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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3%20Morning%20Reflection%20on%20the%20Requisites%20(p%2010).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4%20Evening%20Chanting%20(p%2013).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5%20Evening%20Reflection%20on%20the%20Requisites%20(p%2022).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6%20Contemplation%20of%20the%20Body%20(p%202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7%20Five%20Recollections%20(p%2027).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8%20Verses%20on%20Friends%20(p%2028).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9%20Verses%20on%20Respect%20(p%2029).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0%20Verses%20on%20the%20Noble%20Truths%20(p%2029).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1%20Four%20Dhamma%20Summaries%20(p%2039).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2%20Sublime%20Attitudes%20(p%203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3%20Mangala%20Suttam%20(p%2090).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4%20Cha%20Ratana%20Paritta%20Gatha%20(p%2092).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5%20Karaniya%20Metta%20Sutta%20(p%209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6%20Khanda%20Paritta%20(p%2097).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7%20Buddha-jaya-mangala%20Gatha%20(p%2010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8%20Jaya%20Paritta%20(p%20108).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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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制品版權所有 © 1995 美國慈林寺，僅限於免費發行。) 
 
內容: 
邀天眾聞法 An Invitation to the Devas  

三歸依 Refuge 

轉法輪經 Turning the Wheel of Dhamma 

四梵住 The Sublime Attitudes 

福德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 

 
邀天衆聞法 
An Invitation to the Devas 
 
Samantā cakkavāḷesu 
Atrāgacchantu devatā 
Saddhammaṃ muni-rājassa 
Suṇantu sagga-mokkhadaṃ
From around the galaxies may the devas come here. 
May they listen to the True Dhamma of the King of Sages, 
Leading to heaven & emancipation.  
願宇宙間諸天來此， 
願他們聆聽牟尼王[聖賢之王]， 
    那趨向天界與解脫的真法。

 
Sagge kāme ca rūpe 
Giri-sikharataṭe c'antalikkhe vimā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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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e raṭṭhe ca gāme 
Taruvana-gahane geha-vatthumhi khette
Those in the heavens of sensuality & form, 
On peaks & mountain precipices, in palaces floating in the sky, 
In islands, countries, & towns, 
In groves of trees & thickets, around homesites & fields.  
欲界與色界天， 
山巅、斷崖、天宮， 
洲渚、鄉間、城鎮， 
樹叢之中、村野周圍的天衆，

 
Bhummā cāyantu devā 
Jala-thala-visame yakkha-gandhabba-nāgā 
Tiṭṭhantā santike yaṃ 
Muni-vara-vacanaṃ sādhavo me suṇantu
And the earth-devas, spirits, heavenly minstrels, & nagas 
In water, on land, in badlands, & nearby: 
May they come & listen with approval 
As I recite the word of the excellent sage.  
還有那地居神， 
    水陸荒郊的夜叉、乾踏婆、龍族， 
在我持誦殊勝牟尼之經時， 
    願他們前來聆聽、贊歎。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尊者們，這是聞法時刻。 
尊者們，這是聞法時刻。 
尊者們，這是聞法時刻。

 
三歸依 
Refuge
 
(LEADER): 
Handa mayaṃ buddhassa bhagavato pubba-bhāga-nama-kār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Awakened One, the Blesse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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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誦)現在，讓我們持誦禮敬覺者、薄伽梵的初誦文。 
(ALL):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全體)禮敬薄伽梵、阿羅漢、正自覺者。(三遍) 
 
 
(LEADER): 
Handa mayaṃ saraṇa-gamana-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領誦)現在讓我們持誦歸依文: 
(ALL):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全體)我歸依佛。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我歸依法。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我歸依僧。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歸依佛。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歸依法。 
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歸依僧。 
 
Ta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歸依佛。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歸依法。 
Ta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歸依僧。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Budd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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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Budd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別無歸依，佛是我的至上歸依。 
以此真語，願我常有福佑。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Dhamm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Dhamm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別無歸依，法是我的至上歸依。 
以此真語，願我常有福佑。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Saṅg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Sang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別無歸依，僧是我的至上歸依。 
以此真語，願我常有福佑。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Atth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welfare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懷著大悲心的保護者(佛陀)， 
    爲著一切衆生的福祉， 
    圓滿成就一切波羅密，  
    證得至高的正自覺醒。 
以此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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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一切困難止息。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Hit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power of this truth, may all troubles cease to be. 
懷著大悲心的保護者(佛陀)， 
    爲著一切衆生的利益， 
    圓滿成就一切波羅密，  
    證得至高的正自覺醒。 
以此真語， 
    願一切困難止息。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Sukh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happiness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power of this truth, may all troubles cease to be. 怀著大悲心的保护者(佛陀)， 
    为著一切众生的喜乐， 
    圆满成就一切波罗密， 
    证得至高的正自觉醒。 
以此真语， 
    愿一切困难止息。 

 
轉法輪經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Setting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long2.htm (5 of 15) [12/31/2010 10:36:08 PM]



課誦之二-巴英中對照

 
[Evam-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Bārāṇasiyaṃ viharati isipatane migadāye. 
Tatra kho Bhagavā pañca-vaggiye bhikkhū āmantesi.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在那裏，薄伽梵對五衆比丘說： 
 
"Dveme bhikkhave antā pabbajitena na sevitabbā,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 
"比丘們，有此兩極端，隱者[出家者]不可耽於其中—— 
 
Yo cāyaṃ kāmesu kāma-sukhallikānuyogo, 
Hīno gammo pothujjanik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in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於感官對象，追求感官之樂：是低級、粗鄙、庸俗、非聖、無益的; 
 
Yo cāyaṃ atta-kilamathānuyogo, 
Dukkh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聖、無益的。 
 
Ete te bhikkhav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避此兩極端，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解縛]。 
 
Katamā ca sā bhikkhave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者——是什
麽？ 
 
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eyyathīdaṃ, 
Sammā-diṭṭhi sammā-saṅ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long2.htm (6 of 15) [12/31/2010 10:36:09 PM]



課誦之二-巴英中對照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 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Ayaṃ kho sā bhikkhave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即此: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苦聖諦： 
 
Jātipi dukkhā jarāpi dukkhā maraṇampi dukkhaṃ,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pi dukkhā,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憂、哀、痛、悲、慘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與不愛者共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 
 
Saṅkhittena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dukkhā.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簡言之，五取蘊苦。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 此爲苦因聖諦： 
 
Yāyaṃ taṇhā ponobbhavikā nandi-rāga-sahagatā tatra tatrābhinandinī, 
Seyyathīdaṃ, 
Kāma-taṇhā bhava-taṇhā vibhava-taṇhā,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becoming. 
[苦因是:]造作再生的渴求——帶著貪與喜、於處處耽享——正是: 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的渴
求、對無 有的渴求[欲愛,有愛,無有愛]。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苦的止息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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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tassā yeva taṇhāya asesa-virāga-nirodho cāgo paṭinissaggo mutti anālayo,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對該渴求的無餘離貪、止息、舍離、棄絕、解脫、放開。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趨向止息苦之道聖諦 
 
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eyyathīdaṃ, 
Sammā-diṭṭhi sammā-saṅ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
生明生光生]：‘此爲苦聖諦’。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pariññeyy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聖
諦需全知’。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pariññā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聖
諦已全知’。 
 
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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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
因聖諦’。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pahā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因
聖諦需斷離’。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pahīn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因
聖諦已斷離’。 
 
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
止息聖諦’。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sacchikā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止
息聖諦需直證’。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sacchik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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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止
息聖諦已直證’。 
 
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趨
向苦止息道聖諦’。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bhāve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趨向
苦止息道聖諦需修習’。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bhāvi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趨向
苦止息道聖諦已修成’。 
 
Yāvakī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na suvisuddhaṃ ahosi,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paccaññāsiṃ.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 people. 
比丘們，只要我對此四聖諦之三 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尚不純淨，比丘們，我未在有天神摩羅梵
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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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si, 
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paccaññāsiṃ.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然而，一旦我對此四聖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真正純淨，比丘們，我即在有天神摩羅梵天、
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 
 
Ñāṇañ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dāni punabbhavoti." 
The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My release is unshakabl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我內心昇起此知見: ‘我的解脫不可動搖。此爲最後一生。今不再有。’  
 
Idam-avoca Bhagavā, 
Attamanā pañca-vaggiyā bhikkhū Bhagavato bhāsitaṃ abhinanduṃ.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此爲薄伽梵所說。五衆比丘對薄伽梵之說隨喜、心悅。 
 
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ṃ bhaññamāne, 
Āyasmato Koṇḍaññassa 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 udapādi,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在此解說期間，尊者喬陳如昇起了無塵、無垢的法眼： 
 
Yaṅ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n-taṃ nirodha-dhammanti.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凡緣起者，皆趨止息。”[凡緣起之法,皆爲止息之法] 
 
Pavattite ca Bhagavatā dhamma-cakke, 
Bhum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Now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ities cried out: 
薄伽梵轉法輪之際，地神們大呼:  
 
"Etam-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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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ā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天神摩羅梵天、宇宙中任何
者，皆不能阻止。” 
 
Bhumm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Cātummahārājik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earth deities' cry,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ook up the cry. 
聞地神之呼聲，四大王天們大呼。 
 
Cātummahārājik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Tāvatiṃs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
three took up the cry. 
聞四大王天之呼聲，三十三天們大呼。 
 
Tāvatiṃs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Yā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三十三天之呼聲，夜摩天們大呼。 
 
Yām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Tusit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Yama deities, the Tusit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夜摩天之呼聲，兜率天們大呼。 
 
Tusit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Nimmānaratī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Tusita deities,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兜率天之呼聲，化樂天們大呼。 
 
Nimmānaratī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Paranimmita-vasavattī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化樂天之呼聲，他化自在天們大呼。 
 
Paranimmita-vasavattī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Brahma-kāyik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he deitie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聞他化自在天之呼聲，梵衆天們大呼: 
 
"Etam-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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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ā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宇宙中任
何者，皆不能阻止。”　 
 
Itiha tena khaṇena tena muhuttena, 
Yāva brahma-lokā saddo abbhuggacchi.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 
於是，那時刻、那瞬間，呼聲直達梵天界。 
 
Ayañca dasa-sahassī loka-dhātu, 
Saṅ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nd this ten-thousand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此十千宇宙在顫動、抖動、震動， 
 
Appamāṇo ca oḷāro obhāso loke pāturahosi, 
Atikkammeva devānaṃ devānubhāvaṃ.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ities. 
一道大無量光出現在宇宙間，勝於天神的燦爛。 
 
Atha kho Bhagavā udānaṃ udānesi, 
"Aññāsi vata bho Koṇḍañño, 
Aññāsi vata bho Koṇḍaññoti."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其時，薄伽梵大聲道: “喬陳如真悟了? 喬陳如真悟了。” 
 
Itihidaṃ āyasmato Koṇḍaññassa, 
Añña-koṇḍañño'tveva nāmaṃ, ahosīti.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故此，尊者喬陳如得名: 阿念-喬陳如[覺悟的喬陳如]。 

四梵住 
The Sublime Attitudes 
 
Ahaṃ sukhito homi 
May I be happy. 
願我得幸福。 
 
Niddukk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stress & pain. 
願我離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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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animosity. 
願我離敵怨。 
 
Abyāpajj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願我離壓迫。 
 
Anīg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trouble. 
願我離困難。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āmi 
May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願我輕松照顧自己。 
 
(METTĀ — GOOD WILL)慈 
Sabbe sattā sukhit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happy. 
願一切衆生得幸福。 
 
Sabbe sattā aver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animosity. 
願一切衆生離敵怨。 
 
Sabbe sattā abyāpajj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願一切衆生離壓迫。 
 
Sabbe sattā anīg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trouble. 
願一切衆生離困難。 
 
Sabbe sattā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look after themselves with ease. 
願一切衆生輕松照顧自己。 
 
(KARUṆĀ — COMPASSION)悲 
Sabbe sattā sabba-dukkhā pamucc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d from all stress & pain. 
願一切衆生離一切苦痛。 
 
(MUDITĀ — APPRECIATION)喜 
Sabbe sattā laddha-sampattito mā vigacch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not be deprived of the good fortune they have at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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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一切衆生不失所得的善運。 
 
(UPEKKHĀ — EQUANIMITY)捨 
Sabbe sattā kammassakā kamma-dāyādā kamma-yonī kamma-bandhū kamma-paṭisaraṇā. 
All living beings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actions, heir to their actions, born of their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their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their actions. 
一切衆生是自己業的擁有者、業的繼承者、緣業而生、因業得眷屬、依業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ant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ā bhavissanti. 
Whatever they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they fall heir. 
無論所作，爲善爲惡，他們自受業報。 

 
福德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beings live happily, 
always free from animosity. 
願一切衆生生活幸福，常離敵怨。 
(泰語略)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泰語略)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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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 LVI.11 
 

轉法輪經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良稹中譯 

 
原文版權所有 ©  1993 坦尼沙羅比丘。免費發

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www.
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

本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仙人墜的
鹿野苑。在那裏，薄伽梵對五衆比丘說：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Which tw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with 
reference to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有此兩極端，隱者[出家者]不可耽於
其中——哪兩極? 於感官對象， 追求感官之
樂：是低級、粗鄙、庸俗、非聖、無益的; 追
求自虐：是痛苦、非聖、無益的。比丘們，避
此兩極端，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
知——趨向甯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八聖道]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
知，趨向甯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者——
是什麽？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
此爲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
向甯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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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Noble Truths]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1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association with the unbelov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e lov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is wanted is stressful.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
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四聖諦] 
比丘們，此爲苦聖諦：生苦、老苦、死苦；
憂、哀、痛、悲、慘苦；與不愛者共處苦、與
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簡言之，五取蘊
苦。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n-
becoming.

比丘們, 此爲苦因聖諦：[苦因是:]造作再生的
渴求——帶著貪與喜、於處處耽享——正是: 
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生的渴求、對無生的
渴求。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比丘們，此爲苦的止息聖諦：對該渴求的無余
離貪、止息、舍離、棄絕、解脫、放開。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比丘們，此爲趨向止息苦之道聖諦：正是此八
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
精進、正念、正定。

[One's duties with regard to the Four Noble 
Truths]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對於四聖諦的責任]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
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眼生智
生慧生明生光生]：‘此爲苦聖諦’。……‘此苦聖
諦需全知’……‘此苦聖諦已全知’。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2 ...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
起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
明：‘此爲苦因聖諦’。……‘此苦因聖諦需斷
棄’……‘此苦因聖諦已斷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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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
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此
爲苦的止息聖諦’……‘此苦的止息聖諦需直
證’……‘此苦的止息聖諦已直證’。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3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
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此
爲趨向苦止息之道聖諦’……‘此趨向苦止息之
道聖諦需修習’ ……‘此趨向苦止息之道聖諦已
修成’。

[Wheel of Dhamma]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present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present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Unprovoked is my releas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法輪] 
比丘們，只要我對此四聖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
實知見尚不純淨，比丘們，我未在有天神摩羅
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
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然而，一旦我對此四聖
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真正純淨，比丘
們，我即在有天神摩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
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
我內心升起此知見: ‘我的解脫不可動搖。此爲
最後一生。今不再有生。’ ”

[The Noble Sangha is born]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聖僧伽的誕生]

此爲薄伽梵所說。五衆比丘對薄伽梵之說隨
喜、心悅。在此解說期間，尊者喬陳如升起了
無塵、無垢的法眼：“凡緣起者，皆趨止
息。”[凡緣起之法,皆爲止息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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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eel of the Dhamma begins to turn]
And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vas cried out: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va, Mara or God or anyone in the 
cosmos." On hearing the earth devas' cry, the devas 
of the Four Kings' Heaven took up the cry...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vas... the 
Tusita devas... the Nimmanarati deva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vas... the deva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va, Mara, or 
God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法輪轉起] 
薄伽梵轉法輪之際，地神們大呼: “在波羅那斯
仙人墜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
婆羅門、天神摩羅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
能阻止。”　聞地神之呼聲，四大王天們大
呼……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
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們大呼:“在波
羅那斯仙人墜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
輪，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宇宙中任何
者，皆不能阻止。”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s. And this ten-thousand 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vas.

於是，那時刻、那瞬間，呼聲直達梵天界。此
十千宇宙在抖動、顫動、震動，一道大無量光
出現在宇宙間，勝 於天神的燦爛。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
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其時，薄伽梵大聲道: “喬陳如真悟了? 喬陳如
真悟了。”　故此，尊者喬陳如得名: 阿念-喬
陳如[覺悟的喬陳如]。 

最近訂正 8-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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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苦聖諦 

Noble Truth of Dukkha 
dukkha ariya sacc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比丘們，此爲 dukkha聖諦：生爲dukkha、老爲dukkha、死爲dukkha，憂、哀、痛、悲、慘爲
dukkha；與不愛者相處爲dukkha、與愛者離別爲dukkha、所求不得爲dukkha：簡言之，五種執取
之蘊爲dukkha。” 
[中譯按: 本段對dukkha的提示,與其說是定義,不如說是例舉。] 

——SNLVI11(相應部) 

 
舍利弗的闡述 
        [舍利弗尊者:] “賢友們，何爲苦聖諦? 生苦、老苦、死苦；憂、哀、痛、悲、慘苦；與不愛
者相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簡言之，五種執取之蘊苦。 
        “何爲生? 凡諸有情，於此類、彼類有情中出生、投生、生下、出現、五蘊顯現、得其[感受]
域界: 那便是生。 
        “何爲老? 凡諸有情，於此類、彼類有情中衰老、朽壞、破損、發白、皮皺、生命力下降、諸
根衰退: 那便是老。 
        “何爲死? 凡諸有情，於此類、彼類有情中死亡、死去、破滅、消失、滅去、命終、五蘊分
解、色身棄去、命根中斷: 那便是死。 
        “何爲憂?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觸者，其憂苦、憂鬱、憂傷、內憂苦、內憂傷: 那便是
憂。 
        “何爲哀?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觸者，其哀哭、哀痛、哀泣、哀號、哀歎: 那便是哀。 
        “何爲痛?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觸者，其身之痛、身之不適、體觸所生之痛與不適: 那便
是痛。 
        “何爲悲?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觸者，其心之痛、心之不適、意觸所生之痛與不適: 那便
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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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爲慘[絕望]?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觸者，其絕望、失望、無望: 那便是慘。 
        “何爲與不愛者相處之苦? 有此情形，不可喜、不可樂、不美的色、聲、香、味、觸感對他昇
起; 或者他與那些對他有惡意、傷害意、願他不適、願他無安全的人們，有關聯、有接觸、有交
往、有交流: 那便是與不愛者相處之苦。 
        “何爲與愛者離別之苦? 有此情形，可喜、可樂、美妙的色、聲、香、味、觸感不對他昇起; 
或者他既與那些對他有善意、增益意、願他舒適、願他安穩的人們，又與他的父母、兄弟、姊
妹、友人、伴侶、親戚，無關聯、無接觸、無交往、無交流: 那便是與愛者離別之苦。 
        “何爲所求不得之苦? 因有重生，遂生此願:‘喔，願我們不再重生、願重生不再光顧我們。’然
而，藉想求不能達成此願。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衆有情因受老……病……死……憂……哀……
痛……悲……慘，遂生此願:‘唉，願我們不再有老……病……死……憂……哀……痛……悲……
慘、願老……病……死……憂……哀……痛……悲……慘不再光顧我們。’ 然而，藉想求不能達
成此願。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 

————MN 141(中部) 

 
從官感角度的定義  
        “ 何爲dukkha 聖諦? 答案應該是: ‘六種內在感知媒介’。哪六種? 眼的媒介……耳……鼻……
舌……身……識。此謂 dukkha 聖諦。” 

————SNLV1 14(相應部) 

 
Dukkha 如炽火  
        “這一切在燃燒。哪一切在燃燒? 眼在燃燒。形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燃燒。凡是依
賴於眼觸而昇起的——樂、痛、不樂不痛——也在燃燒。以什麽燃燒? 以欲望之火、怒意之火、
與癡迷之火在燃燒。我告訴你們，以生、老、死，以憂、哀、痛、悲、慘，在燃燒。  
        “耳在燃燒。聲音在燃燒…… 
        “鼻在燃燒。氣息在燃燒…… 
        “舌在燃燒。味覺在燃燒…… 
        “身在燃燒。觸覺在燃燒…… 
        “心在燃燒。觀念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凡是依賴於意識接觸而昇起的——
樂、痛、不樂不痛的經歷——也在燃燒。以什麽燃燒? 以欲望之火、怒意之火、與癡迷之火在燃
燒。我告訴你們，以生、老、死，以憂、哀、痛、悲、慘在燃燒。” 

——SN XXXV.28(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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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解Dukkha  
        “‘應了解 Dukkha。 應了解dukkha 轉起運作之因。應了解dukkha 的多樣。應了解dukkha 之
果。應了解dukkha 的止息。應了解dukkha 的止息之路。’ 是這麽說的。是指哪方面而說?" 
        “生爲dukkha 、老爲dukkha 、死爲dukkha ，憂、哀、痛、悲、慘爲dukkha ；與不愛者相處爲
dukkha 、與愛者離別爲dukkha 、所求不得爲dukkha ：簡言之，五種執取之蘊爲dukkha 。 
        “何爲dukkha 轉起運作之因? 渴求爲dukkha 轉起運作之因。 
        “何爲dukkha 的多樣? 有大、有小的 dukkha，有消退快、消退慢的dukkha 。這就是dukkha 的
多樣。 
        “何爲dukkha 之果? 有這些情形，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憊、悲傷、痛悼、哀歎、捶
胸、昏亂起來。或者，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憊、便外出尋索，‘有誰知道終止這苦痛的
一兩個辦法?’ 比丘們，我告訴你們，dukkha 或者導致昏亂、或者導致尋索。這就是dukkha 之
果。 
        “何爲dukkha 的止息? 從渴求的止息，就導致了dukkha 的止息;而正是這八聖道——正見、正
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導致dukkha 的止息的修持之路。 
        “當一位聖者的弟子辨知，dukkha 是這般、dukkha 轉起運作之因是這般、dukkha 的多樣是這
般、dukkha 之果是這般、dukkha 的止息是這般、dukkha 的止息之道是這般，那麽他即知，這個
洞察(真相)的梵行，爲 dukkha 的止息。” 

——AN VI63(增支部) 

相關連接: 
        第二聖諦 
        第三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index.html 
最近訂正 3-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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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Dukkha之因聖諦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 of Dukkha 

dukkha samudaya ariya sacc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比丘們，這是苦因聖諦：引起進一步緣起的渴求——帶著貪欲與喜愛、隨時享受這與那
——換句話說，是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緣起[有生]的渴求、對非緣起的渴求。”

——SNLVI11(相應部)

 
渴求必然導致更多的苦

如果這粘著、粗俗的渴求， 
        把你壓倒在世， 
你的憂愁會如 
        雨後野草般瘋長。 
 
如果在世間， 
        你壓倒這粘著、粗俗的渴求， 
難逃的憂愁會如 
        蓮上水珠般滾離。

——Dhp 335-336(法句經)
 

如果樹根 
        完好、強壯 
樹幹砍倒 
        仍會重長。 
 
同樣，潛伏的渴求 
        不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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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苦 
       會一次次重生。

——Dhp338(法句經)

 
放下渴求，開啓覺醒的可能性 
        “比丘們，任何渴求形色的欲望與貪愛，是一種心的雜染。任何渴求聲音……渴求氣息……
渴求味感……渴求觸覺……渴求觀念的欲望與貪愛，是一種心的雜染。對於這六根，棄絕了覺知
的雜染時，心則趨向出離。長養了出離的心，易受教，可以親證值得證悟的素質。” 

——SNXXVII.9(相應部) 

相關連接: 
        第三聖諦 
        第四聖諦 
        第一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index.html 
最近訂正 9-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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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Dukkha的止息聖諦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dukkha nirodho ariya sacc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比丘們，這是滅苦聖諦：對該渴求不著余迹的消退、止息、出離、舍棄、解脫、放下。” 

——SNLVI11(相應部)

 
無欲至上 
        “在任何造作與非造作的素質之中，無欲的素質——制服沈醉、消滅渴望、拔除執著、斬斷
輪回、摧毀渴求、無欲、止息、實現解脫——至上。對無欲素質有信心者，是對至上素質有信
心; 對至上素質有信心者，會得至上果報。” 

——Iti 90(如是語)

 
寂止:  終點的標志 
        “這是甯靜、這是极致——一切造作的寂止、一切攫取的舍棄、渴求的終結; 無欲; 止息; 涅
槃。” 

——MN64(中部)

 
揭示苦因 
        “比丘們，我告訴你們，漏的終結，有知有見者才得成就，無知無見者不可得。知何見何
者，才有漏的終結? ‘色是這般、其因是這般、其滅是這般。受是這般、其因是這般、其滅是這
般。想是這般、其因是這般、其滅是這般。想是這般、其因是這般、其滅是這般。識是這般、其
因是這般、其滅是這般。' 漏的終結，有如此知、如此見者才得成就。  
        “我告訴你們，在終結(漏盡)時對終結的了解，有先決條件，非無先決條件。其先決條件是什
麽? 是解脫……我告訴你們，解脫有先決條件，非無先決條件。其先決條件是什麽? 是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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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厭離……是如實知見(知識與景象)……是定力……是愉樂……是甯靜……是至喜……是歡快……

是信念……是苦……是生……是緣起……是執取……是渴求……是感受……是接觸……是六種感
官媒體……是名色……是意識……是造作……我告訴你們，造作有先決條件，非無先決條件。其
先決條件是什麽? 是無明……” 

        正如天神在高山施降暴雨、雷霆：雨水沿坡而下，注入山坳、山峽、山溝。山坳、山峽、山
溝盈滿時，注入小池; 小池盈滿時，注入大湖……小溪……大河。大河盈滿時，注入大洋. 同樣
地，

造作以無明爲先決條件， 
意識以造作爲先決條件， 
名色以意識爲先決條件， 
六種感官媒介(六處)以名色爲先決條件， 
接觸以六種感官媒介爲先決條件， 
感受以接觸爲先決條件， 
渴求以感受爲先決條件， 
執取以渴求爲先決條件， 
緣起以執取爲先決條件， 
出生以緣起爲先決條件， 
苦與緊張以出生爲先決條件， 
信念以苦與緊張爲先決條件， 
歡快以信念爲先決條件， 
至喜以歡快爲先決條件， 
甯靜以至喜爲先決條件， 
愉樂以甯靜爲先決條件， 
定力以愉樂爲先決條件，  
如實知見以定力爲先決條件， 
厭離以如實知見爲先決條件， 
無欲以厭離爲先決條件， 
解脫以無欲爲先決條件， 
終結之智(漏盡智)以解脫爲先決條件。” 

——SNXII23(相應部)

 
非喜非痛升起之处 
        “由該無明不著余迹的消退與止息，樂與苦從內在升起所緣的色身[感]則便不複存在。樂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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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在升起所緣的言語則不複存在……樂與苦從內在升起所緣的意識則不複存在。樂與苦從內在
升起所緣的域場、地點、維度、主題則不複存在。” 

——SNXII25(相應部)

 
此/彼依缘 
        “他藉着明辨，正確地找到、正確地培養成哪一種尊貴法門?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注意
到: 

有此，則有彼 
此的升起，導致彼的升起， 
無此，則無彼 
此的止息，導致彼的止息。

        “換句話說:
以無明爲前提，升起造作(行蘊)， 
以造作爲前提，升起意識， 
以意識爲前提，升起名色， 
以名色爲前提，升起六種感知媒介， 
以六種感知媒介爲前提，升起接觸， 
以接觸爲前提，升起感受， 
以感受爲前提，升起渴求， 

以渴求爲前提，升起執取/維持， 
以執取/維持爲前提，升起緣起， 
以緣起爲前提，升起出生， 
以出生爲前提，接下來衰老、死亡、憂、哀、痛、悲、慘．便都升起運作。 若大一堆
緊張、苦痛便是這樣起源的。 

        “接下來，從該無明不著余迹的退隱、止息，導致了造作的止息。從造作的止息，導致了意
識的止息。從意識的止息，導致了名色的止息。從名色的止息，導致了六種感知媒體的止息。從
六種感知媒體的止息，導致了接觸的止息。從接觸的止息，導致了感受的止息。從感受的止息，
導致了渴望的止息。從渴望的止息，導致了執取/維持的止息。從執取/維持的止息，導致了生的
止息。從生的止息，導致了來老、死、憂、哀、痛、悲、慘的全部止息。若大一堆緊張、苦痛便
是這樣止息。  
        “這就是他藉着明辨，正確地找到、正確地培養成的尊貴法門。”

——AN X92 (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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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接: 
        四聖諦 
        第四聖諦 
        第二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3/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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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滅苦之道聖谛 八聖道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Dukkha止息之道聖諦 

The Noble Truth of the Path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dukkha nirodha gamini patipada ariya sacc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八聖道 
        “比丘們，這是苦的止息之道聖諦: 正是這條八聖道: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 

——SN LVI.11(相應部)

 
八聖道的三分屬 
        [達摩迪那尊者尼出家前的丈夫毗沙卡:] “那麽，聖尼，這三蕴[戒德、定力、明辨] 属於八聖
道之下，還是八聖道属於三蕴之下? ” 
        [達摩迪那尊者尼:] “毗沙卡賢友，這三蕴不属於八聖道之下，但八聖道属於這三蕴之下: 正
語、正業、正命屬於戒蘊， 正精進、正念、正定屬於定蘊， 正見與正志屬於明辨蘊。” 

——MN44(中部)

 
古道的重新發現 
        “正好比一個人沿著荒野足跡行走，發現了一條古徑、一條古道，曾爲古人所行。他沿著它
走。沿著走時，他看見一座古城，一座前人集居的古都，帶著庭園、矮樹、池塘，城牆環繞，賞
心悅目。他去對國王、大臣們說: ‘大人，你要知道，我沿著荒野足跡行走，發現了一條古徑、一
條古道，曾爲古人所行……我沿路而走……我看見一座古城，一座前人集居的古都，帶著庭園、
小樹林、池塘，城牆環繞，賞心悅目。大人，重建那座城吧。’ 國王與大臣們便重建古城，後來
那座城變得強大、富有、人衆、昌盛、繁榮。 
        “同樣地，我看見了一條古徑，一條古道，曾爲古時的正自覺者所行。曾爲古時的正自覺者
所行的那條古徑、那條古道是什麽? 正是這條八聖道: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我沿路而走。沿著走時，我獲得了對於出生……緣起……執取……渴望……感
受……接觸……六種感官媒介……名色……意識的直觀了解，對於意識之因的直觀了解、對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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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止息的直觀了解、對於意識止息之道的直觀了解。我沿著那條道走。 
        “沿著它走，我獲得了對於造作的直觀了解、對於造作之因的直觀了解、對於造作止息之道
的直觀了解。親證之後，我向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們指明，使此梵行強大、豐富、詳
細、人衆、廣傳、在天界與人間宣說。” 

——AN III.62(增支部)

 
唯有走這條道才能趨向覺悟  
        “任何法與律中，無八聖道，其處則無證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行者[指入流果者、一
還果者、不還果者、阿羅漢]。然而任何法與律中，有八聖道，其處則有證得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果的行者。此法此律有八聖道，在此便有證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行者。其他教派
空缺多識的行者。比丘們若安住正道，此世間就不缺阿羅漢。” 

——DN16(長部)

相關連接: 
        四聖諦 
        第三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cca4_dukkha%20nirodha%20gamini%20patipada2.htm (2 of 2) [12/31/2010 10:36:22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index.html


次第訓練-涅槃

s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三聖諦]

涅槃 
Nibbana 

巴nibbana/梵nirvan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
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
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涅槃之意爲佛陀一切教導所指的最終目標、即超世而不可形容的自由。 
 
以它是什麽定義...... 
        “此爲甯靜，此爲極致——一切造作的消解、一切有取的放棄、渴求的終結; 無欲; 止息; 涅
槃。”

——ANIII32(增支部)
 

無火可比貪欲。 
無失可比瞋恨。 
無痛可比五蘊。 
無樂可比涅磐。 
 
饑馑爲百病之首。 
諸行爲衆苦之首。 
如實見此真諦者， 
解脫爲自在之首。 
 
無病爲福佑之首。 
知足爲財富之首。 
信任爲族親之首。 
解脫爲自在之首。

——Dhp 202-205(法句經)
 

開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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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住於禪那， 

        持恒、精進: 
得以親證涅磐—— 
        無上安甯的解脫。 

——Dhp 23(法句經)

 
以它不是什麽定義...... 
        “有那麽一個維度，其中既無地、亦無水、無火、無風; 既無空無邊處、亦無識無邊處、無無
所有處、無非想非非想處; 既無此世、也無來世、無日、無月。我說有，有不來、不去、不住; 不
生、不滅; 無立足點、無基地、無維持[指心智客體]。這，正是苦的終結。” 

——Ud VIII.1(自說經)
 
        “比丘們，不生、不有(非緣起)、非造作、無爲(之維度)實有。若無不生、不有、非造作、無爲
(之維度)，則不能辨知從生、有、造作、有爲的解脫。 然而，正因爲不生、不有、非造作、無爲
(之維度)實有，才得以辨知從生、有、造作、有爲的解脫。”

——Ud VIII 3(自說經)
 
 

    在水、地 、火、風無立足處; 
        那裏星無光、 
            日不見、 
            月不起、 
            無黑暗。 
 
    當一位聖賢、一位行者 
        以睿智親證之時， 
    他便從色與無色之中 
        從喜與苦之中 
            解脫。

——UdI10(自說經)

 
對涅槃的初次突破，終結了如此多的苦  
        接著，世尊用指尖拿起一丁点土，對比丘們說，“比丘們，你們認爲如何？我用指尖拿起的
一丁点土，比起大地之土，哪個更多？” 
        “世尊，大地之土要多得多。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丁点土，與大地之土相比，根本不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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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丁点土，與大地之土相比，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萬分之
一。”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有具足見的聖者弟子，一個已經突破[入流]的人，苦與緊張的總體終
結與止息，要遠遠大多了。剩下至多七次的輪回，根本不算什麽：與過去那一團苦相比，根本不
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萬分之一。比丘們，那就是突破、入法流的益處。那就是得法眼的大
益處。” 

——SN XIII 1 (相應部)                    

 
完全實現了涅槃的人，會發生什麽? 
        [阿奇沙那-婆蹉衢多:] “可是，喬達摩大師，一位如此獲得心解脫的比丘: 他會往生何處?” 
        [佛陀:] “婆蹉，‘往生’不合適。” 
        “那麽喬達摩大師，他不往生。” 
        “婆蹉，‘不往生’不合適。” 
        “……同時既往生、也不往生。” 
        “……不合適。” 
        “……同時非往生、非不往生。” 
        “……不合適。” 
        “喬達摩大師，爲什麽，當我問喬達摩大師這位比丘是否往生……不往生……同時既往生、
也不往生……同時非往生、非不往生時，每一次他都說……‘不合適。’ 喬達摩大師，此時我迷惑
了。此時我糊塗了。從你先前對話中所得的那一點明晰，如今又混淆了。”  
        “婆蹉，你當然會迷惑。你當然會糊塗。婆蹉，這個現象深刻、不易見、不易實現、甯靜、
精細、不依賴猜測、微妙、由智者親證。對那些有其他見解、其他修持、其他滿足、其他目標、
其他導師的人，這是難以了解的。盡管如此，我現在對你提些問題，你看怎麽合適就怎麽答。婆
蹉，你覺得如何，如果你面前有一堆火在燃燒，你是否知道:‘這火在我面前燃燒。’” 
        “……是的……” 
        “婆蹉，再假定有人問你，‘在你面前燃燒的這堆火，靠什麽燃燒?’ 這個問題，你怎麽答?” 
        “……我會答，‘在我面前燃燒的這堆火，靠草木維持燃燒。’” 
        “如果在你面前燃燒的火熄滅了，你是否知道，‘在我面前燃燒的這堆火熄滅了。’” 
        “……是的……” 
        “婆蹉，再假定有人問你，‘在你面前熄滅的這堆火，從此往哪個方向去了? 東? 西? 北? 南?’ 
這個問題，你怎麽答?” 
        “那不合適，喬達摩大師。任何靠草木維持的火，不受滋養時——耗盡已有、另無供補——
只能歸爲‘滅了[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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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如此，婆蹉，任何以色描述如來者，會這樣描述:‘如來已舍棄了形色，如拔起的棕榈，生
機已失、永不再生。’ 婆蹉，如來不能以色分別，如來如大海，深奧、無限、不可測。‘往生’是不
合適的。‘不往生’是不合適的…… ‘同時既往生、也不往生’是不合適的……‘同時非往生、非不往
生’是不合適的。 
        “任何受……想……行…… 
        “任何以識(意識)描述如來者會這樣描述: 如來已出離，如拔起的棕榈，生機已失、永不再
生。婆蹉，如來已脫離識的分別，如大海，深奧、無限、不可測。” 

——MN72(中部)

 
阿羅漢的勝利呼聲 
        “輪回已終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成。不再有爲於世。” 

——SN XXII59(相應部)

 
輪回的終止

有人重投人胎， 
作惡者去地獄， 
正直者上天界， 
無漏者得解脫。

 
——Dhp126(法句經)

相關連接: 
        第三聖諦 
        輪回 
        三十一個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3/nibban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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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正見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見 
Right View 
samma ditthi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見爲八聖道爲第一道支，屬聖道的明辨分部。 
 
定義 
        “何爲正見? 即苦之智、苦因之智、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 之智: 此謂正見。”

——DN22(長部)

 
與聖道其它道支的關系 
        “正見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見爲妄見，正見爲正見。此即他的正見。那麽，何爲妄見? ‘無佈
施、無供養、無奉獻。善業惡業無果 無報。無此世來世、無父母、無自行輪回的衆生; 無僧侶行
者，藉正行、正修，自知、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此爲妄見......  
        “他努力棄絕妄見、進入正見: 這是他的正精進。他念住於棄絕妄見、進入、安住於正見: 這
是他的正念。因此，這三道支——正見、正精進、正念——圍繞正見而行。” 

——MN117(中部)

 
妄見的果報…… 
        “持妄見者，生妄志。妄志者，生妄語。妄語者，生妄業。妄業者，生妄命。妄命者，妄精
進。妄精進者，生妄念。妄念者，生妄定。妄定者，生妄知。妄知者，妄得解脫。 
        “這便是妄見何以引生失敗、無成 。” 

——AN X 103(增支部)

 
……正見的果報 
        “當一個人有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知、正解脫時，他
隨那個見，凡所行身業……凡所行語業……凡所行意業，凡有動機、凡有決心、凡有造作，皆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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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愉悦、喜乐、適意、福利、幸福。爲什麽? 因爲那個見是吉祥的。” 
        “正如一粒甘蔗籽、稻種、葡萄籽種於濕土，凡從水土吸取的一切養分，皆增長其甜味、美
味、純味。爲什麽? 因爲那粒種子是吉祥的。同樣地，當一個人有了正志、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正知識、正解脫，他隨那個見，凡所行身業……凡所行語業……凡所行意
業，凡有動機、凡有決心、凡有造作，皆趨向愉悦、喜乐、適意、福利、幸福。爲什麽? 因爲那
個見是吉祥的。”

——AN X 104(增支部)

 
妄見的叢林 
        “有此情形，一位未受教育的凡夫，看不清什麽意念適於專注，什麽意念不適於專注。 因
此，他不專注正當意念，而專注不當意念。什麽意念不適於專注、他卻在專注? 無論什麽意念，
當他專注時，未升起的感官欲漏升起、已升起的感官欲漏增長; 未升起的緣起之漏升起……未升
起的無明之漏升起、已升起的無明之漏增長。這便是他怎樣作不當專注: ‘我有過去嗎? 我沒有過

去嗎? 我過去是什麽? 我過去怎樣? 我已是什麽了，過去曾是什麽? 我會去未來嗎? 我未來會是

什麽? 我未來怎樣? 我已是什麽了，未來會是什麽? ’ 或者，他對即刻當下有內在的疑惑: ‘我存

在嗎? 我不存在嗎? 我是什麽? 我怎樣? 這個生靈從哪裏來？ 會去那裏？’ 
        “隨著他這般專注不當，內心升起了六種見[view,見解,眼見]之一: ‘我有自我’之見升起爲真確，
或者， ‘我沒有自我’之見……或者， ‘正是藉著自我，我感知自我’ 之見……或者， ‘正是藉著自

我，我感知非我’ 之見……或者， ‘正是藉著非我，我感知自我’ 之見升起爲真確，再不然他有如
此之見： ‘我這個自我——也就是對此處彼處善惡果報的覺知者——是常住、>常存、固有、不

變、永恒的。’ 這就稱爲見的叢林、見的荒野、見的變形、見的扭曲、見的束縛。爲見所捆綁、
未受教育的凡夫不能從生、老、死 、憂、哀、痛、悲、慘中解脫。我告訴你們，他不能從苦中解
脫。 
        “一位受良好教育的聖者弟子……明辨什麽意念適於專注，什麽意念不適於專注。因此，他
不專注不當意念，而專注正當意念。什麽意念適於專注? 無論什麽意念，當他專注時，未升起的
感官欲漏不升起、已升起的感官欲漏被舍離……未升起的緣起之漏不升起……未升起的無明之漏
不升起、已升起的無明之漏被舍離。他適當地專注:‘這是苦……這是苦因……這是苦的止息……

這是苦的止息之道。’隨著他作適當的專注，三種束縛斷絕了: 自我觀念、疑、對戒律與修持教條
的執取[戒禁取]。這就稱爲藉親見而滅漏。” 

——MN2(中部)

 
何時知識真正屬於自己  
        [迦旃延:] “世尊，人們說，‘正見、正見，’ 到什麽地步，才有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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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 “迦旃延，一般來說，這個世界是由極性[作爲客體]維持著的，即存在與不存在。但
是當一個人以正明辨如實看見世界的緣起，就不會認爲這個世界‘不存在’。當他以正明辨如實看
見世界的止息，就不會認爲這個世界‘存在’ 。  
        “迦旃延，一般來說，這個世界受粘著、執取[維持]與偏見的束縛。但是這樣一個人，是不會
涉入、抓住這些粘取、執取、成見、偏見、偏執的，他也不會堅持‘我自己’ 。 他對此絕無不定、
絕無疑惑，即: 有升起時，只有苦的升起; 有消逝時，只有苦的消逝。在這方面，他的知識不依賴
他人。迦旃延，到了這個地步，就有了正見。” 

——SN XII 15(相應部)

 
放棄不善巧素質，培養善巧素質 
        “不要只聽從報告、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
是我們的導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缺乏技巧的；這些素質是該受責備的；這
些素質受到智者的批評；這些素質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傷害與苦痛——那時你應當棄絕它們…… 

        “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善巧的；這些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到智者的贊
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安甯與幸福” ——那時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ANIII 65(增支部)

相關連接: 
        四聖諦 
        坦尼沙羅尊者: 正见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index.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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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正志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志 
Right Resolve 
samma sankappo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志[正確的動機]在八聖道八道支中位於第二，屬聖道的智慧分部。 
 
定義 
        “何爲正志? 有志於出離、無惡意、無傷害意。此謂正志。”

——SNXLV.8(相應部)

 
培养善巧的思维方式 
        “一個人怎樣以三種方式使意業純淨？有此情形，一個人不貪。他不貪圖他人所有，想着: 
‘喔，那個屬於他人的可以成爲我的！’他 無惡意，內心堅定、不受敗壞。[他想］‘願這些生靈不
受敵意、不受壓迫、不受困難，願他們平安照顧自己。’他有正見，看事物觀點不扭曲：‘有佈
施、有供養、有奉獻。善行惡行有果有報。有此世來世。有父母。有生靈在自發輪回；有僧侶行
者、藉着正行、正修，亲知、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這就是一個人怎樣以三種方式令意業
純淨。” 

——AN X176(增支部)

 
與聖道其它道支的關系 
        “正見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志爲妄志，正志爲正志。這就是他的正見。那麽，什麽是妄志? 有
志於感官之欲、惡意、傷害意。這就是妄志。  
        “他努力棄絕妄志、進入正志: 這是他的正精進。他念住於棄絕妄志、進入、保持正志: 這是
他的正念。因此，這三道支─—正見、正精進、正念─—圍繞正見而行。” 

——MN117(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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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考分兩類 
        世尊說，“比丘們，我在自覺醒前，還是一個未覺醒的菩薩時，曾想:‘何不把我的思考分爲兩
類? ’ 於是我把飽含感官之欲的思考、飽含惡意的思考、飽含害意的思考分爲一類，把飽含出離的
思考、飽含無惡意的思考、飽含無害意的思考，分爲另一類。 
        “如此我保持著警覺、精勤、決意，飽含感官之欲的思考升起時，我辨知:‘飽含感官之欲的思
考在我內心升起了; 它趨向害己、害人、或兩害。它妨礙明辨、增長煩躁、不趨向解脫。’ 
        “我注意到它趨向害己時，它平息下來。我注意到它趨向害人……兩害……阻礙明辨、增長
煩躁、不趨向解脫時，它平息下來。每當飽含感官之欲的思考升起，我立即棄絕它、摧毀它、驅
逐它、滅除它。 
        “如此我保持著警覺、精勤、決意時，飽含惡意的想法升起了。我辨知‘飽惡意的思考在我內
心升起了; 它趨向害己、害人、或兩害。它妨礙明辨、增長煩躁、不趨向解脫。’ 
        “我注意到它趨向害己時，它平息下來。我注意到它趨向害人……兩害……妨礙明辨、增長
煩躁、不趨向解脫時，它平息下來。每當飽含惡意的想法升起，我立即棄絕它、摧毀它、驅逐
它、滅除它。” 

——MN12(中部)

 
觀照個人行爲(業) 
        “每當你想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的這個身業——它會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
人、或傷害雙方嗎?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嗎?’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
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
身業你絕對不適合作。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致傷害……它會是一種善巧的身
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任何那樣的身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的這個身業——是在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
人、或傷害雙方嗎?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 報嗎?’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
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
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身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傷害自己、傷
害他人、或傷害雙方;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
的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開。忏悔後，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
它不曾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者傷害雙方……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
你應當安住於清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同理於語業與意業]…… 
…… 
        “因此，羅喉羅，你應當訓練自己: ‘我要反複觀照自己的身業。我要反複觀照自己的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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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反複觀照自己的意業。’ 你應當這樣訓練自己。” 

——MN61(中部)

 
慈愛之心 
        “在此，比丘們，某個人心裏充滿了慈愛之意，朝一個方向傳送，又朝第二個方向、第三個
方向、第四個方向傳送，這般地朝上、朝下、周遭、處處傳送，如對己一般對一切衆生傳送; 他
的心保持著充沛、提升、 無量慈心、無敵意惡意、向包容萬物的宇宙傳送。” 

——AN IV.125(增支部) 

 
爲己爲他 
        “在如法修持法、了解法、了解法義的兩人之間─—那位只爲自己不爲他人福利而修行的人，
當爲此受批評，那位既爲自己也爲他人福利而修行的人，當爲此受稱贊。” 

——AN VII64 (增支部) 

相關連接: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nkappo/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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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語 
Right Speech 

samma vac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語在八聖道八道支中位於第三，屬聖道的戒德分部。 
 
定義 
        “何爲正語? 避說謊、避饞言、避辱罵、避閑談。此謂正語。” 

——SNXLV8(相應部)

 
正語的五要素 
        “比丘們，一句話擁有了五要素，則是善言、非惡言。它不受有識之士的指責與非難。哪五
種? 
        “適時而言。真實而言。温和而言。有益而言。慈心而言。” 

——AN V.198(增支部)

 
說謊的危險 
        “我告訴你們，有一件事，違反的人，沒有什麽惡事是他不會做的。哪一事？是這件事：故
意說謊。 

違反此戒的妄語者， 
        毫不關心來世。 
沒有什麽惡事， 
        他不會做。”

——Iti 25(如是語)

 
只講無傷害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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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只講既不損己、又不傷人之語。那樣的言語確爲善語。  
        “他應只講親切之語、人易接受之語。不給他人帶來不幸之語，是和悅的。” 

——Thag XXI(長老偈)

 
以善擇之言自我淨化 
        “那麽，一個人怎樣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棄絕謊言、避免謊言。他被廂鎮集會、團體集會、家族集會、行業集
會、或者王室集會召去，如果他被指作證人，‘來吧，善男子，講你所知的事’，若他不知，就
說‘我不知’。若他知，就說‘我知’。若他不曾見，就說‘我不曾見’，若他見過，就說‘我見過’。這
樣，他不爲己、爲人、或爲任何獎賞而故意說謊。他棄絕謊言、避免謊言。他說真話、堅持真
相、堅定、可靠、無欺於世。 
        “他棄絕饞言、避免饞言。他在此處所聞，不在彼處講，爲了不離間彼處與此處的人。他在
彼處所聞，不在此處講，爲了不離間此處與彼處的人。這樣，他團結彼此分裂者，鞏固彼此聯合
者，他愛好和睦、喜好和睦、樂於和睦，講制造和睦之語。 
        “他棄絕辱罵、避免辱罵。他的言辭悅耳、親切、入人心、有禮、適意、令人欣慰。 
        “他棄絕閑談、避免閑談。他講述適時、講述如實、合乎目標、如法如律。他的言辭值得珍
視、及時、合理、謹慎、與目標相關。 
        “這就是一個人怎樣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 

——AN X176 (增支部)

 
與正道其它道支的關系 
        “正見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語爲妄語、正語爲正語。這就是他的正見。那麽，什麽是妄語? 說
謊、離間饞言、辱罵、閑談。這就是妄語。  
        “他努力棄絕妄語、進入正語: 這是他的正精進。他念住於棄絕妄語、進入、保持正語: 這是
他的正念。因此，這三道支——正見、正精進、正念——圍繞正見而行。” 

——MN117(中部) 

 
什麽話值得講的標准 
[1] “有些話，如來知其非實、不真、無益[原注:與目標無關]、對人不親切、不合意，他不說。 
[2]“有些話，如來知其爲實、爲真、無益、對人不親切、不合意，他不說。 
[3]“有些話，如來知其爲實、爲真、有益、對人不親切、不合意，他知時而言。 
[4]“有些話，如來知其非實、不真、無益、但對人親切、合意，他不說。 
[5]“有些話，如來知其爲實、爲真、無益、但對人親切、合意，他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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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話，如來知其爲實、爲真、有益、對人親切、合意，他知時而言。爲什麽? 因爲如來對
衆生有同情心。” 

——MN58(中部)
 

只講既不損己、 
        又不傷人之語， 
那樣的言語 
        是真正的善語。 
 
只講親切之語、 
        受歡迎之語。 
不給人帶來不幸之語 
        是和悅的。

——SnIII.3(小部經集)

 
在你說話之前、之時、之後觀想 
[佛陀對幼子羅喉羅說: ]  
        “每當你想作某個語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的這個語業——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會有苦果、苦報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導致害己、害
人、或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會有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語業你絕對不適合作。但
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致傷害……它是一種善巧的語業，會有樂果、樂報，那麽
任何那樣的語業，你適合去做。  
        “你正在作某個語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的這個語業——是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
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有苦果、苦報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致害己、害
人、或兩害……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語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害己、害 人、
或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有苦果、苦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的修行同伴忏

悔、披露、公開。忏悔後，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曾導致害
己、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的語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新與喜樂，日
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MN61(中部)

 
沙門當避免的言談 
        “有些僧侶沙門，雖靠信仰佈施之食爲生，卻專好談論低下話題，譬如——談論國王、強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mma%20vaca2.htm (3 of 5) [12/31/2010 10:36:33 PM]



次第訓練-正言

盜、大臣; 軍隊、警報、戰役; 飲食、家具、花環、香料; 親戚; 車輛; 村鎮、城鄉;女人、英雄; 街
井流言; 死者故事; [有關過去未來的哲學討論的]種種說法、世界與海洋的起源; 事物是否存在之談
——他避免談論此等低下話題。這也是他戒德的一部分。 
        “有些僧侶沙門，雖靠信仰佈施之食爲生，卻專好诤論低下話題，譬如——‘你懂此教此律
麽? 我才是懂得此教此律者。你如何懂此教此律? 你的修持有誤，我修持正確。我前後一致，你
不一致。該先講的你最後才講，該最後講的你卻先講。你的久想心得已給駁回，你的教義已給推
翻。你失敗了。快去挽救你的教義、挽救你自己吧!’ ——他避免談論此等低下話題。這也是他戒
德的一部分。” 

——DN2(長部)

 
十個有益話題 
        “有這樣十個[適宜]話題。哪十個? 談論謙卑、滿足、隱居、不糾纏、精進、戒德、定力、明
辨、解脫、解脫的知與見。這便是十個適宜的話題。反複討論這十個話題，你們的光明將使日月
失色，如此強大、如此有力——不必說勝於其它教派的遊方者了。” 

——AN X69(增支部)

 
怎樣善巧地批評他人 
        “比丘啊，一位比丘欲批評另一位比丘時，他應當自審五要點、並且自立另五要點之後進
行。何爲他應自審的五要點? 
        [1]“我在身業修持上是否純淨、無過、無染……? 
        [2]“我在語業修持上是否純淨、無過、無染……? 
        [3]“我內心對梵行同道們是否有善意、無惡意? 
        [4]“我是否多聞、聞後心記、聞後存憶? 法義教導始善、中善、後善，細節與要義上圓滿具
足、清淨非凡——這樣的教導，我是否多聞、廣記、已在言語上修習、已在內心思索後正確地洞
穿其義? 
        [5]“我是否已把波羅提木叉[比丘與比丘尼戒]完全記憶於心、已精解善析、已逐經分部地詳細
研習? 
        “此爲他須自審的五要點。 
        “那麽，何爲他須自立的另五要點? 
        [1]“我講的時機是否適宜? 
        [2]“我所講是否爲事實? 
        [3]“我言談溫和還是粗暴? 
        [4]“我所講是否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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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我言談帶著慈心還是惡意? 
        “比丘啊，此即一位比丘欲批評另一位比丘時，應首先自審的五要素與自立的另五要素。” 

——ANV (波羅提木叉經)

相關連接:  
        戒德 
        正業 
        正命 
        五戒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vaca/index.html 
最近訂正 9-1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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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tr> 

正業 
Right Action 

samma kammanto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業在八聖道八道支中位於第四，屬聖道中的戒德分部。 
 
定義 
    “何爲正業? 離殺生、離偷盜、離不當性事。此謂正業。” 

——SNXLV8(相應部)

 
與聖道其它道支的關系 
    “正見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業爲妄業、正業爲正業。這爲他的正見。那麽，什麽是妄業? 殺生、
不予而取、不當性事。此爲妄業。
    “他努力棄絕妄業、進入正業: 這是他的正精進。他念住於棄絕妄業、進入、保持正業: 這是他
的正念。因此，這三道支——正見、正精進、正念——圍繞正見而行。”

——MN117(中部)

 
善巧的生活 
    “他於是出家，接受比丘的訓練與生活方式，戒殺生，離殺生。他爲了一切衆生的福祉，放下
棍、放下刀，謹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離不予而取。他只取所予，生活不隱昧，
自行淨化。戒非獨身、他獨身，戒離村人般的性事。” 

——ANX99(增支部)

 
居家人的善巧 
    “那麽，一個人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有此情形，某人戒殺生、離殺生。他爲了一切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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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祉，放下棍、放下刀，謹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離不予而取。他不以盜賊的
方式，在村裏或野外，拿走屬於他人、未曾贈與之物。他戒不當性事、離不當性事。他不與有父
母、兄弟、姐妹、親戚的保護、有法保護(指出家人)的人; 不與有丈夫者、受刑犯、甚至不與另有
男子贈花爲冠者，行任何性事。這便是一個人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

——AN X176(增支部)

相關連接:  
        戒德 
        業
        正語 
        正命 
        五戒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kammanto/index.html
最近訂正 2-2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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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命 
Right Livelihood 

samma ajivo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命在八聖道八道支中位於第五，屬聖道的戒德分部。 
 
定義 
        “何謂正命?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放棄了不誠實的生計、以正當職業活命。此謂正
命。” 

——SNXLV.8(相应部)

 
生計平衡 
        “如此，毗耶柯帕迦，一位了解收支的家主，維持生計平衡，既不鋪張、又不悭吝，他了解
這樣做，收入高於支出、而不是支出高於收入。”

——ANVIII54(增支部)

 
與正道其它道支的關系 
        “正見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命爲妄命、正命爲正命。這就是他的正見。那麽，什麽是妄命? 騙
局、哄說、迎合、詐取、利上求利。這就是妄命。  
        “他努力棄絕妄命、進入正命: 這是他的正精進。他念住於棄絕妄命、進入、保持正命:  這是
他的正念。因此，這三道支——正見、正精進、正念——圍繞正見而行。”

——MN117(中部)

 
居士的妄命 
        “一位居士不應從事的商業交易有五類。哪五類? 武器交易、人口交易、肉食交易、醉品交
易、毒藥交易。” 

——ANV.177(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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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的妄命  
        “......占卦手足之相[如掌相]; 占吉凶; 占星[如隕星彗星]; 占夢; 占身體相[如骨相學]; 占鼠咬之
布; 火供; 從長柄勺獻供; 以谷皮、米粉、米粒、奶酪、酥油作供; 從口中獻供; 血祭; 以指尖作卦; 
以土作卦; 於墓地施魔; 對精靈下咒; 施房屋護衛咒; 舞蛇; 毒藥術; 蠍術; 鼠術; 鳥術; 鴉術; 以幻相算
命; 施護身符; 解鳥獸聲......[等等]”

——DN2(长部) 

相關連接: 
        戒德 
        正語 
        正業 
        五戒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ajivo/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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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精進 
Right Effort 

samma vayamo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精進在八聖道八個因素中位於第六，屬於聖道的定力分部。 
 
定義(四正勤) 
        “比丘們，何爲正精進? 
        [1]“有此情形，一位比丘發願、努力、勤奮、持恒、用心，令未升起的惡劣與不善巧素質不
升起。 
        [2]“他發願、努力、勤奮、持恒、用心， 令已升起的惡劣與不善巧素質得以棄絕。 
        [3]“他發願、努力、勤奮、持恒、用心，令未升起的善巧素質升起。 
        [4]“他發願、努力、勤奮、持恒、用心，令已升起的善巧素質得以維持、不混淆、增長、擴
充、發展、圓滿。” 

——SNXLV8(相应部)

 
棄絕不善巧，培養善巧素質 
        “比丘們，要棄絕不善巧。棄絕不善巧是可能的。如果棄絕不善巧不可能，我不會對你們
說:‘要棄絕不善巧。’ 但因棄絕不善巧可能，我才對你們說:‘要棄絕不善巧。’ 如此棄絕不善巧，
若趨向傷害與痛苦，我不會對你們說:‘要棄絕不善巧。’ 但因如此棄絕不善巧趨向福益與喜樂，我
才對你們說:‘要棄絕不善巧。’ 
        “比丘們，要培養善巧。培養善巧是可能的。如果培養善巧不可能，我不會對你們說:‘要培養
善巧。’ 但因培養善巧可能，我才對你們說:‘要培養善巧。’ 如此培養善巧，若趨向傷害與痛苦，
我不會對你們說:‘要培養善巧。’ 但因如此培養善巧趨向福益與喜樂，我才對你們說:‘要培養善
巧。’” 

——ANII19(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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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絕聖道上的錯誤素養 
        “他努力棄絕妄見、進入正見: 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努力棄絕妄志、進入正志: 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努力棄絕妄言、進入正語: 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努力棄絕妄業、進入正業: 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努力棄絕妄命、進入正命: 這是他的正精進…… ” 

——MN117(中部)

 
譬如爲樂器調音 
        首樓那尊者在隱居禪定時[經行至足底開裂流血之後]，在覺知中升起這個想法:“世尊的精進
弟子當中，我是一個，可我的心尚未由放棄執取/維持，解脫於漏。另一方面，我的家族富有，我
足可既享受財富、又行福德。我若放棄修行還俗，既享受財富、又行福德，會怎樣? ”  
        接著，世尊以其覺知，一旦感應首樓那尊者覺知中的想法——如壯漢展臂、曲臂一般——從
鹫峰消失，出現於冷林的首樓那尊者面前，在座位前坐下。首樓那尊者對世尊頂禮之後，在一邊
坐下。他坐下後，世尊對他說:“方才你在隱居禪定時，是否出現這個想法:‘世尊的精進弟子當
中，我是一個，可我的心尚未由放棄執取/維持，解脫於漏。另一方面，我的家族富有，我足可既
享受財富、又行福德。我若放棄修持還俗，既享受財富、又行福德，會怎樣?’”  
        “世尊，是想過。”  
        “那麽，首樓那，你覺得如何，你過去作家主時可精於七弦琴?”  
        “世尊，是的。”  
        “你覺得如何: 琴弦太緊時，你的琴音調和諧、適於彈奏麽?”  
        “世尊，不能。”  
        “你覺得如何: 琴弦太松時，你的琴音調和諧、適於彈奏麽?”  
“世尊，不能。”  
        “你覺得如何: 琴弦既不太緊又不太松，調定恰當音高時，你的琴音調和諧、適於彈奏麽?”  
        “世尊，是的。”  
        “首樓那，同樣地，過於激奮則趨向焦躁，過於松散則趨向懶惰。因此，你應當判斷精進的
恰當音高，相應調節五根的音高，由此展開你的主題。”  
        “是，世尊，” 首樓那尊者對世尊答道。對首樓那尊者作這番教誡後，接著世尊——如壯漢展
臂、曲臂一般——從冷林消失，出現於鹫峰。 
        於是那以後，首樓那尊者判斷精進的恰當音高，相應調節五根的音高，由此展開他的主題。
獨居、遠離、警覺、精勤、堅定，不久他便達到、安住於梵行的最高目標，正是爲這個目標，氏
族之民出家爲遊方者，追求即時即地的親身證悟。他知道“輪回已終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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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再有爲於世。” 就這樣，首樓那尊者成了另一位阿羅漢。 
——ANVI55(增支部) 

相關連接: 
        正念 
        正定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vayamo/index.html 
最近訂正 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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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正念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念 
Right Mindfulness 

samma sati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精進在八聖道八道支中位於第七，屬聖道的定力分部。 
 
定義(四念處) 
        “何爲正念?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連續在身內專注身——精勤、警覺、有念——出離對世界的
貪與憂。他連續在受內專注受……他連續在心內專注心……比丘連續在心理素質[法]內專注心理
素質——精勤、警覺、有念——出離對世界的貪與苦。此謂正念。 
        “這是淨化衆生、克服悲憂、滅除苦痛、得正法門、證解脫的直接之道——四念處。” 

——DN22(長部)

 
棄絕聖道上的不正素質 
        “一個人念住於棄絕妄見、進入、保持正見: 這是他的正念……  
        “一個人念住於棄絕妄志、進入、保持正志: 這是他的正念……  
        “一個人念住於棄絕妄言、進入、保持正語: 這是他的正念……  
        “一個人念住於棄絕妄業、進入、保持正業: 這是他的正念……  
        “一個人念住於棄絕妄命、進入、保持正命: 這是他的正念…… ” 

——MN117(中部)

 
如頭頂一碗熱油 
        “比丘們，假定有一大群人蜂湧而來，說:‘第一美女!第一美女!’ 再假定那位美女歌舞技藝超
群，於是更大一群人蜂湧而來，說:‘第一美女在唱歌! 第一美女在跳舞!’接著來了一個好生、怕
死，好樂、惡痛之人。人們對他說:‘你這人，看這裏，你必須頭頂這滿碗熱油，從那大群人與美
女之間穿過。你身後有人舉劍跟著，哪怕潑出一滴油，他會當即砍去你的頭。’比丘們，你們覺
得如何，那人可會不顧那碗油，讓自己受外界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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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他不會。” 
        “我給你們這個比喻，是爲了表達一個意思。意思是這樣: 那滿碗油，代表浸滿全身的念住。
你們應當這樣訓練自己:‘我們要培養浸滿全身的念住。我們要發展它、讓它駕馭(色身)、將它作爲
基礎，給它一個基地、令它穩定、令它鞏固、善加修習。’ 你們應當這樣訓練自己。” 

——SN XLVII20(相應部)

 
死隨念 
        “念住死亡，在培養、深修之後，有大果報、大福德。它投入不死、以不死爲終極目標。因
此你們應當培養死隨念。” 

——ANVI19 (增支部)

 
念住呼吸 
        “出入息念，在培養、深修之後，有大果報、大利益。入出息念，在培養、深修之後，使四
念處達到圓滿。四念處，在培養、深修之後，使七覺支達到圓滿。七覺支，在培養、深修之後，
使明察與解脫達到圓滿。 
        “那麽，入出息念，怎樣在培養、深修之後，有大果報、大利益?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去野外、樹下、空靜處，盤腿而坐，身體端正，在身前確立念住. 他
連續在入息時有念住、出息時有念住。 
        “[1] 他在長入息時，了解他在作長入息; 長出息時，了解他在作長出息。[2] 短入息時，了解
他在作短入息; 短出息時，了解他在作短出息。[3]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辨知全身、出息時辨知全
身。[4]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平息體感造作[指呼吸]、出息時平息體感造作。 
        “[5]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辨知喜、出息時辨知喜。[6]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辨知樂、出息時辨
知樂。[7]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辨知心理造作[感受與辨知，受與想]、出息時辨知心理造作。[8]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平息心理造作、出息時平息心理造作。 
        “[9]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感 知心、出息時辨知心。[10]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使心滿足、出息
時使心滿足。[11]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使心穩定、出息時使心穩定。[12]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使
心解脫[舊禪支]、出息時使心解脫(舊禪支)。 
        “[13]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專注無常、出息時專注無常。[14]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專注無欲、
出息時專注無欲。[15] 他訓練自己，入息時專注止息、出息時專注止息。[16] 他訓練自己，入息
時專注出離、出息時專注出離。 

——MN118(中部118)

相關連接: 
        正精進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mma%20sati2.htm (2 of 3) [12/31/2010 10:36:42 PM]



次第訓練-正念

        正定 
        四聖諦  
        第四聖諦 
        坦尼沙羅尊者: 定義念住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ti/index.html 
最近訂正3-27-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mma%20sati2.htm (3 of 3) [12/31/2010 10:36:42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t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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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正定 
Right Concentration 

samma samadhi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正定爲八聖道的最後一個 道支 ，屬聖道的定力分部。 
 
定義  
        “何爲正定?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 —— 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 —— 進入、安住於第
一禪那: 由遠離而生起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隨著尋想與評估的平息，他進入、安住於第
二禪那; 由沈靜而生起喜與樂，隨著尋想與評量的消退、知覺彙合起來 —— 有了內在確定。隨著
喜的消退，他保持著甯靜、有念、警覺，身體敏感於樂。他進入、安住於第三禪那，對此聖者們
宣告:‘甯靜、有念，他有了愉快的居處。’ 隨著樂與苦的放棄 —— 如先前喜與悲的消退一般 —— 
他進入、安住於第四禪那: 甯靜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樂、又無痛。此謂正定。” 

—— SN XLV8 ( 相應部 ) 

 
净化依赖於定力  
        “我告訴你們，心漏的終結依賴於第一禪那 ...... 第二 ...... 第三 ...... 第四禪那 ...... 無限空間維
度 ...... 無限意識維度 ...... 無所有維度。 我告訴你們，心漏的終結依賴於非想非非想維度。” 

——AN IX36 (增支部) 

 
定力的四種發展  
        “定力有四種發展。哪四種? 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即時即地愉快的居處。發展
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知識與景象 (知見) 。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念住與
警覺。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心漏的終結。” 
        (1)“那麽，什麽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以獲得即時即地愉快的居處? 有此情
形，一位比丘 —— 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 —— 進入、停留於第一禪那: 由遠離而生起
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隨著尋想與評量的平息，他進入、停留於第二禪那; 由沈靜而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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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與樂，隨著尋想與評量的消退、知覺彙合起來 —— 有了內在確定性。隨著喜的消退，他保持
著甯靜、有念、完全警覺，身體敏感於樂。他進入、停留在第三禪那，對此聖者們宣告:‘甯靜、
有念、他有愉快的居處。’ 隨著樂與痛的放下 —— 就如先前喜與苦的消退一樣 —— 他進入、停
留於第四禪那: 甯靜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樂、又無痛。這就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
可得即時即地愉快的居處。” 
        (2)“那麽，什麽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知識與景象?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關
注光感，決意於關注白天[任何時刻]的光感。白天[對他]如夜晚一般、夜晚又如白天一般。藉著
開闊、無礙的覺知，他培養起明亮的心智。這就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知識與景
象。” 
        (3)“那麽，什麽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念住與警覺? 有此情形，感受升起
時、比丘有覺 知，繼續時、有覺知，消退時、有覺 知。辨知升起時、他有覺 知，持續時、有覺
知，消退時、有覺 知。這就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念住與警覺。” 
        (4)“那麽，什麽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得心漏的終結?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專
注於五蘊的升起，消逝:‘這是 色 、這是它的起 因 、這是它的消逝。 這是受 ...... 這是 想 ...... 這
是 行 ...... 這是識、這是它的起 因 、這是它的消逝。’ 這就是發展定力，在發展與深修之後，可
得心漏的終結。” 
        “這便是定力的四種發展。”

——AN IV .41(增支部)

 
聖正定  
        “那麽，比丘們，何爲有支持與資助的聖正定? 任何專注的心，具備了這七個因素 —— 正
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與正念——就稱爲有支持與資助的聖正定。” 

——MN117 (中部)

 
你在等什麽?

起來!  坐起來! 
你何需睡眠? 
患病的人，爲渴求 之箭刺穿的人，受壓迫的人， 

有何安眠? 
 
起來!   坐起來! 
爲了達到甯靜而堅定修行。 

不要讓死神——看見你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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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你，把你置於掌下。 
——Sn II.10(經集 )

 
        “那裏有樹樁; 那裏有空靜之處。比丘們，去修禪那。不要失去警覺。不要以後有悔。這就是
我們對你們的 告诫 。” 

——SNXXXV.145 (相應部)

相關連接: 
        禪那  
        正精進 
        正念 
        四聖諦 
        第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madhi/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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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天界

[首頁] >> [正法] 

天界 
Heaven 

sagg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在佛教宇宙觀中，天界爲喜樂的域界，當前的居住者(天神們)凭借過去的福德業在彼處重
生。然而，與輪回中的其他生靈無異，這些天神也經受老、病、死，最後也必須依照舊業的性質
與力量投生它界——有善界亦有恶界。天神也不盡多聞，靈性上亦非特別成熟——實際上，他們
當中有不少沉醉於感官之樂，無一值得敬仰與崇拜。然而，天神與其喜樂域界的存在，提醒我們
兩個重要事實，一是善巧有德之行可得的喜樂果報，二是感官之欲的終极過患。 
 
稀有的重生 

這世界如此盲目—— 
        明眼人何等稀少。 
重生天界的人， 
        如逃脫羅網的鳥兒， 
        少而又少。

——Dhp174(法句經)

 
親眼所見 
        “我見過有的衆生——擁有良好的身業、良好的語業、良好的意業; 不曾辱罵聖者、有正見、
行爲受正見感化——        在死後色身分解時，重生於善處、天界。我非是從其他僧侶行者之處聽
來此事後告訴你: 我見過有的衆生——擁有良好的身業、良好的語業、良好的意業; 不曾辱罵聖
者、有正見、行爲受正見感化——        在死後色身分解時，重生於善處、天界。我是在親知、親
見、親證此事之後才告訴你: 我見過有的衆生——擁有良好的身業、良好的語業、良好的意業; 不
曾辱罵聖者、有正見、行爲受正見感化——        在死後色身分解時，重生於善處、天界。” 

——Iti71(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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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念天神 
        “再者，你們應當憶念天神: ‘有四大王天的天神、有三十三天的天神、有夜摩天的天神、有
兜率天的天神、有化樂天的天神、有他化自在天的天神、有梵衆天的天神、有高於其上的天神。
他們擁有何等信念，此世逝去時得以重生於彼(天)界，同樣的信念我也具備。他們擁有何等戒
德，此世逝去時得以重生於彼界，同樣的戒德我也具備。他們擁有何等學問，此世逝去時得以重
生於彼界，同樣的學問我也具備。他們擁有何等佈施，此世逝去時得以重生於彼界，同樣的佈施
我也具備。他們擁有何等明辨，此世逝去時得以重生於彼界，同樣的明辨我也具備。’任何時
候，一位聖者的弟子憶念自己與天神共有的信心、戒德、學問、佈施、明辨，他的心則不爲貪所
制、爲瞋所制、爲癡所制。以天神[的素質]爲基礎，他的心朝向正直。心正直時，這位聖者的弟
子便有目標感、解法義、得法樂。有樂者，有喜。有喜者，色身甯靜。色身甯靜時，他有自在。
有自在時，心入定。” 

——ANXI12(增支部)

 
有喜樂，但智慧有限  
        “科帕塔，有一次，本僧團的某位比丘，覺知裏昇起這個想法:‘這四大元素——地、水、火、
風——在何處止息無餘?'接著，他達到如此定境，定攝之心顯現趨天之道。於是他往四大王眾隨
天神處，到達時問道:‘賢友們，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處止息無餘?’ 

        “如此問時，四大王眾隨天神對比丘說:‘我們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但有比我
們高等、崇高的四大天王。他們當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 
        “於是這位比丘往四大王處，到達時問道:‘賢友們，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
處止息無餘?’ 
        “如此問時，四大王對比丘說:‘我們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但有比我們高等、
崇高的三十三天的天神。他們當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 
        “於是這位比丘往三十三天的天眾......帝釋天......夜摩天的天眾......兜率天天王......化樂天的天
眾......化樂天天王......他化自在天的天眾......他化自在天的天王......梵眾天的天眾處...... 
        “接著，他達到如此定境，定攝之心中顯現趨梵眾天之道。於是他往梵眾天的天眾處，到達
時問道:‘賢友們，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處止息無餘?’ 
        “如此問時，梵眾天的天眾對比丘說:‘我們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但有梵天，
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無所不見者、無所不能者、全權之尊主、制造者、創造者、主宰
者、任命者與統治者、一切已生與來生之父。他比我們高等、崇高。他當知......’ 
        “但是，賢友們，大梵天現在何處?” 
        “比丘，我們也不知梵天在何處、梵天如何存在。不過，當前兆顯現，光照、輝映之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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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因爲這是梵天出現的前兆: 光照、輝映。” 
        “不久大梵天出現了。” 
        “於是，這位比丘走向大梵天，到達時問道:‘賢友，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
處止息無餘? ’” 
        “如此問時，大梵天對比丘說:‘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無所不見、
無所不能、全權之尊主、制造者、創造者、主宰者、任命者與統治者、一切已生與來生(有情)之
父。’” 
        “再一次，比丘對大梵天說道:‘賢友，我不曾問你，你可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
者、無所不見、無所不能、全權之尊主、制造者、創造者、主宰者、任命者與統治者、一切已生
來生(有情)之父。 我問你，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處止息無餘?’” 
        “第二次，大梵天對比丘說:‘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無所不見、無
所不能、全權之尊主、制造者、創造者、主宰者、任命者與統治者、一切已生與來生(有情)之
父。’” 
        “第三次......” 
        “接著，大梵天抓著比丘的手臂、把他拉到一邊，對他說:‘這些梵眾天的天神們相信:“大梵天
無所不知。大梵天無所不見。大梵天無所不覺。大梵天無所不能。” 那就是爲什麼他們在場時，
我不說我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處止息無餘。因此，你繞過世尊在別處求解這個問題，做錯了、做
得不正確。馬上回去見世尊，到達時向他請教。無論他怎麼答，你應牢記在心。’ ” 
        “於是——如壯漢展臂、曲臂一般——那位比丘從梵天界消失，頃刻在我面前顯現。他對我
頂禮之後，在一邊坐下。坐下時，他對我說:‘世尊，這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何處
止息無餘?’ ” 
“如此問時，我對他說:‘比丘，有一次，一群海運商人帶一只探岸鳥上船起航。看不見海岸時，他
們就放出探岸鳥。它往東、南、西、北方向直飛，又朝羅盤四維之間側飛。如果在任何方向看不
見海岸，它便直接回船。同樣地，比丘，你爲了求解這個問題，遠至梵天界，卻轉回我面前。’” 

——DN11(長部)

相關連接: 
        三十一個生存域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gga/index.html
最近訂正 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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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佈施  
Generosity 

dana(佈施), caga(舍離)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
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并登
載本版權聲明。 

寶藏 
        “ 何爲舍[大方的素養,豐厚感]的財富[聖者擁有的七種財富之一]?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
他的覺知[心]已洗淨慳吝之染，居於家中、舍予豐厚、慷慨、樂於大方、回應所求、樂於佈施。
此謂舍的財富。” 

——AN VII.6 (增支部)
 
靈性進步的資糧 
        “不棄絕這五類素質，他不能證入、住於第一禪那……第二禪那……第三禪那……第四禪
那，不能證得入流果……一還果……不還果……阿羅漢。哪五類？對本寺院(指住宿)的吝嗇、對
家族(指護持者)的吝嗇、對個人收益的吝嗇、對個人地位的吝嗇、忘恩的素質。不棄絕這五類素
質，他不能證入、住於第一禪那……第二禪那……第三禪那……第四禪那，不能證得入流果……
一還果……不還果……阿羅漢。 
        “棄絕了這五類素質，他能夠證入、住於第二禪那……第三禪那……第四禪那，證得入流
果……一還果……不還果……阿羅漢……” 

——AN V258-259 (增支部)

 
佈施的果報 
        “此爲佈施的五種果報: 他在人們眼裏可親、有魅力; 他得善士景仰; 他的善名廣傳; 他不偏離
家主的正當責任; 身壞命終時，他重生善趣、天界。” 

——ANV35 (增支部)
 
        (佛陀:)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離殺生、離不予而取、離不當性事、離謊言、離饞言、離辱
罵、離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他把食物、飲料、布匹、車乘、花環、香料、軟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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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住處、燈具佈施給僧侶與行者。身壞命終時，他重生於人界。在那裏，他經曆五條人界的感
官之樂(原按: 愉悅的景色、聲音、氣息、味覺、觸覺)。正因他離殺生、離不予而取、離不當性
事、離謊言、離饞言、離辱罵、離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他把食物、飲料、布匹、車
乘、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處、燈具佈施給僧侶與行者。身壞命終時，他重生於人界。在
那裏，他經曆五條人界的感官之樂。” 
        (類似地重生於天界)“……正因他離不予而取……有正見，他重生爲天神。正因他把食物、飲
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油膏、床、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與行者，他經曆五條天界的
感官之樂。不管怎樣，婆羅門，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 
        (婆羅門遮努索甯:)“太驚奇了，喬達摩大師，太震驚了，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那多麽足
以使人想佈施、足以使人想供養。” 
        “正是如此，婆羅門，正是如此。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 

——AN X.177 (增支部)

 
永不低估小禮的力量  
        “即使一個人把涮完杯或碗的水倒入村裏的池塘時，想著:‘凡是住在此處的動物，願它們以此
爲食，’那也是福德的一個來源。” 

——ANIII57 (增支部)

 
不佈施便失卻

因此，當世界 
        隨著衰老與死亡起火時， 
他應當藉佈施搶救(他的財富)， 
        佈施了的，便是完好搶救下來的。 
 
佈施之物，帶來愉快的果報， 
        不佈施之物，則無果報， 
盜賊、君王會搶走， 
        它或者被燒、或者丟失。        

——SNI41(相應部)

 
克服悭吝

以無瞋征服忿怒， 
以良善征服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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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佈施征服悭吝， 
以真語征服謊言。

——Dhp 223(法句經)
 

吝啬者不愿佈施， 
        所懼怕的， 
正是當他不佈施時， 
        將出現的。

——SNI32(相應部)
 

吝啬者去不了 
        天神的世界， 
不贊美佈施的 
        真是愚人。 
開悟者 
        隨喜佈施， 
因此在來世 
        有自在。

——Dhp 177(法句經)

 
佈施最後一餐 
        “衆生若了解佈施與分享的果報，如我所了解那樣，他們不佈施不會吃飯。悭吝之染也不會
制服他們的心。即使那是他們的最後一嚼、最後一口，如果有人接受佈施，他們也不會不分享。
但因爲衆生不了解佈施與分享的果報，不如我所了解那樣，他們不佈施就吃飯。悭吝之染制服了
他們的心。” 

——Iti26(如是語)

 
適時佈施

有明辨、回應所求、不吝啬者—— 
        他們適時佈施。  
帶著受聖者們激勵與糾正之心， 
        適時佈施之後， 
他們的供養果報豐盛。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dana_caga2.htm (3 of 7) [12/31/2010 10:36:50 PM]



次第訓練-布施

        隨喜、協助该佈施者 
他们也得以分享福德， 
        供養不因此失散。 
因此，他應當心不遲疑， 
        在有大果報處佈施。 
正是福德 
        決定了衆生的來世。

——ANV36 (增支部)

 
得到最高果報，我們應當佈施誰? 
        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坐在一邊時，問薄伽梵:“世尊，一件禮物應送往何處?” 
        “大王，應送到使心有自信感之處。” 
        “但是，世尊，一件禮物送往何處，才得大果報?” 
        “大王，‘一件禮物應送往何處’是一回事，而‘一件禮物送往何處，才得大果報’則是完全不同
的一回事了。 贈予一位有德者——而不是失德者——得大果報。” 

——SNIII 24(相應部)

 
正直者如何佈施 
        “這五類爲正直者的佈施: 哪五類? 正直者帶著信念佈施、正直者帶著專注佈施、正直者應時
佈施、正直者帶著同情心佈施、正直者佈施時不傷害自己與他人。” 

——AN V148 (增支部)

 
多樣果報 
        (西诃將軍:)“世尊可否指出一件佈施，在即時即地可見果報?” 
        (佛陀:) “西诃，可以。佈施者、佈施的大師，在人們眼裏可親、有魅力。佈施者、佈施的大
師，在人們眼裏可親、有魅力，這就是佈施時即時即地可見的一件果報。 
        “再者，善士與正直者钦佩佈施者、佈施的大師。善士與正直者钦佩佈施者、佈施的大師，
這就是佈施時即時即地可見的一件果報。 
        “再者，佈施者、佈施的大師，他的善名廣傳。佈施者、佈施的大師，他的善名廣傳，這就
是佈施時即時即地可見的一件果報。 
        “再者，佈施者、佈施的大師，與任何團體打交道——貴族武士、婆羅門、家主、行者——
他/她有自信、不窘怯。佈施者、布師的大師，與任何團體打交道——貴族武士、婆羅門、家主、
行者——他/她有自信、不窘怯，這就是佈施時即時即地可見的一件果報。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dana_caga2.htm (4 of 7) [12/31/2010 10:36:50 PM]



次第訓練-布施

        “再者，佈施者、佈施的大師，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佈施者、佈施的大師，身
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 這是佈施時來世的一件果報。” 

        此話說完後，西诃將軍對世尊說:“對於世尊所指出的、佈施時即使即地可見的四種果報，我
並非只是相信世尊這般說，我也是了解的。我是佈施者、是佈施的大師，我在人們眼裏可親、有
魅力。我是佈施者、是佈施的大師，受善士人與正直者的钦佩。我是佈施者、是佈施的大師，我
的善名廣傳: ‘西诃好 施，是做實事者，是僧伽的護持者。’ 我是佈施者、是佈施的大師，與任何
團體打交道——貴族武士、婆羅門、家主、行者——我有自信、不窘怯。  
        “不過，當世尊對我說:‘身壞命終時，佈施者、佈施的大師，重生於善趣、天界’，那卻是我
不知的。那一句話上，我相信世尊。” 
        “正是如此，西诃，正是 如此。身壞命終時，佈施者、佈施的大師，重生於善趣、天界。”

——AN V.34 (增支部)

 
多樣動機，多樣果報 
        “舍利弗，有此情形，一個人佈施是爲己私利、內心執取[果報]，爲己積攢、[心想]‘我死後要
享受它。’ 他把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
佈施給僧侶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如此佈施?”  
        “世尊，是的。” 
        “他爲己私利、內心執取[果報]，爲己積攢、[心想]‘我死後要享受它’，佈施了該禮——身壞
命終時，重生四大王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返
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再者，有此情形，一個人佈施非是爲己私利、內心不執取[果報]，非爲己積攢、不想 ‘我死
後要享受它。’ 而作此想‘佈施是善事，’他把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
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這樣佈施?” 
        “世尊，是的。” 
        “他作此想‘佈施是善事’，佈施此禮。身壞命終時，重生爲三十三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
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佈施是善事’，他作此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
這個古老的家族傳統是不對的’，佈施了該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夜摩天的天神。接著，那
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這個古老的家族傳統是不
對的’，他作此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對的’，佈施了
該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兜率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
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對的’，他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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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正如過去那些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羅、跋羅
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佈施了該禮
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化樂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
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 ‘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羅、跋羅
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大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他作此想‘我
佈施這個禮物時，它使心安寧、昇起滿足與喜悅’，佈施了該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他化自
在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
個世界。  
        “或者，不想 ‘我佈施此禮，它使心安寧、昇起滿足與喜悅’，他作此想‘這是對心的美化、對
心的支持’，把他的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
——佈施給僧侶與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這樣佈施?” 
        “世尊，是的。” 
        “他佈施了該禮物，不爲己私利、心裏不執取[果報]，不爲己積攢、不想:‘我死後要享受這
個。’ 
        “……也不想:‘佈施是善事。’ 
        “……也不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這個古老的家族傳統是不
對的。’ 
        “……也不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不富裕的，是不對的。’ 
        “……也不想:‘正如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羅、
跋羅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大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 
        “……也不想:‘我佈施此禮，它使心安寧、昇起滿足與喜悅。’ 
        “……而是想:‘這是對心的美化、對心的支持’——身壞命終時，重生爲梵衆天的天神。接
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不還者、他不回這個世界。’ 
        “舍利弗，這就是爲什麽，一個人佈施某種禮物，未得到大果報、大善益，而另一個人佈施
同種禮物，卻得到大果報、大利益。” 

——ANVII49(增支部)

 
最大的禮物 
        法的禮物，高於一切贈禮。 

——Dhp354(法句經)

相關連接: 
        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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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德西爾瓦: 巴利經典中的佈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dana/index.html 
最近訂正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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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戒德

[首頁] >> [正法] >> [戒德]

戒德 
Virtue 

sil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
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
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戒德[道德，守戒]爲八聖道的基礎。戒德的修持，包括了居聖道之中的三道支: 正語、正業、正
命。  
 
正修的佛教徒自願遵守與他們的生活狀況相應的一組訓誡:  
        ○男女居士遵守五戒 

        ○參加密集禪修的男女居士(如在布薩日)遵守八戒 

        ○新出家的僧尼遵守十戒 

        ○受具足戒的比丘遵守比丘波羅提木叉戒經(Bhikkhu Patimokkha)中的227條戒; 女尼遵守比丘
尼波羅提木叉戒經(Bhikkhuni Patimokkha)中的311條戒。 
 
戒德的果报 
        [阿難:] “世尊啊，善巧的戒德，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佛陀:] “阿難，是無悔。” 
        “那麽，無悔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阿難，是悅。” 
        “那麽，悅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 
        “阿難，是喜。” 
        “那麽，喜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 
        “阿難，是輕安。” 
        “那麽，輕安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阿難，是樂。” 
        “那麽，樂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 
        “阿難，是入定。” 

        “那麽，入定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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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是如實知見。” 
        “那麽，如實知見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 
        “阿難，是舍棄與出離。” 
        “那麽，舍棄與出離有什麽果報與福佑?” 
        “阿難，是解脫知見。”

——AN X 1(增支部)

 
五件無咎之禮 
        “有此五件贈禮、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
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的。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戒奪取生命、離奪取生命。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
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一件禮物、第一件大禮——獨
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
們無可指責的。 
        “再者，戒不予而取[偷盜]，這位聖者的弟子離不予而取。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
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二件禮物...... 
        “再者，戒不當性事，這位聖者的弟子離不當性事。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三件禮物...... 
        “再者，戒謊言，這位聖者的弟子離謊言。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四件禮物...... 
        “再者，戒醉品，這位聖者的弟子離醉品。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五件禮物、第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
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
的。這是福德的第八種果報: 是善巧、喜樂的滋養、如天界、得快樂、趨向天界、趨向愉快、喜
悅、適意、福利、與幸福的果報。”

——AN VIII 39 (增支部)

 
五種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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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主們，一位正直者修持戒德，可增生五種福佑: 藉勤勉大增財富; 得好名聲; 在任何社團，
無論是貴族、婆羅門、居家者、還是苦行者團體中，他舉止自信、無畏; 死時安詳; 死後色身分解
時，重生於善處、天界。”

——DN16(长部16)

 
善知識促進戒德培養  
        “何謂善知識[或譯:可敬的友誼]？ 有此情形，一位家主，無論住在哪個村鎮裏，去親近戒德高
嚴的家主或家主之子、長幼不拘。與他們談話，邀他們討論。他效仿[對業力原理]信念圓滿者、也
達到信念圓滿，效仿戒德圓滿者、也達到戒德圓滿，效仿佈施圓滿者、也達到佈施圓滿，效仿明
辨圓滿者、也達到明辨圓滿。此謂可敬的友誼。” 

——AN VIII54(增支部)

 
憶念自身的戒德 
        “再者，有此情形，你憶念自身的戒德:‘不破不壞、無暇無疵、利於解脫、受智者贊揚、清淨
無染、趨向正定。’ 任何時候，聖者的弟子憶念戒德時，他的心則不爲貪所制，爲瞋所制，爲癡
所制。以戒德爲基礎，他的心朝向正直。心正直時，這位聖者的弟子便有目標感，解法義，有法
樂。有樂者，有喜。有喜者，色身甯靜。色身甯靜時，他有自在。有自在時，心入定。” 

——AN XI 12(增支部)

 
持戒——並支持他人的戒行 
        “比丘們，世上存在這四類人。哪四類? 爲己而不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爲他人而不爲己之福
利修持者。既不爲己亦不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爲己亦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那麽，何爲爲己而不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戒奪取生命，但不鼓勵他人
守持不取生命之戒。他本人戒偷盜，但不鼓勵他人守持不偷盜之戒。他本人戒不當性事，但不鼓
勵他人守持不行不當性事之戒。他本人戒謊言，但不鼓勵他人守持不講謊言之戒。他本人戒導致
失慎的醉品，但不鼓勵他人守持不用導致失慎的醉品之戒。此爲爲己而不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那麽，何爲爲他人而不爲己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戒奪取生命，但鼓勵他人
守持不取生命之戒......(同理於偷盜、不當性事、謊言、醉品之戒)。此爲爲他人而不爲己之福利修
持者。 
        “那麽，何爲既不爲己亦不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戒奪取生命，也不鼓
勵他人守持不取生命之戒......(同理於偷盜、不當性事、謊言、醉品之戒)。此爲既不爲己亦不爲他
人之福利修持者。 
“那麽，何爲既爲己亦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戒奪取生命，也鼓勵他人守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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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命之戒......(同理於偷盜、不當性事、謊言、醉品之戒)。此爲既爲己亦爲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此爲世上存在的四類人。”

——AN IV.99(增支部)

相關連接: 
        八聖道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index.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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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過患 
Drawbacks 

adinav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感官欲乐的過患

縱使天上下起金幣之雨， 
我們的感官之欲 
        也不會滿足。 
‘它們是苦， 
遠非樂。’—— 
         了悟此意，智者 
縱使在天界般的感官之娛裏， 
         無樂可得。 
他是正自覺者的弟子， 
        以渴求的終結爲樂。

——Dhp(法句經) 
 
        “假定一只狗，爲虛弱與饑餓所困，路過一座屠宰場，有個技熟的屠夫或其學徒，朝它扔一
串骨——刮淨、沾血、無肉。你們覺得如何: 那只狗，啃著那串骨——刮淨、沾血、無肉——它
的虛弱與饑餓可會消解? ” 
        “世尊，不會。爲什麽? 因爲那串骨刮淨、沾血、無肉。那只狗除了疲倦與惱怒，什麽也得不
到。” 
        “家主們，同樣地，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思索:‘世尊把感官欲乐比作一串骨，苦多、絕望多、
過患更多。’ 以正明辨如實看清了這一點，他會避免來自多種[因素]、依賴多種[因素]的安甯，培
養來自單一[因素]、依賴單一[因素]的安甯，由此止息對世俗之誘的執取/維持，不著余迹。” 

——MN54(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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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爲感官欲樂的誘惑? 比丘們，感官欲樂有五條。哪五條? 藉眼識別之色——愉悅、可喜、
迷人、可愛、增欲、誘人。藉耳識別之聲……藉鼻識別之香……藉舌識別之味……藉身識別之觸
——愉悅、可喜、迷人、可愛、增欲、誘人。有賴於這五條感官欲樂而生的喜與樂，那便是感官
欲樂的誘惑。 
        “那麽，何爲感官欲樂的過患? 有此情形，一位族姓子從業謀生——無論會計、算師、耕作、
商賈、牧牛、箭手、國王隨從，等等——他面對冷、他面對熱、受蚊蠅爬蟲騷擾、風吹日曬、死
於饑渴。 
        “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這一堆苦，是以感官欲樂爲由、以感官欲樂爲源、
以感官欲樂爲因、只爲了感官欲樂。 
        “這位族姓子若這般辛苦操勞，卻不得財富，他於是憂愁、悲痛、哀歎、捶胸、痛苦。‘ 我的
工作徒勞無獲、我的辛勞毫無結果!’ 因此，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這一堆苦，也
以感官欲樂爲因…… 
        “這位族姓子若這般辛苦操勞，得了財富，他便經歷守護之憂苦: ‘如何不讓國王、盜賊搶走
我的財物，如何不讓它給火燒毀、給水沖走、給不孝子孫奪走?’ 正當他守護、看護財物時，它卻
給國王、盜賊搶走、給火燒毀、給水沖走、給恨心子孫奪走了。他於是憂愁、悲痛、哀歎、捶
胸、痛苦。‘我的財物盡失去了!’ 因此，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這一堆苦，也以感
官欲樂爲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樂爲由、以感官欲樂爲源、以感官欲樂爲因、只爲了感官欲樂，國王
與國王相爭、貴族與貴族相爭、僧侶與僧侶相爭、家主與家主相爭、母與子相爭、子與母相爭、
父與子相爭、子與父相爭、兄弟與兄弟相爭、兄弟與姊妹相爭、姊妹與兄弟相爭、友與友相爭。
接著，他們在爭執、爭鬧、爭論時，以拳、以土塊、以棒、或以刀相互攻擊，招致死亡或如死之
痛。" 因此，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這一堆苦，也以感官欲樂爲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樂爲由、以感官欲樂爲源、以感官欲樂爲因、只爲了感官欲樂，人們
執起劍盾、架起弓矢、聚爲兩陣、沖進戰場，一時矢矛紛飛、劍光閃閃; 在那裏他們爲矢矛刺
傷、被刀劍砍頭，招致死亡與如死之痛。因此，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這一堆
苦，也以感官欲樂爲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樂爲由、以感官欲樂爲源、以感官欲樂爲因、只爲了感官欲樂，人們
執起劍盾、架起弓矢、沖擊陡滑的堡壘，一時矢矛紛飛、劍光閃閃; 在那裏他們受沸牛糞潑撒、
被重物砸扁、給刀劍砍頭，招致死亡或如死之痛。因此，感官欲樂的這個過患，即時即地可見的
這一堆苦，也以感官欲樂爲因…… 
        “那麽，何爲感官欲樂的解脫? 凡是平息對感官欲樂的貪愛、放棄對感官欲樂的貪愛，那便是
感官欲樂的解脫。” 

——MN13(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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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的過患  
        “比丘們，何爲形色之誘? 假定有一位貴族、婆羅門、或家主階級的少女，十五六歲、不高亦
不矮、不胖亦不瘦、不黑亦不白。她的美貌與魅力可是在最盛之時?” 
        “世尊，是的。” 
        “凡有賴於該美貌與魅力而昇起的喜與樂: 那便是形色之誘。 
        “那麽，何爲形色之誘的過患? 有此情形，人們可能後來再見同一位女子八十、九十、百歲之
相: 衰老、如櫞木般彎曲、佝僂、持杖、抖索、衰弱、豁牙、白髮、少發、禿發、皮皺、肢體多
斑。你們以爲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魅力已然褪盡，過患顯現?” 
        “世尊，是的。” 
        “比丘們，這便是形色之誘的過患。 
        “再者，人們可能再見同一位女子在病患、痛苦、重疾之中，臥於屎尿之污、靠他人擡起放
下。你們以爲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魅力已然褪盡，過患顯現?” 
        “世尊，是的。” 
        “比丘們，這也是形色之誘的過患。 
        “再者，人們可能再見同一位女子棄屍墳場——一日、兩日、三日，腫脹、青紫、腐爛。你
們以爲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魅力已然褪盡，過患顯現?” 
        “世尊，是的。” 
        “比丘們，這也是形色之誘的過患。 
        “再者，人們可能再見同一位女子棄屍墳場，爲烏鴉、鷹鷲、爲狗、土狼等動物啄食……骨
胳尚有血肉、以筋相連……骨胳血肉盡失、以筋相連……骨腱分離、散亂四處——此處手骨、彼
處足骨、此處腓骨、彼處腿骨、此處臀骨、彼處椎骨、此處肋骨、彼處胸骨、此處肩骨、彼處頸
骨、此處腭骨、彼處齒牙、此處頭骨……骨色發白如螺殼、經年堆積……化爲粉末……你們以爲
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魅力已然褪盡，過患顯現?” 
        “世尊，是的。” 
        “比丘們，這也是形色之誘的過患。 
        “那麽，比丘們，何爲出離形色? 平息對形色的貪愛、放棄對形色的貪愛，那便是出離形色。 
        “凡不能如實明辨形色之誘惑爲誘惑、形色之過患爲過患、形色之出離爲出離的僧侶行者，
他們自己理解形色、或以此真理激勵他人藉修持了解形色: 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凡能如實明辨
形色之誘惑爲誘惑、形色之過患爲過患、形色之出離爲出離的僧侶行者，他們自己理解形色、或
以此真理激勵他人藉修持了解形色: 那是可能的。” 

——MN13(中部)
 
感受的過患 
        “那麽，比丘們，何爲感受之誘?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遠離感官欲樂、遠離不善巧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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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安住於第一禪那: 由遠離而生起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那時候，他無心傷害自
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他有一種徹底無害的感受。我告訴你們，此無害之受，乃是一切感
受中的至高誘惑。 
        “接著這位比丘，隨著尋想與評估的平息，進入、安住於第二禪那; 由沈靜而生起喜與樂，隨
著尋想與評量的消退、知覺匯合起來——有了內在確定……隨著喜的消退，他保持著寧靜、有
念、警覺，身體敏感於樂。他進入、安住於第三禪那，對此聖者們宣告:‘寧靜、有念，他有了愉
快的居處’……隨著樂與痛的放棄——如先前喜與苦的消退一般——他進入、安住於第四禪那: 寧
靜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樂、又無痛。那時候，他無心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他有
一種徹底無害的感受。我告訴你們，此無害之受，乃是一切感受中的至高誘惑。 
        “那麽，何爲感受的過患? 感受無常、有苦、可變: 這便是感受的過患。 
        “那麽，何爲出離感受? 平息對感受的貪愛、放棄對感受的貪愛，那便是出離感受。 
        “凡不能如實明辨感受之誘惑爲誘惑、感受之過患爲過患、感受之出離爲出離的僧侶行者，
他們自己理解感受、或以此真理激勵他人藉修持了解感受: 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凡能如實明辨
感受之誘惑爲誘惑、感受之過患爲過患、感受之出離爲出離的僧侶行者，他們自己理解感受、或
以此真理激勵他人藉修持了解感受: 那是可能的。” 

——MN13(中部) 
 
色身的過患  
        “那麽，何爲對過患的辨識[認知]?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來到野外、樹下、空靜之處——
如此思索:‘這色身有諸多痛苦、諸多過患。在這色身裏會昇起諸多疾病，如: 視力病、聽力病、鼻
病、舌病、體病、頭病、耳病、口病、牙病、咳嗽、哮喘、粘膜炎、熱病、衰老、胃痛、昏迷、
痢疾、流感、霍亂、麻瘋、疔瘡、輪癬、肺結核、癲癇、皮膚病、癢癥、痂、幹癬、疥瘡、黃
疸、糖尿、痔瘡、瘻管、潰瘍、膽癥、粘液癥、風癥、體液癥、氣候癥、身體照顧不周之癥、外
傷、業力病、冷、熱、餓、渴、排屎排尿。’ 他這般地專注於色身的過患。這便稱爲對過患的辨
識[認知]。” 

——ANX60(增支部) 
 
老、病、死、雜染的過患 
        “這四種追求是尊貴的。哪四種? 有此情形，一個人，自己會衰老，意識到衰老的過患，尋求
脫離枷鎖、不老、無上的止息: 即解脫。自己會染病，意識到染病的過患，尋求脫離枷鎖、無
病、無上的止息: 即解脫。自己會死亡，意識到死亡的過患，尋求脫離枷鎖、不死、無上的止息: 
即解脫。自己有雜染，意識到雜染的過患，尋求脫離枷鎖、無雜染、無上的止息: 即解脫。” 

——AN IV.252(增支部) 
 
瞋怒的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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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者醜陋、少眠，他所得盈利， 
        因言行有失，轉爲虧損。  
盛怒的人，把他的財富摧毀。 
        狂怒的人，把他的地位摧毀。 
親戚、朋友、同事們躲避他， 
        瞋怒帶來損失，瞋怒使心燃燒。 
他意識不到危險由內心生起， 
        怒者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怒者看不見法。 
被瞋怒征服的人， 
        處於一團陰暗之中。 
他樂於惡行，以爲善行， 
        當怒意消退之時，他如火燒般受苦。 
他如煙霧圍繞之火， 
        無用、無光。 

——AN VII(增支部)
 
一切執取現象的過患 
    “一個人連續專注於執取現象的過患，渴求便止息了。從渴望的止息，引致執取/維持的止息。
從執取/維持的止息，引致緣起[有]的止息。從緣起的止息，引致生的止息。從生的止息，於是
老、病、死、憂、哀、痛、悲、慘，全部止息。若大一堆苦與緊張，便是這般地止息。” 

——SN XII52(相應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adinava/index.html 
最近訂正 6-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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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換

我願作此交易: 
        以衰老換得不老， 
        以熾燒換得解脫: 
這是不再受軛的 
        至高寧靜 
        與無上安穩。 

——ThagI32(長老偈)
如果放棄小樂， 
        他得見大樂， 
智者將放棄小樂， 
        求取大樂。

——Dhp290 (法句經)

 
逆着流行觀念 
        其時，尊者阿難與家主塔普薩往詣世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
說:“這位家主塔普薩對我說:‘尊者阿難，我們是耽溺於感官之樂、欣喜於感官之樂、享受感官之
樂、縱情感官之樂的家主。在我們這些耽溺於感官之樂、欣喜於感官之樂、享受感官之樂、縱情
感官之樂的人看來，出離根本是個大損失。然而，我卻聽說此法此律之中，年輕的比丘們視出離
爲寧靜，內心急於出離，趨向有信心、穩步、堅定。因此正是在出離這個主題上，此法此律與大
衆背道而馳。’”  
        “正是如此，阿難，正是如此。即便我自己在覺悟前、尚爲未悟的菩薩時，雖想到:‘出離善
哉。退隱善哉，’ 然而我的心卻不急於出離，未視出離爲寧靜，未趨向有信心、穩步、堅定。我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nekkhamma2.htm (1 of 4) [12/31/2010 10:36:58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次第訓練-出離

想:‘是何因緣、是何理由，爲什麽我的心不急於出離，未視出離爲寧靜，未趨向有信心、穩步、
堅定?’ 接著我想到:‘我還不曾看見感官欲樂的過患。我還不曾思考[那個主題]。我還不理解出離
的果報。我對它還不熟悉。那就是爲什麽我的心不急於出離，未視出離爲寧靜，未趨向有信心、
穩步、堅定。’”  
        “接著我想到:‘如果看見了感官欲樂的過患後，我思考該主題; 如果理解了出離的果報後，我
對它熟悉起來，我的心便有可能急於出離，視出離爲寧靜，趨向有信心、穩步、堅定。’”  
        “於是後來，在看見了感官之樂的過患後，我探索該主題;在理解了出離的果報後，我使自己
熟悉它。我的心急於出離，視出離爲寧靜，趨向自信、穩步、堅定。接下來，遠離感官之欲、遠
離不善巧的心態，我進入、安住於初禪: 從遠離中昇起了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 

——AN IX41(增支部)

 
極樂 
       [佛陀:] “跋提，[聽說]你獨自在林中、樹下、空靜處，反復大叫 ‘極樂! 極樂!’可是真的?”  
        [尊者跋提:]“世尊，是真的。”  
        “你反復大叫 ‘極樂! 極樂!’時，心裏在想什麽?”  
        “過去，在我居家時，爲了常享君王的喜樂，我把衛兵部署於王宮內外、城鎮內外、鄉村內
外。即便有這等保護、這等守護，我仍住於怖畏——焦躁、多疑、恐懼。但現在，獨自去林中、
樹下、空靜處時，我住於不懼、不躁、自信、無畏——不擔心、不困擾，我的需要滿足了、我的
心如野鹿(般自由)。這就是我反復大叫‘極樂! 極樂!’時，心裏所想的。”  
        接著，注意到那件事的重要性，世尊當時大聲說: 

不再受激者， 
克服有與非有者， 
他已超越恐懼， 
        有喜、無悲， 
        天神看不見他。

——Ud II 10(自說經)

 
安眠  
        [佛陀:]“你覺得如何: 假定一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有一棟房子: 山形屋頂、牆內外塗灰、門窗緊
閉、無穿堂之風。在屋裏，他有一張馬鬃軟榻: 上鋪一床長羊毛褥、一床白羊毛褥、一床錦繡
被、一床卡達裏鹿皮毯，頂垂華蓋、側堆紅枕。點一盞燈，四個妻子百般嫵媚，伺候著他。他是
否能自在安眠? 或者你認爲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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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羅毗的赫塔迦:]“是，世尊，他能自在安眠。世上的自在安眠者當中，他便是一位。”  
        “不過年輕人，你覺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昇起貪欲的身火或心火——受
貪火的燒灼——他苦惱難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貪火——受其燒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惱難眠——該貪欲已被如來棄絕、根
除，如拔起的棕櫚、生機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年輕人，你覺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者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昇起嗔怒的身火或心火——受怒
火的燒灼——他苦惱難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怒火——受其燒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惱難眠——該嗔怒已被如來棄絕、根
除，如拔起的棕櫚、生機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年輕人，你覺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昇起癡迷的身火或心火——受癡火
的燒灼——他苦惱難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癡火——受其燒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惱難眠——該癡迷已被如來棄絕、根
除，如拔起的棕櫚、生機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常有常有自在安眠: 
        婆羅門已徹底解脫;  
他不再粘著感官欲樂， 
        無積取，心清涼。 
既已斬斷一切纏縛， 
        制服內心恐懼， 
平息了，他自在安眠，  
        已達到心的寂止。

——AN III34 (增支部)

 
安止 

凡夫皆有生、老、死， 
        卻厭棄受其苦者， 
        那些事他不能自免。  
見有情受這些苦， 
        假如我厭棄，便不適合 
        以同樣於他們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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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心態， 
        ——了解法， 

        不再抓取—— 
我克服了對健康、青春、生命 
        的一切沈醉感， 
        視出離爲安穩。 
 
我的力量升起， 
        解脫清晰可見。 

如今再不可能  
        求取感官欲樂。 
已走上梵行之道， 
        我不回頭。                      

——ANIII38(增支部)

 
無畏 
        “有此情形，一個人已棄絕對感官欲樂的貪愛、欲望、喜愛、渴愛、狂熱、執取。接著他重
病不起。在重病不起時，他不想:‘唉，我熱愛的那些感官欲樂要離我而去了、我要被迫離開它們
了!’他不悲傷、不苦惱; 他不哭泣、捶胸、狂亂。這便是一個面臨死亡時，對死亡不懼不怕的
人。” 

——AN IV184(增支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nekkhamma/index.html 
最近訂正 3-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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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海 
        “你們在這流轉輪回的漫長歲月裏，痛哭、悲泣之淚，與四海之水相比哪個更多? 是這個更
多: 你們在這流轉輪回的漫長歲月裏，痛哭、悲泣之淚。 
        “長久以來你們已反複曆次喪母。你們因與所憎者結合、與所愛者別離而痛哭、悲泣——在
這流轉輪回的漫長歲月裏，喪母之淚多於四海之水。 
        “長久以來你們已反複曆次喪父......喪兄弟......喪姊妹......喪子......喪女......失眷屬......失財富......
失健康 。你們因與所憎者結合、與所愛者別離而痛哭、悲泣——在這流轉輪回的漫長歲月裏，爲
失去健康所流之淚多於四海之水。 
        “爲什麽? 從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輪回。盡管衆生受無明蒙蔽、受渴求束縛，流轉輪回不
止，起點卻不明顯。你們經曆苦、經曆痛、經曆失、充斥墳地，已如此長久——對 於一切造作足
以升起厭離、足以升起無欲、足以期望解脫。” 

——SNXV.3(相應部)

 
這寶貴的人生 
        “比丘們，假定大地完全爲水覆蓋，有人把一副單套牛轭投入水中。東風把它往西推，西風
把它往東推。北風把它往南推，南風把它往北推。再假定有一只盲眼海龜，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
一次。那麽，你們覺得如何，那只盲眼海龜，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一次，會把頭頸穿入那副單套
牛轭麽? ” 
        “世尊，那只盲眼海龜，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一次，把頭頸穿入單套牛轭，純粹是巧合。” 
        “生爲人身也同樣純粹是巧合。如來、尊貴的正自覺者升起於世，也同樣純粹是巧合。如來
宣說的法與律示現 於世，也同樣純粹是巧合。如今人身已得。如來、尊貴的正自覺者已升起於
世。如來宣說的法與律已示現 於世。 
        “因此，你們的責任是思索:‘這是苦。這是苦因。這是苦的止息。這是苦的止息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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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LVI148(相應部)

 
我們爲什麽流轉於輪回? 
        “因爲不了解、不領悟四件事，你與我，我們流轉輪回，已曆經如此漫長的歲月。哪四件? 
        “因爲不了解、不領悟尊貴的戒德，你與我，我們流轉輪回，已曆經如此漫長的歲月。 
        “因爲不了解、不領悟尊貴的定力，你與我，我們流轉輪回，已曆經如此漫長的歲月。 
        “因爲不了解、不領悟尊貴的明辨，你與我，我們流轉輪回，已曆經如此漫長的歲月。 
        “因爲不了解、不領悟尊貴的解脫，你與我，我們流轉輪回，已曆經如此漫長的歲月。 
        “然而，了解、徹悟了尊貴的戒德、了解、徹悟了尊貴的定力......尊貴的明辨......尊貴的解
脫，那麽，對緣起[有生]的渴求便摧毀了、緣起[即渴求與執取]的牽引便終結了、如今不再有緣
起。” 

——ANIV.1(增支部)

相關連接: 
        天界 
        業 
        第四聖諦 
        三十一個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samsar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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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一聖諦]

苦 
Dukkha 
dukkh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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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英語詞彙能夠完整、充分地抓住這個巴利文關鍵詞彙的深度、廣度及其細微內涵。
過去一些年來，人們曾用過不少譯法(“緊張”、“不滿意”、“苦”等等)，每個詞彙在特定的上下文
裏有可取之處。不讓自己對於某個譯法過分滿意，是有價值的，因爲佛學修持的整個目的，是爲
了擴大與加深個人對 dukkha 的理解，直到 dukkha 的根源最後暴露出來、徹底除滅。一個有益的
原則是，你一旦找到某個最佳譯詞，再想一想: 因爲無論你怎樣描述dukkha，它總比那個描述更
深刻、更細微、更不滿意。 
 
举例 
        “生爲dukkha、老爲dukkha、死爲dukkha，憂、哀、痛、悲、慘爲dukkha；與不愛者相處爲
dukkha、與愛者離別爲dukkha、所求不得爲dukkha：簡言之，五種執取之蘊爲dukkha。” 
[譯按: 本段對dukkha的提示,與其說是定義,不如說是例舉。] 

——SNLVI11(相應部)

 
舍利弗的闡述 
        (舍利弗尊者:) “賢友們，什麽是苦聖諦? 生苦、老苦、死苦；憂、哀、痛、悲、慘苦；與不
愛者相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簡言之，五種執取之蘊苦。 
        “何謂生? 凡諸有情，在此類、彼類有情中出生、投生、生下、出現、五蘊顯現、得其(感受
的)域場: 那便是生。 
        “何謂老? 凡諸有情，在此類、彼類有情中衰老、朽壞、破損、發白、皮皺、生命力下降、諸
根衰退: 那便是老。 
        “何謂死? 凡諸有情，在此類、彼類有情中死亡、逝去、破滅、消失、滅去、命終、五蘊分
解、色身棄去、命根中斷: 那便是死。 
        “何謂憂?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觸及者，其憂苦、憂鬱、憂傷、內憂苦、內憂傷: 那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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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何謂哀?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觸及者，其哀哭、哀痛、悲泣、號哭、悲歎: 那便是哀。 
        “何謂痛?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觸及者，其身之痛、身之不適、體觸所生之痛與不適: 那
便是痛。 
        “何謂悲?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觸及者，其心之痛、心之不適、意觸所生之痛與不適: 那
便是悲。 
        “何謂慘? 凡遭不幸、受痛苦事物觸及者，其絕望、失望、無望: 那便是慘。 
        “何謂與不愛者相處之苦? 有此情形，不可喜、不可樂、不美的色、聲、香、味、觸感對他昇
起; 或者他與有惡意、傷害意、願他不適、願他不安穩的人們，有關聯、有接觸、有來往、有交
流: 那便是與不愛者相處之苦 
        “何謂與愛者離別之苦? 有此情形，可喜、可樂、美妙的色、聲、香、味、觸感不對他昇起; 
或者，他與有善意、增益意、願他舒適、願他安全的人們，與父母、兄弟、姊妹、友人、伴侶、
親戚們，無關聯、無接觸、無來往、無交流: 那便是與愛者離別之苦。 
        “何謂所求不得之苦? 衆有情因有重生，遂生此願:‘啊，願我們不再重生、願重生不再降臨我
們。’ 然而，藉想求不能達成此願。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衆有情因有老……病……死……
憂……哀……痛……悲……慘，遂生此願:‘啊，願我們不再老……病……死……憂……哀……
痛……悲……慘、願老……病……死……憂……哀……痛……悲傷……慘不再降臨我們。’ 然
而，藉想求不能達成此願。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 

——MN 141(中部) 

 
一個當代定義  
Dukkha 是: 
        困扰、烦恼、沮丧、担忧、绝望、惊恐、畏惧、苦闷、焦虑、易伤、伤害、无能、劣等、疾
病、衰老、身体与官能的衰退、老迈、痛/乐、刺激/厌倦、匮乏/ 超额、欲望/挫折、压抑、指望/
无目的、希望/无望、致力、行动、挣扎/压抑、损失、贫困、不足/过饱、爱/无爱、无友、不喜、
反感/吸引、为父母/无子女、屈服/反抗、决策/未定、踌躇、不确定。 

——引自 弗朗西斯-斯托裏《生存的三個基本側面》第二卷: 《苦》。(坎
地，佛教出版社，1983) 

 
只講dukkha 
        “無論過去、現在，我講的只是dukkha 與 dukkha的止息。” 

——SN XXII86 (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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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dukkha 
        “賢友，有這三種形式的緊張[stressfulness，張力，苦]: 痛的緊張、造作的緊張、變易的緊
張。這便是三種形式的緊張。” 
        (游方者鍵布喀地卡:) “什麽道路、什麽修持，能夠徹底了解這三種緊張?” 
        “賢友，正是這八聖道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正是這
條道路、正是這個修持，能夠徹底了解這三種緊張。” 

——SN XXXVIII.14(相應部) 

相關連接 : 
        第一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dukkha.html 
最近訂正 3-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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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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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束縛 
        “比丘們，是因爲沒有證悟、沒有徹悟四聖諦，我與你們，才經曆著、進行著這漫長的生死
輪回。哪四谛? 是 dukkha 聖諦、 dukkha 之因聖諦、 dukkha 的止息聖諦、 dukkha 的止息之道聖
諦。 但是比丘們，如今這些聖諦已經證悟、徹悟，對存在的渴求斬斷了、重新緣起之因摧毀了、
不再有新的緣起。 ” 

——DN16(長部)(dukkha依原文未译)。
 
大象的足印 
        (舍利弗尊者:) “贤友們，正如一切有足動物的足印爲大象的足印所包容，大象的足印在尺寸
上居首位，同樣地，一切善巧的素質彙集於四聖諦之下。哪四谛之下? 在苦聖諦之下、在苦因聖
諦之下、在苦的止息聖諦之下、在苦的止息之道聖諦之下。 ” 

——MN28(中部)
 
對於四聖諦每一谛的責任  
(佛陀講述他的覺醒)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眼生
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爲苦聖諦’。……‘此苦聖諦 需全解’……‘此苦聖諦已全解’。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此
爲苦因聖諦’。……‘此苦因聖諦 需斷棄’……‘此苦因聖諦已斷棄’。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此
爲苦的止息聖諦’……‘此苦的止息聖諦 需直證’……‘此苦的止息聖諦已直證’。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升起視眼、升起洞見、升起明辨、升起知識、升起光明：‘此
爲趨向苦止息之道聖諦’……‘此趨向苦止息之道聖諦 需修習’……‘此趨向苦止息之道聖諦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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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比丘們，只要我對此四聖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尚不純淨，比丘們，我未在有天神摩
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然而，一旦我對此四聖諦
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真正純淨，比丘們，我即在有天神摩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
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我內心升起此知見:‘我的解脫不可動搖。此爲最後一生。今
不再有生。’ ” 

——SN LVI11(相應部《轉法輪經》) 

相關連接: 
        第一聖諦 
        第二聖諦 
        第三聖諦 
        第四聖諦 
        坦尼沙羅尊者: 正思的作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index.html 
最近訂正 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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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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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瘋病者經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良稹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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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Rajagaha at the Bamboo Grove, the 
Squirrels' Sanctuary. Now at that time in Rajagaha 
there was a leper named Suppabuddha,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And at that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Suppabuddha the 
leper saw the large gathering of people from afar and 
thought to himself, "Without a doubt, someone must 
be distributing staple or non-staple food over there. 
Why don't I go over to that large group of people, 
and maybe I'll get some staple or non-staple food." 
So he went over to the large group of people. Then 
he saw the Blessed One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On seeing this, he 
realized, "There's no one distributing staple or non-
staple food over here. That'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Why don't I listen 
to the Dhamma?" So he sat to one side right there, 
[thinking,] "I, too, will listen to the Dhamma."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的松
鼠園。爾時王舍城有一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乃
貧窮、悲慘、潦倒之人。其時薄伽梵爲衆人圍
繞，正端坐說法。麻瘋病者蘇巴菩達於遠處見
此衆人，心想: “無疑那裏必有人佈施主食副
食。我何不去那衆人處，或者可得些主食副
食。”　於是朝那群人走去。他看見薄伽梵爲
衆人圍繞，正端坐說法。見此，他意識
到：“這裏並沒有人佈施主食副食。那是沙門
喬達摩爲衆人圍繞，正端坐說法。我何不聽
法？”　他當即坐於一邊，[心想]：“我也願聽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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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 Blessed One, having encompassed the 
awareness of the entire assembly with his awareness, 
asked himself, "Now who here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He saw Suppabuddha 
the leper sitting in the assembly, and on seeing him 
the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This person here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So, aiming 
at Suppabuddha the leper, he gave a step-by-step 
talk, i.e., a talk on giving, a talk on virtue, a talk on 
heaven; he declared the drawbacks, degradation, & 
corruption of sensual passions, and the rewards of 
renunciation. Then when he saw that Suppabuddha 
the leper's mind was ready, malleable, free from 
hindrances, elated, & bright, he then gave the 
Dhamma-talk peculiar to Awakened Ones, i.e., 
stress, origination, cessation, & path. And just as a 
clean cloth, free of stains, would properly absorb a 
dye, in the same way, as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sitting in that very seat,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arose within him,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其时，世尊以他的覺知包容了全體在場者
的覺知後，自問：“現在，這裏有誰能理解
法？”　他看見麻瘋病者蘇巴菩達坐在人群之
中，看見他時，他想: “此人能理解法。”　於
是，針對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他作了一場循序
漸進的開示， 即，一段佈施說，一段戒德
說，一段天界說; 他宣說了感官之欲的過患、
降格、退敗，以及出離的果報。接著，他看見
麻瘋病者蘇巴菩達的心預備、可塑、五蓋除
卻、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場諸覺者特有的法
義開示，即：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
之道。如無垢、潔淨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樣
地，麻瘋病者蘇巴菩達正端坐原地，即升起內
在無塵、無垢的法眼：“凡緣起者，皆趨向止
息。”

Having seen the Dhamma, reached the Dhamma, 
known the Dhamma, gained a footing in the 
Dhamma, having crossed over & beyond doubt, 
having had no more perplexity, having gained 
fearlessness & independence from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Teacher's message, he rose up from his seat 
and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he sat to one side. 
As he was sitting there he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Magnificent, lord! Magnificent! Just as if the 
Blessed One were to place upright what was 
overturned, to reveal what was hidden, to show the 
way to one who was lost, or were to carry a lamp into 
the dark so that those with eyes could see forms, in 
the same way has the Blessed One -- through many 
lines of reasoning -- made the Dhamma clear. I go to 
the Blessed One for refuge, to the Dhamma, and to 
the Community of monks. May the Blessed One 
remember me as a lay follower who has gone to him 
for refuge,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life." 

        既已見法、證法、解法，於法中立足，已
超越，不再有疑、不再有惑，已證得無畏、於
導師之教言不再依賴他人，他離座走向薄伽
梵。近前向薄伽梵頂禮後，坐於一邊。坐於一
邊後，他對薄伽梵道: “勝哉，世尊，勝哉！薄
伽梵正好比將顛倒之物置正、把隱秘之事揭
開、爲迷途者指路、在黑夜裏舉燈、使有目者
見形，同樣地，薄伽梵藉種種方便，闡明了
法。我歸依薄伽梵、歸依法、歸依僧。願薄伽
梵記得我這個從今日起一生歸依於他的優婆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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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Suppabuddha the leper, having been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 encouraged by the Blessed One's 
Dhamma talk, delighting & approving of the Blessed 
One's words, got up from his seat,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circumambulated him -- keeping him to 
his right -- and left. Not long after his departure he 
was attacked & killed by a cow with a young calf. 

        於是麻瘋病者蘇巴菩達受薄伽梵說法的教
導、敦促、鼓勵、激勵，對薄伽梵之言心悅、
隨喜，離座起身，對薄伽梵頂禮、右繞後離
去。離去不久，他即被一頭帶著小牛的母牛撞
死了。 
 

Then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and,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sat to one side. As they were sitting there, they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the leper named 
Suppabuddha, whom the Blessed One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 encouraged with a Dhamma talk, 
has died. What is his destination? What is his future 
state?"

        此後有衆比丘朝薄伽梵走來，近前向薄伽
梵頂禮後、坐於一邊。坐於一邊後，他們對薄
伽梵說，“世尊，那麻瘋病者蘇巴菩達，受薄
伽梵說法的教導、敦促、鼓勵、激勵者，今已
死矣。他的趣向爲何? 他的來世爲何？” 
 

"Monks,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wise. He 
practiced the Dhamm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 and did not pester me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Dhamma.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irst three 
fetters, he is a stream-winner, not subject to states of 
deprivation, headed for self-awakening for sure." 

        “比丘們，麻瘋病者蘇巴菩達有智慧。他
如法修持，未在法義上與我糾纏。隨著前三種
束縛的摧毀，他是入流者，不墜惡趣，必然走
向自覺醒。”  
 

When this was said, one of the monks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what was the cause, what was 
the reason, why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such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言畢，一比丘對薄伽梵說:“世尊，是什麽
因、是什麽緣，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何以如此貧
窮、悲慘、潦倒？”” 
 

Once, monks, in this very Rajagaha,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the son of a rich money-lender. While 
being escorted to a pleasure park, he saw Tagarasikhi 
the Private Buddha going for alms in the city. On 
seeing him, he thought, 'Who is this leper prowling 
about?' Spitting and disrespectfully turning his left 
side to Tagarasikhi the Private Buddha, he left. As a 
result of that deed he boiled in hell for many years, 
many hundreds of years,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man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n as a 
result of that deed he became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in this very Rajagaha. But on 
encountering the Dhamma & Discipline made known 
by the Tathagata, he acquired conviction, virtue, 
learning, relinquishment, & discernment. Having 
acquired conviction, virtue, learning, relinquishment, 

        “比丘們，一時就在此王舍城內，蘇巴菩
達乃一富有的放貸人之子。他隨護衛往遊樂園
途中，見獨覺佛多伽羅屍迦在城裏托缽。見時
他想：‘這徘徊覓食的麻瘋病者是誰？’ 他朝獨
覺佛多伽羅屍迦唾啐、並無禮地以左側對之離
去。作爲該業的果報，他在地獄裏煎熬了許多
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千萬年。作爲
該業的果報，他就在此王舍城內，成爲一貧
窮、悲慘、潦倒的麻瘋病者。然而，緣見如來
宣說法與律，他獲得信心、戒德、學問、離
欲、明辨。既已緣見如來宣說法與律而獲得信
心、戒德、學問、離欲、明辨，如今身壞命
終，他重現善趣、天界，與三十三天的諸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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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ernment on encountering the Dhamma & 
Discipline made known by the Tathagata, now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 he has 
reappeared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in company with the deva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re he outshines the other devas both 
in beauty & in glory." 

爲伴。他在彼處的美麗與榮耀勝於諸天神。” 
 

Then, on real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the 
Blessed One on that occasion exclaimed: 

A person with good eyes, 
    encountering 
    a treacherous, uneven place, 
   would try hard to avoid it. 
 
A wise person, in the world of life, 
   should avoid 
   evil deeds. 

        意識到該事件之重要性，其時薄伽梵大聲
宣說： 

    明眼者於艰險處，  
        力避坎坷。 
    明智者於人世間， 
        當避惡行。

最近訂正 1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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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 [正見]

業 
Intentional action 

巴kamma /梵 karm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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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我告诉你们，动机，即是业。有动机时，一个人藉著身体、语言、意念造业。” 

——AN VI63(增支部)s

 
對自己的行爲負責  
        “我是我的行爲[業]的主人、行爲[業]的繼承者、因我的行爲[業]而生、 由我的行爲[業]相聯、 
依我的行爲[業]作裁 決。無論我做什麽，是善是惡，我自受業報…… 
        “一個人應當時常觀想(此事)，無論女人、男人、在家、出家…… 
        “那麽，是根據何等理由一個人應當時常觀想: ‘我是我的行爲[業]的主人、行爲[業]的繼承
者、因我的行爲[業]而生、 由我的行爲[業]相聯、 依我的行爲[業]作裁決。無論我做什麽，是善是
惡，我自受業報’? 有的生靈在身……語……意方面行惡。但是當他們時常這般觀想時，該項身、
語、意的惡業，或者會完全摒棄、或者會減弱下來。  
        “一位聖者的弟子，作這般思索:‘我並非唯一是我的行爲[業]的主人、行爲[業]的繼承者、因我
的行爲[業]而生、由我的行爲[業]相聯、依我的行爲[業]作裁決。無論我做什麽，是善是惡，我自
受業報。在有衆生的情形下——過去的未來的、死亡的重生的——一切衆生，是他們的行爲[業]

的主人，行爲[業]的繼承者、因他們的行爲[業]而生、由他們的行爲[業]相聯、依他們的行爲[業]
而 活。無論他們做什麽，是善是惡，他們自受業報。’當他/她時常這般觀想，聖道便昇起了。他/
她堅持那條道，發展它、培養它。隨著他堅持那條道，發展它、培養它，束縛棄絕了、執取摧毀
了。” 

——ANV57(增支部)

 
應當了解、懂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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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了解業。應當了解業昇起運作之因。應當了解業的多樣。應當了解業的果。應當了解
業的止息。應當了解業的止息之道。是這樣說的。是指哪方面而說? “我告訴你們，動機，即是
業。有動機時，一個人藉著身、語、意造業。 
        “那麽，何爲業的昇起運作之因? 接觸，爲業的昇起運作的因。 
        “那麽，何爲業的多樣? 有必須在地獄裏經受的業、在動物界經受的業、在餓鬼界經受的業、
在人界經受的業、在天界經受的業。此謂業的多樣。 
        “那麽，何爲業的果報? 我告訴你們，業的果報有三類: 即時即地生起的果報、日後生起的果
報(指此世)、來世生起的果。此謂業的果報。  
        “那麽，何爲業的止息? 從接觸的止息，便有業的止息; 正是這條 八聖道—— 正見、 正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此謂趨向業的止息的修持之道。 

        “因此，當一位聖者的弟子辨知如此爲業、如此爲業的升起運作、如此爲業的多樣、如此爲
業的果報、如此爲業的止息之道時，他辨知，此種深邃的梵行[聖道修行]爲業的止息。 
        “應當了解業。應當了解業升起運作之因。應當了解業的多樣。應當了解業的果。應當了解
業的止息。應當了解也的止息之道。' 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ANVI 63(增支部)

 
審視自己的行爲 (佛陀教導幼子) 
        [佛陀:] “你覺得如何，羅睺羅，鏡子有什麽用途?” 
        [羅睺羅:]“世尊，用於觀照。” 
        [佛陀:]“同樣地，羅睺羅，對於身業、語業、意業也應當反復觀照。 
        “每當你想作某個身業(行爲)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的這個身業——它會導致傷害自己、傷
害他人、或傷害雙方嗎? 它是不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會有苦果、苦報?’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
了，它會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
麽那樣的身業你絕對不適合作。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致傷害……它會是一種
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任何那樣的身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的這個身業——是在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
人、或傷害雙方嗎?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嗎?’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正導
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並不……
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身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傷害自己、傷
害他人、或傷害了雙方;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一位多聞
的修行同伴懺悔、披露、公開。懺悔後，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
它不曾導致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
應當安住於清新、喜樂之心，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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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於語業與意業) 
        “羅睺羅，過去所有淨化了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所做的，正是這般反
復地觀照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未來所有將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當前所有在淨化自己的身業、
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在做的，正是這般反復地觀照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因此，羅睺羅，你應當訓練自己: ‘我要反復地觀照自己的身業。我要反復地觀照自己的語
業。我要反復地觀照自己的意業。’ 你應當這樣訓練自己。” 

——MN61(中部61芒果石教誡羅睺羅經 全文)

 
善巧而行所得的五件樂事 
        “這五件事是受歡迎、可取、愉悅、世間難得的。哪五件? 長壽……美貌……享樂……地
位……重生天界……我告訴你們，這五件事藉著推想、祈求、發願是不可得的。如果藉著推想、
祈求、發願即便可得，這裏有誰會缺少它們? 想得長壽的聖者弟子，是不適於祈求與好祈求的。
反之，想得長壽的聖者弟子，應走上趨向長壽的修行之道。這樣做，他會得長壽，或在人界或在
天界……(同理於美貌、享樂、地位、重生天界)。”

——AN V43(增支部)

 
        比丘們，這四種業已由我親知、自證、宣講。哪四種? 有得黑果的黑業。有得白果的白業。
有得黑白果的黑白業。有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何爲得黑果的黑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傷害性的身體造作……傷害性的言語造作……
傷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傷害性的域界……他在該處受傷害性的接觸……他只體驗痛
受，譬如地獄的衆生。是謂得黑果的黑業。  
        “何爲得白果的白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無傷害的身體造作……無傷害的言語造作……
無傷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無傷害的域界……他在該處受無傷害性的接觸……他只體驗
樂受，譬如光明的天神。是謂得白果的白業。  
        “何爲得黑白果的黑白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既有害又無害的身體造作……既有害又無
害的言語造作……既有害又無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既有害又無害的域界……他在該處
既受有害又受無害的接觸……他體驗傷害與無傷害之受，苦樂混合，譬如人類、某些天神、某些
低等域界的有情。是謂得黑白果的黑白業。  
        “何爲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正見、 正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
進、 正念、 正定: 是謂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AN IV.235(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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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接: 
        正業 
        三十一個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kamma.html 
最近訂正 9-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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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條基本教戒爲所有居家佛教徒遵守。五戒常在歸依佛、法、僧的段落之後念誦。 

 
五戒  
1.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破壞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予而取。 
3.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當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正言語。 
5. 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導致失慎的醉性飲料與藥品。 

 
五種無咎之禮 
        “有這樣五件贈禮、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
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的。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戒奪取生
命、離奪取生命。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
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
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一件禮物、第一件大禮——獨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
——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的。 
        “再者，戒不予而取[偷盜]，這位聖者的弟子離不予而取。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ila_pañca2.htm (1 of 2) [12/31/2010 10:37:16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次第訓練-五戒

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二件禮物......  
        “再者，戒不當性事，這位聖者的弟子離不當性事。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三件禮物......  
        “再者，戒謊言，這位聖者的弟子離謊言。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四件禮物...... 
        “再者，戒醉品，這位聖者的弟子離醉品。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迫害。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迫害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五件禮物、第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
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
的。這是福德的第八種果報: 是善巧、喜樂的滋養、如天界、得快樂、趨向天界、趨向愉快、喜
悅、適意、福利、與幸福的果報。” 

——AN VIII 39 (增支部)

相關連接: 
        八戒 
        十戒 
        戒德 
        歸依三寶 
        阿姜李 成就戒德《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pancasil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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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八戒

[首頁] >> [正法] >> [戒德]

八戒 
The Eight Precepts 

attha-sil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
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
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這些戒律由居家者在密集禪修期與布薩日時遵守。八戒建立在五戒基礎之上，把第三戒延至一切

性事，另增特別有助於禪修的三條戒律。 
 
        八戒 
1.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破壞生命。 
2.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予而取。 
3.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性事。 
4.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正言語。 
5.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導致失慎的醉性飲料與藥品。 
6.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非時食(不在禁食期間進食,過午不食)。 
7.Nacca-gita-vadita-visukkadassana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vibhusana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歌舞、音樂、演藝、花環、香水與美容品。 
8.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高床與奢侈睡具。

相關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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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戒 
        五戒 
        戒德 
        阿姜李 布薩歸依求戒儀式(來自《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atthasila.html 
最近訂正 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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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十戒

[首頁] >> [正法] >> [戒德]

十戒 
Ten Precepts 

dasa-sil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這些戒律由新出家的僧尼遵守。它們衍生於八戒，把關於娛樂的戒律分爲兩條，另增一條禁用金
錢的戒律。 
 
受具足戒的僧侶(比丘)遵守《比丘波羅提木叉經》中的227條戒; 受具足戒的僧尼(比丘尼)遵守
《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經》中的311條戒。 
十戒 
1.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破壞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予而取。 
3.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不正言語。 
5. 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導致失慎的醉性飲料與藥品。 
6.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非時食 [不在禁食期間進食,過午不食]。 
7. Nacca-gita-vadita-visuka-dass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歌舞、音樂、演藝。 
8.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vibhusan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離花環、香水與美容品。 
9.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高床與奢侈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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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tarupa-rajata-patigga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離金銀[不接受錢幣]。 

相關連接: 
        八戒 
        五戒 
        戒德 
        阿姜李 成就戒德(來自《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dasasila.html 
最近訂正 2-7-2007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ila_dasa2.htm (2 of 2) [12/31/2010 10:37:19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dasasila.html


次第訓練-布薩日

[首頁] >> [正法] >> [戒德] 

布薩日 
Uposatha Observance Days  

 
[編者]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布薩日是精進修練的周期日，爲整個上座部佛教世界的居士與比丘遵奉。 
        比丘們常在這些日子裏密集禪修。許多寺院停止建築、修復等體力勞作。在新月與滿月日，
比丘們舉行兩周一次的懺悔並持誦波羅提木叉戒經。 
        在布薩日裏，居家者爲了益於禪修、也爲增長對佛法的承諾而持守八戒。居家者在這些日子
裏盡可能造訪寺院，對僧伽作特別供養，聽聞佛法，與衆法友共修禪定，直至入夜。周圍無寺院
親近者，可以視全世界正在修行的佛教徒爲無形的支持，在這一日精進禪定。  
        布薩歷根據一套複雜的傳統計算公式制定，大致以太陰曆爲基礎，日期與天文日期並非一貫
吻合。更複雜的是，每一個上座部佛教派系所循的布薩歷略有不同。  
        以下幾個滿月布薩日在佛教日曆中具有特別的意義。  
 
◇萬佛日 Magha Puja (通常於二月)  
        通常又稱“僧伽日”，這一日紀念 1250 位阿羅漢自發在佛陀面前的集會。其中一千名在場的
比丘是過去在諦聽佛陀宣講《火燃經》後覺悟的，其他 250位比丘爲長老木建連尊者與舍利弗尊
者的弟子。面對這個吉祥的團體，佛陀宣講了法義總綱《教誡波羅提木叉偈》，之後遣派他們外
出宣講佛法。[相關閱讀: 《阿姜李: 給每個人的法》]  
 
◇衛塞節 Visakha Puja (Vesak) (通常於五月)  
        有時又稱“佛日”(Buddha Day)，這一日紀念佛陀生平中在這個滿月日裏發生的三個關鍵事件: 
他的出生、覺醒與最後的解脫(parinibbana，般涅槃)。[推薦阿姜李的開示: 《衛塞禮佛日》]  
 
◇阿薩拉日 Asalha Puja (通常於七月)  
        有時又稱“法日”(Dhamma Day)，這一日紀念佛陀的第一次宣講，當時是爲曾一起在森林中修
持多年的五位比丘講述的。聽了這篇開示之後，其中一位比丘(喬陳如尊者)第一次瞥見了涅槃，
於是誕生了聖僧伽。每年的雨季安居(vassa)從第二日開始。 ◇衛塞節 Visakha Puja (Vesak) (通常
於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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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居日 Pavarana Day (通常於十月, 又稱自恣、僧寶節、佛陀歡喜節) 
        這一日標志著雨安居的結束。下個月舉行迦提那節(kathina)，那時居家人集體向僧伽贈送僧
布與其它用品。  
 
◇安那般那日 Anapanasati Day (通常於十一月)  
        有一次雨安居結束時，佛陀對於比丘們的進步極其滿意，鼓勵他們把密集禪修再延長一個
月。在第四個安居月結束的滿月日，他傳授了出入息念(安那般那念)，內容記載於中部118 《出
入息念經》中。 

相關連接: 
         《教誡毗沙卡布薩經》 
         《釋迦經》 
         《布薩根本經》 
        阿姜李 布薩歸依求戒儀式(來自《修心之技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uposath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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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三十一個生存空間

[首頁] >> [正法] >> [天界]

三十一个生存空間 
The Thirty-one Planes of Existence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無可逃避的業力原理確保了我們的每一個行動——無論身、語、意——依照該行動的善巧與
否得其果報。我們在個人生活中時常親眼目睹這類過程，即便後果不一定當即顯現。然而佛陀還
教導說，我們行爲的後果甚至延續到來世，決定了死後重生的質量: 你的行爲有益、善巧，則決
定有一個善界重生。行爲不良、不善巧，則有不良重生。於是，我們被個人選擇與行爲[業]的質
量所推動，從一生到下一生，在多少劫世裏流轉輪回。 

        經文中描述了三十一個不同的生存“平面”或“域界”，衆生在其中久久輪回游蕩。這些域包括
了極其黑暗、冷酷、痛苦的地獄，一直到最爲崇高、精致、極樂的天界。在每個域的生存均非永
久，佛教宇宙觀裏不存在永恒的天堂與地獄。衆生之所以投生某個域，取決於舊業與和死亡時刻
之業。當推動他們進入該域的業力竭盡之時，他們便死去，再一次隨業力重生他處。於是，這個
令人厭倦的周期繼續著。 
        習慣上把這些生存域歸爲三種特定的“界”(loka)，根據其精細程度由高至低羅列於下: 

•無色界(arupa-loka)[1]: 包括四域，死亡時在無色禪那 禪定者，可到達该

界。 
•色界(rupa-loka): 由十六域組成，其中的居住者(天神devas)享受著極其精致
的精神喜樂。那些至少達到了某些禪那層次的人，以及(暫時)壓制了仇恨與
惡意的人，可以達到那裏。據說諸天神們身體精致，帶著純淨的光亮。其中
最高域——淨居天，只能由證得覺悟第三階段的不還果者達到。無色界與色
界共同構成了“天界”(sagga)。  

•欲界(kama-loka，感官欲望界): 由十一域組成——受五種官感的主宰，經曆
喜樂與不樂。其中七域爲善趣，包括我們所在的人界以及幾個天神居域。最
低等域爲四種“惡趣”，包括動物界與地獄。 

        爭論這些域界是真實存在或僅是一些描述此生體驗的諸樣心態的奇特比喻，是無意義的。該
宇宙觀的訊息在此: 除非采取步驟，突破業力的鐵爪，我們注定會毫無目標地從一個狀態遊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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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狀態，遠離真正的甯靜與滿足。佛陀的革命性發現，在於他找到了解脫之道: 八聖道，以
此爲工具，使我們永遠逃脫這種令人厭倦的遊蕩，獲得真正不可動搖的自由。 

I. 無色界(arupa-loka)

域處 評論
重生此域之

業因

(31)非想非非想處Neither-
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 
 (nevasaññanasaññayatanupaga 
deva) 此諸域居者僅有

心智，無物質身
體，不能聽聞佛
法。

第四無色禪
那

(30)無所有處Nothingness 
(akiñcaññayatanupaga deva)

第三無色禪
那

(29)識無邊處Infinite 
Consciousness 
(viññanañcayatanupaga deva)

第二無色禪
那

28)空無邊處Infinite Space  
(akasanañcayatanupaga deva)

第一無色禪
那

II. 色界 (rupa-loka)

域處 評論

重生
此域
之業
因

(27)色究竟天
Peerless devas 
(akanittha deva)

這五個淨
居天只能
由不還者
與阿羅漢
達到。在
別處修成
不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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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靈在此
重生，在
此證得阿
羅漢。 
 
此處居者
之一爲梵
天沙巷婆
提[娑婆世
界主梵
天]，是
他請求佛
陀傳法於
世。(SN 
VI.1).

第四
禪那

(26)善見天
Clear-sighted 
devas (sudassi 
deva)

(25)善現天
Beautiful devas 
(sudassa deva)

(24)無熱天
Untroubled 
devas (atappa 
deva)

(23)無煩天
Devas not 
Falling Away 
(aviha deva)

(22)無想有情天
Unconscious 
beings 
(asaññasatta)

僅有色
身，卻無
心智。

(21)廣果天Very 
Fruitful devas 
(vehapphala 
deva)

(20)遍淨天
Devas of 
Refulgent Glory 
(subhakinna 
deva)

第三
禪那
(最高
程度)

(19)無量淨天
Devas of 
Unbounded 
Glory 
(appamanasubha 
deva)

第三
禪那
(中等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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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域諸天
享受著程
度不一的
禪那之
喜。

(18)少淨天
Devas of 
Limited Glory 
(parittasubha 
deva)

第三
禪那
(低等
程度)

(17)光音天 
Devas of 
Streaming 
Radiance 
(abhassara deva)

第二
禪那
(最高
程度)

(16)無量光天
Devas of 
Unbounded 
Radiance 
(appamanabha 
deva)

第二
禪那
(中等
程度)

(15)少光天 
Devas of 
Limited 
Radiance 
(parittabha deva)

第二
禪那
(低等
程度) 

(14)大梵天 
Great Brahmas 
(Maha brahma)

此域最著
名的居者
中有一位
大梵天，
這位天神
幻想自己
是宇宙間
無所不
見、無所
不能者 
(DN 
11)。 

第一
禪那
(最高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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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梵輔天
Ministers of 
Brahma 
(brahma-
purohita deva)

此域諸天
享受著程
度不一的
禪那之
喜。

第一
禪那
(中等
程度)

(12)梵衆天
Retinue of 
Brahma 
(brahma-
parisajja deva)

第一
禪那
(低等
程度)

III. 欲界 (kama-loka)

 域處 評論 重生此域之業因

 

欲界善趣地 
Happy 
Destinations 
(sugati)

(11)他化自在天Devas Wielding 
Power over the Creation of Others 
(paranimmita-vasavatti deva)

此域諸天享受著其他天神
爲他們創造的感官之樂。
貪、瞋、癡的體現者魔罗

(Mara)即住於此。 

°十善業 

°佈施 

°培養戒德與智慧
(AN X.177)

(10)化乐天Devas Delighting in 
Creation (nimmanarati deva)

此域諸天享受自造感官之
樂

(9)兜率天Contented devas (tusita 
deva)

純粹的喜悅與歡快之地。
菩薩們在最後一次投生人
界前即住於此。據說這裏
住著未來佛——彌勒菩
薩。 

(8)夜摩天Yama devas (yama deva) 此地諸天住在空中，毫無
困難。 

(7)三十三天 The Thirty-three Gods 
(tavatimsa deva)

佛陀的弟子帝釋(Sakka)主
宰此處。這裏的許多天神
住與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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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大王天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catumaharajika deva)

住著天界樂手乾踏婆 
(gandhabbas)與道德純淨度
不等的樹精。後者類似於
西方神話中的怪妖、小
神、精靈。 

(5)人界Human beings (manussa loka)

你目前在此地 。重生爲人
極其難得 (SN LVI.48)，也
極其寶貴，因爲此界里喜
與苦的獨特平衡有助於培
養從整個輪回中解脫的戒
德與智慧(SN 
XXXV.135)。 

° 培養戒德與智
慧。(ANX.177)  

°得入流果會保證
所有未來重生至
少爲人或者更
高。

恶趣地 
States of 
Deprivation 
(apaya)

(4)阿修罗界Asuras (asura) 巨人們居此，相互作無情
的爭鬥。 

°十不善業 
(MN10)

(3)饿鬼界Hungry Shades/Ghosts 
(peta loka)

鬼與不樂精靈們，毫無希
望地在此域遊蕩，尋找不
可得的感官滿足。 
Read Ajaan Lee's colorful 

description of this realm.

°十不善業
(MN10)  
°缺少戒德、執取
妄見(ANX.177)

(2)动物界Animals (tiracchana yoni)
此域包括了尋常可見的一
切非人動物: 獸類、昆蟲、
魚類、蠕蟲等等。 

°十不善業
(MN10)  
°缺少戒德、執取
妄見。不過，如
果此人對比丘與
比丘尼作過佈
施，也許重生
爲“裝飾性動
物” (例如，羽毛
美麗的鳥、紋理
可觀的馬。AN 
X.177). 
°“行为如动

物”(M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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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狱界Hell (niraya)

此域生靈經曆著不可想象
的痛苦(中部129與130中有
詳細描述)，不要把它與其
它宗教裏的永恒地獄相混
淆，因爲生靈在此域居留
時間如在每個域界，皆爲
暫時。 

°十不善業
(MN10)  
°缺少戒德、執取
妄見。(ANX.177) 
°殺父母、殺阿羅
漢、傷害佛陀、
制造僧伽分裂。
(ANV.129) °好爭
執、惹人厭。
(SnpII.6)

 
來源: 
►《佛教辭典》，編者三界智長老(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1980) 
►《佛教史導論》(第四版)，作者 R.H.羅賓遜; W.L.約翰遜(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1997) 
►《長部》(引言)，譯者莫裏斯-沃石(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阿毗達摩手冊》，編者那爛陀長老(Kuala Lumpur: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79) 
►《中部》(引言)，譯者年那摩利比丘、菩提比丘(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天人之師》，作者蘇珊-E-朱勒(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三界》(挂圖)，編者阿嘉羅-蘇瓦諾尊者 

[1]中譯注: 此出arupa和下文的rupa,英文原文分別是immaterial和fine imaterial,直譯分別是: 非物質界和精致
的物質界.坦尼沙羅尊者譯作:formless和form: 無體形和有體形(form即shape,視覺可見的外形或輪廓). 
[2]中譯注: 三十一生存域的系統編排出自阿毗達摩。經藏中(如《轉法輪經》)提到過一些天界層次，但無
全面概述。長部20《大會經》中提到的十方世界諸天之名，與三十一生存域的對應關系亦不甚明了。 

相關連接: 
        業 
        天界 
        輪回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gga/loka.html 
最近訂正 8-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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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渴求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二聖諦]

渴求 
Craving 

tanh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有此三种渴求[渴愛，欲求]。哪三种? 渴求感官之欲、渴求有[缘起,存在]、渴求非有。” 

——Iti58(如是語)

 
穿心之箭 
        “渴求……是一支箭。無明之毒藉欲求、貪愛、惡意，傳播其毒素。” 

——MN105(中部)

 
六類渴求 
        “有此六類渴求: 渴求形色、渴求聲音、渴求氣息、渴求味感、渴求觸感、渴求觀念。” 

——MN9(中部)

 
是什麽使我們陷於輪回 
        “比丘們，我未見另一結縛——衆生受其綁束，相互牽連、長久長久地流轉輪回——可比渴
求之結縛。衆生受渴求結縛的綁束，相互牽連、長久長久地流轉輪回。”

——Iti15(如是語)
受渴求之枷鎖之縛， 
心深陷於有與非有。 
受魔羅的枷鎖之縛—— 
        人們        不得脫離枷鎖， 
        衆生        繼續流轉、生死。 
 
而已棄渴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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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渴求

        不再渴求有 與非有， 
達到漏的終結， 
        即使在世 
        卻已超世。 

——Iti58(如是語)

 
渴求是苦因 
        “何爲苦升起運作之因? 渴求爲苦升起運作之因。”

——ANVI 63(增支部)

 
斬斷渴求之根

如果樹根 
        未毁、強壯， 
砍倒之樹 
        仍将重長。 
 
同样，潛伏的渴求 
        不被根除， 
此苦也将 
        一次次重来。

——Dhp335-336(法句經)
 

人們爲渴求所困， 
如兔兒落於陷阱， 
一圈又一圈蹦跳。 
 
爲結縛與枷鎖所困， 
他們長久地受苦， 
一次又一次繼續。 

——Dhp 342(法句經)
 

爲思想所壓迫者， 
        欲望強烈， 
        关注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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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越生越多: 
        他是個 
        系緊束縛者。 
 
而樂於止息思想者，  
        常具念住， 
        專注不淨: 
他是個將達目標者。 
        是一個 
        將斬斷魔罗枷鎖者。

——Dhp349-350(法句經)

 
渴求何從升起，居於何處 
        “那麽，這渴求昇起時、昇起處何? 停駐時、停駐何處? 凡於世可愛、可悅者[從世間角度誘生
愛悅者]: 那就是它昇起時、昇起之處。那就是它停駐時、停駐之處。 
        “那麽，什麽是於世可愛、可悅者? 眼，是於世可愛、可悅者。那就是那渴求昇起時、昇起之
處。那就是它停駐時、停駐之處。 
        “耳……鼻……舌……身……意…… 
        “色……聲……香……味……觸……觀念…… 
        “眼識……耳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眼觸之受……耳觸之受……鼻觸之受……舌觸之受……身觸之受……意觸之受…… 
        “色的辨別……聲的辨別……香的辨別……味的辨別……觸的辨別……觀念的辨別…… 
        “色的期待……聲的期待……香的期待……味的期待……觸的期待……觀念的期待…… 
        “色的渴求……聲的渴求……香的渴求……味的渴求……觸的渴求……觀念的渴求…… 
        “色的尋想……聲的尋想……香的尋想……味的尋想……觸的尋想……觀念的尋想…… 
        “色的評估……聲的評估……香的評估……味的評估……觸的評估……觀念的評估，是於世
可愛、可悅者。那就是那渴求昇起時、昇起之處。那就是它停駐時、停駐之處。” 

——DN22(長部)

相關連接: 
        第二聖諦 
        佈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tanha.html 
最近訂正 1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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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无明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二聖諦]

無明 
Ignorance 

avijj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何爲無明? 何爲無明之因、何爲無明的止息、何爲無明的止息之道? 不了解苦、不了解苦
因、不了解苦的止息、不了解苦的止息之道——此謂無明。隨著雜染的昇起，便有無明的昇起; 

隨著雜染的止息，便有無明的止息。趨向無明的止息之道，正是這條八聖道; 即，正見……正
定。” 
…… 
        “ 何爲雜染? 何爲雜染之因、何爲雜染的止息、何爲雜染的止息之道? 雜染有三種: 感官之欲
的雜染、緣起[有生]的雜染、非緣起[無生]的雜染。隨著無明的昇起，便有雜染的昇起。隨著無明
的止熄，便有雜染的止息。趨向雜染止息之道，正是這條八聖道; 即，正見……正定。”

——MN9(中部)
 
因爲無明是苦的根源…… 
        “ 以無明爲前提，升起造作[行]。以造作爲前提，升起意識。以意識爲前提，升起名色。以名
色爲前提，升起六種感知媒體[六處]。以六種感知媒體爲前提，升起接觸。以接觸爲前提，升起
感受。以感受爲前提，升起渴求。以渴求爲前提，升起執取/維持。以執取/維持爲前提，升起緣
起。以緣起爲前提，升起生。以生爲前提，接下來老、死、憂、哀、痛、悲、慘．便都升起運
作。若大一堆緊張、苦痛便是這般起源。” 
 
當它止息時，苦也必然止息 
        “接下來，便從該無明不留余迹的退隱、止息，導致了造作的止息。從造作的止息，導致了
意識的止息。從意識的止息，導致了名色的止息。從名色的止息，導致了六種感知媒體的止息。
從六種感知媒體的止息，導致了接觸的止息。從接觸的止息，導致了感受的止息。從感受的止
息，導致了渴 求的止息。從渴求的止息，導致了執取/維持的止息。從執取/維持的止息，導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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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止息。從生的止息，導致了老、死、憂、哀、痛、悲、慘的全部止息。 若大一堆緊張、苦痛
便是這般止息。” 

——SN XII (相應部)

相關連接: 
        第四聖諦 
        第二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avijja.html 
最近訂正 9-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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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善知識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 [正見]

可敬的友誼 
Admirable friendship 

kalyanamittat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
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并登
載本版權聲明。 

定義 
        “何謂可敬的友誼[善知識,善友]是什麽意思？有此情形，一位家主，無論住在哪個村鎮，去親
近戒德高嚴的家主或者家主之子，長幼不拘。與他們談話，邀他們討論。他效仿[對業力原理]信念
圓滿者、也達到信念圓滿，效仿戒德圓滿者、也達到戒德圓滿，效仿佈施圓滿者、也達到佈施圓
滿，效仿明辨圓滿者、也達到明辨圓滿。此謂可敬的友誼。” 

——AN VIII 54 (增支部)

 
培養善巧素質之因 
        “有關外在因素，對一位正在訓練中、尚未證得心的目標、繼續追求解脫束縛這個殊勝安甯
的比丘，我未見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善知識。一位比丘與善知識親近，得以棄絕不善
巧素質、培養善巧素質。”　　 

——Iti 17 (如是語)

 
仔細選擇同伴 
        “此爲耗盡財富的四種方式:  墮落於性事、墮落於飲酒、墮落於賭博、與惡人作朋友、夥伴、
同伴。 正如一座有四個入口、四個出口的大儲水池，有人 關閉入口、打開出口、又無天降陣
雨，池水只會耗盡，不會上升。同樣，此爲耗盡財富的四種方式: 墮落於性事、墮落於飲酒、墮
落於賭博、與惡人作朋友、夥伴、同伴。” 

——AN VIII54(增支部) 

 
覺醒的先決資糧 
        “其他教派的遊方者若問你:‘朋友，何爲菩提道品[覺醒之翼,三十七菩提分]的資糧?’ 你應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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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形，一位比丘有善知識作朋友、夥伴與同志: 這便是培養菩提道品的首要資糧。’” 
——AN XI.1(增支部) 

 
聖道修行的全部 
        阿難尊者坐在一旁時，對世尊說，“世尊，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這是
聖道修行的一半。” 
        “不要那麽說，阿難，不要那麽說。實際上，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這
是聖道修行的全部。當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同伴、同志時，他有指望發展與 修習八聖
道。 

        “那麽，當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同伴、同志時，他如何發展與 修習八聖道？有此
情形，一位比丘藉隱居、藉無欲、藉止息、達到舍棄、培養了 正見。他依靠居、依靠無欲、依靠
止息、達到出離、培養了 正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一
位比丘有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同伴、同志，便是這樣發展與 修習八聖道。” 
        “以這般推理，人們可以了解，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如何是修行生活
的全部。人們是依靠我，把我當成可敬的朋友，本來走向重生、才從重生中解脫，本來走向衰
老、才從衰老中解脫，本來走向死亡、才從從死亡中解脫，本來走向憂、哀、痛、悲、慘，才從
憂、哀、痛、悲、慘中 解脫。以這般推理，人們可以了解，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
同道，是聖道修行的全部。” 

——SN XLV 2 (相應部)

 
可敬友誼的益處 
        “彌吉耶，當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同伴、同事時，他有指望有戒德，循照波羅提
木叉經[戒律]約束自己、行爲與活動上盡善持守，受戒後視細小過失爲危險，訓練自己。 
        “當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夥伴、同事時，他有指望在聽講時，易得、易悟、無礙; 
在談話時，講真正清醒、有利於擴展覺知之事，即談論謙卑、滿足、退隱、無糾纏、勤奮、戒
德、定力、明辨、解脫、解脫的知與見。 
        “當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夥伴、同事時，他有指望勤奮精進、棄絕不善巧心理素
質、培養善巧心理素質。他穩步、踏實地努力，培養善巧心態時不逃避責任。 
        “當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夥伴、同事時，他有指望作明辨、有明辨生滅的能力
——尊貴、透徹、趨向苦的正確止息。” 

——Ud IV.1 (自說經)

 
佛法導師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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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向他人傳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種素質兼備者來傳。 哪五種? 
        “[1]傳法時應這樣想:‘我要一步一步講。’ 
        “[2]傳法時應這樣想:‘我要講解[因果]順序。’ 
        “[3]傳法時應這樣想:‘我要出於同情心而講。’ 
        “[4]傳法時應這樣想:‘我不爲了物質報酬而講。’ 
        “[5]傳法時應這樣想:‘我講時不輕視自己與他人。’ 
        “阿難，向他人傳法不易。 法只能由一位五種素質兼備者來傳。”

——ANV.159(增支部) 

 
與智者爲伴

見聖者善， 

        伴聖者常樂。 
常避愚人， 
        悅意常在。 
 
伴愚人者， 
        長久悲傷。 
與愚人結交之痛， 
        如仇敵共居。 
與覺者相伴之樂， 
        如親族團圓。 
 
以此: 
開悟者—— 
        明辨、多聞、 
        持恒、盡責、尊貴、 
        智慧、正直， 
——這樣的人， 
        要如月隨星一般 
        跟隨他。

——Dhp206(法句經)   

 
永不與惡人爲伴

我眼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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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目已毀。 
我踯躅於 
        荒野小徑。 
即便爬行， 
        我将繼續。 
但我不與 
        惡伴同行。

——Thag95(長老偈)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kalyanamittata.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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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訓練-禪那

[首頁] >> [正法] >> [四聖諦] >> [第四聖諦] >> [正定]

禪那 
Jhana 
jhan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
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并登
載本版權聲明。 

禪那爲一種深度靜止與專注的禪定狀態，在其間，心智完全沈浸、吸攝於所選的專注目標。它是
培養 正定的基礎。 
 
定義(包括比喻 

[第一禪那]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進入、安住於第一禪那: 由遠
離而生起了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他把生起於遠離的喜與樂，彌漫、滲透、遍佈、充滿這
個身體。他的全身無不滲透著生起於退離的喜與樂。  
        “正如一位技熟的浴工或 其學徒，在銅盆裏倒入浴粉、揉合成團，一次又一次灑水，使浴粉
團飽和、濕潤、內外滲透——卻不滴水; 這位比丘更是這般，把生起於遠離的喜與樂，滲透、遍
佈、充滿這個身體。他的全身無不滲透著生起於遠離的喜與樂。 
[第二禪那] 
        “再者，隨著尋想與評量的平息，他進入、安住於第二禪那: 由沈靜而生起的喜與樂，隨著尋
想與評量的消退，覺知匯合起來——有了內在的確定。他把生起於沈靜的喜與樂，彌漫、滲透、
遍佈、充滿這個身體。他的全身無不滲透著生起於沈靜的喜與樂。  
        “正如一座湖，內有泉水湧起，既無來自東、西、南、北的灌流，又有天降陣雨的周期補
充，於是冷泉從湖內湧起，涼水在彌漫、滲透、遍佈、充滿，整座湖無處不滲透著這股涼水; 這
位比丘更是這般，把生起於沈靜的喜與樂，彌漫、滲透、遍佈、充滿這個身體。他的全身無不滲
透著生起於沈靜的喜與樂。  
[第三禪那] 
        “再者，隨著喜的消退，他保持著寧靜、有念、警覺，使身體敏感於樂。他進入、安住於第
三禪那，聖者們因此宣告:‘寧靜、有念、他有愉快的居處。’他把退去了喜的樂感，彌漫、滲透、
遍佈、充滿這個身體。他的全身無不滲透著退去了喜的樂感。 
        “正如一座藍蓮、白蓮、紅蓮池裏，有若干藍蓮、白蓮、紅蓮生長於水中、沒於水中、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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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綻放，於是它們從根到頂，彌漫、滲透、遍佈、充滿著涼水，這些藍蓮、白蓮、紅蓮，無處不
滲透著涼水; 這位比丘更是這般，把退去了喜的樂感，彌漫、滲透、遍佈、充滿這個身體。他的
全身無不滲透著退去了喜的樂感。 
[第四禪那] 
        “再者，隨著樂與痛的放棄——如先前喜與苦的消退一般——他進入、安住於第四禪那: 寧靜
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樂、又無痛。他坐著，身體彌漫著純淨、明亮的覺知，於是他的全身無處
不滲透著純淨、明亮的覺知。  
        “正如一個人坐著，從頭到腳包著白布、全身無處不裹著白布; 這位比丘更是如此，以純淨、
明亮的覺知，彌漫全身。他的全身無處不滲透著純淨、明亮的覺知。” 

——AN V.28(增支部)

 
掌握禪那是智慧的標志之一  
        “我把一位擁有四種素質的人，稱爲一位有大智慧者、一位偉人。哪四種? 
        “婆羅門，有此情形，他爲了衆人的福祉與幸福而修行，使衆人確立了尊貴的法門，即:可敬
的正直、善巧的正直。 
        “他可以想任何心之欲想、不想心不欲想。他可以願任何心之所願、不願心所不願。他於心
路已了然通達。  
        “他達到四禪的高深境界——隨時隨意、無障無礙——那是即時即地的愉快居處。 
        “隨著心漏的終結——他安住於無漏的心解脫與慧解脫之中，已即時即地親自了解與證悟。 
        “我把擁有這四種素質的人，稱爲一位大智慧者、一位偉人。” 

——AN IV35(增支部)

 
禪那與内明並行

無明辨者 
        無禪那， 
無禪那者 
        無明辨。 
 
而禪那與明辨 
        具足者， 
他便臨近 
        解脫。

——Dhp 372(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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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接: 
        正定 
        四聖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madhi/jhan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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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索的教導

[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索的教導 

——阿姜普-譚尼育的回憶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Ajaan Sao's Teaching——A Reminiscence of Phra Ajaan Sao 

Kantasilo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
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簡介:  阿姜索- 堪塔西羅(Ajaan Sao Kantasilo，1861-1941)與他的學生阿姜曼建立了泰國二十世紀
森林頭陀傳統。他是一位真正的森林隱者，未曾留下教導的文字記載。很幸運，他的一個學生阿
姜普- 譚尼育的回憶使我們得以一瞥阿姜索簡短有力的教導方式。 ] 

 
        在我們這個時代，走進森林裏修習頭陀行的做法，是從阿姜曼的老師阿姜索開始的，之後又
傳到了阿姜辛與阿姜李。阿姜索不善於演講，他是個行動者。教弟子時，講得也少。那些直接受
教於他的弟子，如今是長老了，他們從老師那裏也學了沈默寡言、鮮少開示的習慣。因爲阿姜索
少言，我給你們講一點他傳授禪修的做法。  
        阿姜索是怎樣教的呢? 假定有人來找他說:“尊敬的阿姜，我想學禪修。我怎樣做?” 他會說:“禪
定時專心於‘哺-哆’(Buddho)這個詞。”  
        如果此人問: “‘哺-哆’的意思是什麽? ” 阿姜索會說:“不要問。 ”  
        “我念‘哺-哆’時會發生什麽? ”  
        “不要問。你的唯一責任就是在心裏一遍遍地重複‘哺-哆’。 ”  
        他就是那樣教的: 沒什麽冗長的解釋。  
        好，假定這個學生誠心，聽從阿姜索的指教，在禪定中堅持重複‘哺-哆’，假定他開始入定，
心變得寧靜明亮起來，他會來問阿姜:“在念著‘哺-哆’時，我的心變得如此這般。現在我該怎麽
做?” 如果他做得對，阿姜索就說: “繼續禪定。” 如果不對，他會說: “你得如此這般地做。你現在
的做法不對。 ”  
        舉例來說，有一次我還是個沙彌，負責照顧他起居，大宗派一個高年資比丘，作爲禪修的初
級學生前來求教。阿姜索教他禪定時念“哺-哆”。好，這個比丘念著 “哺-哆”，心靜了下來，一旦
靜下來，便明亮起來。然後他停下不念 “哺-哆”了。這時候，心變得一片空白。他就跟著光明，
把意念送了出去，有幾個形像開始出現: 死者靈魂、餓鬼、神明、潛水生靈、人、獸、山嶽、樹
林……有時仿佛他或他的心智，離開身體在山野裏漫遊，看見了上述事物。之後，他來告訴阿姜
索說: “我在禪定中達到寧靜明亮時，心就跟著光亮出去了。鬼神人獸的形像顯現出來。有時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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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出去跟蹤那些形像。”  
        阿姜索一聽到這裏就說:“這不對。心智在外境獲得知見是不正確的。你得讓它了解內境。 ”  
        這位比丘就問:“我應該怎樣讓它了解內境呢? ”  
        阿姜索答:“心智在處於那樣的明亮狀態，忘記或離棄了它的反復念住，而只是空洞靜止地滯
留在那裏時，就去找呼吸。如果呼吸感在你的意識中出現，就把注意力集中於呼吸[氣]，然後跟
蹤它，一直朝內走，直到心變得更寧靜，更明亮。 ”  
        於是那位比丘遵照阿姜索的教導修行，直到最後靜止下來，到了近行定(upacara samadhi)，
之後呼吸越來越精細，最後消失了。他對於身體的存在感也消失了，只剩下心智絕對靜止在那
裏，那個狀態下知性本身清楚獨立地存在，沒有前後移動感，也沒有心的位置感，因爲那個時刻
只有心的完全突顯。這時，那位比丘又來問: “我的心智寧靜明亮之後，我把注意力集中於呼吸，
跟著呼吸朝內，直到達到絕對安寧靜止的狀態——如此靜止，什麽也不存在了，呼吸不再出現、
身體存在感消失，只有心明亮靜止地突顯出來。這個狀況，是對還是錯? ”  
        阿姜答道:“是對是錯，那是你自己的標准。盡量經常這樣做，等到你練熟了，再來見我。 ”  
        於是這位比丘遵照阿姜的教導修行，之後能經常使他的心智靜止，達到身感不存在，呼吸感
也消失的地步。他的技巧越來越熟練，心越來越有定力。最後，他就能讓心頻繁處於靜止狀態
——原則上，戒德培養定力、定力培養明辨、明辨培養心智——在他的定力變得強有力時，便昇
起了神通(abhiñña)，所謂的高等知識、真正的洞見。什麽知識呢? 據說是有關心智本性的知識，
即心在當下的狀態。那只是他自己說的。  
        他離開那個定力層次後，來見阿姜索，阿姜索卻告訴他，“這個定力層次是安止定(appana 
samadhi)。可以肯定，你在這個定境什麽洞見與知識也沒有。只有明亮與靜止。如果心永遠處在
那個狀態，也就只停在那個靜止層次裏。因此你一旦令心寂止到這個地步，就注意看心開始攪動
起來、即將離開專注的那個間隙。心一旦覺察到它開始拿起一個對象——不管初現的對象是什麽
——要把注意力放在拿起的那個動作上。那才是你應該觀察的。 ”  
        這位比丘聽從了阿姜的指教，以後在心智開發上獲得相當的進步。  
        這是阿姜索教育學生的一個例子——每次只教一點，只指出修持的關鍵要點，幾乎只說:“做
這個、這個、這個 ”，從不解釋。有時候我在想爲什麽他這樣教。我會與讀過的書、聽過的其他
開示作比較。比如，阿姜辛(Ajaan Singh)曾寫過一本禪修小手冊，題名爲《依止三寶與禪修技
巧》，他在書裏說，禪修之前，首先必須身體坐直、確立念住、把它直接放在你面前。他是那樣
說的，阿姜索卻不是。但他們教的是同一個原理，唯一不同之處在於阿姜索不是宣講家，因此不
用許多修辭。  
        正如他對我說過:“我們在決定重複‘哺-哆’這個詞時，作這個決定本身就是在確立念住。我們
連續想著‘哺-哆’，不讓心智離開‘哺-哆’時，我們的念住和警覺便已經健康有力了，才能始終清醒
地跟著‘哺-哆’。一旦注意力移開，忘記‘哺-哆’去想其它事，就表明我們的念脫節了。但是，假如
我們把守念住，能不停地想著‘哺-哆’，不出空檔，念住就很強了，不需要在別處‘確立念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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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個目標，把它與心連接起來，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在確立念住。” 他是這樣對我解釋的。  
        這是我眼見耳聞阿姜索傳授禪修的一個例子，足以供我們作爲思考的精神食糧。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other/sao.html

最近訂正 2-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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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不少人想聽讀龍普的佛法開示，因此來索取資料。我必須坦白地說，龍普的開示少而又
少。這是因爲他從來不作正式的講演和長篇談話。他只傳授禪定、訓誡弟子、解答疑問、或者與
其他長老談論佛法。他的話簡短、謹慎、中肯。此外，他從來沒有在正式儀式上作過演說。  
        因應衆人對龍普之法的期求，我把他的簡短教言編輯成本書——他解說的至高清淨真諦、給
弟子的教誨與訓誡、答問、以及他素愛引用的經典佛語。我在他身邊生活多年，直到他圓寂，這
些段落或者來自我的回憶，或者來自我的筆記。我在此還記錄了事件、地點、有關的人名，使內
容易懂、可讀。  
        盡管龍普平時不願說，盡可能少說，他的表達方式敏捷、銳利、從不失准頭。他的言辭簡
短，富有內涵，每句話訊息完整。好似他對聽者施了催眠術，迫得他們用自己最深的明辨久久思
索他的微言。  
        本書諸段落所包含的教導，有的平凡、有的幽默、有的寓涵至高的清淨真諦——注意到這點
的讀者也許想問，何以這些片段沒有按照內容的深淺、高低漸次編排。我的理由是，這裏的每一
節文字自成一篇。我希望藉著不同主題的穿插，調節閱讀的氛圍。如果這樣做有任何不適、不
當、錯誤之處，我請求有識之士慈心原宥作者的寡智。 

帕-庫-難陀般若拔羅那  
(現名帕-菩提難陀牟尼)  

1985年7月1日

 
1.以法對答 
        1979年12月18日，國王與王後陛下私下拜訪了龍普。向他問候健康、與他對談佛法之後，國
王發出一問: “在斷棄雜染時，應當首先斷棄那些?”  
        龍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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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種雜染在內心成群升起。直接觀心。哪個雜染先升起，就先斷棄哪個。”  
 

 
2.不違拒造作 
        每次兩位陛下拜訪龍普之後，告辭時，國王會說: “我們懇請您，繼續維護您的諸蘊，讓它們
活過百歲，讓大衆有一個崇敬的對象。您可以接受我們的懇請嗎?”即使這只是一種禮節，是國王
祝福龍普的一種形式，龍普也不敢接受，因爲他不能違拒造作的本性。因此他會如此答複:  
        “恐怕我不能夠接受。這完全取決於造作的自然發展。” 

 
3.四聖谛 
        1956年雨安居的第一天，一位林居禅修傳統的比丘長老來拜見龍普。龍普對一些甚深主題給
予一番指教之後，對四聖谛總結如下:  
        “朝外送出的心是苦的集因。 
        朝外送出的心的果報是苦。 
        看見了心的心是道。 
        心看見了心的果報是苦的止息。” 

 
4.超越言語 
        一位博學的居士與龍普交談，他說: “我堅信當今時代，修得道、果、涅槃境界的比丘不止寥
寥幾位。爲什麽他們不把自己的智識公諸於世，令有志修行者了解自己的程度，給自己鼓勵和希
望，全力加速修行?”  
        龍普答:  
        “覺醒者不談他們覺醒了什麽，因爲它超越了一切言語。” 

 
5.警示失慎比丘 
        “一位失慎的比丘，只會照著教本數他的戒，驕傲於他有227戒，  
        “至於他真正用心持的戒，又有幾條?” 

 
6.真，又不真 
        修定的人開始有果報時，對自己的體驗有疑問，是正常的——例如，體驗到相互不一致的視
相，看見自己的身體部位等等。許多人來見龍普，請他爲自己解疑，指點如何繼續修練。不少人
說，自己在禅定中看見了天界、天宮，不然就是在自己體內看見了一座佛像。 “我看見的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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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他們會問。  
        龍普會如此回答:  
        “你看見視相這件事是真的，不過你從視相中看見的內容，卻不是真的。” 

 
7.放開視相 
        發問者也許又問: “您說這一切視相都是外在的，我還不能利用它們做任何事。您說如果我只
是粘在那個視像上，就不能繼續進步。這是不是因爲我在這些視相中滯留過久，已經避不開了? 
每一次我坐禅，心一收攝入定，它就直接往那個層次去。您能否指點我一個有效的方法，放開那
個視像?”  
        龍普會如此回答:  
        “啊，的確，這些視相中有些可以是十分有趣、迷人的。不過如果你卡在那裏，就浪費時間
了。要想把它們放開，一個十分簡單的辦法是，不看視像的內容，看是什麽正在看。那樣，你不
想看的東西自己會消失。” 

 
8.外在事物 
        1981年12月10日，龍普參加了坐落在曼谷素公維路的達摩蒙功寺的年度慶典。附近一所師範
學院一大群短期出家的女士，前來討論她們的毗婆奢那修行成果。她們告訴他，心靜下來時，她
們看見心裏有一座佛像。有的人說，自己看見了等待她們的天界大廈。有的人看見了庫拉摩尼塔
(天界一座保存佛舍利的紀念塔)。她們對自己成功地修完了毗婆沙那似乎都十分自豪。           
        龍普說:  
        “所有這些顯現出來讓你們看見的東西仍然是外在的。你們根本不能把它們當成真正的歸
依。” 

 
9.止而後知 
        1964年3月，一大群學問僧和禅僧——他們是第一批“赴外傳法僧”——前來拜見龍普，請求
開示與教誡，以便應用於傳播佛法。龍普爲他們講授了甚深佛法，既可用於教導他人，也用於個
人修行，親證該真谛的層次。結束時，他講了一段智慧之語，留給他們觀想:  
        “無論思考多少，你不會知道。  
        只有止息思考時，你才知道。  
        不過，爲了知道，你還得依靠思考。” 

 
10.佛教的興衰 
        那一次，龍普對那批傳法僧作了一番訓誡。有一段是這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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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出去宏揚佛陀的教導，既可以使佛教繁榮，也可以導致它的衰敗。我之所以這樣講，
是因爲每一位傳法僧都是起決定作用的因子。如果你去的時候，行爲端正，心裏牢記自己是一名
出家修行者，行爲舉止與之相稱，那麽見到你的人，還未有信心者，將升起信心。有信心者，你
的行爲會增進他們的信心。不過，逆此道而行的傳法僧，將會破壞有信心者的信心，把尚未確立
信心者推得更遠。因此，我要求你們，知行具足。不要失慎、自滿。不管你教他人做什麽，應當
親自作出榜樣。” 

 
11.終極層次，乃是無欲 
        1953年雨安居之前，龍普的一位晚年出家的親戚龍普淘，在跟隨阿姜貼與阿姜散在攀牙府遊
方多年後，來拜訪龍普，進一步修學禅定。他對龍普以熟人的口吻說: “如今您造了傳戒廳，還有
這麽一座美觀的大聚會廳，大概已經積累了巨大的福德了。”  
        龍普答:  
        “我造這些，是爲了給大家用的，是爲了世間、爲了寺院、爲了宗教而造。如此而已。至於
積累福德，我要這樣的福德幹什麽?” 

 
12.給侄兒的訓誡?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六年，戰爭的遺傷仍然影響著每個家庭。糧食用品短缺，生活貧困艱
難。特別是布匹奇缺。一位比丘或沙彌擁有一整套三片式的僧袍，算是十分幸運的了。  
        我當時作爲一大群沙彌中的一個，跟龍普住在一起。有一天龍普的侄子沙彌泊姆，看見沙彌
查蓬穿著一套美觀的新僧袍，就問他: “你從那裏得到它的?” 沙彌查蓬告訴他: “正好輪到我隨侍龍
普。他看見我的袍子破了，就給了我這件新的。”  
        輪到沙彌泊姆給龍普按摩雙腳時，他穿了一件破僧袍，希望也能得到一件新的。等他完成工
作後，龍普注意到侄兒撕破的僧袍，憐惜地起身打開櫥櫃，遞給侄兒一件物事，說:  
        “給，把它縫起來。不要穿著破成那樣的僧袍四處走。”  
        沙彌泊姆很失望，不得不趕快從龍普手裏接過針線。 

 
13.爲什麽苦? 
        一位中年婦女有一次來拜見龍普。她講述了自己的生活狀況，說自己的社會地位良好，從來
不缺什麽。不過她對兒子的不馴、不端、受種種不良娛樂的影響很不滿。兒子揮霍家産，令父母
傷心，實在不堪忍受。她請求龍普指點，如何排解自己的苦，如何使兒子放棄邪道。  
        龍普給了她這方面的一些建議，並且教導她如何靜心，如何放開。  
        她走後，他評論道:  
        “如今的人爲思想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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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智慧語 
        龍普接著作了一段法義開示。他說: “物質上的東西在世間已經齊全了。缺乏明辨與能力的人
們不能把握，難以養活自己。有明辨和能力的人，可以大量擁有世間有價值的東西，使自己在各
種情形下生活便利、舒適。至於聖弟子，他們行事，是爲了從所有那些東西中解脫，進入一無所
有的境界，因爲——  
        “在世間領域，有是有。在法的領域，有是無。” 

 
15.智慧語(II) 
        “當你能夠把心從它牽涉的一切事物中分離出來時，心就不再系縛於憂傷。色、聲、香、
味、觸，是好是壞，取決於心去外面以該種方式的造作。心無明辨時，它誤解事物。當它誤解事
物時，就在一切綁束身心的事物影響之下癡迷。我們在身體上所受的惡果和懲罰，是別人多少能
夠幫助解脫的。但是，內心在雜染與渴求的綁束下造起的惡果，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學會解脫自
己。”  
        “聖者們已經把自己從這兩方面的惡果中解脫出來了，因此苦不能壓倒他們。” 

 
16.智慧語(III) 
        當一個人剃去須發，穿上僧袍時，那是他作爲一位比丘的象征。不過那只是外在的層次。只
有當他從內在剃去心的糾結——一切低等所緣——才能稱他是一位內在層次上的比丘。  
        “頭發剃去時，虱子之類的小爬蟲便不能在那裏住了。同樣，當心脫出了種種所緣，脫出了
造作時，苦便不能住了。當這成爲你的正常狀態時，才能稱你是一位真正的比丘。” 

 
17.念佛是什麽 
        1978年3月21日，龍普應邀去曼谷執教。在一次法義討論中，一些居士對默念“佛陀”的修法
有疑問。龍普慈心爲之解答:  
        “你禅修時，不要把心送出去。不要攀附任何知識。不管你從書本和老師那裏得到什麽知
識，不要把它帶進來把事情複雜化。斬斷一切先入之見。接下來，讓你的一切知識來自禅定中內
心發生的事。心靜止時，你自己會知道。不過你必須不斷地深修。等到事情該發展起來時，自己
會發展起來。不管你知什麽，讓它來自你自己的心。  
        “來自靜止之心的知識是極其微妙深奧的。因此，讓你的知識來自靜止的心。  
        “讓心升起一所緣性。不要把它送到外面。讓心住在心內。讓心獨自禅定。讓它自顧自重複
佛陀、佛陀、佛陀。接著真的佛陀(覺知)就會在心裏顯現。你自己會知道佛陀是什麽樣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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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沒多少別的……” 
(轉錄自一盤磁帶) 

 
18.欲得善者 
        1983年9月初，內政部官員的妻子組成的主婦協會，由朱雅-吉拉羅特夫人帶領，來到泰東北
做一些慈善事務。趁這個機會她們有一天晚上6:20來拜見龍普。  
        頂禮、問安之後，她們從龍普那裏接受了一些佛牌。不過見他身體不適，便很快離去了。但
有一位女士留了下來，趁這個特別的機會求龍普: “我想從龍普這裏也得到一樣好東西(指佛
牌)。”  
        龍普答: “你必須禅修才能得到好東西。當你禅修時，你的心將會平靜。你的言與行將會平
靜。你的言與行將會良善。當你如此以良好的方式活命時，你將會喜樂。”  
        這位婦女答道: “我有很多職責。沒有時間禅修啊。機關工作忙得我脫不開身，哪裏有時間禅
修呢?”  
        龍普解釋說: 
        “如果你有時間呼吸，你就有時間禅修。” 

 
19.有，但不爲 
        1979年，龍普去尖竹汶府休養，並且看望阿姜松察。那一次，一位來自曼谷的高階比丘——
就是主管泰南地區僧務的布帕寺達摩瓦羅蘭堪比丘——也在那裏，他只比龍普小一歲，老來學修
禅定。當他得知龍普也是一位禅僧時，很感興趣，於是拉著龍普就禅修的果報一事談了很長時
間。他提到自己擔任許多職務，浪費了大好的生命從事學問和行政工作，一直到老年。他與龍普
討論了禅修的種種問題，最後問他: “您是否還有嗔怒?”  
        龍普立即回答: 
        “有，但我不把它拿起來。” [1] 
[1]中譯注:又譯我不與它連接。 

 
20.隨時覺知 
        當龍普在曼谷朱拉隆功醫院治病時，有許許多多的人前來拜見、聽他說法。班容薩-空素先
生也是其中對禅定有興趣的人之一。他是暖武裏府僧伽檀那寺阿姜薩農的弟子，該寺如今是一所
精嚴的禅修寺院。他在請教修法時，第一個問題是: “龍普，如何斬斷嗔怒?”  
        龍普答: 
        “沒有誰在斬斷它。只有隨時覺知它。當你隨時覺知它時，它就自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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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斬斷疑惑 
        在朱拉隆功醫院夜間照料龍普的不少比丘與沙彌，注意到有些夜晚淩晨一點之後，仍然聽見
龍普在說法，這使他們疑惑不已。他大約解說十分鍾，接著誦一段吉祥經偈，似乎面前有一大批
聽衆。起先，沒人敢問此事，不過發生多次後，他們實在忍不住疑惑，於是就問了。  
        龍普告訴他們:  
        “這些疑惑和問題，不是修法之道。” 

 
22.惜言 
        武裏喃府來了一大批修法者，由府城檢察官奔查-蘇孔塔警長帶領，前來禮拜龍普，聽聞佛
法，請教如何使禅修更進一步。多數人已經跟許多著名的阿姜修習過，導師們對修行已作了種種
解說，相互間不完全一致。這就他們使疑窦增生。於是他們請龍普推薦一條正確、易達的修行
道。自謂修行時間難覓，若是能找到一條便捷之道，就再好不過了。  
        龍普答:  
        “直接對心觀心。” 

 
23.簡單，卻難行 
        邦西空軍01電台的端坡-塔裏察小組，由阿孔-坦尼帖率領，來到泰東北作集體供養，並且拜
見諸寺院的阿姜。他們也來此停留，頂禮龍普、呈送供養、接受回贈的小紀念品。之後其中一些
人便出去購物，另一些人找地安歇。不過，其中有四五個人留了下來，向龍普討教一個簡單的法
門，幫助自己舒解內心時常感受的壓力和抑郁。他們問，有什麽法子效果最快?  
        龍普答: 
        “不把心送到外面去。” 

 
24.扔了它 
        一位女教授，在聽了龍普的一場有關佛法修行的開示之後，向他請教的“服喪”的正確做法。
她繼續說: “盡管拉瑪六世先王在位時頒布了一套良好的制度，如今人們不再遵守，正確地服喪
了。近親或者遠親長輩過世時，照規矩應該服喪七日、五十日、百日。不過如今的人根本不守禮
制。因此我想問您: 什麽是正確的服喪?”  
        龍普答:  
        “喪事之苦是需要全知的。全知後，你就把它放開。爲什麽要穿著它?” 

 
25.世間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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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華人女士，在頂禮龍普之後問他: “我必須搬到武裏喃府帕空查區我的親戚那裏開店。問
題是，親戚們對於什麽貨品暢銷，各各有一套主意，都在建議我賣這種、那種不同的貨品。我決
定不了到底賣什麽。因此我來向您請教，我賣什麽貨品比較好。”  
        龍普答:  
        “什麽貨品有人買，就好賣。” 

 
26.不是他的目的 
        1979年5月8日，有一行十幾位軍官前來頂禮龍普。當時已經很晚了，他們還要趕回曼谷。其
中兩人官居中將。同龍普聊了一陣之後，這群人把挂在脖子上的佛牌取下，放在一個盤子裏，請
龍普用他的定力祝福加持。他照做了，之後把佛牌交還。其中一位將軍問他: “我聽說您造過許多
佛牌。哪一套最出名?”  
        龍普答:  
        “都不出名。” 

 
27.兩個世界 
        來自遠方府會的三四位年輕人來看望龍普，當時他正坐在佛堂的露台上。從這些人的行爲，
他們坐相、談相之隨便，可以看出他們可能熟悉某類行爲不端的比丘。更糟的是，他們顯然以爲
龍普對護身符有興趣，跟他大講送給自己法力護身符的密教大阿姜們。接著，他們一個個拉出挂
在脖子上的護身符給龍普看。其中一個是用野豬的獠牙做的，一個是虎牙做的，還有一個是犀牛
角。每個人都吹噓自己的護身符有了不得的法力，於是其中一個問龍普: “哎，龍普。這幾個當
中，哪一個最好、最特別?”  
        龍普似乎被逗樂了，他笑了笑說:  
        “沒有一個是好的。沒有一個特別了不起。它們都來自畜生。” 

 
28.只這一段 
        龍普有一次說: “1952年雨安居，我發願通讀全套巴利三藏，看一看佛陀言教的終點在哪裏，
看一看聖谛的終點，苦滅的終點在哪裏——看佛陀是如何總結它的。我一直把經典讀完，邊讀邊
思考，但是沒有哪一段觸及內心之深，令我可以確定地說: 這說的是苦的終點。這說的是道、
果、涅槃的終點，  
        “只除了一段。舍利弗初證止息，出定後佛陀問他，‘舍利弗，你的膚色特別明亮，你的臉色
特別光亮，你的心住於何處?’  
        “舍利弗答: ‘我的心住於空性。’  
        “只這一段，觸及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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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研究什麽，不研究什麽 
        阿姜蘇親-蘇近諾多年前從法政大學獲得法學學位，高度崇尚修法。多年來他是龍普雷的弟
子，後來聽說了龍普的名聲，便來跟他修習，最後剃度出家。跟隨龍普修習一段時間後，他想外
出遊方，覓地隱修，於是前來告辭。  
        龍普建議他:  
        “在戒律方面，要研究經典，直到你正確懂得每條戒律，能夠無誤奉行爲止。至於法，讀得
多了，就會有許多猜想，因此不要研究。只要專意修，就夠了。” 

 
30.觀察什麽 
        龍榻南中年後出家。他是個文盲，中部官話一句不會，但他的優點是好心、受教、勤懇負
責、無可責咎。他看見其他比丘外出遊方，或者去跟別的阿姜修學時，起意效仿。於是請辭，龍
普准許了。可他又擔心起來: “我不識字。也聽不懂他們的話。怎麽跟他們一起修呢?”  
        龍普建議他:  
        “修行不是一個寫字、說話的問題。知道自己不懂，是個好的起點。修行之道是這樣的: 在戒
律方面，要觀察他們的榜樣，觀察阿姜的榜樣。絲毫也不要偏離他的模式。在法的方面，連續觀
察你自己的心。直接修練心。當你懂得自己的心時，它能夠使你懂得其它的一切。” 

 
31.難題與責任 
        在僧伽事務上，除了必須處理大事小事之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缺少肯做住持的比丘。我
們間或聽說比丘們爭當某個寺院的住持，不過龍普的弟子們必須被勸說或者命令，才去擔任其它
寺院的住持。毫無例外，每年都有幾群居士來見龍普，請他派一位弟子去擔任他們寺院的住持。
如果龍普認爲某個比丘適合去，就會請他任職。不過多數情形下，那位比丘不願去。常見的借口
是: “我不會做建築工程。我不會訓練其他比丘。我不會開示。我不擅長公關接訪。因此我不想
去。”  
        龍普會回答說:  
        “那些事並不是真正必要的。你的唯一職責是遵守日常規矩: 托缽、吃飯、坐禅、行禅、打掃
寺院、嚴守戒律。那就足夠了。至於建築工程 ，那有賴於居士護持者。做不做 ，由他們。”[1] 
[1]中譯注: 據筆者所知的泰系寺院，寺産不是僧團擁有，而是由居士組成的寺院委員會所擁有。一所寺院
最初的興起，也主要是居士捐地，邀有德僧伽住錫，讓自己獲得修福聽法修法的機會。因此有上文的居
士請僧侶去他們的寺院做住持一說。 

 
32.越窮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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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五點，龍普在一位比丘或沙彌的助侍下洗溫水浴，這個習慣他一直保持到命終。浴畢，
擦幹，感覺清新時，常常會即興講幾句法語。譬如，有一次他說:  
        “我們比丘，如果確立起身爲比丘的滿足感，就會多有喜樂與安甯。不過，如果我們身爲比
丘，卻去追逐本份之外的其它角色，就會一直卷入在苦中。停止渴求、停止追逐時，那就是真正
的比丘身份。當你是一位真正的比丘時，越窮越樂。” 

 
33.越少越好 
        “即使你讀了整部巴利經典，記得大量的法，即使你可以精辟地解說它們，得到許多人的尊
敬，即使你造了許多寺院建築，能夠詳盡解說無常、苦、非我——如果你仍然失慎，那麽你還沒
有嘗得一絲法味，因爲那些東西都是外在的。它們的目的也是外在的: 利益社會、利益他人、利
益後代、或是作爲佛教的象征。唯一對你自己真正有用的東西是苦的解脫。  
        “只有你了解了那一顆心時，才能从苦中證得解脫。” 

 
34.沒有想到 
        龍普管轄的一所下院裏，住著一群五六位比丘。他們希望進一步嚴格修行，於是發願在雨安
居期間禁語。除了每日課誦和兩周一次的波羅提木叉誦戒之外，一語不發。雨安居結束後，他們
來頂禮龍普，報告自己的精嚴修持: 不僅完成了其它職責，還做到了在整個雨安居期間禁語。  
        龍普微笑了一下說:  
        “不錯。不講話， 就不犯妄語戒。不過你說自己止語，那是不可能的。只有證得止息的精微
境界的聖弟子，受與想終止了，才能夠止語。除此之外，人人都在不停地說，連日連夜。特別是
那些發誓止語的人。說得比誰都多，只是他們不發出別人聽得見的聲音罷了。” 

 
35.莫要瞄錯方向 
        龍普除了講說發自內心的智慧，也會引用自己讀過的經文。他覺得哪一段可以作爲簡短直
接，對修行重要，就會對我們重複。比如，他喜歡引用的佛陀教言之一是這一段: “比丘們，這梵
行生活的修練，不是爲了欺騙公衆，不是爲了贏得尊敬，不是爲了利益、供養、名聲; 不是爲了
挫敗其它教派。這梵行生活是爲了自律、斷棄、無欲、止苦。”  
        龍普接著會說:  
        “出家人和修法者，必須瞄准這個方向修。除此以外的方向都錯。” 

 
36.佛陀之言 
        龍普有一次說: “人們，只要是凡夫，都有自己的驕傲和自己的意見。只要他們自驕，就難以
同他人的看法一致。當他們的意見相左時，就導致繼續的爭論。至於已證法的聖者，他沒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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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誰爭論的。無論別人怎麽看事物，他當作別人的事，把它放開。正如佛陀說:  
        “比丘們，世間的智者凡是說什麽存在，我也說存在。世間的智者凡是說什麽不存在，我也
說不存在。我不與世間爭。世間與我爭。” 

 
37.言語無咎者 
        1983年2月21日，龍普病重，住在曼谷朱拉隆功醫院。龍普桑-阿近查諾來病房探望。當時龍
普正在休息。龍普桑在旁邊坐下，合掌禮敬。龍普也合掌回敬。接著兩人坐在那裏，良久 靜止。
最後，過了長長的一段時間，龍普桑再次合掌，道: “我去了。”  
        “好，”龍普答。  
        整整兩個小時，我聽見他們只說了這些 。龍普桑離開後，我忍不住問龍普: “龍普桑來坐了好
久。爲什麽您跟他什麽也沒說?”  
        龍普答:  
        “所做已辦。沒有必要再說什麽了。” 

 
38.忍耐波羅密 
        我在龍普身邊生活多年，從來沒有看見他表現出被什麽事困擾得不堪忍受的狀態。我也從來
沒有聽他抱怨過任何事。譬如，他作什麽儀式的首座長老時，從來不挑剔，也不要求主辦者改變
什麽來應合自己。無論被請去哪裏，哪怕必須坐很久，哪怕天氣悶熱潮濕，他從不抱怨。生病疼
痛時、僧食來遲時、無論多餓，從無怨言。食物淡而無味時，也從不要添什麽調料。另一方面，
看見別的高年資比丘出言挑剔，要求特殊待遇時，他會評一句:  
        “這點小事也不能忍? 不能忍它，怎麽能戰勝雜染與渴求?” 

 
39.言語無失 
        龍普言語清淨，因爲他說話有的放矢。從來不因爲言辭給自己和別人造成麻煩。即使有人試
圖引誘他批評別人，他也不上當。  
        許多次，人們來對他說: “龍普，爲什麽我們有一些全國知名的導師喜歡攻擊他人、诋毀社
會、非議其他長老比丘呢? 即使付錢給我，我也不會去尊敬那樣的比丘。”  
        龍普會這樣回答:  
        “他們的知識與理解層次是那樣的。他們所講的，自然是符合他們的知識層次。沒有人在付
錢要你去尊敬他們。不想尊敬他們，就不尊敬。他們也許不介意。” 

 
40.欺負亡靈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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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龍普喜歡鼓勵比丘與沙彌專意在林間遊方禅修，行頭陀行。有一次，一大群資曆
不等的弟子來參加一次聚會，他鼓勵他們在野外尋找僻靜處，住在山上或岩洞中，加速修行。那
樣做，他們將可以使心脫離低等狀態。  
        一位比丘不加思索地說: “我不敢去那些地方。我怕被亡靈欺負。”  
        龍普當即反對:  
        “哪有亡靈欺負比丘? 只有比丘欺負亡靈——而且還大張旗鼓。想一想。居家者拿來佈施的財
物，幾乎都是爲了把福德回向給祖先和眷屬的亡靈——給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我們
比丘們行止得當嗎? 我們把福德送給亡靈時的心理素質如何? 要小心，不要做欺負亡靈的比丘。” 

 
41.不錯，不過… 
        當前有許多禅修者熱心找新的導師，新的禅修中心。正如好彩票的人熱心找預告中獎號碼的
比丘，好護身符的人熱心找制造法力護身符的比丘，同樣地，毗婆奢那的熱心者喜歡找毗婆奢那
導師。有許多這樣的人，在對某一位導師滿意時，就對別人盛贊那位導師，試圖說服別人同意自
己的觀點和對那位導師的尊敬。[1]特別是如今，有一些著名的演說者們，把自己的法錄了音，在
全國販賣。有一次，一位婦女買了一位著名演說者的許多磁帶送給龍普，他卻沒有聽。一是他生
來未曾擁有一台收音機或錄音機。二是即使有，他也不會用。後來有人買來錄音機，把這些磁帶
放給龍普聽。之後問他有什麽想法。他說:  
        “不錯。他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十分優雅，講了很多，不過我沒有發現什麽實質性的東西。
每一次你聽什麽，應當能從中得到學法、修法、證法的法味。那就是有實質了。” 
[1]中譯注: 毗婆奢那禅法，是近代流行的一種修法的名稱 。當時泰國有一些比丘和居士，本身沒有定的
根柢，才學了短期的毗婆奢那修法，就開班傳授，四處推廣，時而對上座部傳統的修定法門加以貶低。
造成一些混淆。這就是本篇與後篇的背景。 

 
42.猶疑的禅修者 
        目前，許多有志禅修的人對什麽是正確的修法極其混淆、猶疑。那些剛剛起步的人，尤其如
此，因爲禅修導師們對如何禅修，建議常常不一。更糟的是，有些導師不但不以公允、客觀的方
式加以解說，甚至不願承認其他導師或修法也可以是正確的。不止一兩位還表現出對其它法門的
鄙視。  
        由於許多有這類疑問的人常常來向龍普請教，我時常聽見他對人們如此解釋:  
        “開始禅修時，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因爲它們都把你引向同樣的果報。有這麽多方法，是因
爲人們有不同的傾向。因此得有不同的意像用來專注，有‘佛陀'、‘阿羅漢'等不同的詞用來默念---
以它們作爲工具，讓心初步在其周圍彙集起來、安定下來。當心凝聚起來、靜止下來時，禅定用
詞自己會離去。那時，所有的方法都歸入同一轍道。換句話說，它的超越狀態是明辨，它的精髓
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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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住於高處 
        來拜見他的人，個個都說盡管他年近百歲，依然膚色明亮、身體健全。連我們這些一直在他
身邊的人，也很少看見他面容暗淡、疲倦、或者因爲生氣或疼痛而緊皺。他的平常狀態一貫是安
靜、怡然。他很少生病，一直情緒良好，從不因事激動，對毀譽泰然處之。  
        有一次禅僧長老們聚會，在討論如何描述超越憂苦者的平常心態時，龍普說:  
        “不憂慮、不執取: 那就是行者的常住心。” 

 
44.尋覓新導師 
        如今修法的人有兩類: 第一類人，學了修行原則，或者從一位導師處受教，走上修行道之
後，便決意沿著那條道竭盡全力地修。另一類人，即使已經從導師那裏接受了良好的指點，已經
了解了修行的正確原則，卻不真正用心。自己修行松懈，卻又喜好外出尋覓其它[體系的]禅修中
心，其它[體系的]禅修導師。聽說哪裏有好的禅修中心，又趕去那裏。這樣的禅修者不在少數。  
        龍普有一次這樣教導弟子:  
        “你去許多禅修中心，跟許多導師學習時，你的修行不會有結果，因爲你去很多中心，就等
於你一次又一次從頭學起。你的修行不會證得確定的原則。有時反而使你遲疑不決。心不堅實。
你的修行不但不進步，反而退失。” 

 
45.抓緊與放下 
        學法與修法者有兩類。第一類人，學法與修法，真正是爲了從苦中解脫。第二類人，學法與
修法，是爲了吹噓自己的本事，成天爭論，以爲能背誦多少經文、廣引諸家導師言教，就說明自
己如何了不起。許多時候，這第二類人來看龍普時，不但不向他請教如何修法，反而對他大肆宣
揚自己的知識和見解。盡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坐聽他們的宏論。甚至等他們講完後，他還會加
一句:  
        “執著經文與導師的人，是不能從苦中解脫的。不過希望從苦中解脫的人，的確需要依靠經
典與導師。” 

 
46.心難靜止時 
        修定時，不可能人人以同樣的速度得果報。有的人得快果報，有的人得慢果報。甚至還有的
人，似乎根本嘗不到一點靜止的法味。盡管如此，他們仍不可灰心。在心的領域精進努力，比起
佈施與持戒，是一種更高的福德形式。龍普的弟子當中，常常有不少人問他: “我一直在嘗試禅
修，已經很久了。可是我的心從來不能靜止。它總出去遊蕩。有什麽別的修法?”  
        龍普有時會建議以下的另類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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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靜止，你起碼可以保證不讓它遊蕩得太遠。用你的念，使心完全只停住在身內。看見
它的無常、苦、非我。發展身體不淨、無實質的辨識。當心以這種方式明察時，它將會升起厭
離、不熱中、離欲。這樣做，也可以斬斷諸執蘊。” 

 
47.法的真正基礎 
        有一事，是禅修者津津樂道的，那就是: “你在坐禅時，看見了什麽?”不然，他們就抱怨自己
坐禅許久，什麽也沒看見。再不然，就一直談論自己看見了這事那事 。這給一些人造成誤解，以
爲禅修時，想要看見什麽，就能看見。  
        龍普常常提醒這些人，這種期望完全是錯誤的 。因爲禅修的目的是進入法的真正基礎。  
        “法的真正基礎是心，因此專注於觀心。對你自己的心，達到銳利覺察的程度。當你敏覺自
心時，就有了法的基礎。” 

 
48.不可失慎的警告 
        爲了警誡比丘沙彌們遠離無慎、失慎的行爲，龍普常常選擇一針見血的方式責備他們:  
        “居士們爲了賺取養活家庭、兒孫需要的吃用和金錢，艱難地謀生。不管多麽疲勞，還得繼
續撐下去。同時，他們想要修福，於是犧牲一部分財物來做福德。他們早早起身做好可口的飯
菜，放在我們的缽裏。在把飯菜放進缽之前，把食物高舉過頭，發一個願。供養完畢，退後下
蹲，合掌再次禮敬。他們這樣做，是因爲想從支持我們修行當中得到福德。 
        “我們的修行有什麽樣的福德可以給他們? 你們的行爲方式是否能夠問心無愧地受他們的供
養、吃他們的食物?” 

 
49.有時亦嚴責 
        阿姜桑熱自幼出家，直到年近六十。他是一位禅修導師，自己行持嚴格，風評甚好，受到許
多人的尊敬。可是他卻沒有一直繼續走下去。他愛上了一位護持者的女兒，心退墮了。於是他向
龍普請辭，預備還俗、結婚。  
        大家對這個消息十分吃驚，不可置信，因爲看他的修行程度，人們以爲他會做一輩子的沙
門。如果消息屬實，這對禅修團體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爲此，同輩長老和他的弟子多方使他改
變主意，放棄還俗。龍普特別把他召去，勸他放棄那些計劃，然而未果。最後，阿姜桑熱對他
說: “我呆不下去了。每次我坐禅時，看見她的臉就在我跟前飄動。”  
        龍普大聲回答: “那是因爲你沒有觀想你自己的心。你在觀想她的臀。你當然只會看見她的
臀。走吧。隨便你去哪裏。” 

 
50.不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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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龍普身邊住了三十多年，隨侍他一直到圓寂。據我的觀察，他的修行始終如法如律，合
乎以滅苦爲唯一目標的正道。他從不走偏道，跟咒語、鎮邪物等不當活動從無任何牽扯。當人們
請他對自己的頭吹氣祝福時，他會問: “爲什麽要我朝你的頭吹氣?”當人們請他在自己的車上畫吉
祥符時，他會說: “爲什麽畫吉祥符?”當人們請他爲自己的活動選一個吉祥的日子或月份時，他會
說: “哪一日都是好日。”  
        或者，當他嚼槟榔時，人們要他的槟榔渣，他會說:  
        “要它幹什麽? 它不幹淨。” 

 
51.只是動作 
        有時候我心裏不安，怕自己錯誤地夥同衆人，說服龍普做了一些他無意做的事。第一次，是
他參加色軍府帕-素塔瓦寺阿姜曼紀念館開幕式的時候。當時，有不少禅修導師在場，許多居家
人便去拜見、求福。不少人求龍普對他們的頭吹氣加持。我見他坐在那裏默不回應時，便求他: 
“請做一下吧，完了就沒事了。”於是他便對他們吹氣。過了一陣，他還不能脫身，便在車上畫了
吉祥符。人們向他要佛牌，到後來不勝其擾，他便允許以他的名義造佛牌。人們爲佛牌舉行誦經
加持時，他同情他們，於是參加了加持儀式，點燃 “勝利”蠟燭，參與他們的念誦。  
        不過後來，龍普說了一段話，讓我松了一大口氣。  
        “我做這些事，只是隨順社會規範的一種外在的身體動作。它不是趨向緣起、生存層次、或
者趨向道、果、涅磐等的心的動作。” 

 
52.抓緊機會 
        “法的八萬四千部經，都只是爲了讓人們轉過來觀心的策略。佛陀的教導多，是因爲人們的
雜染多。盡管如此，滅苦之道只有一條: 涅槃。我們現在這個正確修法的機會，是極其稀少的。
如果讓它失去，此生就沒有機會證得解脫了，我們就得迷失在妄見裏，長久長久，才能再次得遇
同樣的法。因此，如今我們已經得到佛陀的教言，應當趕快修練，證得解脫。否則，我們將錯失
這個好機會。當聖谛被遺忘時，黑暗將會在漫長的歲月裏籠罩衆生。” 

 
53.科學的局限 
        龍普不止一次地類比說法。有一次他說:  
        “外在的明辨是假想的明辨。它不能使心領悟涅槃。如果你想入涅槃，必須依靠聖道的明
辨。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他們的知識是十分博大、有力的。可以把最小的原子分裂開，進
入第四維度。不過，愛因斯坦不懂得涅槃，因此他不能入涅槃。  
        “只有在聖道中證得明智，才能夠趨向真正的覺醒、徹底的覺醒、完全的覺醒。只有那才能
趨向滅苦、趨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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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如何止息苦 
        1977年內政部發生了不少麻煩事件，令高官們焦頭爛額——失財、丟官、責難、受苦。當
然，憂苦傳播開來，也影響了官員的妻兒。因此有一天，一些高官太太來拜見龍普，跟他訴苦，
希望指點排解之道。  
        他告訴她們:  
        “人對已經過去了的身外事，不應當傷感、牽挂，因爲那些事已經具足正確地完成了它們的
功能。” 

 
55.真谛不二 
        不少讀過許多書的人評論說，龍普的教導與禅宗或者壇經十分相似。我問過他多次，最後他
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方式答道:  
        “法的一切真谛早已存在於世上。佛陀覺悟到這些真谛時，把它們指出來，傳給世間的衆
生。因爲衆生各各不同，有粗有細，他必須用許多言辭，總共八萬四千部。智者面對求道者，在
選擇最適合的解說詞語時，必須用最完全合乎真谛的方式，而不是拘泥於文字。” 

 
56.深入細修 
        克芒森林寺的阿姜貝來與龍普討論修定，他說: “我修定已經很長時間了。已經可以長久住於
安止定。出定時，有時會有一種強烈的喜樂自在感，持久不衰。有時有一種光亮感，我可以全面
覺知身體。接下來我應當再做什麽?”  
        龍普答:  
        “用那個安止定的力量觀心。然後放開一切攀緣，什麽也不剩。” 

 
57.空無 
        後來，阿姜貝與兩位比丘，還有一大群居士前來拜見龍普。龍普對新來者講授如何修行之
後，阿姜貝再次向龍普請教上次的問題。 他說:“放開一切所緣，我只能短時爲之，我做不到久
住。”  
        龍普說:  
        “即使你只能暫時放開一切所緣，如果你不真正仔細地觀察心，或者你的念還沒有達到全方
位，你可能只是放開了一個粗顯的所緣，挪到一個更精細的所緣上而已。因此，你必須停止一切
思考，讓心定在空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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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善解合造 
        有人說: “我讀過有關您的生平介紹，裏面有一段說，您在遊方修行期間，對心如何合造雜
染、雜染如何合造心，有了善解。那是什麽意思呢?”  
        龍普答:  
        “‘心合造雜染，’是指心逼迫意、語、行，從而使外在事物變成‘有’, 令它們是好、是壞，升起
業的果報，接著攀附那些東西，想:‘那是我，那是我自己 。那是我的。那是他們的。’  
        “‘雜染合造心，’是指外在事物進來迫使心服從它們的力量，作一些不停地偏離真相的斷定，
把心綁在它有一個自我的想法上。” 

 
59.聞所成智與修所成智 
        有人說: “我從書本上背下來的有關戒德、定力、明辨、解脫的教導，還有各位阿姜的教導，
與龍普對它們的精髓的理解，是否一致?”  
        龍普答:  
        “戒，意思是一顆無咎之心的正態，那顆心把自己裝備起來，抵制各種惡。定，來自持守那
個戒的果報，也就是一顆堅實、寂止的心，那股力量會把它送到下一步，明辨——也就是‘覺
知’——是一顆空性、輕安、如實透徹地明察事物的心。解脫，則是一顆從那種[明辨的]空性契入
[解脫的]空性的心。換句話說，它放開了輕安，所剩的狀態裏，它是無，它什麽也沒有，絲毫沒
有余下的思想。” 

 
60.放松執取的策略 
        有人說: “當我入定靜止時，我試著令心牢固定住在那個靜止中。可是當心遭遇某個所緣或客
體時，它就一直去看，結果我試圖維持的那個基礎就失去了。  
        龍普答:  
        “如果是那種情形，就說明你的定力的韌性不足。如果這些所緣尤其猛烈——特別是，它們
涉及你的弱點時——你必須用觀想的方法對治。開始時，觀想最粗糙的自然現象——也就是身體
[色]——把它一直分析到精細的成分。當你觀察它，達到徹底清楚的地步時，接下來是觀想心理
現象[名]——你過去分析過的一切法，譬如黑與白、暗與明之法[素質]，成對地辨析。” 

 
61.關於吃 
        有一群比丘在雨安居之前來拜見龍普。其中一個說: “我禅修很久了，也得到了一些甯靜。不
過我對吃肉一直很介意。甚至於看見肉，我就爲那個動物難過，我吃肉而必須犧牲它，讓我很難
過。似乎我沒有慈悲心。這樣憂慮時，我的心難以平靜。”  
        龍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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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位比丘攝取四種必需品時，他應當首先觀想。如果觀想時，他看見吃肉是一種形式的
壓迫，它顯示出對動物缺少慈悲心，那麽他應當戒肉食素。” 

 
62.關於吃(II) 
        三四個月之後，同一群比丘在雨安居結束時又來拜見龍普。告訴他說: “我們整個雨安居都吃
素。在我們所在的帕薩區空克廊村，居民不懂得素食。我們很難得到素食，而且對供養我們的人
也是很大的麻煩。有些比丘到後來身體虛弱，有的幾乎堅持不到雨安居結束。我們沒有能夠如期
在禅修中精進。”  
        龍普說:  
        “當一位比丘攝取四種必需品時，應當首先觀想。如果在觀想時，他看見，面前的食物——
無論如何是蔬菜、還是肉、魚、米飯——是三淨肉，也就是，自己沒有看見、聽見、或者疑心動
物是專門爲供養自己而被殺死，而且這食物是他以正當方式獲得的，是居家人出於信仰而供養
的，那麽他應當把它吃了。我們的導師們的修行模式也是如此。” 

 
63.關於吃(III) 
        1979年3月下弦月的第二天，龍普住在帕空查森林寺裏。晚上八點後，一群喜歡到處遊方，
在 靠近人多的地方駐營休息的比丘也來本寺過夜。在拜見龍普之後，他們講述了自己修行中的突
出特點。他們說: “食肉的人，是在支持屠殺動物。素食者體現了高度的慈悲。改吃素時，心變得
更加平靜、清涼，這就是明證。”  
        龍普答:  
        “很好。你們能成爲素食者很好。我表示欽佩。至於仍然食肉的人，如果那種肉是三淨肉
——也就是說，沒有親見、親聞、或者疑心動物之被殺是專門爲了給自己提供食物——而且，該
食物是以純淨的方式得到，那麽食這種肉並不違法違律。不過，你說你的心變得平靜、清涼，那
是你決意如法如律修行的力量所致。與胃裏的新舊食物無關。” 

 
64.經商與修法 
        一群商人說: “我們做商人的有我們的職責，也就是說，有時侯得誇大事物、或者賺取高利，
但我們極其想修定，而且已經開始修了。不過有人告訴我們，憑我們的生計，是不能禅修的。龍
普，您說如何? 因爲他們說，販物牟利，是罪過的。”  
        龍普說:  
        “爲了活命，人人需要一個職業。每一種職業當中，什麽是正確、合適的做法，有它自己的
標准。當你正確服從那些標准時，就算是中性的——不算福德、也不算罪過。至於修法，那是你
應當做的，因爲只有修法的人才適合在任何情形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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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隱藏的回憶 
        有一次，龍普住在姚塔帕時森林寺，一大群比丘、沙彌前來拜見。聽了他的開示後，龍榻普
羅——他老年出家，但修持嚴格——對龍普說: “我出家也有相當年頭了。 但還是不能夠斬斷對過
去的執取。無論我如何把心定在當下，我發現念還是會中斷，又回到過去。您能否再告訴我一個
停止它的辦法?”  
        龍普答:  
        “不要讓心追逐外在的所緣。如果你的念出了空檔，那麽你一覺察到，立刻把它拉回來。不
要讓它去看那些所緣是好是壞。不要陷進去。但是也不要用強力去斬斷。” 

 
66.以自己的方式 
        1977年左右，龍普應邀去位於曼谷素公維路的達摩蒙功寺參加一項慶典。在典禮上，有一個
儀式是對佛像，佛牌的加持，他被請去 “坐護”。儀式完畢後，他來到外面一個小棚裏休息。在那
裏，他對一大群當時在曼谷學習的親弟子們談話。其中一位比丘評論說，他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龍
普參加這樣的儀式，不知否是這是第一次。接著他又問，怎樣 “坐護”?  
        龍普答:  
        “我不知道別的阿姜在‘坐護'或‘坐佑'時都在做什麽。 至於我，我只是照老樣子入三摩地。” 

 
67.“想把功課學好...” 
        一位年輕的女孩有一次對龍普說: “我聽索薩-孔素阿公說，凡是想變聰明、學習好的人，應
當首先練習坐禅，令心靜止。我想變聰明、學習好，因此一直試圖禅修，使心靜止。可是它從來
不肯靜下來。有時我比以前更加躁動不安。當我的心不能這樣子靜下來時，怎麽才能夠把功課學
好呢?”  
        龍普答:  
        “把注意力放在心上，知道你正在學的究竟是什麽，那樣會幫助你把功課學好。心不靜時，
讓它知道，它不靜。因爲你太想要它靜了，它就不靜。只要繼續平靜地禅修，總有一天它會聽你
的話，靜下來。” 

 
68.遊方的目的 
        有些比丘、沙彌，在雨安居後，喜歡成群結隊地去各處遊方。個個大肆張揚，准備他的必需
品和全套的頭陀裝備。不過許多人的行止卻偏離了遊方隱修的目的。例如，有些人穿著苦行頭陀
的行頭，卻去坐空調車。有些人去訪問在公司辦公室的老朋友。  
        因此，有一次，龍普在一大群禅僧的集會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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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打扮成好看的遊方僧，根本是不合適的。它背離了外出遊方的本意。你們每個人應
當多想想這件事。遊方禅修的目的只有一個: 訓練心、精修心、使它無染。只讓身體出去遊蕩修
練，卻不把心也帶著，根本沒有什麽殊勝的地方。” 

 
69.爲了止，必須知 
        一位禅修者有一次對龍普說: “我聽從您的教導，一直在試圖終止思考。可是從來沒有成功。
更糟的是，我感到十分挫折，腦子昏昏沈沈的。不過，我堅信您教的沒有錯，因此我想請教下一
步怎麽做。”  
        龍普答道:  
        “那說明你沒聽懂。我告訴你停止思考，但你一直只是在思考停止思考，因此，怎麽會有真
正的停止呢? 扔掉你對停止思考的無明。放棄你對停止思考的想法。如此而已。” 

 
70.都有果報，但不同 
        龍普的生日是十一月下弦月的第二天，也就是每年雨安居結束後的第二天。因此他的弟子，
學問僧也好，禅修僧也好，都喜歡在那天趕來頂禮他，或者請教禅修上的問題，或者報告自己在
上個雨安居裏的修行成果。這個傳統，在他還活著時，一直持續著。  
        “通過讀與聽研究法，得到的是辨識與概念的果報。通過修練研究法，得到的是實際層次的
法在心裏的果報。” 

 
71.只在一處找 
        龍普的弟子當中，摩诃陶維薩比丘是第一位通過巴利文最高級第九級考試的。因此，以龍普
的名義，布拉帕寺主持了一次慶祝他這項成就的活動。  
        摩诃陶維薩比丘頂禮龍普後，龍普給了他以下一段短小的訓誡:  
        “能考過九級考試，說明你很用功、足夠聰明、是一位聖典的專家，因爲這相當於是學業的
終點了。不過，只對學習有興趣，是不能帶來苦的解脫的。你必須同樣對心的修練也有興趣。  
        “法的所有八萬四千部，都來自佛陀的心。一切來自那個心。無論你想知道什麽，你可以在
心裏找。” 

 
72.世與法 
        1979年3月12日，龍普去了色軍府普旁山的聖久洞寺，隱居休養了十多天。離開前的最後一
天晚上，寺院的阿姜蘇瓦特和其他比丘沙彌前來拜見。  
        龍普評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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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地休息很舒適。空氣好。禅修輕松。它使我想到早年遊方的日子。”  
        接著，他作了一場法義開示，其中包括以下一段話:  
        “能知道的都屬於世間。至於沒有知者的，那是法。世間事總是成對而來，法卻是一 件事通
到底。” 

 
73.當問與否? 
        許多人，居士也好，比丘也好，對修行有興趣，他們不僅用心修，而且也喜歡尋找善巧導師
的指點。  
        有一次，一群來自中部的禅僧前來長住，聆聽龍普說法，聽從他的禅修指導。其中一位比丘
把自己的感受告訴龍普: “我找過許多導師，盡管他們教得都很好，他們一般或者只教戒律，或者
只教遊方苦行，或者只教修定的樂與止。至於您，您教的是直達頂峰的途徑: 非我、空性、涅
槃。請原諒我那麽直率地問，既然您教導涅槃，您是否已經證得?”  
        龍普答:  
        “沒有什麽證得，沒有什麽未證得。” 

 
74.修行的目的 
        阿姜貝是龍普的近親，住在克芒寺。盡管他老年出家，但是禅修和苦行極其嚴格。龍普有一
次稱贊他的修行已經獲得善果。阿姜貝病重將死時，想見龍普最後一面，向他告別。我把這事告
訴了龍普。他到那裏時，阿姜貝起身，向他頂禮，接著又躺回到席子上，什麽也沒有說。但是他
臉上的微笑和喜悅是顯而易見的。  
        龍普以清楚而溫和的聲音對他說:  
        “你一直精進修習的那一切，在這個時候派上用處了。死亡那一刻來臨時，使心合一，然後
停止專注，放開一切。” 

 
75.渺茫的果報 
        當居士們來看龍普時，他一般不問什麽遙遠的問題。通常他會問: “你修過禅定嗎?”有些人答
有，有些答沒有。  
        有位女士，屬於後一類，比其他人更大膽直言。她說: “我看呀，我們就不用費勁修那個禅定
了。每年我都聽《大本生詞》(講述佛陀前身毗桑塔羅王子的長篇詩歌)[1]，在不同的寺院裏起碼
聽過十三遍。那裏的比丘們說，聽《大本生詞》可以保證我重生在聖彌勒佛住世的時候，我在那
裏一定過得快樂、輕松。因此，爲什麽要禅修，讓自己過得不舒服呢?”  
        龍普說:  
        “殊勝的東西就在面前，你沒有興趣。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傳說中的遙遠事情上。這是沒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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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人的標志。當喬達摩佛所傳的道、果、涅槃仍然完整在世時，你卻徘徊不定，對它們提不起
一點興趣，那麽等到聖彌勒佛的教法來到時，你會更加地徘徊不定 。” 

[1]中譯注: 《大本生詞》是根據這段佛本生故事編成的泰文長詩,共十二章。每年在寺院由十二名比丘吟
誦,長達一天。該儀式在北部和東北部十分流行。 

 
76.不過如此 
        有時，當龍普注意到來跟他修法的人依然猶疑不決，渴求純粹是世間的喜樂和享受，以至於
還不願放開它們，去修 習佛法時，會給他們講一段教言，讓他們去思考，對事物達到如實知
見。  
        “我要你們大家仔細審查喜樂，看一看究竟什麽時候是你一生當中最喜樂的。你真正對著它
看的時候，就會知道，它不過如此，跟你經曆過的其它東西相比，沒多大差別。爲什麽沒多大差
別呢? 因爲世間本身不過如此。它能給的就是那麽多——一次次重複，就是這些東西。生、老、
病、死，一次又一次。怎麽也得有一種喜樂，比它更超越、比它更殊勝、比它更安穩。這就是爲
什麽聖弟子放棄了有限的喜樂，尋找一種來自身寂止、心寂止、雜染寂止的喜樂。那是安穩的喜
樂，無可相比。” 

 
77.不執取，就容易 
        龍普每年雨安居在布拉帕寺執教，五十多年從無例外。這所寺院位於素辇府城的市中心，正
對政府大樓，旁鄰法院。因此，汽車卡車不停地擾亂著寺院的甯靜。特別是一年一度的大象節，
或是任何一個節日，一連七天、十五天，嘈雜聲響不絕，通宵燈火不滅。那些心依然缺乏韌力的
比丘沙彌們特別感其騷擾。  
        每次他們對龍普提出這件事時，總是得到同樣的回答:  
        “爲什麽浪費時間對那些東西感興趣呢? 燈光本來就是亮的。雜音本來就是響的。它們的功能
就是這樣。你不專注聽，就完了。行事不要抗拒周遭，因爲它們本然如此。要以深度明辨，達到
真正的理解，就是這樣。” 

 
78.偶而語出驚人 
        我有一個缺點，喜歡跟龍普半開玩笑地說話。這是因爲他從來不惱。身邊的比丘沙彌們也總
是很容易接近他。有一次我問他: “經上說，天神成百億地來聽佛陀說法。有那麽大的空間容納他
們嗎? 佛陀的聲音足夠大，他們能都聽見嗎?”  
        龍普的回答令我驚呆了，我從來沒有在經文中讀到過，也從來沒有聽任何人這麽講過。而且
只在他病重臨終時我才聽他說過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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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哪怕天神成百萬億地聚集起來也沒問題。因爲一個原子的空間足可以容納八個天神。” 

 
79.即使這種問題 
        有一個不可追解的問題，無論成人孩童、無論聰明愚笨，一直在無謂地爭論，從未達成共
識。這個問題是: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多數情形下，人們只是玩笑式地擡杠，從來不求什麽結論。
盡管如此，還是有人對龍普提出這個問題，心裏也估計他不會作答。不過後來，我終於聽見他對
這個問題作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答複。有一天奔比丘來給龍普按摩腳，他問: “龍普，是先有雞還是
先有蛋?”  
        龍普答:  
        “它們一起來。” 

 
80.一頓責備 
        有些人，自己根本沒怎麽禅修，卻來問如何精進，才能立馬見到果報。有時對這種人，龍普
似乎有些不滿。  
        他會責備他們:  
        “我們修行是爲了自禦、爲了離棄、爲了離欲、爲了終結苦，而不是爲了看見天宮。我們甚
至不把看見涅槃作爲目標。你就安安靜靜繼續修，不要想看見什麽東西。畢竟，涅槃是空的、無
形的。它沒有立足點，沒有什麽可以作比。只有繼續修，你才能自己知道。” 

 
81.放開一事，粘上另一事 
        龍普的一位居家弟子來拜見他，自豪地報告他的修行果報，他說: “我今天很高興來看您，因
爲我按照您的建議修，一步一步在得到果報。我開始禅定時，放開一切外緣，心就停止了騷動。
它彙聚起來，靜止、入定。其它一切所緣消失了，只剩下喜樂，一種清涼、清新的極樂。我可以
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龍普微笑了，他說:  
        “你得到果報，很好。說起定中的樂，那的確是樂。沒有什麽可以和它相比。不過，如果你
給卡在那個層次，就只能得到這麽多。它不升起能夠斬斷緣起、重生、渴求、執取的聖道明辨。
因此，下一步是放開那個樂，觀五蘊，直到把它們看明白。” 

 
82.譬喻 
        “達到超世的聖者之心，盡管也許活在世間，被周圍無論什麽環境所包圍，但它是不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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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牽扯、受其擾動、與那些東西混雜起來的。換句話說，世間的事(得失、貴賤、譽毀、樂痛)
不能壓倒它，不能把它拉回到凡夫之心的層次。它再也不能受制於雜染與渴求的力量。  
        “就好比椰奶。一旦你把它擠出椰肉，高溫加熱，熬到把油分離出來，就不能再把它變回椰
奶了。無論你把椰油和分出的椰奶放在一起怎麽攪拌，也不能再把椰油變成回椰奶。” 

 
83.另一個譬喻 
        “道、果、涅槃，是個人的: 你只能親自直見。修到那個層次的人將會自己看見、自己明白，
徹底終止對佛陀教導的疑問。如果你還沒有達到那個層次，你能做的只是猜測。不管別人怎麽爲
你深入解釋，你對它們的知識仍將是猜測。不管是什麽猜測，它必然是不確定的。  
        “這就好比烏龜和魚。烏龜生活在兩棲世界: 地面的世界和水中的世界。至於魚，它只生活在
一個世界，也就是水中。上岸就會死去。  
        “有一天，烏龜下到水裏時，告訴一群魚，陸地如何好玩。燈光、色彩如何好看，沒有水中
的一切麻煩。  
        “那些魚對此十分驚奇，想知道陸地是什麽樣子，於是它們問烏龜:‘陸地深嗎?'  
        “烏龜答:‘有什麽深? 它是陸地。'  
        “魚問:‘陸地有許多波浪嗎?'  
        “烏龜答:‘有什麽波浪? 它是陸地。'  
        “魚問:‘陸地渾濁嗎?'  
        “烏龜答:‘有什麽渾濁? 它是陸地。'  
        “注意魚提出的問題。它們只是根據自己的水中體驗來問烏龜，烏龜只好說，不對。  
        “凡夫的心對道、果、涅槃的猜測，與那些魚沒什麽兩樣。” 

 
84.外在內在的事物 
        1981年4月2日晚上，龍普出席某個宮廷儀式回來，住在皇室寺院波瓦寺。一位高階比丘來
訪，與他談法。他也是一位禅修者。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 “聽說前生是夜叉的人，重生爲人
時，能夠學習神通咒語，無論以何種方式使用，都有大法力。此說有多真?”  
        龍普立刻坐起來回答:  
        “我對那種事從來不感興趣。不過，你有沒有修到過這個狀態: hasituppapada，笑生，心無笑
意而自笑的動作? 它只對聖者的心發生。凡人不能，因爲它超越了造作因緣——自由自在。” 

 
85.五戒未守 
        高年資的大比丘常常有許多弟子，居家的、出家的。這些弟子當中，有優有劣。特別是比丘
當中: 有許多好的，其中又夾雜著幾個差的。有一位龍普身邊的比丘，在未予而取方面，往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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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了一點。人們常把此事告訴龍普，但他傾向於什麽也不說。  
        有一次，他要一樣被這位比丘拿走的東西，於是派另一位比丘去要回來，可那位比丘不   承
認拿了。後一位比丘回來把他的抵賴禀告了龍普。龍普沒有埋怨，只說了這句:  
        “有的比丘如此用心持227戒，以至於忘了持五戒。” 

 
86.不受擾動 
        晚上十點，我看見龍普正坐著休息，於是過去告訴他: “龍普，阿姜考去世了。”  
        龍普不問何時、何事，而是說:  
        “啊，是的。阿姜考受諸蘊拖累的日子終於結束了。四年前我去拜訪他，看見了他的身蘊給
他的種種困難。時刻需要依靠他人的照料。至於我，我沒有惡身業。不過，關於惡身業，即便是
聖者，無論他們達到的層次如何，仍然得應付它們，直到最終從中解脫，不再糾纏。凡夫的心不
得不與這種事物住在一起。然而，善修的心，當這些事物升起時，它能夠立即放開，維持它的平
靜、無憂、無執，不與它們牽扯在一起，就不必背負重擔。如此而已。” 

 
87.法的護佑方式 
        素辇的一場大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大量財産的損失，深重的失落感。有的人甚至精神失
常。人們川流不息地來見龍普，感歎自己過去做的善事，說: “我們從祖輩起就一直在寺院裏修
福、修法。爲什麽那個福德沒有幫助我們? 爲什麽法不護佑我們? 大火把我們的家全毀了。”這些
人有許多便不再來寺院行福德，因爲佛法沒有保佑他們的房子免於被燒毀。  
        龍普說:  
        “法根本不是以那種方式護佑人們的。那場火只是在行使它的功能。這說明破壞、損失、解
散、分離，在這個世界上一直跟隨著我們。至於那些修法的人，心中有法的人，當他們遭遇這些
事情時，懂得如何安置心，不讓它受苦。那就是法的護佑。並不是它能夠幫助你防止老、死、饑
餓、火災。根本不是那麽回事。” 

 
88.惟有修才能祛疑 
        當人們來問龍普有關死亡、重生、前世、來世的問題時，他從來沒有興趣回答。或者，如果
有人爭辯說，自己不相信天堂地獄真的存在，他也從來不試圖講道理，舉例反駁。反之，他會給
人們這樣一段建議:  
        “修法的人沒有必要想前世、來世、天堂、地獄。他們要做的，只是堅定、用心地循照戒
德、定力、明辨的原則正確修持。如果真照課本上所說的，存在十六層天界，修得好的人必然會
上升到那些層次。或者，天界、涅槃不存在，修得好的人也不缺即刻當下的利益。作爲高層次的
人類，他們一定是喜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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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別人的話，到文本裏查，是不能消除疑問的。你必須下工夫修練，升起明確的洞見智
識。那時候，疑問自然會瓦解。” 

 
89.只想要這些嗎? 
        盡管人們成群結隊地來看龍普，聲稱這人那人記得許多前世，看見他們過去是什麽，前世的
母親或親戚是誰，等等，接著想聽龍普關於輪回重生的意見，龍普總是說:  
        “我對這類知識從來不感興趣。只要有近行定就可以升起它。一切來自心。無論你想知見什
麽，心會賦予你那個知見——快得很。如果你只對這個層次的知識滿意，它的好處是，你會害怕
轉生低等域界。那樣，你會下決心做善事、佈施、持戒、不相互傷害。你能夠微笑，你對福德的
果報有信心。  
        “至於滅除雜染、摧毀無明、渴求、執取、達到徹底滅苦，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90.不講傳奇 
        我跟龍普一起住的多少年裏，他從來不曾講過傳奇和娛樂性掌故——不講佛本生傳說，也不
講當代的故事。他的一切教導，講的都是聖谛，純淨、簡潔，講述時位於與個人無關的終極層
次。再不然，他會講幾句經過仔細思量的評論，似乎十分地吝言惜語。哪怕在宗教儀式上作開
示，或者講述如何佈施、如何持戒時，他也是以一種極其超然的方式執教。多數情形下，他會
說:  
        “儀式與福德活動可以看成是善巧的手段，但從禅修者的角度看，它們引生的技能只是一小
部分，如此而已。” 

 
91.奇事 
        阿姜曼紀念館開幕式之後，龍普繼續旅行，去康洞看望阿姜範。那個時候，汽車開到山洞所
在的山腳下就不能再往前了，龍普必須走很長一段山路才能登上山頂。這樣一來他極其疲勞，沿
路多次停下來喘氣。我看見他如此受罪，心裏十分難過。最後，我們到達位於山頂的大廳，阿姜
範頂禮之後，碰巧阿姜帖也到了。  
        看見這三位偉大的阿姜因緣際會，聚在一起，聽他們在甯靜，微笑的氣氛下友好地對話，我
心裏的痛感消失了，代之以大樂。  
        阿姜範表達了自己對龍普的欽佩，他說: “您的身體十分強健。在這個年紀，還能一直爬到山
頂。”  
        龍普答:  
        “我實在不那麽強健。我已經看過了，知道自己沒有惡身業。等到不能再用這個身體時，我
會把它放下。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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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續奇事 
        我想你一定可以想象，在場的一大群居家人看見這三位偉大的阿姜聚在一起是何等地興奮。
這種機會是難得的。因此，來自素辇的兩位攝影師開始盡其找機會拍 起照來。 
        乘車返回時，兩位攝影師看見人人想要那些照片，便宣布，他們會把照片放大到十二寸出
售，所得的金錢，將用來幫助江帕森林寺。我心想，在一位阿姜的照片上貼上售價，實在不是件
好看的事。但車上幾乎所有人都訂購了。  
        等到攝影師們把膠卷沖洗出來時，卻發現，他們花了那麽大工夫照出來的二十多張照片，全
部是空白，就像是無雲的天空。於是，人人想得照片的希望破滅了。那三位大阿姜的聚會，也是
最後一次。 

 
93.他親見的真相 
        當人們問龍普是否讀過阿姜曼的生平故事時，他會答: “一些”。下一個問題就會是: “他們講
述的那些神通和奇事，您有什麽意見?”龍普會答: “我跟阿姜曼住的日子裏，從來沒聽他提過那些
事。”  
        平常龍普談到阿姜曼時，只講他的頭陀苦行。他說:  
        “下一代的比丘當中，我從來沒見過一個能夠像阿姜曼一樣嚴格修頭陀行的。他只穿破布做
成的僧袍，自己縫、自己染。他從來不用任何人送給他的縫好的僧袍。他一生住在森林裏。他只
吃自己托缽得來的食物，只從自己的缽裏取食。即使他病重時，他仍然坐起來，讓別人把供養的
食物放進他的缽裏。他從來不因爲戒律對雨安居和迦提那期間供養的必需品有寬額而多用。他從
來不參與建築工作。也從來不勸別人參加。” 

 
94.以問答問 
        因爲我熟悉龍普很久了，當我問他一個問題時，他往往反問作答——那是他要我自己思考答
案的方式。  
        例如，我問: “阿羅漢的心潔淨、明亮。他們能否准確預測下一次彩票的中獎號碼?”他回答: 
“阿羅漢會對了解那種事感興趣嗎?”  
        我問: “阿羅漢睡眠時會像普通人一樣做夢嗎?” 他回答: “夢難道不是行蘊造作嗎?”  
        我問: “有沒有凡人，雖然自己雜染重重，卻能夠教別人成爲阿羅漢?” 他回答:  
        “有沒有許多醫生，雖然自己有病 ，卻能夠治好別人的病?”[1] 

[1]中譯注: 意爲有的學者比丘知道某些經文,雖自己不能全悟,但把它傳給他人,另一人聽了之後在修證中洞
穿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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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龍普的習慣 
        身: 他身體強健、靈活、勻稱、氣味幹淨、少病。喜歡一日一次洗溫水浴。  
        語: 他的音色低沈，但語調溫和。他是一位寡言的人，說真語、說直語、言無算計。換句話
說，他從來不暗示、不哄誘、不譏諷、不閑言、不乞求、不請原宥、不談自己的夢 。從來不講佛
本生故事，也不講神話傳奇。  
        心: 有關他的一件事是真的——一旦下決心做某件事，他就會連續做下去，直到成功。他一
貫仁慈、悲愍、安靜、平和、忍耐。從來不發火，也不顯示挫折或不耐。對遺失的東西，從不煩
惱。從不失慎。念住、警覺具足，心境始終良好。他似乎從來不苦。處變不驚。從不爲不良心態
所制。  
        他一直這樣教導我們:  
        “試把事件，理解爲事件: 它們升起、變化、接著消逝。不要爲此悲苦。” 

 
96.痛，但不介入 
        龍普病重時住在朱拉隆功醫院。第十七日，他十分疲勞，以至於醫生給他插上了氧氣管。午
夜後，一位著名的比丘，帶著一大群弟子前來拜見。我見情況特別，便讓他們進入龍普的病房。
龍普右臥著，一直閉著眼。當那位比丘和他的弟子們對他頂禮時，那位比丘傾身對著他的耳說: 
“龍普，您還有痛受嗎?”  
        龍普答:  
        “受與身依久按其自性存在，但我不參與那個受。” 

 
97.安全的捷徑 
        1973年1月20日，龍普正要離開朱拉隆功醫院，弟子們決定作一次供僧，把福德回向給過去
建造這所醫院，現已去世的前輩。  
        儀式結束後，有幾位醫生護士前來拜見龍普，表達他們對他康複的喜悅。他們友好地評論
說: “您的身體仍然健康、強壯。您的臉色光亮，好象沒有生病一樣。這可能是您的定力果報吧。
我們沒有多少剩余時間修定。有什麽簡單的捷徑呢?”  
        龍普答:  
        “一有時間，就把它用於禅修。訓練心、審視心，是一切法門中最快、最直接的。” 

 
98.一切來自行爲 
        龍普一輩子從來不接受幸運時辰、幸運日子的說法。即使當人們直接問他: “哪天是出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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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或者 “哪天是還俗的好日子?”或者 “哪天是吉日、凶日?”他從來不跟那種想法走。他通常
說: “哪天都好。”如果人們請他定一個吉日，他會要他們自己找，不然就說: “什麽時候方便就
好。”  
        他常會如此總結:  
        “一切來自我們的行爲。好時、壞時、 吉時、凶時、福德、罪過: 這一切都來自人的行爲
[業]。” 

 
99.不作秀 
        龍普從來不作秀、出風頭。人們要想給他照相，時間必須恰當。譬如他已經穿上了整套僧
袍，預備聽波羅提木叉戒經、或者准備傳戒、或者參加什麽儀式時，那時你請他照相，就很容
易。不過，如果他只是隨意坐著，你要他起身穿好整套三件僧袍，擺好姿勢照相，那就很難說服
他。  
        有一次，一位來自曼谷的女士，帶來一條精致的毯子送給龍普，供他在冷季使用。幾個月
後，在熱季當中，她碰巧又來拜見。她請龍普把那條毯子拿出來，放在他的身邊一起照相，因爲
上次她供養時忘記照相了。龍普不肯，溫和地說: “沒有必要。”即使她請了第二次，第三次，他
還是說 “沒有必要。”  
        她離去時，我感到不安，於是問龍普: “您有沒有注意到她有多麽不滿嗎?”  
        龍普微笑了，然後說:  
        “我知道。她不滿，是因爲她有一顆不讓她滿意的心。” 

 
100.重生的終止 
        有一次，一位高年資的禅修導師來與龍普討論一些極其高深的佛法問題，最後問: “有的高年
資禅僧行止良好，激發起人們高度的崇敬心。連其他比丘也同意，他們在佛陀的教導中牢固地確
立了自己。可後來出了什麽事，他們或者還俗、或者行爲不軌起來，與法與律背道而馳。那麽，
一個人必須達到什麽層次的法，才不再有有和生?”  
        龍普答:  
        “嚴格持戒約束自己、修頭陀行，是極其崇高可敬的行爲。然而，如果你還沒有發展你的
心，達到提升的心與提升的明辨[1]的層次，它總是有可能衰退，因爲它還沒有達到超世。實際
上，阿羅漢不需要知道多少。他們只需要發展他們的心、明見五蘊、穿透十二因緣。那時，他們
就能夠終止造作、停止求索、停止一切心的動作。就在那裏，一切止息了。剩下的是清淨、清
潔、明亮——大空、巨空。” 

[中譯注:]提升的心和提升的明辨: 又譯增上心和增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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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比較 
        “求知、止疑的欲望，你在所有心智發達的人當中都能夠找到。每一門科學、每一門學問的
確立，都是爲了讓人們發問、求解。那時他們就會認真地學習、修練，達到那門學問的目標。  
        “不過在佛陀教導的領域，你必須以平衡的方式學習和修練。你的努力必須精進，才能親自
進入法的最高層次。那時，你就能親自解除你的一切疑問。  
        “這就好比一個從來沒有見過曼谷的村夫。別人告訴他，曼谷不僅在其它方面十分發達，而
且還有一面 ‘寶石牆'(大王宮宮牆的名稱)，和一座巨大的 ‘金山'(斯羅凱寺佛塔名)，他決定去曼
谷，以爲可以從那座牆上得到一些寶石，從那座山上得到一些金子。等他終於來到曼谷時，有人
指給他看: ‘那是寶石牆; 那是金山，'當即就止息了他的一切疑問和預想。  
        “道、果、涅槃正是如此。” 

 
102.最安穩的住處 
        我記得1976年，從東北地區北部的兩位禅修導師來拜見龍普。他們與他討論修行的方式十分
愉悅、感人。他們描述了自己長期跟隨修學的那些阿姜的德性與成就，他們說，那位龍普的心一
直住於定中，這位阿姜心住於梵住，因此有那麽多的人崇敬他;那位龍普住於無量梵住，因此他的
弟子不計其數，而且他總是安穩避險。  
        龍普說:  
        “一位比丘無論達到什麽層次，盡可以住在其中。至於我，我住於覺知。” 

 
103.續前 
        當那兩位比丘聽說他住於覺知時，他們靜了一靜。接著請他解說住於覺知是什麽情形。  
        龍普解釋說:  
        “覺知是空性、明亮、清淨，已經終止造作、終止求索，止息一切心理動作的心的正常狀態
——什麽也沒有遺下，不粘著任何東西。” 

 
104.苦的終結 
        龍普的言語清淨，因爲他喜歡講真實的真相。他只講述佛陀的教導的最高目標，他只講佛陀
的教言當中引向苦的終結的教言。你可以從他最常引用的佛陀教言中看出來。  
        佛陀說:  
        “比丘們，有那麽一個維度，其中既無地、亦無水 、無火、無風; 既無空無邊處、亦無識無邊
處、無無所有處、無非想非非想處; 既無此世、也無來世、無日、無月。我說有，有不來、不
去、不住; 不生、不滅; 無立足點、無基地、無維持。這，正是苦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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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最後一場疾病 
        1983年早些時候，龍普從醫院回來，這不是說他已經痊愈，只是他必須用極度的忍耐，再活
八個月，活到人們已經爲他開始准備的96歲生日的福德活動。隨著慶典的那一日的臨近，他的症
狀開始不規則起來: 時而疲倦、不適、發燒。我問他，是否該把他送回朱拉隆功醫院，但他說: 
“沒有必要。接著他又說: “不許把我送去。因爲去了也無益。”  
        我回答: “上次您的病比這更嚴重，也恢複了。這一次一點也不嚴重。你一定能康複。”  
        龍普說:  
        “那是上一次。這不是上一次。” 

 
106.接近死亡 
        1983年10月29日，龍普的狀況在下午1點後勉強穩定，但他的膚色特別明亮。弟子們——居
士、鎮居比丘、林居比丘——大批大批地前來祝賀。  
        下午3點，一大群林居僧來拜見龍普，他坐了起來，與他們論法。他以清晰的聲音，對整個
修行道作了講解，就好似他在排解他們的一切疑問，總結他所傳授的全部禅修指南。  
        晚上將近10點時，龍普要我們把他放在輪椅上，推到他的小屋外。他溫和地環視著整個寺
院，沒有人意識到，那是他最後一次觀看屋外的事物。 

 
107.臨終憶法 
        夜裏十點後，龍普讓我們把他擡回屋裏。他躺著，身後墊著一個大枕頭。他要屋裏的八九位
比丘誦吉祥七誦給他聽。接著要他們誦 《覺支經》三遍、《十二因緣》三遍。接著他要我們誦
《大念處經》，不過我們當中沒有誰會背誦。於是他說: “打開課誦本，照著念。 ”周圍卻找不著
課誦本。幸好一直在照料龍普的阿姜普薩隨身帶有一本皇家課誦本，於是拿出來翻前翻後地找那
一頁。最後龍普說: “拿來， ”看也不看，把書一翻說: “就從這裏念。”全屋的比丘們個個驚訝，因
爲龍普打開的正是172頁《大念處經》。那篇經文極其長，兩個多小時才誦完。他一直靜靜地聽
著。 

 
108.臨終之語 
        我們誦完《大念處經》後，過了片刻，龍普開始從頭到尾講述佛陀的般涅槃。我在此只引用
他的結束語:  
        “佛陀沒有在他證得的禅那中涅槃。當他離開第四禅時，他的名蘊即刻全部止息，無余。換
句話說，他允許自己的受蘊在心的覺醒狀態下，在正常的人類心序流中止息，帶著全副念住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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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絕無其它心態的顯現而遮蔽、迷惑心。這就是完全自處的心。你可以稱它爲大空、原初宇
宙、涅槃，等等。那就是我一直修練求達的境界。”  
        那就是龍普的遺言。 

 
109.都市中的瞬間野外 
        讓我們回想一下近百年前發生的若幹事件。龍普一行四位頭陀與沙彌，離開了阿姜曼帶領的
一群人，遊方於加拉信府的塔-康妥地區。在穿越密林時遭遇了種種危險與磨難: 不僅是野獸，還
有瘧疾。最後，一位可憐的比丘抵擋不住瘧疾，死在了其他比丘的跟前。更糟的是，當龍普帶著
一位小沙彌與其他人分開，進入庫卡文村附近的另一座森林時，又遭遇了瘧疾，它就在龍普的眼
前奪走了沙彌的生命。沒有藥品，龍普無措地在一邊看著。  
        現在我們回到1983年10月30日淩晨4點發生的事件。野外的情景瞬間閃現在龍普的房間裏，
雖然他病情沈重，卻沒有一個護士、沒有一滴輸液，只有龍普的僧伽弟子圍繞著他，像是護衛著
他徹底解脫，在無余死亡中放下色身——清淨、寂止、和平。 

 
110.適時離去 
        佛陀追求真谛凡六年，證得覺醒的時刻，是在清晨，也就是四點之後。覺醒後傳法45年，每
日清晨四點，擴展他的覺知，觀視下一日當傳法於誰。般涅槃來臨時，他選擇了同一時辰。  
        一束造作於1888年10月4日在素輦府帕薩村升起，逐階成長、發育，操行可敬、端正。著僧
衣直至命終，行持足堪表率，真爲 “世間無上福田。”爲了自己的真正福利與他人的真正福利， 
他具足而作，直至1983年10月30日。就在那天 的清晨4時13分，龍普倏然放下了他的色身。  
        令人驚奇的是，他的弟子們——居士、出家人、鎮居者、林居者——早已聚集在一起，爲龍
普96歲度完第八個年輪做賀歲福德，好似爲他的圓寂作了 充足的准備。 

 
111.沒有惡身業 
        只有那時，我懂得了龍普說他沒有惡身業的意思。  
        他年屆96，依然身體健全、精神矍铄、清潔、平和。念住、警覺 隨時具足，不受耄昏健忘之
苦。  
        死亡來臨時，他無痛、無苦，靜靜離去。沒有給照料他的人帶來身心上的不適，沒有多費醫
護、多費藥品、多費他人的時間。  
        黎明將近，周圍無人聲物態的嘈雜，連樹葉也悄然靜谧。空氣中透著清涼，細雨如雪，飄然
而落。在這寂止之中，龍普——清淨的聖僧——放下了色身。惟有他的遺德，令我們感銘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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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 Ajaan(巴利語 acariya): 導師;阿闍梨。 
• Appana samadhi: 安止定，最高層次的定。 
• Arahang: (巴利語: araham): 阿羅漢; 尊貴者; 清淨者; 佛陀的名號。 
• Brahma: 梵天; 字面意義是 “偉大”。居住在最高天界層次之一的天神。梵住心乃是四種心理素養
——慈、悲、喜、舍——這些心態使人在死後轉生爲梵天。 
• Buddho: 覺醒; 覺悟; 佛陀。 
• Deva: 天神; 字面意思是“發光者”。一位地居神或者多層天界之一的居住者。 
• Dhamma(dharma): 法; 事件; 現象; 事物實相; 其內在性質; 事物發展的基本原理。也指爲了順應自
然法則人們當採取的行爲准則，以及爲了實證不死之境界，人們當培育的心理素質。在引申意義
上，法(大寫的Dhamma) 也指任何傳授上述原理的教義。因此佛陀之法既指他的言教，也指這些
言教的所趨的目的，即涅槃體驗。 
• Dhutanga: 頭陀支; 苦行。這是比丘們爲了斬斷心理雜染和對生活必需品的執取，自願選擇的修
行途徑。一共有十三支，包括: 著棄布縫起的僧衣(糞掃衣); 只用一套三片僧衣; 常行乞食; 次第乞
食，不繞避施主; 一日一食; 自缽中取食; 飽後不吃余食; 住野外; 住露地; 住樹下; 住冢間; 住隨處被
指定處; 常坐不臥。 
• Jataka: 本生經: 講述佛陀前生的故事，常有傳奇色彩。 
• Jhana: 禅那:專注單一所緣(概念或體感)的深度禅定狀態。 
• Kamma(karma): 業; 導致存在與出生[有生]狀態的有動機的行動。  
• Khandha: 蘊; 聚集體; 總體個性與感識[sensory perception]的身和心的構成單元，從中造作起人的
自我感。一共有五蘊: 色蘊(身體現象)、受蘊(苦、樂、不苦不樂之感受)、想蘊(心理標籖、概
念)、行蘊(思維構成)、識蘊(六種感官意識) 。 
• Luang Phaw: 龍波; 尊敬的父親; 師父。對年長比丘的敬意稱呼。 
• Luang Pu: 龍普; 尊敬的祖父.對一位長老比丘表示極大敬意的稱呼。 
• Luang Taa: 龍榻: 尊敬的外公; 含有的親近感多於敬意感。該詞通常，但也不總是用於稱呼老年
出家的比丘。 
• Magga: 道。特指趨向苦的止息之道。四條超世之道——更貼切地說，是一條具有四個精細層次
的道——即是: 入流道(進入涅槃法流，只將重生七次)、一還道、不還道、阿羅漢道。 
• Nibbana(nirvana): 涅槃。心從貪、嗔、癡、名色之綁束中的解脫。因該詞也指火的熄滅，故含
有靜止、冷卻、安甯之義。(據佛陀時代的物理學，萬物或多或少都含有火的潛在屬性。激活時
它抓緊並受制於燃料。熄滅時則獲得解脫。) 
• Paticca-samuppada: 十二因緣。對結合起來造苦的身與心的諸因素的分析。 
• Patimokkha: 波羅提木叉。兩周一次持誦的比丘227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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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la: 果。特別是四條超世之道任一之果(見“道”)。 
• Phra: 帕; 尊者; 對比丘的常用稱呼。 
• Sambojjhanga: 覺支; 覺悟的因素。一共有七支: 念覺支、擇法覺知、精進支、喜覺支、輕安覺
支、定覺支、舍覺支。 
• Sangha: 僧伽。跟隨佛陀的弟子團體。常規意義上，指佛教僧侶。理想意義[ariya，聖義]上，指
無論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練成就解脫的第一種出世品質[初果]者。 
• Sanghadana: 供僧; 贈與整個僧團而不是特定個人的禮物。 
• Sati: 念; 念住。 
• Sutta(sutra): 經; 經文。 
• Vinaya: 比丘戒律。佛陀把他的教導稱爲 “此法律”。 
• Vipassana: 內明。 
• Wat: 寺院; 道場。 
• Yakkha: 夜叉。一類凶厲的精靈，通常出沒樹木、山丘、洞穴。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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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康地: 使佛法成爲你自己的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Making the Dhamma Your Own——Teachings of Phra Ajaan 
Khamdee Pabhaso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9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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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以下段落選自他的葬禮儀式上分發的一部開示集。] 

 
        法有三種: 理論的法、修持的法、證得的法。 
        理論的法，是指佛陀的教說: 經文、戒律、阿毗達摩、巴利聖典所有的八萬四千部。這類
法，是人人共有的財産。 
        至於修與證，那是行者的個人財産。比方說，目建連尊者的修行，是他自己的修行。他的涅
槃道果的成就，是他本人的成就。同樣，從舍利弗尊者、每一位聖弟子、一直到我們這些在這裏
修的人，個個如此。每個人的修與證，是那個人自己的。就好比你的田地。它們屬於你，不屬於
公共財産。 
        佛陀宣說了法的理論，好讓我們每個人去修練。當我們修練時，它就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如果我們持守諸戒，它們就變成我們自己的諸戒，我們自己的戒德。如果我們修定，它就變成我
們自己的定。如果我們證得禪那或者任何趨向涅槃的道和果，它們就變成我們自己的成就。因
此，要懂得這一點，相應地修練。 

 
        智來自修練——來自用心聽，思慮所聞，之後精進努力，遠離惡業，惟行正善。這些就稱作
明辨的來源。我們如果不在內心升起明辨的源頭，就不得不永遠愚蠢。 

 
        修法時，必須有因。無因則無果。因善，則果善。因不善，果也不善。 
        這就像是外在的事。譬如，果必須來自草木。沒有草木，就沒有果。 
        想要得到花與果的園主們，便專心照料樹根、樹幹: 澆水、施肥、除草、護木，使它免於危
險。當他們如此善加照料時，花和果自然會來。 
        修法也同樣。佛陀教導我們，照料我們的意、語、行。如果我們的意、語、行良善，那麽人
生中無論得到什麽果報，必然是良善的。如果我們的意、語、行不善，無論得到什麽回報，必然
不善。得到的丈夫，將是個惡丈夫。得到的妻子，將是個壞妻子。得到的孩子，將是個不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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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財富，將是不利的財富。問題是，我們都喜歡得到善果，但不喜歡去造善因。 
        有三樣東西，是世人普遍向往的。 
        一是財富和地位。 
        二是美麗的膚色以及身體各處之美。 
        三是敏銳的智能。 
        這三樣東西，要它們作爲果報來臨，必須有賴於因。 
        一、財富和地位來自於相信佈施法則，並且真正有慷慨的心。人們以佈施種下根基時，重生
時就有財富與地位。 
        二、美貌來自持戒、制怒。即使心裏昇起嗔怒時，你不讓它在言語中流露出來。種下這種根
基的人，重生時便有了勻稱的身體和美麗的膚色。 
        三、智力來自禪修，來自親近明智的導師。種下這種根基的人，重生時便擁有明辨和巧智。 
        總結起來說: 如果我們善加照料自己的意、語、行，我們就會在人生中得遇善事。如果我們
疏於照料自己的意、語、行，就會遭遇不幸，一直到死的那一日。 

 
        法的運作，與世間的運作沒有多大區別。譬如財富。外在的財富——你的産業、財富、地位
——往往因爲外在的危險而失去。內在的財富——你的內在善德與善巧心態——往往因爲內在的
危險而失去。 
        外在的財富面臨著三種危險: 水災的危險、火災的危險、搶竊的危險。假若沒有這三種危
險，我們不必花這麽多精力照看自己的外在財富。可以把財物隨處放置。一旦有了財富，並且把
它們當成自己的，我們就得照看它們，把它們放在安全的所在。有財産多的人，必須存在銀行，
只爲了保證安全，因爲自己獨力照管不及。  
        我們在田地和果園裏的種植的東西也一樣。我們必須照料它們，因爲它們面臨危險。有水災
的破壞、有人的偷竊、有動物闖進來喫。不照料，我們的財富與資産將會失去。 
        同樣地，我們必須照料內在的財富: 也就是內在善德與善巧心態。如果我們把它們培育起
來，卻不繼續照料，由於貪、嗔、癡的力量，它們可能會消失。這三毒是我們的敵人。對投生在
這個世上的所有人影響都極其大。無論我們是務農、經商、做官，還是做其它: 都受貪、嗔、癡
的力量的左右。這三種力量會把有知識的人置於黑暗，把聰明人變成蠢物，使得他們按照錯誤的
方式行事。 
        這就是爲什麽佛陀教導我們要審慎，約束我們自己，不受這些惡的影響，使它們不能摧毀我
們的內在善德與善巧心態，使它們不能破壞我們的知識與智慧。他教導我們照料自己的心，使我
們能夠警惕貪與嗔，這兩樣出自癡。他教導我們警惕這些東西。 
        對凡是來到內心的東西，不能把它當成是你或你的，來加以信任。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必須訓
練心，增長它所缺乏的善法。好比學傳統醫學的人，要了解了身體的結構部位和四大元素，當疾
病在元素匱乏或失調時昇起時，他們能夠找到正確的醫藥，補充匱乏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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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必須觀想心裏的財富，看一看少了什麽。是缺少信心? 精進力? 念住是否虛弱? 是否
定力不足，因而散亂、攀執雜念? 還是缺乏是非明辨? 然後去彌補缺陷。 
        爲了增強我們的信心，導師們建議我們信任業力原則和行爲的因果。他們教導我們善業和不
善業，使我們能夠識別正誤，我們的心將會傾向於信任善業。 
        實際上，善與惡，遵法與違法，是容易看見的。我們有眼可見，有耳可聞。即使沒有研究過
法律，也可以觀察孰是孰非，防止自己犯法——因爲已經有人爲我們提供了做錯事，果報是什麽
的範例。 這樣，我們可以選擇什麽是善道，什麽不是。我們如果選擇善道，就是親進智者。如果
我們選擇惡道，就是與惡人、愚人爲伴。 
        爲了培育我們對業力原則的信心，我們必須觀察因與果。做了善事的人體驗到身心自在的果
報。做了惡事的人心裏沒有平靜。即使躺著，也不容易安歇。例如，盜賊爲了躲避官家不得不藏
在林子裏。因此可見，行事良善的人，可以問心無愧地自在生活。行事不端的人面臨苦。當我們
如此思考時，就能夠觀察到，應該把哪些人或團體作爲自己的行爲典範。人人都得從範例中學
習。譬如拳師得有教練。哪怕惡人也有效仿的榜樣。好事壞事，都有範例。因此要自己觀看、觀
察、觀想。 

 
        貪、嗔、癡，比世上任何東西更野蠻。比惡靈、猛虎、毒蛇更野蠻。再沒有比貪、嗔、癡更
野蠻的了。說它們野蠻，意思是，貪可以使你對自己做野蠻的事; 嗔可以使你損傷自己; 癡可以使
你傷害自己。因爲癡，你可能闖各種各樣的禍。 
        我一生修頭陀行，從年輕到老年，登山越嶺，出沒森林，至今沒有見過老虎喫活人。這種事
我聽人說過，但沒有親眼看見過。我至今也沒有見過蛇咬死人，或者惡靈附在什麽人身上，造成
那人的死亡。我見到的是，世上的人因爲自己的貪、嗔、癡而苦，不是因爲被老虎喫、被蛇咬、
被大象殺死而苦。無論苦的是什麽，毀滅他們的是貪、嗔、癡。因此佛陀教導說，愚人欲毀滅他
人時，結果毀滅自己。他們做壞事、腐敗的事，結果毀滅自己，這種事我們周圍隨處可見。他們
同別人一樣生爲人身，行爲卻不像別人。 
        因此，我們必須極其小心地對付貪、嗔、癡。它們會把明眼人投入黑暗。 要知道，它們的影
響遠遠淩駕於世間每個人之上——除了阿羅漢和其它七輩聖弟子。即使一些聖弟子，也就是入流
者、一還者們，仍然受這些東西的牽扯，仍然受這些東西的欺騙。他們證得了法眼，只說明他們
多少得到了一些如實知見，你如果真想得到自在，必須成爲不還者，成爲阿羅漢。 

 
        來自感官對象的快樂，既有它的用處，也有它的過患。受、想、行、識，都有它們的用處。
只除了嗔怒: 它根本無益。它熾熱、猛烈。沒有人喜歡它。別人對我們發怒時， 我們不喜歡。我
們對別人發怒時，他們也不喜歡。然而，我們照樣讓自己癡迷，執持自己的怒意，這說明我們還
是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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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欲樂的垢染——譬如貪、嗔、癡——好比火。 
        感官對象——色、聲、香、味、觸——是給火提供燃料的垃圾與火引。 
        平常，沒有燃料，火不會燃起。 只有少許燃料，只燃起少許的火。有大量的燃料，火勢就會
大起來——火的熱量也會熾盛起來。 
        我們坐在靠近火的地方，受熱的苦迫時，能怪燃料嗎? 實際上，熱，來自火。燃料本身的性
質不是熱，也根本是無害的。傷害來自火——因爲火性是熱的。 
        感官欲樂的垢染和感官對象也都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難道能把自己的苦歸咎於色、聲、香、
味、觸，歸咎於我們想要的東西嗎? 
        佛陀教導我們說，是心把這些東西變成了苦，就像火把燃料變成發熱體一樣。因此，我們應
當在內心尋找苦的根源。 
        這就是爲什麽聖弟子能夠看見色、聽見聲，等等，但不體驗苦，因爲他們已經熄滅了自己的
貪火、嗔火、癡火。 
        是這些內在的火，用它們的熱燒我們，令我們受苦。並不是色、聲、香、味、觸在燒我們，
令我們受苦。我們自己就是那些不停地燒自己的各種火。 
        實際上，是我們自己的心，在制造苦迫。你觀察阿羅漢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有智識與明
辨，可以善顧自己的心，他們不體驗苦——因爲他們根本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東西上。當我們遇
見色、聲、香之類東西時，因爲心裏對那些東西有著欲求、期望、渴望、喜愛、不愛，因此受
苦。 
        這就是爲什麽聖弟子們對世界有厭離之感。平常情形下，凡人在貪、嗔、癡中尋找人生的快
樂和好事。從這裏我們可以看見，聖弟子與凡人的態度是遠遠不同的。 

 
        如果你修佈施、修持戒，但不修禪定，就好比一個行路人，帶著糧食，身強體壯——然而卻
眼瞎目盲: 他不能夠一直到達涅槃。 
 
        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 這叫做五禪修主題。這些主題無疑是由佛陀親自傳授的。
我們應當觀想它們。如果別的主題更好，爲什麽佛陀沒有讓傳戒師對新出家的比丘傳授，反而教
了這幾個主題呢? 傳戒師在教其它主題時，首先必須教這五個。因此，我們應當觀想這些主題。
不要忽略它們。 
        一開始，你可以口頭重複它們。不過，當你的念住與警覺良好時，你甚至可以在行走或做其
它事時思考它們。那時就不必在心裏重複這些詞了。 
        你開始在心裏重複它們時，可以念巴利詞kesa， 或者直接想“頭髮”。同樣類推，loma指體
毛、nakha是指甲、danta是牙齒、taco指皮膚。不過不要一次念五個。選一個你覺得合適的。或
者，你可以試一下，每個重複七天。注意到哪個適合你的習性時，就繼續專注那個主題，不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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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好比你有五味藥可以選用。你把每個試一試，看哪個正好對治你的個別疾病。 
        當你思考佛陀制定著五種禪修主題的原因時，你可以看見，這是因爲這五樣東西是人們最癡
迷的。當我們把它們作爲禪思主題時，這就是一個治療癡迷的直接技能。我們一旦看見這五樣東
西有如實知見時，我們的癡迷就會放松下來。當我們愛上某人或憎怨某人時，是因爲有這五樣東
西對我們顯現。如果我們把這五樣東西剝去時，就沒有什麽可愛，可恨的了。剩下的東西，只會
令我們恐怖。 
        這五個主題是對治癡迷的直接手段。當我們戀愛時，是因爲我們戀愛那頭髮、指甲、牙齒、
皮膚。我們戀愛那些東西，是因爲我們還沒有對它們作准確、詳細的觀察。如果我們對准它們，
一直往下看到它們的根柢，就會看見，那裏什麽值得愛的東西也沒有。 

 
        關於視相: 無論它們出現與否，不真正重要，因爲我們修定的目的只是達到內心的靜止。如
果你能夠令心靜止在單一所緣，那就足夠了。即使沒有視像昇起，也不必擔憂。 
        有些人在禪修時想看見天堂、地獄、天神等景象，不過看見那些東西並沒有特別的。我們說
沒有什麽特別的，是因爲即使看見了那些東西，你的雜染照樣還在——有些人的雜染反而更多
了。他們以爲既然自己能看見種種景象，一定很了不起了，於是不願頂禮或尊敬任何其他人了。
這種態度是天界的障礙，是聖道的障礙，它關閉了趣向涅槃的道與果。這種見，偏離了佛陀教導
的原理。 
        經上教導我們，禪修的唯一目的是爲了制服自己的雜染。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的貪、嗔、癡。
要看見你自己的欲望、渴求和自滿。 

 
        脫離雜染有兩種形式: 絕對的脫離、和壓制性的脫離。我們禪定時，心牢牢安住於定，這樣
就壓制了雜染。這稱爲壓制性的脫離。盡管它不如絕對的脫離，但我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住它
們，也是好的——好過讓它們處處強迫我們。我們起碼應當對它們作一番抵制。 

 
        一旦心入了定，等到出定時，不要一下子就出來。先要觀想你怎樣進去的。你是怎樣放開外
在的擔憂與關注的? 你是怎樣收斂心的? 你的專注所緣是什麽? 觀想你這次入定怎麽會如此成功，
那麽下一次禪定時，你就知道怎樣斂攝你的覺知。如果你不這樣觀想，下一次禪定時，就會迷
途。 

 
        念住和明辨是管理心的要素。因此，我們當中那些有管理他人之權的人，有統轄他人之責的
人，應當首先訓練自己，管理自己。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管理他人。比方說，如果我們打算做老
師，想要管得住學生，首先必須管得住自己。因此我們得訓練心意，使念住和明辨能夠統轄它
們，使念住和明辨能當好我們的治安官。換句話說，心好比法庭，我們可以在其中宣判自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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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爲了做得正確，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念住與明辨。我們首先必須修戒、修定，培養起基
礎。只要當我們的戒與定准備就緒時，心意才會有明辨，用它來訓練自己，依照各自的力量，洗
滌它的雜染。  
        雜染有三個層次: 粗糙、中等、精細。精細的雜染是隨眠(anusaya)，也就是潛伏在我們個性
中的種種傾向。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明辨來對治它們。  
        中等的雜染是五蓋(nivarana)。心入禪那時，就能夠克服它們。  
        粗糙的雜染是我們戒著持戒就能消解其力量的雜染。  
        五蓋是:  
        1) Kamachanda: 感官欲望。  
        2) Byapada: 嗔怒、惡意、報復心。  
        3) Thinamiddha: 昏睡、怠惰、麻木。  
        4) Uddhacca-kukkucca: 掉舉、焦躁不定、偏執思考。  
        5) Vicikiccha: 疑、不確定、對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有疑問、自己不能決定。 

 
        這五種素質稱爲蓋，是因爲它們起障礙的作用，阻礙心證得善德。它們分屬三類雜染: 貪、
嗔、癡。感官欲望屬於貪染。惡意屬於嗔染。昏睡、掉舉、疑屬於癡染。五蓋實際上與這些根本
雜染沒有什麽不同，因爲兩組都是指心的障礙，它們阻礙心的行善、證法。當它們控制心時，我
們找不到行善的喜樂，佈施、持戒、禪定的喜樂。不過，當我們的定達到安止定或禪那的層次
時，這些中等雜染，連同粗糙雜染，都給排除在外。唯一剩下的是那些精細的雜染。 
        只要我們的禪那不退失，我們就處在一種脫離的狀態。這裏的脫離意味著遠離苦，遠離粗糙
與中等的雜染。這件事，是我們大家爲了利益心，都應當嘗試去做的。不過多數人，無論生在哪
個國家，都對身體方面的事更感興趣。他們對照料自己的心意並不那麽有興趣。他們不照料自己
的心與意。當心受苦時，他們不去察看爲什麽它受苦。他們更多地投入在照顧自己的身體上。當
身體有一點小痛，他們就趕著找醫生、去醫院。不過，當他們的心意受苦時，他們卻不怎麽注意
去找一找原因。 
        不過，修過心的人，會去調查那些苦的因緣。心在受苦時，當他們深入查清了真正的因，就
會知道如何從那個苦中解脫。可以說，他們自己做了自己的醫生。佛陀是醫聖，專門醫治心意的
疾病。正如他曾經說過:“身體的病癥不多，比起心與意的疾病要少得多。” 你可以找到活了五、
六十歲身體沒有生過病的人，不過，心意上的病，一直在不停地擾亂各個地方的凡夫。心意上的
病癥如此之多，不可勝數: 這都是來自貪、嗔、癡的病。這就是爲什麽經上教導我們，要修心。 
        當我們聽聞佛法，把它用於修行時，可以說，我們是在學習治療心病的醫學。一旦學了法，
我們就依照它來訓練自己。一旦心獲得了定力，我們會有策略與技能，照料自己的心意。當苦在
心意當中昇起時，我們就能夠自己觀照，自己治療。這就是爲什麽佛陀說，修習佈施、持戒、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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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人會有大利益、大果報。這樣做的人稱爲智者。“智者” 一詞在這裏可以指男指女。它適用於
任何知者——知解心意活動的人。不過這些事是很難知解的。多數人把自己的心給拋棄了，把它
們扔開不管。這就是爲什麽世界上這麽多的人耽誤了人生——因爲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心，本來這
個心可以是一個如此奇妙的庇護所。因此修心是關鍵。我說過了，我們修心，是透過佈施、持
戒、禪定。 

 
        無論你的定多好——無論你體驗多少大樂，獲得多少神通——如果對無常、苦、非我的洞見
沒有昇起，你還是在妄定中。 

 
        經上告訴我們，沒有什麽真正是我們的。想一想，你抓住作爲自己的外在財富的那些東西，
那些無論你意識到與否據說是你的東西。 你走時真能帶走嗎? 我讓你們自己去想。你的地、你的
家、你的家具、心抓住的一切東西: 你能夠真正稱它們是你自己的嗎? 心去重生時能夠當做自己的
財産帶著它們去嗎? 我讓你們自己去想。不過要是問我，我說不能。當你斷氣時，對這些東西就
沒有擁有權了。你不能繼續抓著它們，當成“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孫
子”、“我的房子”、“我的百千萬銀行存款”。正如佛陀教導說—— 
        Adhuvo loko。 Sabbam pahaya gamaniyam。 
        世界不穩定。人必須離去，放棄一切。 
        世界上沒有一宗財富屬於我們。我們也不屬於它。沒有什麽，只有“gamaniyam”，也就是，
只有離去和死亡。 
        父母死時，財産落到兒女那裏。兒女使用那筆財産，直到他們死去，它又落到孫輩。換句話
說，你實在不能抓住它們，當成你自己的。你只有這輩子的擁有權。佛陀對此說: 這是真的麽? 是
真是假，我讓你們自己決定。凡是你抓住當成你自己的東西——我在這裏同你的心說話——你能
把它帶走嗎? 你的外在財富: 當你重生天界時，能把它們帶著走嗎? 假如你重生地獄或者餓鬼界，
你能把它們帶走嗎? 假若你重生爲畜牲——奶牛、水牛、老鷹、烏鴉、豬狗——你能把外在財富
帶走嗎? 仔細想一想。我說你是不能的。內在、外在，沒有什麽東西能夠帶了走。你不能把五蘊
的任一蘊——色、受、想、行、識——帶走。 
        譬如色身，它的三十二部分由地、水、火、土組成: 心抓住它，把它當成你自己，不過它真
是你自己嗎? 只要你在呼吸，也許它是“你的”，不過等到呼吸不存在時，心能夠繼續掌管它嗎? 能
抓住它嗎? 能把它當成自己帶走嗎? 你能說“我斷氣時，不要火葬我。把我放在臥室裏，我們可以
繼續一起睡，一起醒。”你能那麽說嗎? 想一想。問你的心: 你能夠真的把身體帶走嗎?  
        感受也一樣——有賴於觸的樂受、痛受、不痛不樂受，譬如形色與眼接觸、或味與舌接觸，
於是你能夠知道甜酸、熱冷在接觸身。當心醒來開始工作時，觸就開始了: 那時候痛受與樂受得
以昇起，那時候想蘊[辨識與心理標簽]得以昇起，行蘊[思維造作]得以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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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受緣於觸而昇起，譬如當色擊眼、聲擊耳、香擊鼻、味擊舌、觸擊身時。當念頭觸擊心
時，它們攪起一種回應。這三種心理現象[名]——受、想、行——都是緣觸而昇起。當心從睡眠
中醒來開始工作時，就有了樂受、痛受，想蘊作辨識，行蘊作思考。 
        那麽，心能夠抓住痛受樂受當作它自己嗎? 當有一種樂受時，心能夠阻止痛的昇起嗎? 它能
夠保持那種樂繼續下去不衰退嗎? 它能夠控制這些東西嗎? 當你用辨識[想蘊]去研究和記憶事物
時，你能夠施加控制，使得你對記住的東西不忘記、不混淆嗎? 你能控制善念，惡念的造作嗎? 
你能命令你的思維停止嗎？你能迫使它們只想好事嗎？  
        緣於名色[有賴於身心現象]而在眼、耳、鼻、舌、身、心處昇起的意識[識蘊]也同樣如此。
當我們醒來時，如果沒有名色，那麽意識就沒有地方立足，沒有地方工作。身好比工場；心好比
等著受理觸的管理室。你能抓住這些東西的任一，當成你自己的嗎？ 
        如佛陀所說：色的昇起所依賴的諸緣，是無常、苦、非我的。那麽色怎麽可能是常、樂、我
呢？受、想、行、識，它們的昇起所依賴的諸緣，是無常、苦、非我的。那麽它們怎麽可能是
常、樂、我呢？ 
        佛陀說，心所抓住的一切東西，歸結起來就是名色、五蘊。他對這一切東西，都應用了三特
徵。他說，一切造作的事物都是無常的；一切造作的事物都是苦，一切事都不是我。 

 
        無論什麽事物，無論什麽知識昇起來，你必須用這三特徵作爲你的判斷標准。

 
        身心現象有賴於這三種緣：意識、造作、無明。無明一詞的意思是無覺知，不了解苦、苦
因、苦滅、苦滅之道。經文上是那樣說的。真無明是有知的，但有一件東西它不知：那就是它自
己。它就好比眼。眼什麽都看得見，只除了它自己。如果我們沒有鏡子之類的發明，就沒有希望
看一看自己的眼、自己的臉。我們能夠看見自己的臉面，是因爲有鏡子的緣故。心的覺知也是同
樣道理。 

 
        佛陀的教導的精髓，是阿羅漢果，那是不退轉的解脫。 

 
        [阿姜康地的最後一場開示:] 
        無慎是死亡之道。死亡一詞這裏不是指身體的死亡。它是指心的死亡：當心從趨向涅槃的道
果中退落死去時。 
        審慎是趨向不死之道。換句話說，當我們對善德不失慎——也就是，當我們培育戒德、定
力、明辨而不疏失——我們必然有機會重生天界、梵天界、或者得涅槃道果，快慢有賴於個人努
力的功夫。審慎的意思是，念住身心。無論坐、站、行、臥，沒有什麽動作能夠使念住出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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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時才能說，我們具有審慎。懂了嗎？ 
        無慎意味著缺乏念住與警覺，讓心去自己的身心之外的事物中游蕩——在有關世間的諸事之
間游蕩：色、聲、香、味、味、觸、法[想法]。假若你是那樣的人，佛陀說你無慎。即使你的身
體還活著，你就像個已經死去的人。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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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的力量-阿姜李

[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帖:  正道修行[1]  
[作者]阿薑帖-德沙蘭西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Steps Along the Paths——by Phra Ajaan Thate Desaransi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4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
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前言 
        你手中的這部小書，緣起於一位猶太裔西方人的信念與信心。此人名爲菲力普博士，1963年
來泰國修習佛法。當時我住在普吉島，他隨我修習禪定整六個月，似乎不僅達到了心的寧靜，也
對佛教的價值生起極大的敬意。在返回夏威夷之前，他請我爲他寫下幾個簡明要點，以便攜回繼
續研修。我因此寫下十點。此後聽說他在國外某刊物上將其發表，刊名我如今回憶不及。 
        我想到，這本小書也許可以裨益有志於禪修的人士。它篇幅小、便攜易讀、不至於太費神。 
我因此整理潤色、增補要點，特別是第十一點與其後的討論(如何處理禪相)，使本書更適於作爲
禪修指南: 闡明禪定的價值、解說正確與錯誤的禪修之道、詳述修練中應當糾正的問題。 希望這
本小書能成爲有志者的助緣。 
        本書如有失真之處， 我個人願承擔一切責任。在文化程度、練習、寫作技能、以及諸科知識
上我缺乏經驗。有識之士偶讀本書，如蒙勘正明示，我將十分感激。 

 
        一、佛陀教導的一個基本要義是，身與心並行，但身處於心的調控之下。是心指令色身行此
行彼，不過色身勞損時，心也不得不歷經一些磨難。盡管我們可以把大腦視爲神經中樞，心卻不
受神經系統的控制。色身死亡，依其組成元素之屬性分解時，如果無明、渴求、執取、業力等必
要因緣尚存，那麼心必然在此界或其它生存空間裏重生，繼續經歷憂苦。  

 
        二、爲了遣除無明、渴求、執取、業力等主要肇事者，我們首先必須遵守各自生活中相應的
道德准則，以此練習棄絕言行上的粗糙惡業。換句話說， 居家人應守五戒，並且周期性持守八
戒; 沙彌應守十戒或二十戒; 比丘則應恪守所有227條基本的比丘戒，還必須遵循佛陀制定的清淨
正命、約束感官、正當使用受用品等原則。 
        只要你持戒尚不清淨，你的心便未准備好修練。即使修練了，也難以在佛法中進步成長，因
爲你的基礎尚不穩固，不足以在聖道上提昇——可以說，你的心還不曾依止三寶。作爲真正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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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首要一步，必須堅定地以三寶與戒律爲根本。  
        八聖道和佛教的三個中心教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或譯: 行善巧之事]、自淨其心——必
須首先建立在戒律基礎上。這就是何以在佛陀的教導中，戒行構成了宗教生活的開端。  
        下一步是藉修習止禪，訓練心智達到奢摩他與禪那。一旦心智能夠熟練地維持穩定的專注，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藉對無常、苦，非我這三大特徵的領悟，培養清晰的洞見[內明，毗婆舍那]。
這將會引導我們對諸法獲得清淨如實的知見，因此從一切有害與雜染性的事物中解脫。

        三、佛教中，培養奢摩他與禪那的真正目的，在於凝聚心力，使其穩定強大地聚焦一處。這
就構成了以智識與明辨，洞察諸法本質、滅除一切雜染[心漏]的基礎。因此，培養心定，並非單
用於外在的科學諸領域，反之，它專門用來洗滌內心的五蓋等雜染。不過，等你修練純熟之後， 
只要對人對己無害，也可以將心的定力任作它用。 

 
        四、修練心智的過程中——作爲心理現象——鎖鏈和繩束這類實物是無用的。心智必須經過
調教，加以修練: 如果你自己獨立探索因果緣起的努力未見成效，那麼應當先聽精於此道者的解
釋，接下來在修證中決意奉行，這最初的努力是需要建立在信賴與信心基礎上的。 
        大體上，那些一開始就逕自探索因果緣起的人不能夠如願以償，是因爲缺乏正確的途徑。他
們傾向於以自己的先見爲准，卻錯失了真道。對修行導師與自己正在修練的法門，首先要培養起
一股信賴感，達到安止定，之後再開始對事物作如實探索與理解: 這樣才會有滿意的結果。 
        這是因爲，大凡對因果緣起的探索，一開始通常只是跟隨外來影響——即: “此人那樣說…… 
那人這樣說” ——從外在角度觀察事物。然而，完全從色身範疇之內觀察與探索緣起——即: “我
這個身體由什麼組成? 它如何令各部件善司其職? 它有何用途? 是什麼維持它? 它的命運是興盛還
是衰退? 它真是我的嗎? ” ——接下來觀察心理現象——“貪、嗔、癡、愛、恨等等，是起源於
身， 還是心? 它們從何而來? 當它昇起時，是樂還是苦? ” ——以這種方式完全從內在推斷與探
索，這本身就是在修練心智。  
        不過，你的心若還不夠有定力，不要根據讀過的書本或聽來的傳聞去作推理，因爲即便你想
通了，也不會把你引向真諦。換句話說，它不會使你昇起無欲與出離感。反之，要對當下內心實
際昇起的因與果作探索與觀察。 

 
        五、心智按其自身的推理方式觀察和理解事物時，傾向於專注單一對象的單一部位，這稱爲
置心一處。這是一個心力凝聚的過程，有了強大的定力，能夠根除執取——即錯誤的假設——並
且淨化心智，令它當下明亮清晰。最起碼，你會有寧靜感——一股極度的身心安寧之感——或許
還能獲得一兩種智能: 那是一類奇特的智識，因爲它不來自心理想象，而來自實相的因果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作用於當下。即便這是你一早猜到的訊息，只有現在它才是你自己的，它令你心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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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驅除過去充斥於心的一切懷疑與不確定感。你會以深度的滿足與欣慰對自己說: “原來如此!” 
        不過感覺比較遲鈍的人，除非有他人認證，或者在佛書中找到證明，對自己的智識不會有確
信與欣喜感。這反映了佛弟子各有各樣。  
        這類智識——無論數量多少、範圍多廣——不會加重你的精神負擔。相反，它以一種寧靜與
真正的安樂，給你的精神帶來明亮與清新之感。同時，它會令你的心意與舉止精細起來，對他人
有激勵作用。無論說什麼，做什麼，你會帶著念住，少有疏忽空檔。一旦達到這一步，你應當設
法保持這一切素質，不要大意自滿。 
        這些能力完全因人而定，非人人皆有。但不管怎樣，你如前所述修練心智， 即使未有全面成
果，仍會經歷顯著的、與個人修持程度相應的寧靜與安樂之感。此後你應當設法保持這個心態，
不要讓貪欲、失望、沮喪等情緒昇起來。使心保持中立，帶著信賴與信心，以我先前解釋的方式
繼續修習。在修持的每個階段都要保持念住、保持謹慎、注意觀察，你會獲得希望的果報。 

 
        六、如果在依照第四與第五點修練心智時未有成果， 那麼把你的覺知會聚起來，堅定集中於
某個單一的對象或意像，把它作爲目標。譬如，專注於色身的某個側面——骨胳或內腸——觀察
其不淨本質。 或者你乾脆讓心專注於覺知本身——由於心非肉眼可見，若不聚焦於某個單一點，
你不知道它是否在那裏。心與風相類似: 風若不接觸物事，你不知道它是否在場。 
        心也一樣。新手若不爲它立一個靶子，他/她是抓不住心的。但是請不要選色身以外的任何事
物爲目標。你選的靶子——即心所關注的目標——如前所述，應是色身的某個側面。當你瞄准
時，要把注意力聚焦於你覺得合適的單一目標上。不要貪，先東抓一點、又西取一點。 
        專注之時，要根據四念處(satipatthana)的基本原理來觀察該目標。換句話說，分析色身的各
個側面，直到你看見:“這不是我，這不是我自己。” 
        有兩種觀法可以促生這個認知。 
        (一) 、把全副心意專注於那個目標時， 對該目標是什麼、誰在專注等，不要有任何想法。只
讓覺知與專注的動作本身存在。根本不要去命名或者標記。只存在一股你與目標粘在一起的感
覺，但不要去想那個目標是什麼。 
        (二)、把全副心意專注於該目標的同時，保持這樣的意識: “這是心的目標。這是心在察看。
這是念住，即心繫目標的。這是明辨在觀察當下對象的真相。 ” 
        這兩種方法都是可行的，盡管方法(一)適於初學者與敏感度有待長養的人，而方法(二)則適
於比較敏感而有經驗的人。不過，你若精進修練，兩種方法會昇起同樣的果報，即定力與明辨。 

 
        七、如上所述修練心智時，無論選哪種，請不要對自己能否修成定力與明辨心存臆測。把緣
起於謠言與傳聞的一切欲望放在一邊。只要正確按照第六點去做， 你會學有所得。 
        同時， 要觀察自己的修習過程，看你如何把心帶向目標、如何保持念住、 結果心又發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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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若以該法門修持，心智開放明亮起來，就繼續下去，直到極其熟練、隨時可以做到的地步。
不過若是結果不佳，或者說結果相反，那麼不要遲疑，運用你的觀察力，以前述方式，作調整與
糾正。 
        在觀察心智在修練中的行爲時，有些人能在心仍處在該狀態下作觀，有的人只有在退出該狀
態，暫離寂止才能作觀。兩種方法皆可行，端看個人心性[2]。不過，你若根本不用自己的觀察
力，心智修練是難以進步的，即便達到什麼境界，也難以維持。 

 
        八、你在修練心智時，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也許會不期而來。那就是，心會從外界對象中撤
離，放開一切有關過去、未來的標記與執取，整個匯攏合一。只有覺知本身與它對當下的專注兩
者配對存在。這個狀態下無“內在”、“外在”之感[3]——其特徵是心本身獨有的。就好象一切在經
歷一場革命。 
        這是心來到了它自身的層次: 有分(the bhavanga)。在這個時刻，一切只以心爲參照。生命盡
管繼續，然而心在達到這個層次時，放下了對色身的一切執取，除了獨自體驗心本身的對象之
外，不體驗其它。這就稱爲有分心(bhava-citta)，即，處於自身層次之心。在這個層次上的心，其
內部仍有形式精細而完整的五蘊，因此仍會經歷生與有的狀態，並在未來繼續受生[4]。  
        進入這個狀態，多少有點像迷迷糊糊地入夢。不同之處，取決於警覺程度。鎮定、辨別力強
的人——初次遭遇時——意識到在發生什麼，自己在經歷什麼，因此不會激動、緊張。不過對那
些容易受騙、念住不足的人來說，這正像是迷糊入夢。來到這個境界，碰巧見到禪相時，容易喫
驚或者受其誤導。不過，當他們經過修練，能夠熟練頻繁地昇起這個狀態時，他們的念力會增
強，各種禪相會消失。逐漸地，他們會獲得洞見，直到明察諸法實相。 

 
        九、在第八點裏討論的現象——雖不產生可用來廣泛探索因果緣起模式的明辨——仍不失爲
心智修練的初級階段。它可以抑制五蓋，同時昇起當下的平靜與安寧感。若是培養得當、不退
失，將來可根據個人業力背景趨向於好的重生。 
        附帶說一下，各種禪相出現，通常正是在我們此處討論的這個心理時刻。但這並不意味著心
達到這個狀態時，每次必有禪相。某些人、某些時候會出現。其他人、其他時候，則不出現。這
是另一個與個人心性有關的例子，也與其他因素有關。  
        真實地說，禪定時昇起的禪相，只有當禪修者足夠機智敏銳時才能說是好事，這樣的人能夠

不受迷惑， 看穿它們; 當他們看見禪相時，也不會當成我或屬我之物，受其左右或者緊抓不放。
他們視禪相爲禪相，足可作爲工具，或者作爲心一時的安住之境，之後把它們放下。 
        那些不特別有正念與警覺的人——這類人也容易受騙上當——當某個視像昇起時，大爲激
動，甚至有可能信以爲真，因此糊塗起來，與現實脫節(我在以下第十一點將討論如何處理禪
相)。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ThateSteps2.htm (4 of 9) [12/31/2010 10:37:47 PM]



善德的力量-阿姜李

        另外，心智修練到這個地步的人，由於心力強大，通常比較倔犟、固執己見。思考時傾向於
只看一面，不容易留心他人的意見，因爲他們相信自己的觀點完全合理可靠——盡管實際上只是
在自圓其說、大多缺乏邏輯、且容易曲解事實。  
        不管怎樣，禪相昇起與否，實在非你此時所需，因爲它們除了作爲雜染，混淆你的辨知力，
還是阻擋你培養洞見的障礙。修練心智的目的，是去除五蓋，接著觀察五蘊，如實看清它們，直
到你對它們昇起離欲，松開對它們的貪執與迷戀，把它們放下，再也不投入或抓緊。 

 
        十、等到你修練心智達到足夠穩定，在禪那與奢摩他中安住下來，抑制了五蓋，這時就應當
修習長養明晰的洞見(clear insight，內明)。實際上，你在修習止禪時，明晰的洞見也可能同時昇
起。換句話說，識別力可能明亮起來，知見真相，即，一切造作昇起了必然消逝。它們不持久。
它們非“我”或“我自己”，只是自然狀態在自行運作。 
        這等智識昇起時，會使心無欲、出離於一切有爲之事。心完全安住於成熟與警寤的離欲狀
態，無論它在何處、看見聽見什麼。這就稱爲洞見與寂止同時發生。 
        不過，若是洞見並未如此昇起，那麼你在修練止禪達到入定之後，就可以任選色身一部分
——比如骨胳、內腸——或者，選一個占據你當前心思的主題，觀察它，直到看出來，那些心智
緊抓著、以爲恒穩真實、趨向真樂的事物，實際上都脫不開三特徵的控制。我們依照自己的想
象，以爲“這是這樣、那是那樣”，實際根本不真。一切有爲事物只從因緣而生: 無明、 貪欲、 妄
執、業力。因緣耗盡之後， 就自行消散，無人強迫它們分解。即便是我們居住的色身，也依賴因
緣生存，例如呼吸、食物等。這些東西耗盡之後，色身就根本無意義了。 
        你用完全凝聚的心力，如此觀察事物，就會達到心智修練的目的。明辨之光會昇起，成就對
因果緣起的洞見，它完全由你獨立證得。這些洞見非來自記取、挪用他人的名稱或理論，而是完
全在你的內心親證自知因果緣起。心將不再受迷惑而粘著、貪愛、欣喜、不悅於任何造作之事。  
        附帶地，我們可以說，心若還不曾真正清晰地透視禪定的對象， 那麼它還未真正把自己收斂
起來、安定下來。不過，在達到這一步之前的心智修練之所以不叫做觀禪(insight meditation)， 是
因爲對因果緣起的明辨力尚且薄弱、不夠慎密。  
        總結起來說: 我們言與行的淨化必須從修練戒德開始。心的淨化必須從修練止禪開始——即
奢摩他與禪那——直到心有足夠的力量壓制五蓋。當心修習奢摩他與禪那達到純熟地步，能夠隨
意出入、停駐其中時，明辨——也就是穿透實相法(sabhava dhamma)連同其生滅緣起的智識之光
——就會以突出的方式昇起。 
        這等智識可能在特定的場合，只對某些人昇起。但無論如何，心智修練到這個層次的人應當
意識到，達到這個層次的心是適宜長養昇起明辨的。因此他們應該取色身的任何側面、或者占據
思維的任何心理現象，從前所述的三特徵角度作觀。那麼他們也會明察一切緣起事物，長養洞見
之光——並且能夠根除對每一種色身與思維現象的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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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雖不可觸及，卻影響著色身和世間一切。它能把萬物攝於掌控之下。然而，它並非如此邪
惡野蠻以至於毫無善惡之感。一個動機善良的人如前所述修練心智，使之進入佛陀教導的前述正
道時，它就會易教、快學、長養智慧、調禦也許尚無秩序的色身。此外，它還能淨化自己，使之
明亮清潔、不帶雜染，能夠自證精深的真諦，能夠給這個盲目黑暗的世界帶來耀眼的光明。 
        這是因爲心的本質，從其初始就是光明的。但由於對客體攀緣(preoccupations)的滲入與籠
罩，心的明亮暫時暗昧下來，也使世間隨之暗昧。心若原本黑暗，恐怕無人能夠淨化它以至於昇
起明辨的地步。 
        因此，世界是黑暗還是光明， 它將經歷安寧還是苦難，取決於每個人的心。 我們作爲個
人，因此首先應當善修自己的心，之後再訓練他人的心。如此世間方可免於動亂。 

 
        十一、禪定中昇起的各種禪相，是一件離奇古怪之事。它們會迷惑判斷力弱、易上當受騙的
人，使之信以爲真，以至於與現實脫節。因此，禪修者應當謹慎，對這些現象作審視思考。容我
解釋如下。 
        禪定中昇起禪相有兩類：視像(visions)與征兆(signs)。 
        (一) 、視像: 我們在作不淨觀時，有時心會收斂起來達到有分，我們會看見色身的腐爛之
相、或者只剩一具屍骨或者一堆灰燼等等。曾經還發生過有人不堪目睹這類禪相以至於自殺的例
子。 
        此外，神靈、地獄、餓鬼的形像有時也可能出現。 
        (二) 、征兆: 心智如前述開始收斂時，可能會出現耳語。它可以是我們所敬重的人要我們去
觀察某個特定的事實，或者告知某個將來的事件; 也可以是某個蓄意傷害我們的敵人要來傷害我
們前所發之聲——這說明不同個體的心流如何相互衝撞。另一方面，同樣現象也可以來自對我們
有善意的人。有時一個不熟悉的聲音會來報告一件引人思考的真事，禪修者一般稱之爲能識
（abhinna），或稱爲法的教誡或警示。  
        並非每個禪修者都經歷禪相。對某些人來說，無論他們的心達到何等精細的層次，禪相也不
會出現。對另一些人來說，心只要入定一小段時間，各種各樣的禪相就會冒出來(不過小心不要
造作太多) 。 這與禪修者的心性有關。對那些輕信而不多作合理思考的人，禪相容易很快地出
現，並且繁殖到失控。因此要謹慎對待。 
 
问: 禪相是真的嗎?  
答: 有時是、有時不是， 因爲它們完全來自禪那， 而禪那爲世間法——因此是不可靠的。那就是
說，有些人在修習禪定時，心智收斂達到有分，卻不懂得自己達到了什麼境界，也不了解它是如
何聚焦、觀察、放下專注對象的。禪相，無論是否有意識地昇起，都包含著大量的心理造作與執
取，因此是靠不住的——因爲心處於有分狀態時昇起的禪相，就好比某人躺下入睡或只是迷糊打
盹而做的夢。大體上，它們一開始出現時，帶一些真相成分，但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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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禪那屬於世間還是超世？ 
答: 禪那僅有十二至十三種成分[5]，它們完全是世間的。不過，進入禪那的人若是聖者，利用禪
那作爲心的安止地，那麼他／她可以任意並可靠地利用該世間禪那——這就好比神槍手與射擊生
手之間的差別；也好比國王與平民之劍的差別，前者象征王權，後者僅爲一把劍而已。 
问: 禪相是好事麼？ 
答: 僅對懂得如何正確使用它、不受欺騙、不執取它們的人而言是好事。對一位不了解如何善
用、對之信以爲真的人來說，不是件好事。一旦執取起來，心理造作會使這些禪相繁殖增生，使
禪定者對現實感失去把握的地步。因此對待它們時必須謹慎小心，容我解釋如下。　  
        禪相隨著世間禪那之力昇起，由執取與心理造作所維持。因此服從於三特徵：它們無常——
即不長久、它們有苦、它們非我——不屬於你的或任何人的。它們只是些以自己的方式不停地昇
起消失的狀態。要以這個方式審視它們，看穿其本質，然後放下。不要受迷惑而抓緊禪相，因爲
它們是果。反之，要著手修習其因，即禪那，使你越來越熟練，直到能夠隨意進入。那時禪相自
然不會有麻煩。  
        此外，要學會觀察禪相的過患。它們昇起時，我們一旦受其迷惑，以至於緊抓不放，就會使
禪那衰退，好比對一位試圖使心寂止，以便探索精深現象的人來說，聲波是一種障礙，或者又好
比清水的波動會妨礙我們觀看自己在水面上的映像。 
        禪修者剛開始證得禪那之時出現的禪相，傾向於異常驚人。心的執取與造作之動作傾向於對
它們緊抓不放，它們會在內眼中留下難以消彌的印象。上述對治與消除禪相的方法如果無效，那
麼就設法不讓心進入禪那。換句話說，不促心入禪、不令心寂止、不對禪相有好感。盡意多睡多
食、做重體力活直到色身倦極、觀想易生雜染之事，比如引起欲望的美景或者音樂——一旦心從
那股執取中退出， 禪相會自動消失。 
        如果學禪弟子以這些方法不能夠解決問題，那麼師長應以同類方法相助。最快最有效的辦法
是，找件事刺激那位受迷惑者，令他大怒，禪相會立刻消失。 
        昇起法住智的基礎，乃是近行定，它有兩類: 
        (一) 、 隨著禪定者專注於某個特定的對象，心會逐漸從雜念中退離，收斂於一處，正對自
心，不過又未完全與一切客體切斷。它仍在感知、思考、評估，試圖從那個極其精細的對象上撤
離，但還不能夠完全放下。這就是達到安止定(appana samadhi)之前的近行定。 
        (二) 、心越來越精細，直到能夠放下正在思考的對象，從中退離，因此該對象就消失了。這
就稱爲安止定。念住與警覺充分意識到一種空性，對一切不抓取、不粘著，惟獨以心本身作爲對
象。當心從這個狀態退出、再次觀法時——即觀察對象、觀察因果——它是處在從安止定出來後
的近行定。  
        這兩類近行定，都可構成對特別的真相與種種事件獲得洞見的良好基礎，這種洞見與來自前
述禪相的智識是不同的，因爲禪相來自於世間禪那，而我們在此討論的智識，即便它從世間定力
中昇起，結果卻更加可靠(科學家們利用這個層次鑽研課題)。並且，假若你的定力達到超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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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步一步拔除一切心漏(asava)。  
        簡言之，來自禪相的智識與來自近行定的智識，從來源與本質上講都是不同的。 
        此處值得多說一句的是安止定。安止定是人生極高的禪定成就。達到安止定者，多以出入息
(安那般那)爲專注對象(業處)。隨著他們專注於呼吸的昇起落下、或者只專注其落下，心逐漸地
越來越精細，直到一步步放下一切攀緣、收斂起來，成爲上述的安止狀態。出入息的停止，表示
達到了安止定。在某些情形下，又名安止禪那，因爲它由呼吸入禪而來。之所以稱爲安止，是因
爲當心達到那個狀態時，出入息停止，但念住仍然具足。 
        處在這個狀態時，你不能作觀，因爲心根本不介入任何事物。只有當心退出那個狀態，進入
近行定時，你才能再開始觀察事物。那時你會明察世尊說必須了解的真相，還可了解其它事物。
這時沒有禪相，然而所得之智以因果爲基礎，還帶著類比，它將會消除一切疑惑。 
        在某些情形下，禪修者以出入息之外的對象作爲禪定業處，仍可與修呼吸者一樣達到安止
定。當心收斂起來，達到不再有出入呼吸時，即爲安止定。  
        不管怎樣，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禪修者不可把我的觀點作爲自己的標准，因爲思想與
觀念乃世間之事——即便我們在同時同地看見同一件事——仍不免對那同樣之事，構想不同的名
稱、達成不同的理解、因此昇起無窮無盡的諍論。讓我們都只專意於各自的業處，達到前述的安
止定——到那時，有了無偏見的公正之心——再來拿我們的體驗與經文中的敘述作比較。我們的
智識那時才是paccattam: 親證自知。這是我樂見的。        

 
結束語 
        一切超世現象，以世間現象爲根基。三十七菩提分雖完全被歸類於超世素質，必須發端於心
理與物質現象——即世間的身與心。 
        來自禪那的禪相智識，對獨目者——也就是那些只修禪那的人——來說是障礙，但對雙目者
——那些既修定力，又修明辨的人——能夠促生洞見。 
        每一把劍與斧，都有利鈍兩面，各有其用。不過混淆兩者的人，不僅不得劍斧之力，還可能
傷害自己，或者傷害正在做的工作。洞見與污染洞見的雜染，來自同一個基礎。當缺乏明辨的人
思考有誤時，會昇起洞見之染，不過當他們思考正確、方法適宜時，同樣的事會轉成真正的洞
見。 
        世間法——當我們對之有如實知見、解其緣起、見其過患時，會昇起厭離，不受其迷惑而執
取——那時它就轉成了超世法。但是，當我們受其欺騙、不願放下時……世間境界，要它恒常永
存是不可能的。梵天會退墮至欲界天， 欲界天會退墮至人界，人界又會退墮至低等域界。正如水
勢往低處流，眾生之心也易於往低處——即惡境——墜落。 
        禪修雖是一個自我變革的過程，你仍須甘冒生命危險。至少你應當威脅自己，若無成就，便
要自我放逐[6]。不發這等大願的人，等待他們的只有永遠受他人——即雜染——奴役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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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Abhiñña: 能識; 神通; 修定而得的直覺能力。 
Asava: 心漏; 升起轮回重生之瀑流的杂染。有四类: 感官之欲、有生、见、无明。 
Bhavanga: 有分; 心的固有所緣(underlying preoccupation)或者說休止態(resting state)，是它決定心
的生存境界，並且也是心在響應各種刺激的空檔裏回復的基准狀態(中譯注: 見[4])。 
Bodhi-pakkhiya-dhamma: 菩提分法; 趨向覺悟的原則, 共有37部分，構成了佛陀本人對其教導的總
結: 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  
Brahma: 梵天，色界與無色界天的居者。[參看三十一個生存空間] 
Deva: 喜樂欲界天的居者。 
Dhamma:  法; 事件; 事物本身; 事物正確的自然秩序。延伸意義上，法也指任何傳授這些原理的教
說。 
Jhana: 禪那。心智沉浸於單一的感受或心理對象的狀態。 
Kamma: 導致緣起與重生的有動機的行爲。 
Khandha: 蘊; 聚集體; 主體及廣義感官體驗的組成部分——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直譯
爲物質現象、感受、心理標記、思維構造、意識]。 
Nivarana: 入定的障礙; 五蓋——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直譯爲焦躁不安]、疑。。 
Sabhava dhamma: 實相法; 自性法; 自然條件; 現象; 如實內在所體驗的事物與性質。 
Samadhi: 奢摩他; 定; 把心專注於單一對象或者主題的動作。 
Sankhara: 行蘊; 緣起的現象; 造作。這個詞可包括一切由因緣或條件造作而起的物質與心理現
象，以及造作之力，與造作的過程。 

 
中譯者注[筆者感謝坦尼沙羅尊者答疑，下文爲筆者的總結，如有理解錯誤，責任在筆者]: 
[1]本文標題泰語直譯爲正道行道，文中要點非指次第連貫的操作步驟，而是修行道上應當注意的問題，
故譯爲正道修行。 
[2]根據中部111，從初禪到四禪，直到非想非非想處，在諸禪境中皆可作觀。觀察時意識需要從專注所緣
略略移開，又不至脫離該禪境。以下提到安止定中不能作觀，而需在近行定(直譯爲臨界定)中觀察，也是
此意。不過安止定與近行定是論藏用詞，經文用的是奢摩他與禪那。對比其特點，第四禪與安止定同
義。奢摩他可泛指定境，也可特指安止定/第四禪。 
[3]指相對於色身。 
[4]此處的所緣是心本身的動態，或者說對覺知的覺知。例如對禪定過程的意識——如何維持禪境等。雖
不再與色身有關，內心仍有身見。Bhavanga一詞僅在論藏中出現，該境界也爲泰國佛教所承認。這個心
理層次決定了所處的輪回域界，例如梵天的有分不同於人的有分。 
[5]此處指四禪中各禪支之累計。 
[6]此處爲尊者幽默的鼓勵。 

最近訂正 6-1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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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念住呼吸与禪定开示 
[作者]阿姜李-達摩達羅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Keeping the Breath in Mind and Lessons in Samadhi 
by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from the Thai by Thanissaro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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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住呼吸-阿姜李

        阿姜李1906 年出生於泰國東北部烏汶府鄉村。二十歲在本村寺院出家，開始了佛法教義與僧
侶戒律的學習。他遺憾地發現，自己所在寺院的生活類似於泰國當時多數寺院，與佛陀教導的梵
行生活相距甚遠。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當時我們與其說是在奉行禪思的職責，不如說是在享
樂: 下棋、摔角、守靈時與姑娘們玩火柴逰戲……每讀戒律課本，我心裏實在不舒服。我對自己
說: 「你若不想還俗，得離開這所寺院。」』 
        作此決定後不久，他碰巧遇見一位頭陀僧，這位比丘的承傳來自阿姜索·堪塔西羅(1861-
1941 )與阿姜曼·布裏達陀(1870-1949) 確立的林居修行傳統。阿姜李對他的言教與梵行方式印象深
刻，於是步行出發找到阿姜曼，成了他的弟子。他跟隨阿姜曼度過了兩段密集禪修期: 一次是初
遇那年在烏汶森林，第二次是四年後在清邁的徹地倫寺。阿姜曼與阿姜索的言教在那個年代之所
以獨一無二，不僅在於他們指出涅槃之道尚存，而且爲使弟子朝此目標進步，其訓練方式也獨一
無二: 不僅包括了密集禪修，而且還對弟子的品格——其習性、價值觀、觀察力——作全面的重
新教育。阿姜李在自傳中寫道:『與阿姜曼一起的那段生活對我極其有益，但也極其艱苦。我必須
願意重新學習一切……有時他訓斥我，說我邋蹋，總不把東西擺在正確位置，但他從不告訴我什
麽是正確位置……要能跟他一起住，你必須有高度觀察力，思考慎密。不能在地板上留下腳印，
喝水、開門窗時不能出聲。做每件事——包括掛僧袍、整理睡鋪等一切瑣事——都必須有條不
紊。否則哪怕在雨安居期間，他照樣把你趕出去。即便如此，你也必須接受，儘量發揮自己的觀
察力。』  
        『其它方面，譬如在坐禪與行禪的修習上，他對我作了全面訓練，令我徹底折服。但我至多
只在百分之六十情形下跟得上他。』  
        阿姜李的第二個訓練期完成後，阿姜曼指點他去泰國北部叢林自行逰方修練。阿姜李至終走
遍泰國每一個地區，及至緬甸、柬埔寨、印度。在阿姜曼的弟子當中，阿姜李是第一位把林居傳
統的禪法傳授給泰國中部主流社會的頭陀僧。1935 年，他在東南海岸尖竹汶府一處墓地建立了克
隴功森林寺; 1955 年又在曼谷郊外湄南河口的沼澤地帶建立了阿育王寺。他的弟子當中有比丘，
也有來自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男女居士。1957 年他被泰王室尊封爲昭昆。阿姜李於1961 年圓
寂。  
        即便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阿姜李仍然定期入叢林隱居。再引他的自傳:『我喜歡林居生活，
它給了我多樣的禪思主題……那裏寂靜無聲，便於觀察環境的影響。以野雞爲例: 它若像家雞一
般懶散，要不了多久眼鏡蛇與蒙鼠便會吃了它……我們人也一樣: 把時間耗在閑暇逰伴上，如泥
中刀鋤，容易生鏽。若是在磨石與鐵锉上不停地打磨，鏽迹便無從長起。因此我們必須學會保持
警覺……  
        『林居修行，使心獲得自信。你學過的法，甚至你尚未學過的法，自會顯現出來，因爲自然
就是導師。這就好比各國藉以開發高能的世間科學: 那些發明與發現，沒有一項來自書本，而是
來自科學家們對自然規律的研究，那一切就顯現在世間此地。至於法[Dhamma]，它好比科學: 它
存在於自然。我意識到這點時，便不再擔心少習文本的不利。我回想起世尊和弟子們: 他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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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從中學習，沒有人循照一本教科書。  
        『因此，我允許自己對經文有所不知[1]。有的樹夜眠日醒。有的樹日眠夜醒。』 

[1]見《法句經》20: 『雖只背誦少許經典，然而如法實行，滅棄貪嗔癡，由警覺令心得善解脫，今世後世
皆不執取: 他得以分享沙門生活的利益。』 

英譯者前言 

        本書爲一部有關心解脫的操作手冊 ，所傳內容非是一套費解的理論，而是以念住呼吸爲起點
的一門基本技能。  
        書中的言教來自阿姜李·達摩達羅(1906-1961)，泰國最受推崇的佛教禪修導師之一。阿姜李
是一位林居僧，即選擇獨居叢林、以禪修爲梵行主題的比丘，因此他的言教來自個人的實修經
驗，同時也注意與佛教的標准教義相映證。  
        本書分兩部分: 前一部分是有關呼吸禪定技能——這是阿姜李的專長——的基本指南，其中
給出了他在梵行生涯的不同階段發展出的兩套方法。第二部分收錄了他的十五篇開示摘要，解說
禪修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你若想立即開始禪修，回頭再補充細節，可以直接閱讀方法二。反複細讀七個基本步驟直至
牢記於心，之後開始練習。要注意，特別在初始階段，不要讓外來的觀點與訊息充斥內心。否則
你可能在禪定中耗去過多時間找尋某些現象，卻看不見實際發生的情形。本書的其余部分可待以
後你有個別問題希望求解、或者你對自己在做的事想有個總體了解時再讀，不過這兩種情形時常
重疊。  
        本書的目的在於提示一些可能性: 指點你過去可能忽視的地方，引薦你未曾設想過的途徑。
具體學到什麽，完全與各人有關。不要強迫。不要因爲書中未提到你的體驗而困擾。不要因爲自
己沒有書中講述的體驗而失望。  
        譬如禪相: 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它們與個人有關，對禪修來說並非真正必要。如果你有
禪相的體驗，則要學會明智地利用它們;如果沒有，則要學會善用你已有的其它體驗。重要的是，
牢記基本步驟，連續仔細觀察。  
        禪修類似於木工、航海等任何的一門技能，自有一套術語，對初學者來說必定如密碼般難
解。使用本書的挑戰之一，便是破解密碼。部分難點在於，有些詞彙本身屬於外來語: 它們是巴
利語即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獻用語，並且附帶著泰文的語義色彩。不過問題相對不大。這些詞多數
在文中已作注解;書後的詞彙表不僅對文中未注解之詞給出了定義，而且對不少已注解之詞作了補
充說明。  
        一項更大的挑戰，在於領會作者的視點。禪修中我們打交道的對象，乃是從內在體驗到的身
與心。阿姜李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在禪修中度過，對於從該角度觀察身與心有著長期的經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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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詞用字自然地體現了這一點。  
        例如，在提及呼吸或呼吸感時，他指的不僅是出入肺部的空氣，而且指從內在體驗到的、遍
及全身的呼吸覺受[氣感] 。同樣，身體的『元素』[dhātu] 也非是指化學元素，而是指對能量性、
溫熱性、潤濕性、堅硬性、空間性、意識性[2]的元覺受——也就是身體對內在覺知的直接呈現形
式。要超越對這類術語的怪異感，惟有開始從內部探索你自己的身與心，對哪些詞適用於你個人
的哪類體驗，有所領會。只有那時，這些術語才達到其原本目的——即作爲提升你的內在敏感度
的工具—— 因爲禪定的真谛不在於理解文字，而在於掌握那門引導你直觀了解覺知之心的技
能。  
        我們不妨把本書比作一份食譜。僅僅閱讀食譜，即便了解了全部術語，也不能從中得著絲毫
味感與養分。初學幾步後知難而退，也同樣白費時間。然而，你若能夠一直學到底，那時便可以
把書放在一邊，享受自己的烹饪成果。  
        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你個人探索念住呼吸的善益。 

坦尼沙羅比丘(傑弗裏·德格拉夫) 
美国加州慈林寺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 CA 92082 

[2]『能量性、温热性、润湿性、坚硬性』: 分别指风、火、水、地四元素或属性[四大; 四界] 。参见附录
词汇表 dhātu。其中风元素一般作轻动性解，本书英文版译作energy [能量]。根据坦尼沙罗尊者对中译者
的解释，这是因为随著呼吸禪定的深入，可知体内有的呼吸层次实为静态。呼吸一词的译解见方法二脚
注。呼吸诸层次见《禪那》、《使呼吸更精细》、《直路》等篇中阿姜李的解说。 

中译者前言 
 
        阿姜李为泰国上座部佛教林居禪修传统中广受尊敬的傑出行者。他所传的呼吸禪定修法不仅

引导初学者入定，同时藉培育觉受力增进明辨。他的禪定开示直接生动，有助於禪修者放松执

取，提升心智，是不可多得的辅助读物。笔者翻译本书的原初动机是希望藉此深化理解，便於个
人修练; 现有法友捐资助印，由慈林寺主持出版，供有志者参考。本书除转译英文版《念住呼
吸》全书外，还收录了英译者坦尼沙罗长老推荐的另十篇禪定开示及阿姜李简传，它们分别摘自
英译开示集《内在力量》及《四念处》。长老在中文版前言里微作变动以反映内容的扩增。 
        一部传授心解脱的禪修手册，如同一部解说游泳的技术指南，实在需要精通此道者才有背景
作准确的译述，读者则必须藉着实修才能夠渐次领悟文字的用意。英文读者有幸得到坦尼沙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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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译本。尊者原籍美国，大学主修欧洲思想史，期间对佛教禪修发生兴趣。毕业后来到泰国，
边教书边尋找可靠的禪修导师， 1976 年随阿姜李的大弟子阿姜放出家，在偏僻简陋的达摩萨地
寺亲侍十年至师圆寂，呼吸禪法得其直传。据尊者回忆，他最初随阿姜放修习时，导师递给他一
本小书——阿姜李的泰文版《念住呼吸》——就让他去后山坐禪了。尊者当年把这本书前后英译

了三遍，在实修中揣摩破解其意。如他所说: 『你必须亲自尝试，才能夠懂得禪定指南中哪些部
分需要按照严格意义理解 [literally]，哪些部分需要按照比喻意义理解 [figuratively]。』中译本则

是在初稿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成。有些内容需要再三请教长老才得以勉强转述，这与中译者自身
的禪定程度低下有关。笔者自知未完整体现原文的用意，请读者把本书当作一部试译: 有不准确
造成障碍处，请读者原谅笔者的无心过失;译文准确的部分，希望有助於读者把握呼吸禪定的实际

操作。如想学有精专，除了参考禪定指南，按步实修外，笔者认为应当找机会亲自向尊者及其他
精通此道的禪僧请教。随着禪定的进展，重读阿姜李的解说，常会有新的理解与启发。这也是笔
者尊敬的几位资深禪修者的共感。我们顶礼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指南的阿姜李，也顶礼以慈心与
耐心为我们解说的坦尼沙罗长老。作为林居禪修传统的承传者，他们的言教与践行榜样，令我们

对佛教修证之道有信心。  
        熟悉佛教术语的读者可能对书中若干词汇的中译法不甚习惯。这非是译者志在求新，而是出
於两方面考虑。一者英译版对某些巴利词汇的译法——例如paññā ——有别於巴英辞典，並且不
预设读者已熟悉佛教的专用词汇。笔者曾经对坦尼沙罗长老提及这一认知，长老答:当年自己也注
意到导师们的用词与标准译法不儘相同。笔者认为，对佛教核心术语的理解，终究应当站到实修
者的角度上看，才比较符合原典的语境与旨趣[context & purpose] 。阿姜李与坦尼沙罗长老都是
林居禪僧，书中言教的目的，非仅是依照文本作推演或評介，而是以自身的实修证量为背景，指
点有志者掌握一门趋向灭苦的修练技能。他们的选词用字在笔者看来极具启发性与可操作性( 无
疑我们还得益於英译者语言的当代性) ，中译时应尝试予以表达，使其用意不至流失於标籖。二
者文中若干佛教名词的古汉译—— 例如烦恼——其现代语意与巴利文英译有显著区别。以上两种
情形下，即便有现成的译法，笔者仍选择忠实英文版，依文直译，希望在这部操作手册范围内减
少阅读上的先入之见。其它的译法也在方括号中列出或以脚注说明。  
        书中的注解有三类。主文中的圆括号及内容为英文版原有。方括号为中译者附加，列出重要
词汇的另译、原文、或简释。第三类是中译者在得到初步反馈后增加的一组脚注。其中少数安置
较长的方括号内容，多数是对某些译法或文句的说明。一方面是回应反馈;另一方面，笔者本人曾
就英译本某些译法与操作请教过坦尼沙罗长老，考虑到读者在义理与实修上亦可能得益於他的解
说，征得长老许可，把部分内容收录於脚注。如有转述不当处，完全是笔者的失误。  
        有四位华裔禪僧——美国慈林寺法住比丘与帕跋陀比丘、马来西亚宁心寺阿姜庆与信增比丘
——曾经在阅读译稿后给笔者提供有益的建议。法住比丘与信增比丘还参照泰文版提出修正意
见，在此特别致谢。初稿完成后曾与台湾曾银湖居士2000年中译本《念住呼吸》作过对照，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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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中若干词语的译法，在此也向曾居士致谢。本书的出版得益於多位人士直接间接的协助，包
括拜访慈林寺时给予关照的泰侨护法，評点文稿、捐资助印、联络印发等的诸位善人，笔者随喜
他们的善行。 
        本书及其它一部分林居导师开示中译，获得英译者许可，存放於以下网站: http://www.
theravadacn.org，供有志者参考。 
 

良稹二零零八年四月 

念住呼吸 
引言

        本書爲禪定的修習指南。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幾乎完全有關心的調禦。不過因爲心的安
甯在某種程度上有賴於身，我因此收錄了第二部分( 方法二)，解說如何利用身增益心。  
根據我自己在禪修中的觀察，只有一條短捷、方便、有效、愉悅的路徑，中途又幾乎沒有什麽使
你走偏: 那就是念住呼吸。佛陀本人走的是同一條路，他證得如此卓越的果報。我希望你在修習
時不要猶疑不決、東鱗西爪，造成不必要的困難。反之，要決意專注你自己的呼吸，跟著它，一
直走到它能帶你達到的極限。從那裏，你會進入解脫洞見[3][vipassanā, 毗婆奢那]阶段，趨向心本
身。最後，清淨的覺知將獨立凸顯，那時你才有明確可靠的果證。換句話說，如果你讓呼吸隨順
它的自性，讓心隨順它的自性，你的修證無疑定能如願以償。  
        一般而言，心未曾調禦有序，必然淪陷於造苦與不良的主觀偏見。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如果希
求安穩的幸福，就必須找到一種法則——也就是佛法——以它訓練自己。心無內在法則、無安居
之處，好比人無家可歸。無家者面對的只有苦。他們無以庇蔭，飽受風吹日曬、雨打泥汙。修定
的目的，正是爲自己造一個家。刹那定[khaṇika samādhi] 好比草房;近行定[upācāra samādhi] 好比
瓦房; 安止定[appanā samādhi] 好比磚房。你一旦有了家，便有了保存財寶的安全所在。你不必爲
守財而吃苦，不像無處存財的人，爲了守財不得不餐風露宿，即使那樣他的財物也未必安全。  
渙散之心也是如此: 它總去別處尋覓善德，逰走於種種概念與成見之間。即便那是善念，我們仍
不可自以爲安全。好比一個女子擁有許多珠寶: 她若穿戴起來招搖過市，毫無安全可言。財寶甚
至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同樣，如果我們的心尚未透過修定證得內在甯靜，即便修了戒行，也極
易退墮，因爲它們尚未妥善收藏於心。調禦自心，達到寂止安祥，正好比把珠寶存入保險箱中。  
        這就是何以我們多數人做了善事，卻不能從中得益的緣故。我們讓心受種種主觀成見的左
右。這些成見是我們的敵人，因爲在某些情形下，它們會使已培育的戒德退失。心如綻放之花: 
風摧蟲齧之下，無緣結果。這裏的花，好比道心的甯靜; 果，好比道果的喜樂。我們的心，若是
常有甯靜、喜樂，就有機會證得人人希求的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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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善至德好比樹的心木，其它的『諸善』好比芽苞枝葉。不把心意調禦有序，我們只能得到
外在層次的善德。我們的心若能夠達到內在的純淨與良善，那麽作爲果報，外在的一切也將隨之
良善起來。正如手潔淨時，不玷汙觸及之處，手不淨時，即使最清潔的布也受其汙染: 同樣地，
心有雜染，一切受其汙染。哪怕我們做的善事也受汙染，因爲世間的最高力量—— 即升起一切善
惡苦樂的主宰——正是心。心好比一尊神，善惡苦樂都來自心。我們甚至可以把心稱作一位造世
者，因爲世間的和平與持久的安甯，皆有賴於心。如果真有世界末日，也必然由心而生。因此，
我們應當修練這個世上最重要的部分，讓它入定，成爲富足安甯的根基。  
        禪定是凝聚心的一切善巧潛能的方式。當這些潛能以適當比例彙集起來時，能夠給予你摧毀
敵方的充足火力，這裏的敵方是指你的一切雜染[4]与无明心态。修行使你增长智慧，对善与恶、
世与法培育起明辨。你的明辨好比火药。假如你把火药长期留着，却不放进子弹——即入定之心
里，它会受潮发霉。或者不小心让贪、嗔、痴之火占了上风，它会在你的手中炸开。因此，不要
延误，把火药放进弹头，无论何时敌方(即杂染)发动进攻，你可以立即把它们击倒。  
        调御心定者，得其安止处。入定之心好比城堡; 明辨[5]好比武器。修定則好比爲自己造就一
座安全的城堡，因此是一件十分重要、值得付出努力的工作。  
        正道初段——戒德，末段——明辨，成就這兩者不特別難。然而作爲正道中段的定力，卻需
要花一些功夫培育，因爲這是一個促使心力成形的過程。修定好比在河中央打橋樁，自然是件難
事。不過一旦心牢固就位，對戒德與明辨的增長是極其有益的。修戒德好比在河岸的近處打橋
樁，修明辨好比在遠處打橋樁。但如果中段橋樁——即入定之心——不曾到位，你如何跨越苦的
洪流? 
        要成就佛、法、僧的品質，我們只有一條路，那就是修心[bhāvanā]。修練心，達到入定寂
止，才能升起明辨。這裏所說的明辨並非指普通的分辨力，而是指直覺洞見，它完全來自與心直
接打交道。譬如回憶宿世、了解衆生死後投生處、洗滌心的垢染之漏[āsava]: 這三種稱爲智眼
[ñāṇa-cakkhu]的直覺，會對在心意領域訓練自己的人升起。不過，如果我們去從色、聲、香、
味、觸當中尋求知見，其中又夾雜著種種概念，那就好比跟著『六師』學，是不可能明察真相
的。正如佛陀早年曾師事六師，未能求得覺醒。他於是把注意力轉放在自己的心意上，獨自修
練，以念住呼吸爲起點，一路走向終極目標。只要你仍從六塵[感官對象]中尋求知見，你就是在
跟六師學。不過，當你把注意力聚焦於人人都有的這個呼吸，達到心寂止入定的地步，便有機會
成就真智，即: 清淨的覺知。  
        有些人相信他們無需修定，只修明辨即可證得明辨解脫[6]。這根本不正確。無論是明辨解脫
還是心解脫，兩者都以定爲基礎。它們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好比走路: 一般人不會只用一條腿
走。哪條腿爲主只取決於個人的習慣、特性。  
明辨解脫，乃是藉觀想世間事態的種種層面，令心漸漸平息寂止，升起直覺的解脫洞見
[vipassanā–ñāṇa,毗婆奢那智] —— 即對四聖谛的透徹領悟。而心解脫則不涉及太多觀想，而是單
純地令心寂止，達到安止定。從那裏出發升起直覺洞見，明察諸法實相。這便是心解脫: 先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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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一個人飽讀經書，精通文義，可以正確闡明教義的種種要點，然而心無內在的凝聚處，則好
比飛行員駕機，雖然明察雲層星座，卻不知降落跑道在何處。他會出大麻煩。飛得過高，便出了
大氣層。他只得來回盤旋，直到燃料耗儘，墜毀荒野。  
        有些人學曆雖高，行爲卻不比野蠻人善良。這是因爲他們自以爲是、自命不凡。有些人自以
爲學問、思想、觀點層次高，不屑修定，以爲有本事直證明辨解脫[慧解脫] 。實際上，他們正如
看不見降落跑道的飛行員，在走向災難。  
修習定力，正是在爲自己鋪一條降落跑道。明辨升起之時，你得以安穩解脫。 
        這就是我們何以想在佛法修持中圓滿成就，必須完整培育正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
的緣故。否則我們怎能說自己已覺悟四谛?聖道必須由戒德、定力、明辨構成。我們不在內心培
育它，便不可能領悟。不領悟，又如何放得開? 
        我們多數人，一般而言樂見成果，不願築基。我們也許一心想要善德、清淨，但如果根基尚
未完成，仍將繼續貧匮。好比愛錢財卻不願做工的人，怎麽可能是敦厚良民? 一旦心有匮乏，轉
而墮落犯案。同樣地，我們在佛教行持上既想得正果，又不願做工，就得繼續貧匮。只要內心貧
匮，即便知道不對，仍然注定去外界追求貪欲、私利、地位、享樂、贊譽等世間誘惑。因爲我們
並無真知，這也意味著我們的所作所爲非出自真心。  
        聖道永遠真實不虛。戒德爲真、定力爲真、明辨爲真。不過，我們自己若不真，就見不著任
何真品。我們在戒德、定力、明辨的修持上若不真心，作爲果報，只能得到赝品。用赝品時必然
苦。因此我們必須真心實意。真心才能夠嘗得法味，這個滋味遠勝於世上的一切美食佳肴。  
        因此，我編寫了以下兩份念住呼吸的指南。 

祝 甯靜  
阿姜李·達摩達羅  
曼谷 波羅尼瓦寺 
1953 年 

[3]『清淨的覺知』[buddha]: pure knowing，據坦尼沙羅尊者，是指純淨、不混雜任何心理活動[ mental 
activity]的覺知。中部49《梵天請經》中提到的『無表面、無邊際、光明遍照的意識』，即是此覺醒的覺
知 [awakened awareness]。 
[4]『雜染』: 巴利文 kilesa; 英譯 defilement; 古漢譯『煩惱』。錫蘭佛教出版社[BPS]的英文佛教辭典作汙
染心的不善巧素質解; 巴利聖典學會[PTS]巴英辭典作汙染、不純、道德上的低落、貪欲 、障礙解。本書
中的『煩惱』依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1993]作『煩悶苦惱』解。 
[5]『明辨』: 巴利文 paññā; 該詞一般譯作『智慧』或『慧』; 梵文音譯般若。英文多譯作 wisdom; BPS与
PTS辭典的義譯還包括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insight [領悟; 智識; 洞見]; 本書英文版譯作discernment[識
別; 分辨力]。據坦尼沙羅尊者對中譯者的解釋，與   paññā 同源的巴利文動詞 pajānāti  意爲分辨，把原本
含混、不明顯的事物分辨清楚; wisdom 則無相應的動詞，易被理解爲某種頓現而抽象的靈感。從禪修者
的角度追究 paññā 之意，乃是對禪定業處連續作細微深入的觀察與分辨[pajānāti]的能力，因此可作爲一
門技能逐步修練。中文的『智慧』與 wisdom 近似，亦無相應動詞。作爲實修指南，筆者在本書範圍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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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以『明辨』譯之，以提示漸次分辨的動作在禪觀中的重要性。爲保持一致，本書把本书把 paññā-
vimutti 試譯爲『明辨解脫』。 
        尊者曾提到: 早期跟隨阿 姜放習禪時，導師常說用你的 paññā，用你的paññā 。當時我只知paññā 等
於wisdom，心想我才出家，哪有wisdom，就對導師說，我沒有paññā 。阿姜放說，你當然有paññā，你是
人，當然得有點 paññā。於是我意識到，它可能不是wisdom。 
[6]『明辨解脱』[paññā-vimutti]: 慧解脫; 藉由明辨達到解脱。『心解脱』[ceto-vimutti]: 藉由心寂止達到解
脫。 

禪修前行
 
        我現在解說如何修習禪定。開始前，跪下來，雙手合十置於心前，虔誠禮敬三寶，口誦下文: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bhagavā:  
Buddhaṃ bhagavantṃ abhivādemi  
薄伽梵[7]是阿羅漢、正自覺者: 
我頂禮佛陀、薄伽梵。(一拜)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Dhammaṃ namassāmi.  
法由薄伽梵善說: 
我崇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Saṅghaṃ namāmi.  
薄伽梵的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我禮敬僧伽。(一拜) 

 
        以你的意、語、行表達對佛陀的敬意: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a.  
禮敬薄伽梵、阿羅漢、正自覺者。 (三遍) 

 
        歸依三寶: 

Budd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我歸依佛。我歸依法。我歸依僧。 
Dutiyampi Buddhaṃsaran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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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第二遍，我歸依佛。第二遍，我歸依法。第二遍，我歸依僧。 
Tatiyampi Buddhaṃsaran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第三遍，我歸依佛。第三遍，我歸依法。第三遍，我歸依僧。 

 
        接着，如此決意: 

我歸依佛——佛陀的清淨、無染。 
我歸依法——法義、修行、正果。 
我歸依僧——證得四果的聖弟子。 
從今起直至命終。  
Buddh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以佛、法、僧爲依止與生命，從今起直至證得涅槃。 

 
        接下來，依你平常能夠持守的戒律形式，即五戒、八戒、十戒、或227 戒，用一句願言，表
明你持戒的心意: 

Imāni pañc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我受持五戒。(三遍)( 这是持五戒者的愿言。五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不当
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Imāni aṭṭh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这是持八戒者的愿言，八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戒午后至天明之间进食[戒非时食] 、戒观听歌舞及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
座。)  
Imāni das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这是守十戒者的愿言，十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戒午后至天明间进食、戒观听歌舞、戒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座、戒受持
金钱。) 
Parisuddho ahaṃ bhante.  
Parisuddhoti maṃ buddho dhammo saṅgho dhāretu.  
尊者，我是清淨的; 
敬請佛、法、僧憶持，我是清淨的。 
(这是守227 戒者的愿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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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已表明以純淨的意、語、行，歸依佛、法、僧的意願。頂禮三次。坐下來，合掌置
於心前，端正思維，培育四梵住[四种崇高心境]: 慈、悲、喜、舍。把這些善念無偏倚例外地向一
切衆生散佈，稱爲無量梵住之心。以下幾個簡短的巴利詞語可供有困難記憶者參考。 

Mettā慈心——仁慈、關愛，願自己與一切衆生幸福。 
Karuṇā悲憫——對自己對衆生有同情心。 
Muditā随喜——對自己與他人的善德有欣賞、贊美之喜。 
Upekkhā舍離——對應當舍離的事物持平等無偏的心態。 

[7]『薄伽梵』: 具足吉祥者; 有一切福德者; 世尊。『阿羅漢』: 尊貴者; 應供。『歸依』: 以之爲安穩庇
護。 

方法一
        以半蓮式單盤而坐，右腿在左腿之上，雙手掌心向上，置於腿根，右手疊左手之上。身體挺
直，把心放在當前的任務上。合掌於心前表示敬意，憶念佛、法、僧的功德: 

Buddho me nātho. Dhammo me nātho. Saṅgho me nātho.  
佛是我的依止，法是我的依止，僧是我的依止。 

 
        接下来在心里默念: 

buddho, buddho; dhammo, dhammo; saṅgho, saṅgho.  
『佛陀、佛陀; 達摩、達摩; 僧伽、僧伽。』[憶念佛法僧] 

 
        把手放回腿根，默想『佛陀』，三次。 
        接下來，默想出入息，成對數息。首先，隨著入息，默想『佛』，隨著出息，默想『陀』，
作十次。再開始: 隨著入息，默想『佛陀』，隨著出息，默想『佛陀』，作七次。再開始: 隨一次
出入息，想一次『佛陀』，作五次。再開始: 隨一次出入息，想三次『佛陀』，如此作三次出入
息。  
        現在你可以停止數息，只隨著入息、默想『佛』，隨著出息、默想『陀』。讓呼吸放松自
然。使心保持完全靜止，專注於出入鼻孔的呼吸。出息時不要把心送出跟著它; 入息時也不要讓
心跟進來。讓你的覺知寬廣、愉快、開放。不要過於強迫心。要放松。想像你置身於廣闊空間中
呼吸。使心保持靜止，好比海邊的一根木樁: 漲潮時不上升; 退潮時也不下沈。 
        當你達到這個靜止層次時，可以停下不想『佛陀』了，只單純地覺知呼吸的感受。 
        接下來，慢慢地把注意力引向內部，聚焦於諸種呼吸層次——那些能夠升起種種直覺功能的
重要層次;直覺功能包括: 天眼智、天耳智、他心智、回憶前生的智能[宿命智]、了解不同的人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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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死後重生處的智能[生死智]、了解與身相聯並能爲身所用的諸元素或潛力的智能[神足智]。 這些
元素来自呼吸[氣] 的本位[ the bases of the breath]。第一本位: 把心定於鼻端，接著慢慢移至前額中
央，即第二本位。保持覺知的寬廣。讓心在前額停留片刻，再把它帶回鼻端。繼續在鼻端與前額
間將其來回移動，如上下爬山一般，做七次。接著讓它停駐在前額。不要讓它回到鼻部。  
        從此處，讓它移動到第三本位: 頭頂中央，在該處停駐片刻。保持覺知的寬廣。從該部位吸
氣，讓它傳遍整個頭部，片刻後使心回到前額中央。在前額與頭頂之間把心來回移動七次，最後
讓它停駐在頭頂。 
        接下來，把它帶入第四本位: 腦中央，讓它靜止片刻，之後把它帶出，回到頭頂。在這兩處
之間來回移動它，最後讓它定駐於腦中央。保持覺知的寬廣。讓腦內精細的呼吸[氣]傳到頭部以
下的身體各部位。 
        當你達到這一步時，可能會發現呼吸[氣]開始升起種種禪相[nimitta]，例如見到或感覺到頭內
部有熱、冷、或麻刺感。你可能看見一團蒼白模糊的蒸氣、或者看見自己的頭骨。即便如此，也
不要讓自己受任何現象的影響。你若不要禪相出現，可作深長呼吸，直入內心，它會立即消失。 
        見到禪相出現時，要帶著念住，把覺知聚焦其上——但確定一次只觀察一種禪相，選最舒服
的那一個。一旦你掌握住它，便要把它擴大，使它大如你的頭部。明亮色白的禪相於身心有用: 
它是一種純淨的呼吸[氣]，可以清洗體內血液，減少或消除身體的痛感。 
        當你使這團白光大如頭部之後，把它往下帶到第五本位: 胸部中央。等它牢固定駐後，就讓
它擴展開來，充滿胸腔。使這團呼吸[氣]儘量發白發亮，之後讓呼吸[氣]與光亮兩者傳遍全身，外
至每個毛孔，直到身體的不同部位如圖像般自行呈現。你若不想要這些圖像，作兩三次長呼吸，
它們會消失。使你的覺知保持靜止而寬廣。對可能穿入呼吸[氣]的光亮之中的任何禪相，不要讓
覺知攀附它或受其左右。審慎看守心。令它保持合一。令它連續專注單一所緣: 即精細的呼吸，
讓這團精細的呼吸彌漫全身。 
        達到這一步時，知見將逐漸開始展現。身將輕安如絨毛。心得安息而清新——柔順、獨處、
自足。身極度愉悅，心極度自在。 
        你如想獲得知見與技能，則要修習這些步驟，直到能夠熟練地進、出、安住。掌握這些步驟
之後，你將能隨時升起呼吸[氣]禪相——即那個明亮的白色球體或光團。需要知見時，只要令心
寂止，放開一切攀緣，只留下那團明亮與空性。想一兩次你欲知之事——內在外在、關己關他
——該知識將會升起，或者意像將會顯現。爲了達到專精，如有可能你應當直接跟一位精擅此道
者修習，因爲這等知見惟有來自禪定。 
        來自禪定的知見分兩類: 世俗知見[lokiya] 與出世知見[lokuttara] 。有了世俗知見，會升起執
取，執取你的所知所見，執取那些顯現出來爲你升起知見的事物。你的知見，和透過你的技能的
功力給你知見的事物，乃是真與假的混合體——但此處之『真』，也只是心造作層次上的真，任
何造作的事物本質上是易變、不穩定、無常的。 
        因此，當你希望進一步達到出世層次時，就把你的一切所知所見彙集成爲單一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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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aggatārammaṇa] —— 看看見它們都有同樣的本質。把你的一切知與覺聚集在那同一點，直到
你明察真相: 這一切事物僅僅是依其本性，在升起、消逝。不要試圖抓住你的那些覺知對象——
即所緣——把它們當成是你的。不要試圖抓住來自內在的知見，把它們當成是你自己的。讓這些
事物隨其自性運作。抓住所緣，便抓住了苦。抓緊知見，它將轉成苦因。 
        因此: 入定寂止之心，升起知見。該知見即是道。所有來之即去、給你知見的事物，都是
苦。不要讓心抓緊它的知見。不要讓心抓緊顯示出來給你知見的諸所緣。讓它們隨其自性。使你
的心有自在感。不要抓緊心，也不要臆想它該這樣那樣。只要你還在臆造自我，你便受無明
[avijjā]之苦。當你真正了解這一點時，出世知見將會在內心升起——那是最尊貴的善德，是一個
人所能經曆的至高喜樂。 
        總結起來，修持的基本步驟如下: 
        一、從內心除去一切不良所緣。 
        二、使心住於善所緣。  
        三、把諸善所緣彙集成單一所緣——即禪那的一所緣性。 
        四、觀此單一所緣，直到你看見，它如何是 aniccaṃ:無常; dukkhaṃ:苦; anattā: 非我亦非任
何人——空性、虚空。 
        五、讓一切好壞所緣順其自性——因爲好壞共存，本質等同[8]。 讓心順其自性; 讓覺知順其
自性。覺知不生不滅。這就是寂靜法[santi-dhamma] ——寂靜的實相。它知善，但覺知非善、善
非覺知。它知惡，但覺知非惡、惡非覺知。換句話說，覺知既不執取知識，也不執取被覺知的事
物。它的本質真正具元素性[dhātu] ——如蓮葉上的水珠，無瑕純淨。這就是何以稱它爲 
asaṅkhata-dhātu [9]之故: 非造作的真元素。 
        當你能走過這五步時，你將發現殊勝的體驗在內心顯現，那就是你的止觀禪修所成就的技能
與波羅蜜[圓滿]。你會證得前述的兩類善果: 世俗善果，爲你自己、也爲全世界的衆生帶來身的安
甯; 出世善果，爲你帶來心的安甯，帶來寂靜、清涼、綻放的喜樂，直趨涅槃，遠離生老病死。 
        以上是呼吸禪定主要原理的簡要闡述。你把這些原理應用於實修時如有疑問或困難，希望直
接向傳授此道的人士學習，我願意儘力助你，以便大家同證佛陀教導的甯靜與安詳。 
        多數人會覺得比起上述的方法一，下文的方法二較爲易學、放松。 

[8]『好壞共存，本質等同』: 據英譯者，這是指從三相角度，好壞所緣皆爲無常、苦、非。 
[9]『asaṅkhata-dhātu 』: 非造作的元素。涅槃同義詞。 

方法二
        有七個基本步驟: 
        一、起始作三次或七次長呼吸，隨著入息、默想『佛』，隨著出息、默想『陀』。保持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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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的音節與呼吸等長。 
        二、對每一次出入息有清晰的覺知。 
        三、隨著出息、入息，觀察它舒適與否、是窄是寬、是順暢還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長是
短、是暖是涼。呼吸若不舒順，便作調節、直至舒順爲止。例如，長入息、長出息自感不適，則
嘗試短入息、短出息。  
        一旦呼吸有舒順之感，則要讓這股舒順的呼吸感傳到身體的不同部位。起始，從後腦根部
[ base of the skull] 吸入氣感，讓它沿脊柱一直流傳下去。接下來，你若是男性，則讓它沿右腿下
傳至足底，至趾尖而外出。再一次，從後腦根部吸入氣感，讓它沿脊柱下傳，沿左腿下傳，至趾
尖而外出( 女性則從左側開始，因男女經絡有別) 。 
        接下來，讓來自後腦根部的呼吸[氣] 沿雙肩下傳，經雙肘、雙腕，至指尖而外出。 讓氣息自
喉根進入，沿著位於前身的中央經絡下傳，穿過肺部、肝部，一路下傳至膀胱與直腸。 從前胸正
中央吸氣，讓它一路下行至腸道。 讓所有這些氣感傳播開來，使之融會貫通、一齊流動，你的安
甯感將大有增進。 
        四、學會四種調息法: 
        (1) 長入息、長出息， 
        (2) 長入息、短出息， 
        (3) 短入息、長出息， 
        (4) 短入息、短出息。選擇最舒適的方式呼吸。學會以四種方式舒適地呼吸更佳，因爲你的
身體狀態與你的呼吸[氣]一直在變。 
        五、對心的本位[bases]或者說聚焦點——即呼吸[氣]的停靠點[resting spots]——熟悉起來，其
中哪個本位感覺最舒適，就把你的覺知定駐在那裏。這些本位當中有以下幾個:  
        (1) 鼻端; 
        (2) 頭部中央; 
        (3) 上颚; 
        (4) 喉根; 
        (5) 胸骨下端; 
        (6) 臍部( 或略上於臍部之處) 。  
        六、擴展你的覺知——即你的覺受意識，使之遍及全身。  
        七、使全身各處的氣感融會貫通，讓它們一齊舒暢流動，同時使覺知保持儘可能寬廣。你對
身體的某些呼吸層次已有所了解，一旦對它們有了全面的覺知，你也會了解其它的諸種層次。呼
吸[氣] 在本質上有多種層面: 有經絡內部流動的氣感，有圍繞經絡流動的氣感，也有從經絡向每
個毛孔傳行的氣感。有益與有害的氣感依其本性相互混雜。  
        總結起來: (1) 爲了改善身體各處現存的能量，助你克服疾病與苦痛; (2) 爲了澄清內心已有的
知見，使它成爲培育趨向解脫與心清淨之技能的基礎——你應當把這七個步驟常記在心，因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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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呼吸禪定的每一個層次都是絕對基本的。把握了這七個步驟時，你便已開闢了一條主道。至
於那些旁路小徑——即呼吸禪定的附産物——它們爲數不少，但實際上並不重要。堅守這七個步
驟，勤於修習，則可以確保安全。  
        一旦學會把呼吸調禦有序，就好比你把每個家庭成員調禦有序。呼吸禪定的附産物好比外
人: 換言之是訪客。一旦自家人舉止得當，來客也不得不遵守規矩。 
        此處的『客』，是指禪相[nimiātta]以及有可能穿入所觀呼吸之範疇內的異常之氣: 種種來自
呼吸的禪相，可能爲視像—— 比如光亮、人獸、你自己等等;也可能爲聲音——比如人聲，有的
你識得、有的不識。某些情形下禪相可能爲氣息——芬芳之香或腐屍之臭。有時，入息可能令你
有全身飽足之感，以至於不知饑渴。有時呼吸[氣]可能向全身傳送暖、熱、冷、麻等覺受;有時能
使過去從未遭遇的事物，突然出現在心裏。  
        所有這些都歸爲來客。接待來客之前，必須把你的呼吸[氣]與你的心調理得有序、安穩。接
待這些來客時，首先必須把它們置於你的掌控之下。你若掌控不了，便不要與它們打交道。它們
有可能引你走上歧路。不過，你若駕馭得當，它們以後可以爲你所用。  
        駕馭之意是，藉著意念的力量[paṭibhāga nimitta，似相] 隨心所欲作變化——把它們縮小、放
大，送到遠處、帶到近處，令它們出現、消失，把它們送出去、領進來。只有那時，你才能利用
它們來訓練心。  
        你一旦掌握了這些禪相，它們將會提升感知功能: 閉眼而視的能力; 聽遠處之聲、嗅遠處之香
的能力; 品嘗空中存在的諸種元素，藉以克服體內饑餓與欲望感的能力; 隨意升起某些覺受的能力
——想涼即涼、想熱即熱、想暖即暖、想有力即有力——因爲世間可爲你身體所用的種種元素會
來到、出現於你的體內。  
        心也將得到提升，有力量開發智眼[ñāṇa-cakkhu]: 宿世智、生死智、漏儘智。你若是機智靈
活，就可以接待這些來客，安排它們在你家裏做工。  
        以上爲呼吸禪定附産物當中的幾種。你在修習時如果遇上，要作詳儘觀察。不要因其顯現而
生喜。也不要因之生嗔或故意視而不見。使心保持平和、中立、慎密。無論出現什麽，要仔細考
察，看它是否可信。否則它可能把你引向錯誤的假設。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是高是低: 一切取
決於你的心是機敏還是遲鈍、你有多少才能。你若不開竅，哪怕尊貴之事也會變得低俗，善事轉
成惡事。  
        一旦了解了呼吸諸層次及其附産物，即可望證得四聖谛之智。此外你還可以消解體內升起的
疼痛。在這副藥裏，念住是活性成分，呼吸[氣]是溶劑。念住可以洗滌、淨化呼吸。純淨的呼吸
可以洗滌全身的血液，血液清潔之後則可以消解身體的許多疾病與苦痛。譬如你有神經官能症，
它會消解。此外，體格會強健起來，令你的健康與安甯感大有增進。  
        身體感受良好時，心得以安定歇息。心在歇息後，你就獲得力量: 坐禪時消解一切痛感，讓
你久坐。身離痛時，心離五蓋[nīvaraṇā] 。身心兩者有力量。此謂定力[samādhi-balaṃ] 。  
        當你的定力強到這一步時，可以從中升起明辨: 即對苦、苦因、苦的消解、苦的消解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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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見能力，此四谛儘見於呼吸之中。我們可作如下解說:: 
        出入息爲苦[11]: 入息爲苦之生，出息爲苦之滅。對出入息無覺知，不解呼吸之本質，是爲苦
因。入息時有覺知、出息時有覺知、明察呼吸之本質——如實知見呼吸真相——即爲八聖道道支
[要素] 之一的正見。  
        了解哪些呼吸方式不舒適、了解如何改變呼吸、了解『那種呼吸不舒順;我需要這樣呼吸才有
自在感』: 此爲正志。  
        尋想與正確評估呼吸諸層次: 這些心理素質爲正言。  
        了解如何利用呼吸淨化血液、如何讓這股純淨的血液滋養心肌、如何調息令身心輕安、如何
調息令身與心有滿足與清新之感:此爲正命。 
        了解如何利用呼吸淨化血液、如何让这股纯淨的血液滋养心肌、如何调息令身心轻安、如何
调息令身与心有满足与清新之感:此为正命。  
        調整呼吸，直至令身心安適，未儘自在，則繼續努力:爲正精進。  
        隨時對出入息保持念住與警覺，了解呼吸諸層次——上行、下行的呼吸; 胃部、腸部的呼吸;
沿肌肉流動並從各毛孔流出的呼吸[12]——隨著每次出入息，把握這些覺受:此爲正念。   
        心只专意与呼吸相关的事件，不把其它事扯进来干扰，直至呼吸趋向精细，入安止定，从中
升起解脱洞见:此即正定。  
        心繫呼吸，是爲尋想[vitakka ，尋] 。調整呼吸，讓它傳播開來，是爲評估[vicāra，伺] 。呼
吸諸層次在全身自由流動時，身與心有滿足清新之感: 是爲喜[pīti] 。身心俱得休憩時，即有甯靜
自在之感: 是爲樂[sukha] 。一旦有樂，心必然舒適地專意於單一對象，不追逐雜念: 是爲一所緣
性[ekaggatārammaṇa] 。此五要素構成了正定初階[即初禪] 。  
        當聖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在內心相互彙合、圓滿成熟時，你對呼吸諸層次將
升起明覺，了解『這樣呼吸，引生善巧心態。那樣呼吸，引生不善巧心態。』你不牽扯在造作身
的諸因——即呼吸一切層次——之中;不牽扯在造作語的諸因之中;不牽扯在造作心的諸因之中，
無論是好是壞。你讓它們依自性運作: 是爲苦的消解。  
        四聖谛另一更簡要的表達方式如下: 出入息爲苦谛。不了解出息，不了解入息: 是爲苦因——
即暗昧、癡迷的覺知。明察呼吸諸層次，達到不再執取、將其放開的地步，是爲苦的消解。對呼
吸諸層次連續保持念住與警覺，是爲苦的消解之道。 你能夠做到這一步時，便可以說自己在正確
修習呼吸禪定。你有了辨識力，得以明見四谛。你能夠證得解脫。解脫之心，既不執取低層次的
因果，即苦與苦因，也不執取高層次的因果，即苦的消解與消解之道。這樣的心，不執取引生知
見的因、不執取知見、也不執取覺知。當你能把這三者區別開來，換言之，當你了解何者構成起
始、何者構成終結、何者居中，依經偈所言: sabbe dhammā anatta——『諸法非我』——任其自
運時，你便掌握了解脫的技能。  
        執取我們賴以獲得知見的因，即元素、蘊、處[13]，即爲欲取[kamūpādāna]。執取知見，爲見
取[diṭṭhūpādāna]。不了解清淨的覺知本身，爲戒禁取[sīlabbatūpādāna]。如此執取之下，我們必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2.htm (17 of 58) [12/31/2010 10:38:02 PM]



念住呼吸-阿姜李

然爲造作身、語、意的因所迷惑，這些因皆來自暗昧的覺知[無明]。  
        佛陀是圓滿把握因果的大師，既不執取低層次因果、也不執取高層次因果。他超越了因、也
超越了果。苦與樂，他運用自如，但不執取兩者。善與惡，他理解透徹;我與非我，他兩者兼俱，
但不執取任一。他對可作爲苦因的諸所緣運用自如，但不執取。作爲聖道的明辨智，他也運用自
如: 他懂得內隱與外顯知見，以益傳法。苦的消解，他也運用自如，但不執取、不黏著: 因此我們
能夠真正地說，他的成就圓滿無缺。  
        佛陀如此放開諸法之前，先致力於使它們充分展現。只有那時，他才能夠把它們放置一邊。
他是在充裕中放開，不同於凡人出於匮乏而『扔下』。即使把諸法放開了，它們依舊爲他所用。
他善修戒德、定力、明辨直至於證悟那一日成就圓滿，此後他從未將其摒棄，而是繼續利用戒
德、定力、明辨的諸層次，直至般涅槃[parinibbāna] 那一日。即便在般涅槃的時刻，他也完全把
握著禪定——換言之，他的徹底解脫發生在色界禪那與無色界禪那之間[14]。  
        因此我們不應排斥戒德、定力、明辨。有些人不願守戒，怕受約束。有些人不願修定，怕變
癡變狂。事實真相是，我們平常早已既癡又狂，修定才是止息癡狂之道。正確地自我訓練之後，
純淨的明辨才會升起，如寶石須經切磨方顯其閃光本性。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明辨智。它因人而
生，所謂各自證知[paccattaṃ]: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夠升起它、領悟它。  
        不過我們多數人，傾向於誤解明辨的本質。我們拿著摻雜著種種概念的仿冒明辨，壓制真明
辨，好比有人在玻璃上鍍水銀後，看見了自己與他人的映影，便以爲找到了觀察真相的妙方。實
際上，他不過如猴子觀鏡: 變一爲二，繼續玩賞鏡像，等到水銀褪去時，它不懂得鏡像的究竟來
源，只得垂頭喪氣。當我們只憑著概念、先見，作想象、臆測，得到仿冒明辨時，也是如此: 等
到面對死亡時，只得走向悲苦。 
        自然明辨的關鍵，惟在於修心，使它如鑽石般自放光明，明處暗處，熠熠生輝。鏡子只能在
明處用，拿到暗處，根本照不見。而一塊自然發光的精雕寶石，則隨處明亮。佛陀教導說，世上
無明辨穿透不了的封閉或秘密之處，便是此意。正是這塊明辨的寶石，助我們摧毀渴愛、執取、
無明，成就至高的殊勝: 涅槃——遠離苦痛、死亡、湮滅、消亡——得不死之法[amata-
dhamma] 。  
        一般來說，我們傾向於只關心明辨、解脫。乍一開始，就想學苦、無常、非我的教導——這
種情形下，永遠不會成就。佛陀在教導諸行[造作] 無常之前，已經下功夫了解諸行，令它們顯現
其恒常。在教導諸行皆苦之前，他已經把該苦轉成安樂。在教導諸法非我之前，他已經把非我轉
成了我，因此才能夠看見隱藏於無常、苦、非我之中的恒常與真相。他接著把這所有的素質彙集
爲一種。他把一切無常、苦、非我的事物，彙集爲同一類: 即世間角度的造作[saṅkhārā] ——世上
到處等同的單一類別。至於常、樂、我，則屬於另一類: 法的角度的造作。接下來他把兩類都放
開，不拘繫於『常』與『無常』、『樂』與『苦』、『我』與『非我』。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可以
說，他已證得解脫、清淨、涅槃，因爲他無需以任何方式執取任何造作，無論世間造作、法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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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修行的特點即是如此。不過我們自己修行時，多數人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未曾開始，
卻好像事畢功成。換言之，我們只想放開，證得甯靜與解脫。然而根基若不全面，我們的放開必
然有缺隙: 我們的甯靜必然是片面的，我們的解脫必然是錯誤的。我們當中那些有誠意、一心想
證最高果位者應當自問: 是否已打下良好的基礎? 不具備解脫與放開的良好基礎，又如何獲得自
由? 
        佛陀教導說，戒德可以克服普通雜染，即我們言行中的粗糙錯失; 定力可以克服中等雜染，
如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疑; 明辨可以克服精細的雜染，如渴求、執取、無明。然而有
些人雖然辨識敏銳，能夠闡明教義的細微之處，卻似乎無法擺脫憑著戒德即能夠克服的普通雜
染。這說明他們的戒德、定力、明辨必有缺失。他們的戒德也許徒有其表，他們的定力也許存汙
納染，他們的明辨也許像鍍水銀的玻璃，只是表面光亮: 這就是他們不能證果的緣故。他們的行
爲正好比古諺: 刀不入鞘——高談闊論，心不能入定;巢外下蛋——只求外在善德，卻不修心入
定; 沙上築基——於無實質的事物中尋求安穩。這一切做法注定招致失望。這樣的人還不曾找到
有價值的依止。  
        因此，我們應當善築根基，有序安排修行因緣，因爲我們期望的一切成就果報，皆來自這些
因緣。 

attanā codayattānaṃ 
paṭimaṇse tamattan  

自我警策。  
自我调御[15]。 

開始自觀出入息。 

[10]『呆滯或催眠的狀態』[trance]: 據英譯者，這是指一類深度入定、但覺知範圍極其狹小的呆滯境界，
其中有些可說是催眠態。此非正定。 
[11]『苦』: 巴利文名詞及形容詞 dukkha 。英文多譯作suffering[痛苦]或unsatisfactoriness[不滿]; 坦尼沙羅
尊者則譯作stress 或stress and pain[緊張; 緊張與痛苦; 苦迫] 。尊者在對中譯者解釋時引用了另一位林居禪
修導師之言: dukkha 指一切對心之擠迫。據相應部56.11 《轉法輪經》: 『此爲苦聖谛: 生苦、老苦、死
苦，憂、哀、痛、悲、慘苦，與不愛者共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 簡言之，五取蘊苦。』相應
部22.86 《阿努樓陀經》中佛言: 『無論過去現在，我講的只是， 苦與苦的止息。』故dukkha 之洞見位於
整個佛教修持的核心。對五蘊的執取[即造苦之動作] 終由禪觀中得見。筆者認爲數種英譯法中stress直指
禪觀之道，就中譯而言，『苦』或『苦迫』的內涵之寬泛使之爲合適的譯法。 
        尊者對把 dukkha 英譯爲stress的另一解釋是,它把你從suffering的敘事感中分離出來。 
[12] 此處對諸種呼吸之描述亦可見中部28 《象迹喻大經》: 『何爲內風元素？凡內在的、各自的、是風
的、有風性的、被( 執取) 維持的: 上行風、下行風、腹住風、腸住風、貫穿身體之風、入息、出息、或其
它凡內在的、各自的、是風的、有風性的、被( 執取) 維持的。此謂內風元素。』呼吸禪定中的『呼吸』
一詞，因以觀出入息爲起點，故譯爲呼吸; 隨著禪定的深入，所觀的全身呼吸感更宜表述爲氣感、風感、
能量。參見英譯者前言。某種層次上或與之類似的體驗是中華氣功之『氣』。佛教的觀息意在使之寂
止，從此出發升起解脫知見。中部118《出入息念經》言: 『隨入息…出息修辨知[pajānāti] 全身…修平息
身造作[身行] …修辨知心…修平息心造作[心行] …令心滿足…令心平定…令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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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元素』[dhātu]: 又譯『界』或『屬性』: 指地、水、風、火、空間、意識。『蘊』[khandha]: 指色、
受、想、行、識之五蘊。『处』[āyatana]: 官感及其對象, 即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
味、觸、法。見詞彙表各巴利名詞之注解。 
[14] 見長部16《大般涅槃經》: 『於是薄伽梵即入初禪。自初禪出而入第二禪。自第二禪出而入第三禪…
第四禪…空無邊緯度…識無邊緯度…無所有緯度…非想非非想緯度。他出該定境而入無想受緯度。…於
是薄伽梵出無想受緯度而入非想非非想緯度。出非想非非想緯度而入無所有緯度…識無邊緯度…空無邊
緯度…第四禪…第三禪…第二禪…初禪。出初禪而入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出第四禪後，他即刻徹
底解脫。』 
[15] 見《法句經》379: 『自我警策。自我調禦。自守、具念的比丘，將常住於樂。』 

禪那 

        禪那[jhāna] 意謂全神貫注、聚焦於單一對象或所緣，譬如觀呼吸。 
        一. 初禪有五要素[五禪支][16]。  
        (1) 尋想[vitakka,尋]: 默想呼吸，直到能夠使心連續想著呼吸，不受幹擾。  
        (2) 一所緣性[ekaggatārammaṇa,一境性]: 心繫呼吸。不讓它偏離，去追逐其它概念或所緣。監
督你的思維，使之專意調息，直至氣息舒順。( 心合一、隨氣安憩。) 
        (3) 評估[vicāra,伺]: 對如何讓這股舒順的呼吸感[氣感] 傳播開來，與體內其它的氣感相連，有
所領會。讓這些氣感傳播開來，直到它們在全身相互貫通。一旦身體得到呼吸[氣] 的安撫，痛感
將平息下來。身體將充滿良好的氣能。(心只關注與呼吸相關的事件。) 
        爲了升起初禅，必須把上述三要素彙合起來、作用於同一道呼吸流。這道呼吸流接著能把你
一路帶到第四禅。 
        尋想、一所緣性、評估，此三者爲因。因緣俱熟之時，顯現以下果報——  
        (4) 喜[pīti ]: 爲身與心一種強烈的滿足與清新之感，直趨內心，超乎一切。  
        (5) 樂[sukha]: 指由寂止、無擾而升起的身的安適感[kāya-passaddhi,身轻安];由自在、不亂、無
擾、甯靜、提升而升起的心的滿足感[citta-passaddhi,心輕安] 。  
        喜、樂爲果。初禅的五禅支照此僅分兩類: 因與果。 
        隨著喜與樂的增強，呼吸愈加精細。入定持續的時間越長，果報越有力。你得以放下尋想與
評估( 前期的開路因素)——完全只依賴單一禅支即一所緣性——進入第二禅那( 道心，果心)  。 
        二、第二禅那有三要素: 喜、樂、一所緣性(道心) 。這是指已嘗得初禅果報之心態。既入二
禅，喜、樂愈強，這是由於兩者只依賴單一的因，即一所緣性，從此由它照料以下工作: 專注呼
吸令它越來越精細，保持平穩寂止，身心兩者隨之都有清新自在之感。心較先前更加穩定、專
注。隨著繼續專注，喜與樂越來越強，並開始擴張、收縮。繼續專注呼吸，把心移向更深，到達
一個更精細的層次，藉此避離喜與樂的動態，於是入第三禅那。 
        三、第三禅那有兩要素: 樂與一所緣性。身安靜、不動、獨立。無痛感升起幹擾它。心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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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寂止。呼吸[氣] 精細、暢流、寬廣。有一團光亮，白如棉絨，彌漫全身，止息身心的一切不
適感。繼續只管專意照料這團寬廣、精細的呼吸[氣] 。心有自由: 無過去、未來的雜念幹擾它。
心獨自凸顯而立。四屬性——地水火風——在全身相互和諧。幾乎可以說，它們在全身各處是純
淨的，因爲呼吸[氣] 有力量掌控與照料其它屬性，維持其協調合作。一所緣性爲因，念住與之結
合。呼吸[氣] 遍滿全身。念遍滿全身。 
        繼續朝內專注: 心明亮有力，身體輕。諸樂受靜止。身感穩定、均衡，覺知中無空檔遺缺
[17]，令你得以放開樂感。樂之諸相趨向靜止，緣自於四元素的平衡、不動。一所緣性作爲因，
有力量更深沈地朝下專注，把你帶入第四禅那。 
        四、第四禅那有兩要素: 舍[upekkha] ; 一所緣性或念住。第四禅那的舍與一所緣性，高度專
注有力: 堅實、穩固、確定。氣元素絕對寂止，無波動、逆流或間隙。心處於中性、寂止，無一
切過去將來之想。構成當下的呼吸[氣] 處於靜止態，如風平浪靜之海天。你能夠遙知遠處的景觀
與聲響，因爲呼吸[氣]平坦無波，其作用如電影屏幕，凡所投射，儘得清晰回映。知見在心中升
起: 你覺知，但維持中性、寂止。心中性、寂止; 氣中性、寂止; 過去、現在、將來全部中性、寂
止。這是定住於無擾、寂止之氣的真正的一所緣性。身內的各處之氣相互貫通，你得以透過每個
毛孔呼吸。你不必經由鼻孔呼吸，因爲出入息與身內其它的氣層次形成了統一的整體。氣能的一
切層次均衡、遍滿。四元素都有同樣的特性。心完全寂止。 

定力強大,光熠煜, 
此爲了知大念處。 

心放光華,  
如日之光。 
雲霧不蔽,  
光照大地。 

        心朝四面八方放射光明。由於念的貫注，氣明亮，心全然明亮。定力強大，光熠煜……指心
有力量、有主權。四念處全部彙聚爲一處，不存在『那是身、那是受、那是心、那是法[心理素
質] 』的分別感。無其爲四者之感。故稱大念處: 四者無分別。  

心有定力之故, 
专注、集中、真實。 

        念住與警覺彙集爲一: 一乘道[ekāyana-magga] 之意即在於此——四元素之間、四念處之間相
互協調，四合爲一，引生高度的能量與警醒，它們就是驅儘一切迷蒙黑暗的內在淨化之火
[tapas] 。  
        隨著你進一步高度專注心的光明，功能將因放開一切攀緣而升起。心獨立，如登達頂峰者，
有資格環顧四方。心的居住處——也就是支撐著心的凸顯與自由的氣——處於提升狀態，使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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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見一切法的造作——即元素、蘊、處—— 的位置。正如帶著照相機上飛機的人，可以俯拍下
方幾乎一切事物，同樣地，一位達到此階段即世間解境界者，可以如實地知見世界、知見法。 
        再者，屬於心的領域的另一類覺知，即所謂毗婆奢那智或解脫之技能者，也將顯現。身的元
素或者說屬性將成就功能[kāya-siddhi，身成就; 身悉地]; 心將成就韌力。需要世間或法的知識時，
你便把心深沈有力地定聚於氣。隨著心的定力觸擊此純淨元素，直覺知見即在該元素中湧上來，
如唱針觸擊唱片而發聲一般。一旦你的念注聚焦於一個純淨的對象，接下來你想見形則形現，欲
聞聲則聲起，無論是遠是近、涉及世間或涉及法、關己關他、過去現在將來——無論你欲知何
事。隨著你深沈入定，想著你欲知之事，它將會顯現。這便是智[ñāṇa] —— 一種能夠知解過去、
現在、將來的直覺敏感性——一個惟有憑你自悟的重要的覺知層次。諸元素如穿行於空中的無線
電波。如果你的心力與念力強大，你的技能高度發達，便可利用那些元素，使自己與整個世界相
接觸，使知見得以在內心升起。 
        當你掌握了第四禅後，以之爲基礎，可發展八種技能[八明]:  
        一、毗婆奢那智[vipassanā–ñāṇa]: 對身心現象之生、住、滅的明晰的直覺洞見。這是一類特
殊的洞見，它完全來修心。它有兩類形式:(1) 未假思索便知某事。(2) 對某事略想即明，不像一般
知識的獲得需作大量的思索。片刻考慮頓時明了，如飽浸汽油的棉絨，火柴一點，頓時升起火
焰。此處的直覺與洞見，迅捷如此，大有別於尋常明辨。 
        二、意力[manomayiddhi,心力]: 以意念影響事件的能力。 
        三、神变[iddhividhī]: 示現超自然功能的能力，比如在某些情形之下造出形像，某些群體的人
士將能夠看見。 
        四、天耳[dibbasota]: 遙聽遠聲的能力。 
        五、他心智[cetopariya-ñāṇa]: 了解他人內心層次——善惡、尊卑——的能力。 
        六、宿命智[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 回憶宿世的能力。(你若修得此技，便無須臆測死後是
斷滅還是重生了。) 
        七、天眼[dibbacakkhu]: 看見遠處近處粗糙、細微形像的能力。 
        八、漏儘智[āsavakkhaya-ñāṇa]: 减少与灭儘内心杂染之漏的能力。 
        上述八明的成就，惟有來自修定，我寫下這份以念住呼吸[18]爲根本法門的修定入禅的扼要
指南，意在於此。你如有志成就此中之善德，當把注意力轉向修練你自己的心與意。 

[16] 本書對各禪支的譯法選擇依英文版直譯。vitakka : directed thought; 尋想，專向思慮，心指向或朝向所
緣或對象、目標、業處。vicāra: evaluation; 評估，亦包含分辨、調整的成分: 例如調整出入息，使之舒
適、易於心的停住。這都是禅定時心的動作[actions of the mind] ，即阿姜李所說的因。ekaggat-
ārammaṇa: singleness of preoccupation; 一所緣性，心專注單一所緣。一所緣性的品質隨著禅定的深入而提
高或者說成熟: 初禪時心仍然在一邊看著所緣，自第二禪起，心進入所緣，此後與所緣愈趨合一[心物合
一] 。另一類似的詞爲cetaso ekodibhāva: 覺知的合一[unification of awareness] ; 覺知成爲一元、合一狀態。
該素質從第二禪起存在，至無色界的識無邊處爲頂點。以上爲筆者向英譯者請教時的討論概要。cetaso 
ekodibhāva 見第二禪公式[增支部5.28等]: 『隨著尋想與評估[尋與伺] 的寂止，他入第二禅而住: 由定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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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與樂，非尋想非評估的覺知合一[cetaso ekodibhāvaṃ]。』 
[17]『空檔遺缺』據英譯者既指時間也指空間。 
[18]『念』或『念住』: 巴利文 sati; 英文mindfulness。『念處』: 巴利文satipaṭṭhāna ; 英文多譯作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坦尼沙羅尊者則譯作 frame of reference: 『參照框架』，即以特定框架鎖定目標
連續觀察的意思。據尊者對中譯者的解說，sati 是指一種心理素質或能力; satipaṭṭhāna 是指確立念住的修
練，共有四種。尊者在一篇開示中提到，佛陀把 sati 定義爲記憶的能力，以四念處闡明該功能在禪修中
的作用[相應部48.10 《根分別經》]: 『何爲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具念、高度精細，即便長久之前
所作、長久之前所言亦能記憶、回憶。[以下爲四念處公式:] 他連續在身內專注身—— 精勤、警覺、念住
—— 平息對世界的貪與憂。他連續在受內專注受…專注心…專注心理素質[法]—— 精勤、警覺、念住
—— 平息對世界的貪與憂。』念住呼吸意指把呼吸牢記在心。每一次入息、每一次出息，不忘觀息…現
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專注[[attention] 以間斷性的片刻形式存在。你對某件事物的專注只能持續極其短暫的
片刻，若想連續保持專注，你必須一刻接著一刻地提醒自己，回返其上。換句話說，連續的專注—— 能
夠觀察事物隨時間變化的那種—— 必須把爲時短暫的專注連綴起來。這就是念住的目的( 見《定義念
住》) 。筆者認爲另一位林居導師阿姜索的解說亦具高度實用性：『想著一個目標，把它與心連接起來，
這本身就是確立念住[satipaṭṭhāna] 的動作[the act] 。』類似地，阿姜李在《四念處》中說：『念，是把心
與它的目標連接起來的那條軸帶。』  

禪定開示[19] 

呼吸禪定入門
1957年9月27日

        禪修包括三個重要的部分: 尋想、覺知、呼吸。這三個部分，都必須隨時緊密結合。不要讓
任何一個脫離其余。『尋想』的意思是，隨著呼吸，默想『佛陀』。『覺知』的意思是，對出息
入息有覺知。只有當尋想與覺知時時刻刻與呼吸牢繫在一起時，你才能說，自己是在禪修。  
        出入息是身體最重要的部分。換句話說，(1) 它好比大地，支撐世上的一切。(2) 它好比梁
桁，使樓層牢固不散。(3) 它好比木板、紙張: 我們入息時默想『佛』，就好比用手在木板上擦一
遍; 出息時默想『陀』，好比再擦一遍。每擦一遍，必然有塵粒沾在手上，因此，如果我們來來
回回不停地擦，那塊板就會變得光亮起來。等到它光滑明亮時，我們會在上面看見自己的映像。
這正是我們尋想的果報。不過，我們若是擦起來漫不經心，不要說木板，連鏡子這樣擦也看不
清。  
        換個說法，呼吸又好比一張紙。我們入息時默想『佛』，就好比拿起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一個
字。連續寫下去，以後就可以讀一讀寫成的字句。可是如果我們的心，不能夠一直跟著呼吸，那
就好比一時寫對、一時寫錯，雜亂無章。那張紙不管有多大，整張紙還是一片雜亂。寫了些什
麽，說的是什麽，我們不可能讀懂。  
        不過，如果我們用心，把呼吸[氣]當成一張紙，就可以在上面書寫凡是自己想寫的訊息，同
時也知道自己寫了些什麽。比方說，尋想『佛』[的動作] ，就像是把一支筆拿到紙上。它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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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帶來知識。即便停止書寫後，我們仍然得益。不過，要是寫字時不真正用心，就會字不像字。
如果我們這樣畫人，也不像個人;畫動物，也不像動物。 

* * * 

        開始學寫字時，我們得用粉筆，因爲粉筆粗大，易寫易擦。這就好比尋想『佛陀』。一旦學
習有了進步，我們就可以用鉛筆了，因爲鉛筆的筆迹清晰持久。比方說，『父親在哪裏?』是一
句知識。如果我們只能讀出個別字，好比『父』或者『哪』，就不能真正算是知識。因此我們把
粉筆扔開，換句話說，不必重複『佛陀』了。我們隨著呼吸，用自己評估[vicāra] 的力量去看: 入
息是否良好?出息是否良好? 什麽樣的呼吸比較舒適? 什麽樣的呼吸不舒適? 
        接下來我們對呼吸[氣] 作糾正、調整。選擇看上去良好的呼吸方式，接下來觀察它是否給身
體帶來安適感。如果是，要使那股安適感保持穩定，對它加以利用。當它真正良好時，利益將會
升起，完善我們的知見。一旦獲得了知見，就可以擦去筆記本上的鉛筆印了，因爲我們已經看見
了自己的業報。回家時，可以把我們的知見帶回去，作爲家庭功課。在家裏時，可以自己修，在
寺院時，可以連續修。  
        因此，呼吸[氣]好比一張紙，心好比一個人，知識好比一紙筆記: 哪怕就這麽多，也可以作爲
標准了。如果我們只用心於這三件事——尋想、覺知、呼吸——我們就會在內心升起知見，這種
知見無邊無界，是無可言傳的。 

[19] 本書到此爲止的前半部分爲阿姜李的文稿。據坦尼沙羅長老，後半部分是阿姜李對正在坐禪的修行
者的開示記錄，有時尊者是針對其中的個別人反複比喻輔導，有時又轉換開示對象。讀者應了解，這部
分內容有其專指聽衆。 

基本功
1956年7月30日 

        如果你坐禪時還觀不到呼吸，那麽告訴自己: 『現在，我要吸氣。現在，我要呼氣。』換句
話說，這個階段，你是那個在作呼吸的人。你決意不讓呼吸自然地進出。如果你在每一次呼吸時
記得這樣想，不久就能夠抓住呼吸。 

* * * 

        把覺知保持在你的體內時，不要試圖禁锢它。換句話說，不要迫使心進入凝滯或催眠的狀
態，不要強力呼吸，也不要屏息憋氣以至於侷促不適。你必須讓心有它的自由。只需不斷地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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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確保它遠離雜念。你要是試圖力迫呼吸、壓制心，身會有局限感，禪修不會自在。你會開始
這裏疼、那裏痛、腿發麻。因此，就讓心順其自然，連續看守它，不讓它溜出去追逐外在雜念。  
        當我們不讓心溜出去追逐它的那些概念，也不讓概念溜進內心時，就好比我們把門窗關起，
不讓貓狗、小偷溜進屋來。這個意思是，我們關閉感官門戶，不理會由眼入內之色、由耳入內之
聲、由鼻入內之香、由舌入內之味、由身入內之觸、由心入內之雜念。我們必須切斷從這些門戶
進來的一切辨識與概念，無論它們是新是舊、是好是壞。  
        像這樣斷離概念，並不意味著我們停止思維。只意味著我們把思考帶到內心，對它善加利
用，也就是觀察與評估我們的禪定業處[主題] 。如果我們這樣讓心做工，就不會對自己、對心造
成傷害。實際上，我們的心傾向於不停地做工，不過它參與的事件大多無聊、雜亂、麻煩，沒有
什麽實質。因此我們得給它找一件真正有價值——無害、值得——的工作。這就是爲什麽我們修
呼吸禪定，觀息觀心的緣故。把其它一切事放在一邊，專心致志只做這一件。這是你禪定時應有
的態度。  
        五蓋來自對過去、未來的概念，它們好比我們田裏的雜草，既偷走地裏的所有養分，使莊稼
缺肥，又使田地雜亂不堪。除了水牛等牲口路過時吃幾口，別無它用。要是讓自己的田裏雜草叢
生，你的莊稼就長不成了。同樣地，如果不清除對概念的攀附，是不可能淨化你的心的。只有無
明的人才把概念當成美食，聖者們根本不吃。  
        五蓋——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疑——好比不同種類的雜草。掉舉也許是其中最有
毒的，因爲它使我們的散亂、不定、焦躁，一齊發作。這種草有刺、葉緣鋒利，撞上了渾身起疹
發痛。因此你遇見時得把它摧毀。絕不讓它在你的田裏生長。  
呼吸禪定——持續穩定地念住呼吸——是佛陀傳授的祛除五蓋的良方。我們藉著尋想專注呼吸，
藉著評估調節呼吸。尋想好比是犁，評估好比是耙。如果我們在自家的田裏不停地犁耕耙梳，雜
草無緣長起，莊稼必然成長茁壯、豐收結果。  
        這裏的田地，是指我們的身。如果我們對呼吸多下功夫作尋想與評估，身體的四元素將會平
衡、安靜。身將會健康強壯，心將會輕松開放、遠離五蓋。  
        當你這樣清理、平整田地之後，心的莊稼——也就是佛、法、僧的品質——必然會蓬勃生
長。一把心帶到呼吸上，立刻有喜樂清新之感。四種成就的基礎[iddhipāda][20] ——修持的欲
求、精進、用心、慎觀——將會逐步增長。這四種素養好比四條桌腿，使桌子穩定、直立。它們
是給我們支持的力量、助我們進步到更高層次的一種功能形式。 
        再作個比方，這四種素養好比一帖補湯的成分，喝了它可以長壽。你想死就不必喝，想『不
死』就得多喝。喝得越多，心病消得越快;換句話說，你的雜染會死去。因此， 你要是知道自己
心病不少，那麽這就是你需要的補湯。 

20『四種成就的基礎』: 即四神足或四如意足。指欲神足、勤神足、心神足、觀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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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照料與滋養 
1959年5月7日

        呼吸是心的一面鏡子。鏡子不正常，鏡像便不正常。比方說，看一面凸鏡，你的鏡像會高過
你。看一面凹鏡，你的鏡像又矮得出奇。但是看一面光滑的平鏡，它將會照出你的真實面貌。你
若把鏡子擦得清潔明亮——換句話說，你用『評估』調整、擴展呼吸，使它舒順——你的鏡像看
上去就會輪廓分明。 

* * * 

        懂得如何把呼吸調理得井井有條，就等於把心也調理得井井有條，這樣做可以帶來多種善益
——譬如一個好廚工，懂得燒菜時調出花樣，有時換菜色、有時換口味、有時換外觀，使雇主對
她的廚藝久不生厭。她要是整年一成不變: 今天煮粥、明天煮粥、後天還是粥，雇主必然得換廚
工。不過，她要是懂得調換菜色，讓雇主一直滿意，定能加薪，或者得點花紅。  
        觀呼吸也一樣。如果你懂得調整、變化呼吸——如果你連續地尋想、評估呼吸——那麽你對
與呼吸及身體其它元素有關的一切，將會培養起全副的念住與專精。你將隨時敏知身體的狀態。
喜、樂、一所緣性，自然會來。身清新，心滿足。身與心都將安息。四元素都將安息: 無躁動、
紛擾。   
        這就好比會看孩子。孩子哭鬧時，你知道什麽時候該給他喂奶、吃糖，什麽時候洗澡，什麽
時候帶他出門透氣，什麽時候放進遊戲園裏，給個玩偶讓他玩。用不了多久，孩子就會停止哭
鬧，讓你有空完成自己必須做的工作。心就好比一個天真的幼兒，照看有方時，它會聽話、喜
樂、滿足， 一天天長大。 

* * * 

        身與心充實、滿足時，不會有饑餓感。它們不會到竈台前揭鍋開罐，也不會東遊四逛、以便
朝門窗外張望。它們可以安眠無擾。妖魔鬼怪——也就是五蘊之苦——不來附身。這樣我們才有
自在，因爲我們坐著，與人同坐; 臥著，與人同臥;吃飯，與人同吃。人與人同住時，相安無事; 
與鬼怪同住，必然爭鬧不休。如果不會評估、調整呼吸，我們的禪修不可能有結果。哪怕坐到
死，也不會有什麽知見與證悟。  
        有位老比丘，七十歲了，出家三十年，聽人稱讚我的禪定教法，就來跟我學。他的頭一句問
話是: 『你教什麽法門? 』 
我告訴他: 『呼吸禪定，就是——「佛陀、佛陀」。』  
        他一聽就說: 『早在阿姜曼時代我就在修那個法門了—— 年輕時就在念「佛陀、佛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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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到什麽好結果。就只有「佛陀、佛陀」，什麽進步也沒有。你還要教我再念佛陀。有什麽
用? 你要我一直「佛陀」到死嗎? 』 
        這就是當人們不懂得調整、評估呼吸時發生的情形: 他們永遠找不到想要的。這就是爲什麽
調整與傳播呼吸[氣] ，是做呼吸禪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 

* * * 

        要對你自己——你的身、心、諸元素( 地、水、火、風、空間、意識) ——熟悉起來，了解它
們來自什麽、怎樣生滅，怎樣是無常、苦、非我: 這一切你必須親自探索才能夠了解。假如你的
知見只來自書本、人言，那還是來自標籖與概念的知見，不是你自己的明辨。它並不真正是知
見。你要是只知道別人告訴你什麽就跟著走，有什麽好處?他們可能把你領上歧路。如果是條土
路，他們也許會濺起些泥塵蒙蔽你的耳目。因此探索真相時不要只信人言。不要相信標籖。要修
定，直到你親自證得知見。只有那時它才是洞見。只有那時它才可靠。 

一步一步培育心力
1956年7月26日

        你在觀出入息時，要試著保持念住。不要讓自己忘記、走神。試著放開一切過去、未來的概
念。在心裏默念『佛陀』: 隨著每一次入息、默念『佛』，隨著每一次出息、默念『陀』，直到
心靜止下來。接著你可以停止默念，開始觀察出入息，看它是快是慢、是長是短、是重是輕、是
寬是窄、是粗是細。哪種呼吸方式舒適，就繼續。哪種方式不舒適、不自在，要作調整，以你自
己的辨別力爲判斷標准——這就是擇法[dhammavicaya-sambojjhaṅga] ——直到它恰好合適。( 你
以這種方式作調整時，就不需要繼續默念『佛陀』，可以把它放開了。) 
        你必須照看心，確保它不逰走、不動搖、不飛出去追逐任何外在的概念。使心保持寂止、冷
靜、淡然，就好像只有你一人獨坐世上。讓呼吸[氣]傳遍全身各處，從頭部傳到手指腳趾頂端、
前胸後背、腹部中央，一直穿過腸道、沿著血管、從每個毛孔傳出體外。作深長呼吸，直到身體
有充沛感。身體將感覺輕質、開放、寬敞，好比吸滿水的海綿: 擠壓時水一湧而出，毫無滯塞。  
        到這一步時，身將有輕安感。心將有清涼感: 好比水透過泥土，滲入樹根，持續給樹補充新
鮮滋養。心將被矯直、置正，不朝前後左右偏倚。換句話說，它根本不伸向任何概念或外緣。  
        概念是心造作的精髓所在。心思考過去未來之事，接著開始對它們加以發揮，附以善惡、喜
厭。我們如果當它是好事，於是高興起來，信以爲真: 這是『癡』。如果當它是壞事，便郁然不
樂，這就蒙蔽、汙染了心，使它生氣、焦躁、惱火: 這是『惡意』。在內心引生躁動不安的東
西，都屬於蓋障[nīvaraṇā] ————破壞我們修定的善德的心造作。因此我們必須把它們全部祛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2.htm (27 of 58) [12/31/2010 10:38:02 PM]



念住呼吸-阿姜李

除。  
        心造作[心行]，如果從世間角度想，是世間造作;從法的角度想，是法造作。兩者都來自無明
[avijjā][21] 。這無明消解時，覺知將代之升起。因此我們必須練習增強定力，達到造作消解的地
步——那時候，無明也將消解，只剩下覺知。  
        這個覺知就等同明辨，不過它是從內在升起的明辨。它不來自老師教給的任何知識，而來自
專注當下事件的寂止之心。這個覺知極其深邃，但仍然是世俗明辨，不是出世明辨，因爲它來自
標籖與概念，仍受『有』與『生』[[22]的 綁束。  
        我們也許開始了解過去的事，知見自己經曆過的有生狀態: 這叫做宿命智。我們也許開始了
解未來，知曉他人的事，了解他們如何死亡與重生: 這叫做生死智。這兩種智仍然滲有執取，導
致心隨其好惡而搖擺。我們的洞見正因此被敗壞。   
        有些人，當他們得知自己前世在善界的有生時，對見到的種種事物沈迷、愉悅、興奮。看見
自己的前世不佳，便氣惱、不樂。這根本是因爲心還執取它的有生狀態。喜愛我們感到良好滿意
之事，這是耽樂。厭惡我們感到不良不足之事，這是自虐。這兩種態度都屬於偏離了正道、正見
的錯誤之道。  
        過去、未來之事，即使關涉法，仍然是造作，因此遠遠偏離了目標。因此下一步是，利用我
們的定功使心力更強，達到它能夠熄滅這些世俗明辨形式的地步。接下來心就會進展到出世明辨
——這是一類更高等的明辨，一種能使心解脫執取的覺知——正念、正道。即便我們得知自己與
他人的好事壞事，也不會生喜生嗔。我們對衆生在世間的生死輪迴只有厭離、無欲、惋惜。我們
覺得它毫無意義、毫無實質。我們已不再有好惡感。我們已耗盡對『自我』及其它一切的執取。
心有節制;中性;平衡。這就稱爲六支舍[chalang-upekkha, 見詞彙表] 。我們放開發生的事，放開我
們所知所見的事，讓它們沿著自身的軌迹運作，不把情緒牽扯進去。心就會提升到解脫洞見的層
次。 這時候，要使你的心力更強，達到連證悟所得也不執取的地步。知僅是知，見僅是見。使心
保持獨立。不要讓心流出去追逐它的知。我們知了，到此爲止。見了，到此爲止。我們不攀附那
些事物，居爲己有。那時候，心將獲得全力，自然地趨向寂止——毫不介入、依賴任何事物。  
        造作徹底消失，只剩下法的清淨態: 空性。這就是非造作之法。解脫。心脫離世間——獨住
法流，不上不下、不前不後、不進不退。心好比定樁。正如把一株樹與定樁以繩相連: 樹被砍倒
時，繩繃斷，定樁原地不動，同樣地，心原地不動，不受任何客體或所緣的左右。這就是滅儘雜
染之漏的聖者之心。 
        凡是按照這裏提到的方式修心的人，將會證得安穩、自足、甯靜，遠離一切困擾苦迫。我們
在這裏簡要談論的內容，足可以作爲指南，助我們爲此生從苦迫中解脫而修練心。重視這些事，
日後對我們有益。 

[21]『無明』[avijjā ]: 無覺知。有多層次，此處消解的無明非特指五上分結之根本無明。下文宿世智等直
覺智亦稱『明』[vijjā] 。  
[22]『有』[being; bhava ]: 存在。『生』[birth; jāti ]: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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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你的鼻端 
1957年8月26日 

        坐禪時出現疼痛或不適感，要加以審視，看它們從哪裏來。不要讓自己因此痛苦、煩惱。假
若身體某些部位不能夠服從你的願望，不要爲之焦躁。隨它們去——因爲你的身體，如同世上的
每一具人畜之身: 都是無常、苦、不可強迫的。因此，哪個身體部位服從你的願望，你就呆在那
裏，使那裏保持舒適。這叫做擇法[dhamma-vicaya]: 擇其善者。 

* * * 

        身體好比樹: 沒有哪一株完美無缺。隨時都有新葉舊葉、綠葉黃葉、鮮葉枯葉。先是枯葉脫
落，鮮葉會慢慢地枯乾，遲些落去。枝幹有的修長、有的濃密、有的疏短。果子的分佈也不均
勻。人身實際上也差不多。樂與痛，分佈並不均勻。痛的部位與舒適的部位隨機混雜，你不能確
定它一直會那樣。因此，儘量讓舒適的部位保持舒適。不能保持舒適的部位，你不要煩惱。  
        這就好比走進一所房子，裏面的地板已經開始朽爛: 如果你想坐下，不要選朽木，要選一處
地板依舊結實的地方。換句話說，心不需要去管那些控制不了的事。  
        或者，可以把身體比作一枚芒果: 有腐爛、蟲蛀的地方，就拿刀把它切掉，只吃剩下的好的
那部分。你要是太笨，去吃長蟲的地方，就麻煩了。身體也一樣，不僅是身——心也一樣，不總
是如你所願。心情有時好、有時壞。你的『尋想』與『評估』應當儘量用在這裏。  
        『尋想』與『評估』好比做工。這裏的工作，是指入定: 讓心在寂止中凝聚起來。使心專注
單一對象，然後用你的念注與警覺對它作審查與觀想。你用少許的尋想與評估，你的定將給出少
許的果報。做工粗糙，有粗糙的果報。做工精致，有精致的果報。粗糙的果報不值多少。精致的
産品質地好，用處多——就像原子輻射，程度之精細甚至可以穿透大山。粗糙的東西質量低，不
好用。有時你把它們放在水裏泡一整天，還是軟化不了。但是精細的東西，只要有一點潮氣，就
化開了。  
        定的品質，也一樣。你的『尋想』與『評估』做得細致、徹底、慎密，你的『入定工作』就
會使心越來越寂止。你的『尋想』與『評估』做得馬馬虎虎，就不會得到多少寂止。身體會發
痛，你會感覺煩躁易怒。不過，一旦心能夠達到相當的寂止，身就會有舒適自在。你的心會有開
放清明之感。痛將會消失。身體各元素會感覺『正常』: 暖性恰到好處，既不太熱又不太冷。你
的工作一旦完成，得到的果報將是至高的喜悅自在——涅槃。不過，只要工作還沒有完成，你的
心不會有徹底甯靜。不管去哪裏，總有什麽在心背後嘀咕。不過，工作一旦完成了，去哪裏都可
以無憂無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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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工作還沒有完成，這是因爲(1) 你還沒有下決心; (2) 你還沒有切實去做。你回避職
責、偷懶逃學。不過，你要是真正用心去做，毫無疑問定能完成。  
        你一旦意識到身的無常、苦、不可強迫，就應當使心對它保持平和的態度。『無常』的意思
是它在變化。『苦』不完全是指疼與痛，也指樂: 因爲樂也同樣無常、不可靠。一點小樂可以轉
成大樂，也可以轉成痛。痛也可以回轉爲樂，等等。(如果除了痛之外沒有其它覺受，我們會死
去。) 因此，我們不應當太關注苦與樂。把身體設想成兩部分，好比那枚芒果。把注意力聚焦在
舒適的部位，你的心可以得到甯靜。把痛感留在另一個部位。一旦你有了一個禪定對象，就有了
一處讓心安住的舒適所在。你不需要住於痛受。有一棟舒適的房子可住，爲什麽去睡在泥地裏? 
        我們大家一心只要善德，然而如果你不能夠區分善德與雜染，儘可以坐禪到死，也永遠找不
著涅槃。不過，你要是有悟性，用心於你正在做的事，它就不那麽難了。涅槃實際上是件簡單的
事，因爲它一直就在那裏。它從來不變。世上的事才難，因爲它們一直變化不定。今天這樣、明
天那樣。你一旦做了什麽事，就得一直照看它。但是你根本不需要照看涅槃。一旦證得，就可以
把它放開。繼續證，繼續放開——好比某人吃飯，把飯放進嘴裏嚼過後，不停地吐出，不讓它變
成腸中糞物。  
        這個意思是，你繼續做善事，但不把它歸於你自己。做善事，接著吐出去。這就是離欲法
[virāga-dhamma] 。世上多數人，一旦做了什麽事，就攀附上去，把它當成自己的——於是得不
停地照看它。若不小心，不是被偷，就是損耗。他們是自找失望。好比吞下米飯的人: 吃了就得
排泄。排泄後又會肚饑，因此他得再吃再排，永無厭足之日。不過，證得涅槃，就不需要吞咽
了。你可以吃米飯，接著把它吐出。你可以做善事，接著把它放開。這就好比耕地: 泥土自然地
從犁頭落下。你不需要把它掘起來，放進綁在牛腿上的口袋裏。誰要是笨到把犁開的土掘起來裝
袋，他再也走不遠。不是牛給累垮，就是自己給絆得趴倒在地。那塊地永遠犁不完，稻種永遠撒
不上，莊稼永遠收不成。他就得挨餓。  
        我們的禪定用詞『佛陀』，是世尊覺醒後的名號，意思是一位成就者、一位覺醒者、一個豁
然明白過來的人。世尊覺悟前，四處行腳長達六年，拜諸師求索真理，都不成功。他因此自己出
走，在五月的滿月夜裏，獨坐菩提樹下，發下誓願: 不證得真谛決不起身。終於在黎明將近時
分，他隨著呼吸禪定，證得覺醒。他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就在鼻端。  
        涅槃並不遙遠。它就在我們的唇邊，就在我們的鼻端。我們卻到處摸索，總也找不著。你要
是真正誠心想找到清淨，就要下決心禪修，不求其它。不管來什麽，你可以說: 『不要，謝
了。』樂? 『不要，謝了。』痛? 『不要，謝了。』善? 『不要，謝了。』惡? 『不要，謝了。』
道果? 『不要，謝了。』涅槃? 『不要，謝了。』如果對一切都說『不要，謝了，』還剩什麽? 你
什麽也不需要剩下。那就是涅槃。好比一個人沒錢，強盜怎麽搶? 你要是有錢，又緊抓著不放，
難免有殺身之禍。這個你想拿著，那個你想拿著，到處背著『你的東西』，直到給壓垮。你永遠
不能脫離。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必須與善惡共存。修成離欲法的人，既自身儘善，又洞悉邪惡，然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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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都不抓緊，哪個也不據爲己有。他們把兩者置於一邊、放開，因此行路時輕松自在。涅槃不
是一件那麽難的事。在佛陀時代，有人在托缽的路上，有人在排尿時、有人在看農夫耕地時，成
就了阿羅漢。上善至德，難在起始、難在築基——也就是連續保持念住、警覺，連續審視、評估
你的呼吸。不過，只要你堅持下去，最終一定成功。 

观察与評估
1956年7月24日

        把注意力定在呼吸上時，重要的是，運用我們的觀察力與評估力，學會變化、調節呼吸，使
我們能保持呼吸恰到好處地進行。只有那時候，才會得到有益於身心的果報。觀察呼吸[氣]如何
行走全程，從鼻端起往下，穿過喉結、氣管、心肺，下行到胃腸。觀察它從頭部起下行，穿過雙
肩、肋骨、脊柱、尾椎。觀察呼吸[氣] 從你的手指、腳趾頂端外出，透過每一個毛孔從全身外
出。把你的身體想象成一根蠟燭或者一盞汽化燈。呼吸[氣]是燈頭，念住是放光的燃油。你的身
體，從骨胳到皮膚，好比是圍繞燭芯的蠟。我們想得善果，必須修到使心明亮、放光，像蠟燭一
樣。 

* * * 

        世上一切事都有其配對: 有暗就有明。有日就有月。有顯就有滅。有因就有果。因此，與呼
吸打交道時，心爲因，念住爲果。換句話說，心是行動者，念是覺知者，因此念住是心的果報。
至於身元素——地、水、火、風——呼吸[氣] 是因。當心把這個因造得好時，身的果報是，各元
素明亮起來。身體舒適。強健。離病。經由身心升起的果報，以調息這個動作爲因。果報是，我
們能認知、覺察。  
        我們坐下來禪定時，必須隨著出息、入息觀察它，看它進來時有什麽覺受、它如何移動、或
者如何對身體的不同部位施加壓力、它以何種方式升起舒適感。是長入息長出息自在舒適、還是
短入息長出息自在舒適? 是快入息快出息舒適、還是慢入息慢出息舒適? 是重呼吸舒適、還是輕
呼吸舒適? 我們必須運用自己的觀察力與評估力，學會糾正、調整、安撫呼吸，使它穩定、平
衡、恰到好處。比方說，慢呼吸不舒適，就調快一點。長呼吸不舒適，就改成短呼吸。呼吸太柔
弱，令你昏沈或者散亂，就加重、加強呼吸。  
        這就好比對一盞汽化燈調節汽壓。一旦空氣與煤油以適當的比例混合燃燒，那盞燈就會大放
光明——白色、耀眼、遠照。同樣地，只要念與呼吸[氣]緊密結合，同時我們懂得照料呼吸，使
它在身體各部位恰到好處，那麽心就會穩定、合一，不會飛出去追逐什麽想法、概念。它會發展
出一種功力、一團稱爲明辨的光亮——或者以果報來稱呼，就是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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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知見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覺知，它不來自老師所教、他人所講，而是被佛陀贊爲正見的一
類特別的領悟力。這種領悟力與念住和警覺密切結合。它也可以算作正念、正定。當正定之心越
來越有力時，其果報可以引生直覺洞見、直證、清淨知見，最終趨向解脫， 不再有疑。  
        心將會獨立、靜止、輕安——包容自身，像是玻璃燈罩內的火焰。哪怕有成群的飛蟲圍繞著
燈，也不能把火撲滅;同時，火也不能閃出來灼傷掌燈人的手。有念住在連續監督著的心，根本不
可能伸展出去接取任何念頭了。它不會往前閃出、朝後晃出。外緣也闖不進內心。我們的眼——
明辨之眼——將會明亮、遠矚，正好比坐在網絡的格點上，無論朝哪個方向看，一清二楚。 

* * * 

        明辨從哪裏來? 我們不妨拿陶工、裁縫、編工的學藝過程作個比較。一開始，師傅告訴你怎
樣制陶、縫褲、編籃。不過你做的産品是否勻稱美觀，有賴於你自己的觀察力。假定你編了一個
籃子，接下來要仔細看它的比例，是太矮還是太高。太矮，就再編個高一點的，接著仔細看還有
哪裏需要改進，是太瘦還是太肥。接著再編一個，比先前那個更美觀。這樣繼續編下去，直到你
編出一個儘可能美觀勻稱、左右挑不出毛病的産品。最後這個籃子就可以作爲標准，你現在可以
自己開業了。  
        你所做的，是從自己的行動[業] 當中學習。過去的努力，不需要再理會了，把它們扔出去。
這是一種自發升起的明辨、一種創新性、一種判斷力，它們不來自老師所教的任何東西，而來自
獨立地觀察與評估你自己做成的産品。  
        禪修也一樣。爲了升起明辨，你在觀呼吸時必須仔細觀察，必須學會如何調整、改進，才能
使它在全身比例適當——達到流暢無阻的地步，使你以慢入慢出、快入快出、長、短、輕、重等
方式呼吸時，都感到舒適自在。要達到無論以何種方式呼吸，出息入息都感覺舒適的地步——以
至於任何時候你一專注呼吸，立即有自在感。你能夠做到這一步時，身的果報就會顯現出來: 有
一種開放寬廣的輕安感。身體將會強健，呼吸[氣]與血液流暢無阻，不會形成讓疾病侵入的開
口。身體將會健康、清醒。  
        至於心，當念住與警覺爲因時，寂止之心爲果。疏忽爲因時，散亂、躁動之心爲果。因此，
爲了得到上述的善果，我們必須努力造起善因。如果我們運用自己的觀察力與評估力照料呼吸，
不斷地糾正、改善呼吸，我們自己將會發展起覺知，那就是一步步提高定力所得的善果。 

* * * 

        當心帶著全副的慎密專注時，它可以放開過去的概念。它看清了舊時諸所緣的真相，那裏沒
有什麽持久、確定的實質。至於前方的未來，它又好比駕小船穿越大海，必然是危機四伏。於
是，心放開未來的概念，來到當下，知見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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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堅定不移， 
無明消退。 

        知見升起片刻、隨後消失，令你領悟到，當下存在一種空。 

空性。 

        你不抓緊關涉過去的世間造作、關涉未來的世間造作，也不抓緊關涉當下的法造作。諸造作
消失了。無明——也就是虛假不真的覺知——消失了。『真』也消失了。剩下的惟有覺知: 『覺
知……覺知……』。 。  
        造作身的因，即呼吸; 造作語的因，即構成詞句的尋想; 造作心的因，即思維: 全部消失。然
而覺知不消失。當造作身的因在動時，你知道。造作語的因在動時，你知道。造作心的因[23]在
動時，你知道，但覺知不黏著於它所知的任何事。換句話說，造作不能夠影響它。只有單純的覺
知。一念之間，心顯現了，造作顯現了。你想用，它們就在那裏。不想用，它們依其本性，自行
消失。覺知超越一切。這就是解脫。 
        禪修者欲得善果，必須達到這類的覺知。心的修練，要求的就是這麽多。把事情複雜化，會
造成衆多紛擾，難以達到真正的目標。 

[23] 造作身的因: 指呼吸[氣]。據中部44 《問答小經》[[Cūǃavedalla Sutta ] 『出入息屬於身，縛於身，故
稱出入息爲身造作[身行] 。尋想與評估[尋與伺] 之後口發言語，故稱尋想與評估爲語造作[語行] 。辨識與
感受[想與受] 屬於心，縛於心，故稱辨識與感受爲心造作[心行] 。』出入息爲身造作的主動因素。此處
指覺知已直觀洞見造作之因與果。以上爲英譯者對筆者解說的概要。 

放開的藝術
1956年8月17日

        你坐禪時，即使沒有得到任何的直覺領悟，起碼要了解這麽多: 入息時，你知道。出息時，
你知道。氣息長時，你知道。氣息短時，你知道。舒適不舒適，你知道。如果能知道這麽多，你
做的很好了。至於那些進入內心的種種想法與概念[saññā] ，無論是好是壞、過去將來，把它們
輕輕掃到一邊。不要讓它們擾亂你正在做的事——也不要去追逐、釐清它們。當這樣的一個念頭
穿過時，就讓它過去。保持你的覺知不受擾動，安住當下。  
        我們說心去這裏那裏時，實際上不是心去。只有概念去。概念好比是心的影子。身靜止時，
它的影子怎麽會動? 身在動，是影在動的因，影子動起來時，你怎麽抓得住它? 影子是抓不住、
抖脫不了、固定不得的。構成當下的覺知: 那才是真正的心。去追逐概念的那個覺知，只是個影
子。真正的覺知，也就是知性，就在原地，它不站立、行走、來去。至於心——那個不以任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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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進退的方式行動的覺知——它是安靜、不受擾動的。當心處於這個正常、平衡、不散亂的原
本狀態下，也就是當它沒有任何影子時，我們就可以甯靜地休息。不過，如果心不穩定、不確
定、動搖不穩，概念升起來一閃而出——我們便去追逐它們，想把它們拉回來。追逐觀念，正是
我們出錯的地方，是我們必須糾正的地方。告訴你自己: 問題不在你的心，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影
子。  
        影子是不可能改善的。譬如你的影子是黑的，你用肥皂洗到死，它還是黑的，因爲那裏沒有
什麽實質。你的那些概念也一樣。你不可能把它們釐清，因爲那只是些欺騙你的影像。  
        因此佛陀教導說，凡是不了解自我、身、心與心的諸樣影子者，必然受無明——即暗昧癡迷
的知見——之苦。凡是以爲心是我、我是心、心是它的種種概念者——凡是像這樣把事情全都混
淆起來的人，既癡迷又失措，好比林中的迷路者。走失在叢林裏，困難重重。既要提防野獸、又
有吃住問題。四下裏看過去，見不到出路。不過我們迷失在世上，比起迷失在叢林裏還要糟上多
少倍，因爲我們日夜不分。我們沒有機會找到一點光明，這都是因爲心受無明的蒙蔽。  
        修練心，令它寂止，目的是爲了使事情簡單化。事情單純起來時，心就能夠安止歇息。歇息
後，心自然會逐漸地明亮起來，升起知見。不過，我們如果讓事情複雜化——也就是說，讓心混
迹於色、聲、香、味、觸、想法之間——那就是黑暗。知見是不會有機會升起的。  
        當直覺智升起時，如果你懂得利用，它可以引向解脫的洞見[毗婆奢那] 。不過，如果讓自己
對過去未來的知見興奮起來，你不會超過世俗層次。換句話說，如果你過於涉獵色界知見，而不
去求證心運作的智慧，它會使你在靈性上滯於不成熟的狀態。  
        比方說，禪相升起，你被吸引住了: 你知見了自己的前世，於是興奮不已。過去從未了解的
事，現在可以知道了。過去從未見過的事，現在看見了。它們可能使你高興過頭，或者煩惱過
頭。爲什麽?因爲你對它們太認真了。也許你看見某個境界裏，自己繁榮發達，是個有財有勢的
帝王顯貴。如果你讓自己高興起來，那是耽於自樂，你已經偏離了中道。或者，也許你看見自己
是個不屑做的角色: 豬狗鳥鼠、跛足畸形。如果你讓自己煩惱起來，那是耽於自虐，你又偏離了
中道。有些人真會那樣忘乎所以: 一見到什麽，就自命不凡起來，以爲比別人高明。他們讓自己
驕傲自滿起來——正道不見了，自己毫無覺知。如果不小心，這就是世俗知見把你引向的去處。  
        不过，如果你心里坚守这样一个原则，就能夠继续走在正道上: 無論出現什麽，是好是壞、
是真是假，不要讓自己高興，不要讓自己煩惱。维持心的平衡、中性，明辨会升起来。你会看
见，禪相体现着苦谛: 它升起(生) 、褪化(老) 、消失(死)。 
        執取你的直覺，那是自找麻煩。所證爲僞的知見可以傷害你。所證爲真的知見可以重重地傷
害你。如果你的知見爲真，去轉告他人，你是在吹噓。如果後來發現是錯的，它會反過來傷害
你。這就是爲什麽有真知見的人們說，知見是苦的精髓: 它會傷害你。知見屬於『見瀑流』[24]的
一部分，我們必須跨越它。如果對知見緊抓不放，你已經出錯了。知便知，就此放開。不需要激
動、欣喜。不需要去轉告他人。  
        在國外留學過的人士，當他們回到家鄉的稻田時，不會對鄉裏人講述學得的知識。他們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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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話，講平常的事。他們之所以不談論自己的所學，是因爲(1)沒有人聽得懂; (2)講那些沒什麽
意義。即使面對能聽懂的人，他們也不顯示自己的學問。你修禪定就該這樣。無論知道多少，要
做得好像一無所知，因爲這是有修爲者的行事方式。如果你對其他人吹噓，已經夠糟了。他們要
是不相信你，那更糟。 
        因此，無論你知道什麽，只知而已，接著把它放開。不要設定『我知』。做到這一步時，你
的心就能夠證得出世，遠離執取。 

* * * 

        世上萬事，都有其真相。即使不真的事，也有真相——真相在於它們是假的。這就是爲什
麽，我們必須把真的假的全部放開。一旦能做到了解真相後把它放開，我們就會有自在。我們不
會貧匮，因爲真相，也就是法，仍然與我們在一起。我們不會一無所有。好比錢多時，與其拖著
走，我們把它存在家裏。雖然囊中空空，我們卻不窮。 
        真正有知見的人也一樣。即使他們放開了知見，它還在那裏。這就是爲什麽聖者之心不會漂
泊不定的緣故。他們是放開，卻不是不加利用地亂扔。他們像富人一樣放開: 即使放開了，仍然
富足。  
        至於那些像貧者一樣放開的人，他們不了解什麽值得做、什麽不值得做。當他們把值得做的
事扔棄時，只會走向災難。比方說，他們也許認爲，萬事無真實性: 五蘊不真，身體不真，苦集
滅道四谛不真、解脫不真。他們根本不作思考，懶到什麽也不修，就放開一切，扔棄一切。這叫
做像貧者一樣放開。就像不少摩登哲人: 他們死後再回來時，就得從頭開始過窮日子。  
        對佛陀來說，他放開的只是身心中顯現的真假之事，但他卻沒有仍棄身與心，因此才得到富
有的果報，把大量的財富傳給後世。故此他的弟子永無匮乏之憂。  
        因此，我們應當以佛陀爲楷模。假如我們以爲五蘊毫無價值，因爲它們是無常、苦、非我，
等等，於是漠視它們，這樣的放開，果報必然是貧匮。好比愚人厭惡自己身上的膿瘡，不願碰
觸，於是放開不管: 那個傷口是不可能愈合的。明智的人懂得清洗傷口、上藥包紮，日後必能康
複。  
        同樣，當人們只看五蘊的缺點、不看有益的一面，不善巧利用它們作有價值的工作時，這樣
的放開，是不會得善果報的。不過，如果我們聰明，同時看見五蘊有害的一面和有益的一面，接
著在禪修中善用它們，觀名色成就明辨智，我們將會富有起來。一旦擁有了真理——即法——的
財富，我們有錢不苦，沒有錢也不苦，因爲我們的心將會出世。過去一直蒙蔽著感知的種種鏽迹
——貪、嗔、癡——如今將會褪儘。我們的眼、耳、鼻、舌、身，將會徹底清潔、清晰、明亮，
因爲正如佛陀所說，法——明辨——如一盞燈。我們的心，遠離一切困苦，將住於趨向解脫的法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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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見瀑流』[diṭṭhi-ogha]: 直譯爲見解與觀念的洪水。 

使呼吸更精细

1956年8月3日

        我們坐禪時，重要的是仔細觀察呼吸[氣] 的層次。體內的呼吸[氣]有三個層次: 普通、精細、
深度。  
        一、普通呼吸[氣]是我們吸入體內的呼吸。它有兩類: (1) 一類混合著不純或者說被汙染了的
空氣: 它在進入肺部後並不完全排出。雜質積澱在體內。當這些雜質與心髒裏的血液混合時，導
致該血液有害身體、引起病症。不過這些病症不需要藥物治療。我們如果以呼吸[氣] 治療，它們
會消失。(2) 另一類普通呼吸[氣]是有益的——它混合著純淨的空氣。當它在心髒裏與血液混合
時，對身體有益。  
        二、精细呼吸[氣]溫和、柔軟。它是由出入息派生而來、滲透於血液與經絡之間的那股細微
的呼吸感[氣感]。正是這種呼吸賦予我們遍佈全身的覺受。  
        三、深度呼吸[氣]比精细呼吸層次更深。它清涼、寬廣、空性、色白。  
        傳佈著滋養身體的那種精細呼吸[[氣]， 是一個重要的呼吸層次，可以利用它作爲我們觀察呼
吸所有三層次的基點。當這團精細的氣傳遍身體的每個部位時，身將會有輕質、空性、安靜之感
——不過我們仍保持念住與警覺。心穩定，身感也穩定。這種情形下，我們就會有連續的念住與
警覺。這時將會有一團明亮的光，出現在氣感之中。我們雖然閉著眼，卻好似睜著。我們會感到
體內的氣有一團白光，好似一盞汽化燈的燈頭，浸沐在光亮之中。這就是深度呼吸。心安詳、寂
止; 身安詳、寂止。  
        這時候的心，可說是在正定之中，從那裏可以引生解脫洞見。解脫洞見能斬斷一切關涉過去
未來的概念。換句話說，心滿足於守著這團寬曠空性的深度呼吸[氣]。只要心還沒有穿透到這個
呼吸層次，那麽它還沒有擺脫五蓋。它不升起明辨; 它沒有真正的覺知。不過，當來自寂止的覺
知獲得功能時，就升起力量與光明。心與氣俱都明亮。當呼吸[氣]各層次同等強大時，深度呼吸
[氣]就會明顯起來: 安靜、平滑; 無波;不動、性韌。這時候的氣不受出入息的影響。身安靜、無痛
受。它輕質、飽和、充沛，就像汽化燈裏的燈頭: 無須充氣、無聲無息，裏面的空氣仿佛靜止
了，然而燈光耀眼。只要有[汽化] 煤油，燈就會大放光明。  
        身安靜，沒有上下高低之感。當氣如此平滑、平穩時，它使身有輕質、空性、安靜感。這叫
做身輕安[kāya-passaddhi] 。與這安靜之身在一起的心，叫做心輕安[citta- passaddhi]。心與這個寂
止在一處時，就明亮起來。這個光明來自心的牢固入定。心牢固入定時，引生洞見。 
        見升起時，我們能夠覺知由出入息引生的名色[25]層次。 
        們覺知普通呼吸、精細呼吸、深度呼吸。這三個呼吸層次我們都能夠保持密切的注意。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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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這個程度時，才可以說我們已知解呼吸，或者說已知解『色』[體感] 。接下來，我們觀察這
些事件如何影響心，這叫做知解『名』[心理動作] 。 們一旦知解名色，就會懂得: 『這是真覺
知。這是真覺知的知解之道。』只要我們還不能使心這樣做，我們不可能知解。不能知解，就是
avijjā: 無明。 
        无無明等於暗昧。普通呼吸暗昧，精細呼吸暗昧，深度呼吸暗昧。這種暗昧怎樣傷害身心，
我們不知道: 於是更暗昧。無明。無明好比用焦油點汽燈，無明有焦油的一切缺點。給他人只帶
來麻煩，也就是暗昧，同時又敗壞我們自己的心意。好比焦油點火，只會冒黑煙。越燒煙越黑
——我們還以爲自家黑煙有什麽特別的優點，實際上它就是無明，這是對無明的無明。因此無明
越來越深重，直到我們身上蓋著厚厚的黑灰。  
        這種黑灰正是有害的汙染。火冒黑煙時，光不良、火不良、煙不良。不良黑煙正是無明的特
性，既然不良，升起的知見不良，果報也不良。這些都是造苦的事物。這就是無明之害。  
        無明導致的傷害，好比薪火，不但催汗，而且那個火像烈日一樣又紅又猛。朝哪裏聚焦，那
裏就著火。燒久了，地上蓋滿了黑灰，生火的人也全身髒汙。臉黑手黑衣黑，不過他以爲這層黑
屬於自己，因此也不嫌。好比自己身上的膿瘡，再髒再臭，自己摸著不嫌。可要是看見同樣的膿
瘡長在別人身上，他會厭惡得不願看，甚至都不願走近跟前。  
        心受無明蒙蔽的人，正好比那個滿身爛瘡、卻不知難堪自厭的人。又好比我們看見自家竈牆
上的黑灰: 看著毫不覺得醜陋、厭惡、難堪。但要是在別家廚房裏看見它，我們就想跑。  
        無明殺死人。無明是陷阱。不過普通陷阱只抓些笨獸，聰明的一般不會給抓著。如果我們愚
蠢，無明會把我們抓去吃了。在無明的掌控下生活，也就是說，不熟悉體內這三種呼吸層次，我
們必然得傷害果。不過，了解呼吸，就等於有正念。我們將會懂得自己行爲[業] 的因與果。了解
這一點，就等於保持念住與警覺。我們的身與業，會對我們明白地顯示出來，好比一盞自明燈。
它的明亮從哪裏來? 來自煤油的能量。深度呼吸也一樣，它在體內靜靜的，像一盞大放光明的汽
化燈: 靜得好像內部沒有泵入空氣。 
        這就是身輕安。至於心，它好比水晶，四面透明;又好比燈光，利益衆生。這就是所謂的 
pabhassaram idaṃ cittaṃ: 『此心明淨』[26]。 当我们能夠如此保持心的纯淨时，它就会获得进一
步观察更深层次的功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觉知。我们必须使心力比这更强: 
那就是毗婆奢那，明察的洞见。  
        毗婆奢那升起時，就好比把煤油直接澆到汽燈的燈頭上: 火焰頃刻燃升;光明一閃而起。標記
體感[色] 的概念將會消失; 標記心理活動[名]的 概念也會消失。對事物的一切標記與命名的動作將
在刹那間消失。色照樣還在，名照樣還在，但抓住它們的標記已被切斷，好比電報線路已被切
斷: 發報機在、接受機在、電線也在，卻不通了——因爲電流不再流動。想發電報的人儘管去
試，但一切靜悄悄的。心也一樣: 當我們切斷標記與概念時，無論任何人對我們講什麽，心靜悄
悄的。  
        這就是毗婆奢那: 一種超越無明的影響、遠離執取黏著的覺知。心上升到出世，從這個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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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它住在一個高於普通世界的『世界』，高於人界、天界、梵天界。這就是爲什麽佛陀證得
無上正自覺醒之智時，有一股震動穿越全宇宙，從最低等的地獄，經過人界，上達梵天諸界。爲
什麽? 因爲他的心力已經圓滿成就，得以一路直上，超越了梵天界。  
        因此，我們應當觀察自己現在正在作的普通呼吸，它升起的利與害兩相參雜。精細的呼吸
[氣]滋養著血管與經絡。深度呼吸調節著全身氣感，使得氣自養自足。地元素、火元素、水元
素，各各趨向自養自足。等到四元素全部自養自足時，它們就會趨向平等協調，於是體內不再有
動蕩。心自養自足，身自養自足，我們可以不必操心了，好比我們把孩子養大了。身與心成熟獨
立，各行其事。 
        這就叫做『各自證知』 [paccattaṃ]: 我們親自看見，自己負責。『此時即現』[sandiṭṭhiko]: 我
们自己所見明晰。『無時相』[akāliko]: 任何時候一觀想呼吸[氣]的三個層次，我們立即獲得舒適
與自在。用法律術語來講，是已經成年。我們不再是未成年者，現在可以依法全權接管父母家業
了。用戒律術語來講，是不需要跟著戒師了，因爲我們已經完全能夠照顧自己。用佛法術語來
講，我們不再必須依賴導師或文本了。  
        我方才一直在這裏講的目的，是讓大家了解，怎樣用我們的觀察力去熟悉呼吸[氣]的三個層
次。我們應當照料呼吸，直到獲得領悟。如果我們隨時對這三類呼吸保持觀察力，就會得到果報
——也就是身與心的自在——好比廠主一直管著員工，下屬不會有機會推卸責任，該做什麽就得
認真去做。果報是，我們的工作必然能夠或者快速完成、或者持續進步。 

[25] 此處『色』[ rūpa] 依英文直譯爲體感[physical sensations];『名』[ nāma] 直譯爲心理動作[mental 
acts] 。『色』指身體對內在覺知的直接呈現形式，其不可再分者爲四元素。觀色，即是對四元素的分辨
覺知。『名』指心理或精神活動，爲五蘊之後四蘊的統稱。由出入息升起之色，指由呼吸[氣] 造作的體
感。由出入息升起之名，指不同形式的呼吸所促生的善巧或不善巧心態。覺知出入息升起之名，指懂得
以氣息影響心，藉調息把心引入善巧心態。以上爲英譯者對筆者解說的概要。此處的體感[sensations] 殊
異於五蘊之受蘊[feelings] ，後者指身與心的痛、樂、不痛不樂之受。  
[26] 见增支部1.51- 52 《明净經》[ Pabhassara Sutta]: 『比丘們，此心明淨，爲客塵染。未受教的凡夫，
未如實明辨，故此—— 我告訴你們，未受教的凡夫—— 無修其心。』『比丘們，此心明淨，離客塵染。
聖者的受教弟子，如實明辨，故此—— 我告訴你們，聖者的受教弟子—— 有修其心。』  

直路
1956年9月14日

        你在觀呼吸時，必須試著切斷一切外緣。否則，讓自己散亂走神，是不可能覺察呼吸與心的
精細層次的。  
        體內的呼吸能量[氣能]可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位於心肺、一部分位於腸胃、第三部分位於全身
的血管。這三部分都是連續動態的呼吸;不過還有一種呼吸——一種明亮、空性的靜態的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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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心肺與腸胃之間的橫隔膜部位。不同於心肺中蒸發的呼吸，這類呼吸是靜態的。它不對身體
的任何部位施加壓力。  
        至於動態的呼吸，當它碰撞血管時，會有暖感或者熱感，有時導致鼻水的分泌。如果呼吸
[風] 制壓了火元素，就會使血液清涼。如果火元素制壓了呼吸[風] 元素，就會使血液發熱。如果
這些元素以恰當的比例組合，就升起一股舒適自在之感——放松、寬廣、寂止——好似有了觀察
天空的無礙視野。有時，又有一種自在感——放松、寬廣、但有動態: 這叫做喜[piti] 。 
        最適於專注的呼吸，是那種空性、寬廣的呼吸。使用這種呼吸，意思是，使用其中最占主導
的覺受，例如當你有極其放松、極其空性、極其舒適之感時。不過如果有動感，就不要用它。只
用那些空性、放松、輕質的覺受。用的意思是，擴大它們的範圍，使你的全身各部位都有空性的
覺受。這就稱爲懂得使用現有的覺受。不過在使用這些覺受時，必須保持全然的念住與警覺。否
則當空性或輕感開始出現時，你也許以爲身體消失了。  
        在讓這些覺受擴展開來時，你可以一次傳播一種，也可以一起傳播。重點是使它們保持平
衡，而且，你要同時把整個身體作爲覺知的單一專注對象。這就稱爲直道 [ekāyana-magga,一乘
道] 。掌握了此道，就譬如你能把一塊白布，或者藏入拳心，或者展成兩米。你的身體也許有五
十公斤重，卻感覺只有一公斤那麽輕。這就稱爲大念處[mahā-satipaṭṭhāna] 。  
        當念住飽和全身，如同火焰飽和了汽化燈燈頭的每根燈芯時，全身的元素協同工作，好比一
夥人協同做一件事: 各人在這裏那裏出點力，用不了多久工作就輕松完成了。正如燈頭的根根燈
芯被火焰飽和時發出明亮的白光，同樣，如果你把你的心，浸沐在念住與警覺裏，使得它對有全
身的意識時，身心兩者會輕起來。當你想用這股念力時，你的身感會立即大放光明，有助於培育
身心兩者。你可以長久地站坐，不覺得吃力; 走長路，不覺得疲勞; 長期只吃少量食物，不覺得饑
餓;一連幾天不吃不睡，也不失精力。  
        於心，它將變得清淨、開放、無染。心也將變得明亮、無畏、堅強。信力[saddhā-balaṃ]: 你
信心十足，好比一輛車開足馬力奔馳不息。精進力[viriya-balaṃ]: 你的精進將會加速、提升。念
力[sati-balaṃ]: 你的念住與警覺力量強大，能知過去、未來。舉例說，宿世智與生死智: 這兩類直
覺，基本上是念住的不同形式。你的念一旦充分培育，它會使你知見人們的舊業與宿世。定力
[samādhi-balaṃ]: 你的定力強大，不可動搖。沒有什麽活動會殺死它。換句話說，無論你在做什
麽: 坐著、站著、講話、行路，一想練定，心馬上收攝。任何時候你要入定，一想就有。等到你
的定力強到這個地步時，修觀毫無問題。明辨力[pañña-balaṃ]: 你的洞見會像一把雙刃劍，對外
在事件有敏銳的洞見，對內心事件也有敏銳的洞見。  
        當這五力在內心出現時，心將會圓滿成熟。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明辨根
[saddhindrīyaṃ viriyindrīyaṃ satindrīyaṃ samādhindrīyaṃ paññindrīyaṃ] ，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成
熟、主導。成年人自會相互合作。當他們一起做一件事時必然成就。因此，等到有這五個成年人
爲你做事時，任何工作你都能完成。你的心將會有功力摧毀內在的一切雜染，好比核炸彈能夠摧
毀世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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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的心有這等功力時，解脫洞見將會升起，好比一根四面鋒利的長矛。它又好比一把周邊
帶齒的電鋸，身就像那電鋸的支架，心就像那圓形鋸片: 轉到哪裏，它能把輸入的一切都給鋸
開。這就是解脫洞見的本質。  
        這就是當我們懂得如何使呼吸更精細、如何使靜態呼吸擴展開來利益身心兩者時，所能得到
的果報中的一部分。我們應該把這些事牢記在心，儘量把它們運用於禪修，使我們能共享這些善
益。 

安止處
1956年9月22日

        你在閉眼坐禪時，只需把眼皮合上。不要像入睡的人那樣把視功能關閉。你必須保持眼神經
的清醒與活力，否則將會使自己睡著。  
        默想你的內在禪定所緣[對象] ——也就是出入息;接著默想把你的外在禪定所緣——『佛
陀』，即覺醒，世尊的功德之一——把它帶入、伴隨呼吸。  
        等到你能夠舒適地專注呼吸之後，要讓這股呼吸感傳遍全身，直到你感覺輕質、柔軟、自
在。這叫做在修定中保持正確的品質。令心定駐、不讓它脫離呼吸，這叫做保持正確的所緣。讓
念住牢牢盯著你的禪定用詞、不出空檔，這叫做保持正確的動機[意志] 。等到你能夠讓心固守這
三個要素時，才可以說，自己是在禪修。  
        我們一旦下決心以這種方式修善時，那些不良事物，也就是五蓋，必然會偷偷地溜進心裏
來。如果按名字稱呼它們，一共有五個。不過我們這裏不談名稱，只說它們是什麽:(1) 五蓋是汙
染、腐敗心的事物。(2) 它們使心暗昧、渾濁。(3) 它們是阻擋心固守禪定要素的障礙。  
        五蓋來自於向外攀緣。之所以向外攀緣，是因爲我們的內在所緣之弱。內在所緣弱，意思是
我們的心不能夠牢牢固守它的對象。好比讓水勺漂在一桶水裏: 如果沒有什麽東西把它鎮住，它
必然會動搖、傾倒。正是心的動搖，開啓了門戶，各種障蓋蜂擁而進，使心失去平衡。 我們應該
使自己了解，心傾倒時，它可以朝兩個方向倒: 
        (1) 它可能倒向過去的念頭，從兩個鍾頭前發生的事、一直回到出生時吸進的第一口氣。這
種幹擾在意義上分兩類: 或者與世間事有關——自己的事、別人的事、好事壞事;或者與法有關
——已經發生的、我們注意到的好事壞事。(2) 或者我們的心，有可能倒向未來的念頭——一樣
是自己的事、別人的事、關涉世、關涉法、好事、壞事。  
        我們的心這樣開始漂移時，所得的果報必然是: 或者得意或者不滿，這兩種心態，一個是耽
於享樂、一個是耽於自虐。因此，我們必須連續地把握住心，把它帶入當下，使這些障蓋不能滲
透進來。不過即使那時，心也不真正平衡。它多少還會動搖。但這種動態也不真正算錯(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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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怎樣利用它，它就不是錯;如果我們不會用，它就錯了) ，因爲心有所動時，它是在找一個
停住處。巴利經典中這叫做求生者[saṃbhavesin,尋找投生處的有情] 。因此經上教導我們，要找一
個禪定主題作爲心的聚焦處，就好比用電影屏幕作爲投影的聚焦面，使成像清晰可見。這是爲了
不讓外緣闖進來。  
        換句話說，經上教我們禪定時把心聚在一處，放在呼吸上。心想呼吸，叫做尋想——就像我
們現在正在做的，入息時想『佛』、出息時想『陀』。至於心的搖動，那叫做評估。當我們引進
評估時，就可以放開一部分尋想。換句話說，可以停下重複『佛陀』，接下來開始觀察每一次出
入息對身體有多少影響。出息時它感覺輕松自然嗎? 入息時舒適嗎? 如果不舒適，要作改進。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引導心時，就不需要想『佛陀』了。入息將帶著我們的念住與警覺感，滲
透、傳遍全身。當我們放開一部分尋想——也就是停止重複『佛陀』——只剩下跟緃呼吸的動作
時，評估的動作就增加了。心的搖動本身，成爲我們專注的一部分。對外的攀附寂止下來。『寂
止』不是指耳聾了。寂止的意思是，我們不把心攪動起來，出去追逐外在對象，無論過去未來。
我們讓心完全停駐當下。  
        心以這種方式入定時，它就培養起敏覺與知見。這種知見不來自課堂與書本。它來自踐行
——好比造瓦: 開始時，我們只會把黏土與沙摻起來做成平瓦。不過繼續做下去，知見會多起來: 
怎樣做得美觀，怎樣做得堅固、耐久、不脆。接下來我們會考慮做成不同的顔色、不同的形狀。
越做越美觀時，我們做成的産品本身會反過來成爲老師。  
        觀呼吸也一樣。隨著連續地觀察呼吸[氣] 怎樣流動，我們對入息會熟悉起來: 它是否舒適; 怎
樣入息才有舒適感; 怎樣出息才有舒適感; 什麽樣的呼吸使我們感到緊張、侷促; 什麽樣的呼吸使
我們感到疲勞——因爲呼吸可分四類。有時可以是長入息長出息、有時是長入息短出息、有時是
短入息長出息、有時是短入息短出息。因此，我們應當觀察這四種呼吸的每一種在體內的流動情
形，了解它們對心、肺、及身體的其它部位有多少增。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連續地審視與評估時，念住與警覺將會成爲內在的主導。我們的內心將會
升起定力、升起明辨、升起覺知。培養了這種技能的人，甚至有可能不必以鼻呼吸，而是透過眼
或者耳呼吸。但是一開始，我們必須利用透過鼻腔的呼吸，因爲它是外顯的呼吸。我們必須首先
學會觀察外顯的呼吸，之後才能夠覺察體內更精細的呼吸[氣] 。  
        體內的氣能，總的來說有五類:(1) 連續流入流出的『客居呼吸』[[āgantuka-vāyas,客居氣] 。
(2) 停留在體內、但能夠滲透到各個部位的氣能。(3) 原地轉動的氣能。(4) 能夠來回流動的動態氣
能。(5) 滋養全身經絡與血管的氣能。 
        一旦對各種氣能與怎樣利用它們、怎樣改進它們給身體帶來舒適感有了了解，我們將培育起
專精。我們會更加熟練地調節身感。果報會升起來: 一股遍佈全身的充沛與滿足感，好比煤油滲
透了汽化燈的每根燈芯，使它發出明亮的白光。  
        『尋想』好比把泥沙放入篩盤; 『評估』好比濾沙。我們一開始把泥沙放入篩盤時，沙粒粗
糙、成塊，不過隨著繼續篩濾，沙粒會變得越來越精細，最後只剩下細沙。我們把心定在呼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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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一樣: 最初階段，呼吸仍然粗糙，不過隨著我們繼續運用越來越多的尋想與評估，呼吸[氣] 
會變得越來越精細，直到它滲透到每一個毛孔。粗色[oḷārika-rūpa]:多種多樣的舒適體感[色] 將會
顯現——輕感、空曠感、休憩感、疼痛消失等等——我們只感到法的清新、喜樂，常有清涼、輕
松。細色[sukhumāla-rūpa]: 這種樂感將會出現，像是細微的顆粒，像是構成空氣的原子霧體，但
肉眼是看不見的。不過，雖然到這一步時我們感到舒適輕松，這股滲透全身的霧狀樂感仍然可以
給心造起一個投生處，因此我們不能說已經超越了苦。  
        這是我們修定時能夠培育的覺知形式之一。凡是修得的人，將會升起一種內在的清新感: 輕
如棉絨。這種輕感有著多種功力。劣[hinaṃ vā]: 粗顯的體感將會消失，勝[paṇītaṃ vā]: 轉變成一
種更精細的體感，勝妙美好。  
        這裏的美好，不是那種來自藝術、裝飾的美好。它的美好，在於明亮、清晰、新鮮。清新。
安撫。甯靜。這些素質會在體內形成一種光輝美好感[sobhaṇa] ，它是一種充滿全身每一處的喜
樂昇華之感。身體的地、水、火、風四元素各自均衡、充沛。身感到美好，同樣這也不是藝術上
的美好。這一切叫做勝妙色[paṇīta-rūpa] 。  
        當身體達到這個程度的充沛圓滿時，四種元屬性在各自域界中全部成熟起來，自司其責，可
稱爲大種[mahābhūta-rūpa]。地自對地的事負責、水自對水的事負責、風自對風的事負責、火自
對火的事負責。當四元素對各自的事務更加負責、成熟時，這就稱粗色。空間性與意識性也成熟
起來。好比它們都長大成熟。成年人同住時爭吵、爭執自然少。孩童們一起住時，傾向於吵鬧不
休。因此，當六元素全部成熟時，地與水不起沖突、水與風不起沖突、風與火不起沖突、火與空
間不起沖突、空間與意識不起沖突。大家將和諧團結地活著。  
        這就是所謂的 ekāyano ayaṃ maggo sattānaṃ visuddhiyā : 『這是淨化众生的一乘道』[27]。四
種物質元素全部成熟，體感合一。當心進入這條一乘道[合一道] 時，它能夠熟知身體的事件。它
感到這個身好比它的孩子;心好比父母。當父母看見孩子長大成熟時，必然自豪。當他們看見孩子
能夠照顧自己時，就可以放下養育的重擔了。( 這時不需要談五蓋了，因爲這時的心已經牢固入
定。五蓋沒有機會溜進來。) 
        心能夠以這種形式放開身時，我們在身心兩者之中都將感受到一團內在的光輝，所謂光輝，
意思既在於它是一種不同於世間之樂的甯靜之樂——譬如，身體的自在、放松，無倦、無痛——
也在於它明亮四射。至於心，它既感受到甯靜意義上的光輝，也感受到明亮的光輝。這團甯靜的
光輝，正是福德[puñña,內在價值] 精髓。它就好比水自冰體昇華，聚成雲霧，或者化雨而落、或
者自由高飄。同樣地，這股甯靜的清涼感爆發成一團光霧。地、水、風、火、空間、意識這些屬
性，都成爲一團霧。這就是六彩光芒[chabbaṇṇa-raṅsī] 升起之處。 體感似乎在放射光輝，像一枚
熟桃。這團光的功力稱爲法光[dhammo padīpo] 。當我們修成這個素質時，身安穩、心完全清
醒。有一團光霧——一種功能——在內心出現。這道光，隨著它越來越有力，正是直覺智將會升
起之處: 它是證悟四聖谛的工具。隨著這股直覺感強大起來，它將會轉成知見與覺性: 這類知見不
是從別處學得，而是來自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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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能做到這一步的人將會發現，心已證得佛、法、僧的功德，這些功德會進入、浸沐心。
這樣的人，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佛、法、僧的歸依。無論誰，只要能做這麽多，就能夠證得覺
醒，不需要去做太多別的。如果我們細心、慎密、精進、念住、明辨，就能夠開啓自己的耳目、
獲得多樣知見——我們甚至也許再也不必重生，回來重新修定了。不過如果我們自滿起來，粗
心、疏忽、懶惰，就得回來重新開始修。 

* * * 

        我們修定，是爲了從內心消解五蓋。五蓋徹底靜止時，心才能達到法住[vihāra-dhamma] 
——即可以構成心之家的內在素質。那時候我們才能夠完全脫離五蓋。我們未來的重生域界將不
會低於人界。我們不會被迫投生四惡趣[apāya] 。心一旦到達這個內在之家，它就有能力把自己
提升到出世層次、進入涅槃的法流。如果我們不懶惰、不自滿，如果我們精進禪修，就能夠從世
俗層次中解脫。如果我們的心證得入流的素質，就永遠不必投生惡趣了。 
        入流果者，用極其簡單的話解釋，是指那些心已經確定不疑、但還有某些形式的粗糙想法的
人——不過他們永遠不敢讓那種粗糙表現在行動上。至於凡夫，他們一有粗糙念頭，必然顯現在
言行上: 殺生、偷盜等等。雖然入流者也許仍有某些形式的粗糙，但他們在行動上絕不粗糙，好
比某人手裏有把刀，但他生氣時不會用它來砍人腦袋。  
        凡夫對自己的雜染通常是不能夠說『不』的。他們的行動通常必須得服從升起的雜染。舉例
說，當他們大怒時是不能夠忍耐的。他們非得發作起來，甚至於惡劣到違反道德准則的地步。初
果者雖然有雜染，卻能夠對它們說『不』。爲什麽? 因爲他們內心根植著正念，受它的監督，能
夠明辨是非。  
        心朝善的方向動時，他們覺知。心朝惡的方向動時，他們覺知。他們看到、聽到、嗅到、嘗
到、觸到，像常人一樣，但他們不讓這些東西侵入內心。他們有自制力，能夠抵制自己的雜染，
好比一個人托著一碗水奔跑，能夠滴水不灑。雖然入流者也許在『騎自行車』——坐、站、行、
臥、說話、思考、吃飯、睜眼閉眼——但他們內心的永久素質從不翻倒。這是一種永不消失的素
質，雖然它有時可能動搖一下。正是那種動搖可以導致他們重生。不過，即使重生，他們也將投
生人天善趣。  
        至於凡人，他們的投生沒有什麽真正的規律或者邏輯[28]，而且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息。然而
入流者却懂得『生』。虽然经历『生』，而且一次又一次重複不息。然而入流者卻懂得『生』。
雖然經曆『生』，他們卻讓它『滅』[消解] 。換句話說，他們不服從粗糙的沖動。他們對不良沖
動響應微弱，對良善的沖動響應強烈。凡夫對不良沖動響應強烈，對良善的沖動卻響應微弱。比
方說，某人決定去寺院做福德，如果別人因此譏笑他說，去寺院的人是老腦筋，不然就是走投無
路了，這個人於是根本不想去了。不過，別人再怎麽勸他做善事，他很少響應。這是因爲心已跌
落到極其低下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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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入流者，無論粗糙的沖動出現多少次，涅槃的善德始終像一塊磁鐵吸引著他們的心。正
是這塊磁鐵吸引他們不停地修到終點。當他們到達終點時，就不再有生、不再有老、不再有病、
不再有死。色寂止、受寂止、想寂止、行寂止、識寂止。至於六元素，它們也寂止了: 地寂止、
水寂止、風寂止、火寂止、空寂止、識寂止。元素、蘊、處，都寂止了。不再有針對任何蘊的心
理標記。心理標記正是讓蘊跑進來的媒介。當心理標記停止時，誰也不跑了。大家都停止奔跑
時，就沒有推攘、沒有沖撞、沒有交談。心自司其責，自己照顧自己。  
        至於元素、蘊、處，每一項獨立存在於各自區域裏，每一項自管其事。沒有侵入任何一方地
盤的情形。一旦不存在侵入，會有什麽麻煩? 好比一根火柴獨自留在火柴盒裏: 能起什麽火?只要
火柴頭不磨擦粗糙平面，就沒有機會起火。這不說明火柴裏沒有火。它一直就在那裏，只要它不
抓取任何可燃物，就不會燒起。  
        不再抓取雜染的心，也一樣。這就是涅槃的意義。它是至高的善德，是佛教的終極目標，也
是我們個人的修持終點。不在戒德、定力、明辨這三重訓練上進步，我們不會有機會到達終點。
不過，如果我們在內心彙聚、增進它們，我們的心將培育起知見與覺性，把我們推向高等境界，
推向涅槃。 

* * * 

        聖弟子好比是懂得雨水由海水蒸發、聚落的人，知道雨水就是海水、海水就是雨水。凡夫好
比那些不知雨水來源的人。他們以爲雨水在天上，於是癡等著只喝雨水。如果天不下雨，必然會
死。他們之所以無知，是自己愚蠢，不懂得找新的水源——即聖弟子的素質——因此只得收集舊
水一遍遍地重複吃。他們就這樣在輪迴圈裏一遍遍地重複轉，不想法子擺脫這堆苦痛。他們好比
沿著籮筐的邊緣一圈又一圈探路的紅蟻，那個圈子周長連兩米都不到，這都是因爲它沒有意識到
籮筐邊是圓的。這就是我們無休無止地經曆生老病死的緣故。  
        至於聖者們，他們看見了世上的一切，就是那些陳年舊事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貧富、善惡、
苦樂、毀譽等等，一輪又一輪地互換位置。這是雜染的輪迴，它使無明者誤解。世界本身在周
轉: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接著回到周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直到十一月、十二月，又回到一月。鼠年、牛年、虎年，直到豬年，又回到鼠年。事事如
此，夜跟著日、日跟著夜。夜間也不確定，我們的白天是別人的夜間、他們的白天我們的夜間。
世事就這樣變化不息。這叫做世界的流轉，它導致那些一知半解的人誤解、相爭。   
        聖者們以這種方式觀世時，他們就增長起離欲，再也不想重生於世界了——世界有各種各
樣: 有的世界只有冷，有的只有熱: 衆生不可能投生那裏。有的世界只有日光、有的只有月光、還
有的世界不見日月。這就是世間解[lokavidū] 的意思。  
        因此，我們得知這些道理後，應當仔細思考。凡是覺得值得信賴的，要把它們用來修心，讓
道與果在內心升起來。做任何事，不可疏忽自滿，因爲生命如草間朝露: 日光觸及之下，頃刻間
消逝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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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隨著每一次出入息，都在死亡。稍有大意，死期必至，因爲死亡是極其容易發生的一件
事。它每時每刻在等候著我們。有人死去，是因爲睡眠過多、或者是: 吃多、吃少、受寒、受
熱、大喜、大悲。有人痛極而死、有人無痛而終。有時哪怕無事安坐，也不免一死。你要看見自
己被死亡四面包圍—— 因此精進努力，儘量培育世間與出世兩方面的善德。 

[27] 見長部22 《大念處經》與中部10 《念處經》。。 
[28] 據英譯者，指其重生境界隨機上下，不能朝一個方向進步。 

正定
1960年10月4日

        禪定時，你必須思維。如果你不思維，就不會禪定，因爲思維構成了禪定的一個必要部分。
比如禪那: 藉尋想之力，把心領到所緣上，藉評估之力，分辨你選擇的所緣。審查你的禪定所
緣，直到看見它對你恰好合適。你可以選擇慢呼吸、快呼吸、短呼吸、長呼吸、窄呼吸、寬呼
吸; 選擇熱性、涼性、暖性呼吸; 選擇只到達鼻的呼吸、只到喉根的呼吸、一直下行到心的呼吸。
當你找到一個對自己口味的禪定所緣時，要抓住它，使心合一，專注單一所緣。做到這一步後，
要評估你的所緣。引導你的意念，使它凸顯而出。不要讓心離開所緣。也不要讓所緣離開心。告
訴你自己，這就好比吃食: 把食對准口、口對准食。不要錯過。如果你錯過了，把食物朝著耳、
腮、眼、額送過去，就什麽也吃不著了。  
        你的禪定也一樣。有時候，心的那個『單一』所緣突然轉彎，進入好幾百年前的過去。有時
候，它又進入未來，把各種各樣的雜念帶回來，充斥你的心。這就好比拿起食物來，卻送到頭
頂，讓它從身後落下，它必然給狗叼了去; 又好比把食物送向口邊，到了跟前卻把它丟開了。發
生這種情形，就說明你的心還沒有與它的所緣相互契合。你的尋想力還不夠牢固。你必須把心領
到所緣裏，接著繼續照管它，確保它在那裏呆著不走。好比吃東西: 要確保以食對口，直接送進
去。這就是尋想。食對准口、口對准食。你肯定它是食物，你了解它的種類: 是主餐還是甜品、
是粗食還是細食。  
        你一旦分辨清楚了，東西到了嘴裏，馬上要咀嚼起來。這就是評估: 檢查、審視你的禪定。
有時候這屬於近行定: 檢查某個粗糙的所緣，使它越來越精細。如果發覺呼吸長，就檢查長呼
吸。呼吸短，就檢查短呼吸。呼吸慢，就檢查慢呼吸—— 看心能不能跟那種呼吸呆在一起，看那
種呼吸能不能跟心呆在一起，看呼吸是否平順無阻。這就是評估。  
        當心升起了尋想與評估時，你既有了定力，也有了明辨。尋想與一所緣性屬於定力;評估屬於
明辨。有了定力與明辨這兩者，心寂止，知見得以升起。不過，評估太多，它有可能破壞心的寂
止。寂止太多，它可能使禪思熄滅。你必須監督心的寂止，確保各禪支比例得當。如果你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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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恰到好處』的感覺，那就麻煩了。如果心過於寂止，你的進展會比較慢。思慮太多，它會帶
著你的定力跑掉。  
        因此要仔細觀察。還是舉吃的例子。如果你把食物猛一下塞進口裏，結果可能會噎死。你得
問自己: 這對我有益嗎?我能對付它嗎? 我的牙結實嗎? 有些人光剩牙龈，還想吃甘蔗: 那是不正常
的。有人哪怕牙疼欲落，還想吃脆食。心也一樣: 才剛有一丁點靜止，我們就想知這個、見那個
——貪多嚼不爛。首先得確保你的定力根基紮實，你的明辨與定力平衡得當。這一點非常重要。
評估力必須成熟，尋想力必須牢固。  
        比方說你有一頭水牛，你把它繫在木樁上，把木樁打進地下深處。如果你的牛力氣大，它可
能乾脆帶著木樁跑了。你必須了解自家牛的力道。如果它實在太壯，你把樁牢牢打定後，還得一
直看著它。換句話說，如果你發現自己的思維固執過了頭，超出了心寂止的範圍，那麽就把心定
著不動，讓它格外靜止——但不要靜到你對事物不知動向的地步。如果心太靜了，恍恍惚惚的，
發生些什麽你根本不知道: 一片昏暗，全給堵在覺知之外。再或者，時好時壞，一時沈下去看不
見，一時又冒了出來。這是沒有尋想 評估、缺乏判斷的定: 是妄定。  
        因此必須善於觀察。運用你的判斷力，但不要讓心跟著念頭跑開——你的禪思跟它不是一回
事。心住於禪定所緣，無論念頭轉到哪裏，心仍然堅定不移——就好比抱著柱子轉圈，連著轉也
不累; 不過放開柱子轉上三圈，就暈了，砰! 一頭栽倒。心也一樣: 如果它守著單一所緣，就可以
繼續思維，既不疲勞，也不受傷害，因爲你的思維與寂止就在一起。你越思維，心越定;坐禪越
多，思維越多。心越來越堅定，一直到五蓋全部褪落。心不再出去尋找概念。現在它才能夠升起
知見。  
        這裏的知見，不是指普通的知見。它洗去你的舊知見。不要來自普通思考推理的知見: 放開
它。不要來自尋想 評估的知見: 停下來。使心安靜。寂止。當心寂止、無礙時，這就是一切善巧
善德的精髓。當你的心處於這個層次時，它根本不黏著任何概念。你所了解的一切概念——有關
世間、有關法，無論多少——都給洗去。只有洗去後，新的知見才能夠升起。  
        這就是爲什麽你應當放開概念——也就是你給事物賦予的一切標籖與名稱。你必須讓自己的
所有物稀少起來。稀少時，人們會聰明能幹起來。如果不讓自己所有物稀少，你永遠不能得到明
辨。換句話說，你不必怕自己愚笨、不懂，不必怕走進死胡同。你不要任何來自傳聞與書本的洞
見，因爲它們是概念，因此是無常的。你不要任何來自推理與思考的洞見，因爲它們是概念，因
此不是我。讓所有這些『洞見』消失，只剩下心，牢固專注，既不朝左，偏向不滿，也不朝右，
偏向喜悅。保持心的寂止、靜谧、中性、冷靜——高居其位。那時你就有了正定。  
        你正定在內心升起時，它有一個影子。等到你能夠看見影子的當即顯現時，那就是毗婆奢
那: 解脫的洞見。  
        你從正定中獲得的知見，不是以想法、觀念的形式出現。它以正見的形式出現。你看著錯
的，真錯。你看著對的，真對。如果看上去對，其實錯，那是妄見。看上去錯，其實對，又是妄
見。有了正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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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因果角度上說，是你看見了四聖谛。你看見了苦，它真的苦。你看見苦因的升起，它真是
在造苦。這些聖谛，絕對、不可否認、無可爭議地真實。你看見苦有其因。一旦那個因升起，就
必然有苦。至於滅苦之道，你看見自己的修行道，毫無疑問在走向解脫。無論是否走到底，你所
見到的正確無誤。這就是正見。至於苦的消解，你看見真有其事。你看見了，只要走在這條道
上，苦的確在消解。當你在內心親證這些事的真實性時，那就是毗婆奢那智。  
        說得再簡單點: 你看見了，一切事物，內在外在，都不可靠。身體不可靠、衰老不可靠、死
亡不可靠。它們是些滑頭的角色，對著你變幻不定。看見這一點，就是看見了無常。不要讓自己
對無常生起歡喜、不要讓自己煩惱。使心保持中性、平衡。那就是毗婆奢那的意思。  
        關於苦: 比方我們聽說某個怨敵在受苦，就想: 『太好了，』『希望他們快點死。』這個心已
經偏了。比方我們聽說朋友發財了，就高興起來; 兒女生病了，就難過起來。我們的心已經淪陷
於苦。爲什麽? 因爲我們缺乏善巧。心不定，也就是說，它不在正定之中。我們必須照料心，不
讓它隨著苦一起淪陷。無論什麽在苦，讓它苦，不要讓心跟著苦。身也許有痛，但心不痛。讓身
體儘管苦，但心不苦。使心保持中性。不要因爲有樂而得意——要知道，樂也是一種苦。爲什
麽? 因爲它會變。它升起消逝。它高低起伏。它不持久。那就是苦。痛也是苦: 雙重苦。當你對苦
有這樣的洞見時，也就是說，當你真正看見苦時，毗婆奢那已經在內心升起。  
        至於非我[anattā]: 我們一旦觀察了事物，獲得如實知見，就不去認領，不施加影響，不試圖
表現自己有權力、能力，把本來非我的事物，掌握在我們的控制之下。無論怎麽努力，我們不能
夠阻止生老病死。身體要老去，就讓它老去。它要痛，讓它痛。它要死，讓它死。不要爲自己或
他人的死而高興。不要爲自己或他人的死而煩惱。使心保持中立。不躁。不惱。這就是行舍智
[saṅkhārupekkha-ñāṇa]: 讓諸行——也就是一切造作和合之事——隨其自性發展。  
        簡要地說，這就是毗婆奢那: 你看見了，一切造作都是無常、苦、非我。你能夠從對它們的
執取中退出。你能夠放開。就在這裏事情好轉起來。怎麽會呢? 因爲你不需要勞累自己，拖著行
蘊到處走了。  
        執取意味著負重，我們身負著五堆蘊[khandā]: 對色、受、想、行、識的執取[五取蘊] 。我們
抓住它們不放，以爲它們就是自我。那就帶著它們走吧: 左腿掛一堆、右腿掛一堆、左肩壓一
堆、右肩壓一堆、最後一堆頂在頭上。就這樣，走到哪帶到哪——既笨拙累贅，又滑稽可笑。  
        bhara have pañcakkhandhā: 只管背起吧，五蘊實在是重擔。 bhārahāro ca puggalo: 人們承受
重擔之苦。bhārādanaṃ dukkhaṃ loke[29]: 走到哪背到哪，浪費光陰，在世間受苦。 
        佛陀教導說，凡是缺明辨者、凡是缺善巧者、凡是不修定引生解脫洞見者，將不得不背負其
苦，久受重壓。太可憐、太可惜了。他們永遠擺脫不了。腿負重、肩負重，能去哪?往前走三
步、往後退兩步。不久就會垂頭喪氣。過一陣爬起來，再繼續。  
        不過，當我們看見了無常——也就是，一切造作，無論內在外在，都不可靠; 當我們看見它
們是苦; 當我們看見它們不是我們自己，它們僅在裏面自發循環: 當我們獲得這些洞見時，就能把
重擔卸下，也就是，放開執取。我們可以放下過去─ ─不再沈緬。我們可以放開未來——不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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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們可以放開現在——不指稱爲我。這三大籮筐一旦從肩上卸下，腳步就輕松了。我們甚至
可以起舞。我們美好悅目。無論去哪裏，人們樂意結識我們。爲什麽? 因爲我們沒有負擔。無論
做什麽，做得自在。我們可以帶著輕松的心，行走、奔跑、歌舞。我們有佛子之美，所到之處悅
目、優雅。不再負重，不再受累，我們可以有自在。這就是毗婆奢那智。 

[29] 此爲阿姜李對相應部22.22 《重擔經》偈語前三句的評說。經文直譯爲: 『五蘊實爲重擔。人即是重
擔的背負者。負此重擔在世間苦。』本書對五蘊的英譯是: physical phenomena; feelings; concepts and 
labels; mental fabrications; sensory consciousness 。直譯是: 身體現象[色];感受[受];概念與標簽[想];心理造作
[行];感官意識[識] 。五蘊的進一步解釋見書後詞彙表。 

真相與它的影子
1959 年,日期不詳

        法的果證，清涼、清潔、清明。它沒有生老病死。凡是精進學法修法的人，毫無疑問，必然
升起法的果證。它是各自證知[paccattaṃ]: 你必須親自知見。 

* * * 

        我們應當注意尋求明辨升起的助緣。聞所成智[sutamaya- pañña]: 聽那些值得聽的話。思所成
智[cintāmaya-pañña]: 聽了以後對它作評估，不輕易接受或排斥。修所成智[bhāvanā-maya-paññā]: 
一旦試驗可行，就按照它修練。明辨波羅密[圓滿]的最高形式就是——解脫洞見。你了解什麽樣
的苦痛應當補救，於是去補救。你知道什麽樣的苦痛不應補救，就不去補救。 
        多數情形下，我們實在無明。即使那些不該補救的事，也試圖去修補，那樣做根本無效——
因爲有一種苦只應當觀察，根本不適於攪動。好比一塊鏽表: 擦拭時不要過分。如果你把它拆
開，整塊表再也不走了。這個意思是，一旦你如實看清了自然因緣，就必須順其自然。該修補
的，就修補。凡是不該修補的，就不做。這樣就把負擔從心裏卸下。  
        無明的人，就好比有個老婦，生火做飯，做完後吃飯，吃完了坐下來抽一支煙。對著一塊火
炭點煙時不巧燒了嘴，她就想: 『這火真該死，燒了我的嘴。』於是她把火柴全部堆在一起，往
上撒水，要讓這屋子再也燒不起火來——是個不明事理的愚人。第二天想生火做飯，沒火了;夜裏
點燈，也得叨擾鄰居，求這人那人: 可是她照樣怨火。我們應當學會因材施用，適可而止。如果
你點的火只是一小堆，煮飯要化三個鍾頭，那個火是不足以煮食的。同樣地，我們把苦當成壞
事，於是試圖補救它——閉著眼不停地瞎忙。怎麽救治，也沒有用。  
        有明辨的人把苦看成兩類: 一類是身苦，或者說是自然因緣固有的苦。另一類是心苦，或者
說是雜染之苦。一旦有了生，必然就有老、病、死。誰想挽回衰老儘管去試，直到自己老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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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我們試圖救治疾病時，常常就像那個水淹火柴的老婦。有時我們對治合理，有時卻不然——
好比那門前的台階一開裂，我們就把整棟房子連屋頂都給拆了。  
        疾病是人人都有的事，換句話說，是指身體種種部位發起的病症。一旦我們治了眼病，它又
會出現在耳、鼻、胸、背、胳膊、手腳等地方，接著它會悄悄鑽入體內。好比抓鳗魚: 越用力，
它越有本事溜開。於是我們不停地治，一直到死。有些病無論治不治，自然會消解。如果這個病
需要治療才能消解，那麽就吃藥。如果治不治都會消解，爲什麽多此一舉? 這就是要有明辨的意
思。  
        無知的人，不知道什麽樣的苦該治，什麽樣的苦不該治，因此浪費時間金錢。聰明人懂得什
麽病該治，於是用自己的明辨來治。一切疾病，或者來自於身元素[四大] 的不調和、或者來自於
業力。假如這個病來自身元素，我們應該用食物、藥物等等來調理。如果它來自業力，我們就得
用佛陀的藥來治。換句話說，內心升起的苦痛，用食物、藥物對治，是無效的。我們必須以法對
治。凡是懂得如何處理此道的人，可說是懂得了如何觀察、診斷苦。  
        換個角度看，我們會看現，老、病、死只是苦的影子，不是它的真正實質。缺乏明辨的人，
會試圖去消除那些影子，結果只會導致更多的苦痛。這是因爲，苦的影子和實質來自什麽，他們
不熟悉。苦的精髓在於心。老、病、死是它的影子，或者說是它藉由身體所顯示的效應。如果殺
敵時拿把刀刺向敵人的影子，他怎麽會死? 同樣地，無明的人試圖摧毀苦的影子，卻毫無效果。
至於內心那個苦的精髓，他們根本想不到去對治。這樣的無知就是一種形式的無明。  
        再換個角度看，影子與實質都來自渴求[taṇhā] 。我們就像一個斂積了巨財的人，盜賊上門時
跑去殺賊。他看不見自己的錯，只看見別人的錯。實際上，他這樣滿屋囤財，盜賊必然破門而
入。同樣，人們受苦，於是怨苦，卻不下工夫糾正自己。  
        苦來自三類渴求，因此我們應當止息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的渴求、對『非有』的渴
求 [欲愛、有愛、非有愛]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自己內心造作起來的，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念住與
明辨了解它們。一旦觀照清楚了，就會懂得: 『這種心態是渴求感官之欲;這是渴求有; 這是渴求
非有。』 
        有明辨的人將會看見，這些東西以精細、中等、粗糙三層次存在於心，正好比人生有少年、
中年、老年三個階段。『少年』指的是渴求感官之樂。這種饑渴一旦從內心升起，它會搖擺、移
動——這就是渴求『有』;接著又成形爲渴求『非有』——這是一個求生者[saṃbhavesin] 在伸長
脖子尋找所緣，給自己造苦。換句話說，我們對種種色、聲、香、味等生起愛好，於是盯上它
們，這就給自己帶來苦。因此，我們不應當偏向聲、色等等激起貪、嗔、癡的東西( 這就是渴求
感官之樂)，它使心搖擺，攪出許多概念來( 這是渴求有; 當心黏著它的搖擺，不欲停止重複它的
動態時，那是渴求非有。) 
        當我們獲得明辨時，應當以隨順智[anulomika-ñāṇa] ，也就是隨順四聖谛之智，摧毀這些形
式的渴求，確知當這三種渴求全部消失時心有多少自在與安樂。這就稱爲知見滅苦的真相。至於
苦因與滅苦之道，我們也將會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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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知的人會到車影子裏乘車，結果一頭給撞著。不懂得什麽是戒德影子的人，結果只會在車
影子裏乘車。言與行是戒德的影子。真正的戒德在心裏。正態之心才是戒德的實質。定的實質，
是牢固定住於單一所緣、不受任何概念或心理標籖幹擾的心。定的身體表現——即我們的口眼耳
鼻舌安靜下來——只是那個影子，比如身端坐不動、口閉起不言、鼻不嗅氣息、眼閉著不看外緣
等等。如果心牢固定住在安止定層次，那麽我們無論坐、站、行、臥，心就不會動搖。  
        一旦心修練到安止定的層次，明辨無須尋找，會升起來，好似一把禦劍: 抽出時鋒利閃光，
不用時藏於劍鞘。因此經上教導我們: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30]

『諸現象[諸法]以意爲前導，以意爲主宰，從意所造』。心是世上最特別的。心是法的源頭。  
        這就是知見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的意義。這就是戒德、定力、明辨的實質。
無論誰，能夠這樣做，必定會達到解脫——涅槃。無論誰，能夠在內心升起學法、修法的素質，
毫無疑問必能證法。這就是爲什麽法被稱爲  sandiṭṭhiko: 當下可見; akāliko: 育果不論時間季節。
要一直朝這個目標努力。 

[30] 見《法句經》1。 mano: heart;意。 citta: mind ;心。後者的意識層次深於前者。泰文裏的心與意類似
於中文，常可換用，英譯未作區分。中譯只在翻譯巴利詞語時保持上述的對應設置。 

造作
1956年2月6日

        (波羅尼瓦寺,在副僧王摩诃毗瓦薩葬禮上的開示。)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uppāda-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一切造作皆無常，生滅是其本質。  
既有生起必然滅去…… [31] 

        法在一種意義上，是滋養、淨化心的工具。另一種意義上，法是我們自己。我們身體的每個
部分，都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不外乎法的運作。不過這不是法的精髓。法的精髓在於心。 

* * * 

        一切善良與尊貴品質的培育，來自我們自己的意、語、行。來自修佈施、持戒等言行方面的
善德，屬於粗糙與中等層次的善德。精細層次的善德來自修心，也就是禪定。因此在我們必須學
懂的事物當中，心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心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有生有滅，另一個層次不生不滅。如果心淪陷於造作[saṅkhārā]，它
必然得重複經曆生與死。不過確見明知一切造作的心，就能夠放開它們，達到不生、不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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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超越憂苦——也就是不再有生死——首先必須了解造作的真正本質。  
        造作按實際顯現可分兩類: 一類是世間層次的造作，一類是法層次的造作。兩者都有現實
性，但它們都是生滅事件。因此佛陀說，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一切造作皆無常……』因
爲這兩種造作都以升起爲開端、接著變化、最後衰滅。凡是能夠朝內專注、如實明晰地知見這個
狀態，調禦心，對一切造作聰明起來的人，必然能從一切苦中解脫。  
        世間層次的造作，是藉著人們的制造與設想而存在的事物，比如財富、地位、娛樂、贊譽。
至於法層次上的造作，無論我們是否加以美化，人人都有同樣的分量——換句話說，指元素、
蘊、處。 
        世間層次與法層次的造作，好比那銀幕上變幻的色彩，綠、紅、黃、白，閃閃爍爍來回地
變。我們觀看時，爲了跟得上那種變幻，視眼也得變——這就是升起誤解的東西。當心抓緊這些
造作時，它就升起滿意、不滿意的感受。當它們變好變壞時，我們的心也跟著變——因此它不脫
無常、苦、非我這三個特征。  
        從另一個角度看，造作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有心執占，譬如人畜; 一類無心執占，譬如樹木。
雖然這也許是無執占心之造作的標准解釋，我卻不同意。拿這個大廳的階梯來說: 你說它沒有心
占據，那就試試砸了它，看會不會引出喧嘩來。田地也一樣，試試在別家地裏種水稻; 或者，果
園裏的香蕉樹之類，試試拿刀砍一砍，看主人會不會把你投進監牢。世上萬物，只要執取夠得
著，必然有心執占。只有火星，執取的範圍尚且夠不著，沒有心占取。每一種造作，都有心執占
它——除非是阿羅漢，他們無執占之心，因爲他們根本不執取任何造作。 
        執取造作是苦的來源，因爲我們已經解釋過，造作是無常的。因此只有當我們放開造作、不
執取時，才有喜樂自在—— 那是法的自在，清涼、安靜、穩固、不變的自在。世間意義上的自
在，跟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自在沒什麽不同: 只有那把椅子不搖動，我們才有些許自在。心動有兩
種，一種是自然的搖動，一種是在業果影響之下的搖動。一日之間，心動多少次? 有時它因現業
[當下動機] 而動，有時因舊業[過去動機]而動，不過它怎麽動起來，我們不知道。這就是無明——
導致造作也就是念頭滋生的無覺知。  
        這一切的反面是非造作[visaṅkhārā,離行] 。什麽是非造作? 無動搖、無變化、無消解: 那就是
非造作。造作在變，但我們的心不變。造作苦，但我們的心不苦。造作非我，但我們的心不是非
我。無心執占的造作: 那就是非造作。  
        一般來說，我們多數人，只了解六師教給的知見——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念頭
——它們是變化、不確定、苦、無明、造作的來源。因此我們應當關閉這些官感，因爲造作看不
見其它造作。我們只有到另一邊，才能夠看見。 

[31] 南傳佛國葬禮上常誦此偈，出自長部16 《大般涅槃經》等。古漢譯: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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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對錯
1959年1月17日

        要讓心出去害人，我們先得爲它開路。換句話說，我們先害自己，這就從屋內掃清了道路，
讓我們出去傷害外人。  
        傷害之心[動機] ，是一種嚴重的害己形式。起碼它消耗了我們的時間，破壞了我們行善的機
會。我們必須以離害之心——換句話說，入定——把它驅除。這就好比看見我們的地裏有大塊未
被利用，自己卻入不敷出。一有機會，我們得跳到那塊空地裏[32]， 給自己加把勁全力行善。 

* * * 

        離欲思維[nekkhamma-sankappo] ，是指安於寂靜、獨居。離嗔思維[abyāpāda-sankappo]，是
指我們無須思考自己與他人的短處。離害思維[avihiṃsa-sankappo] ，是指不給自己造成困擾與傷
害，也就是:(1) 不思考自己的短處，否則造成壓抑; (2) 如果我們思考自己的短處，它會像野火一
樣傳播開來，轉思他人的短處。因此，智者把思維提升到善德層次，使他們能對自己懷有慈心善
意，接下來也能夠對他人懷有慈心善意。  
        當我們的心有了這三種能量時，它就像一張三腳桌，桌腿會朝各個方向轉動。換一種說法，
我們的心一旦升轉到這樣的高層次，就可以給上下的一切事物照相。我們將會培養起明辨，好比
一盞明燈、又好比一副放大一切細節的望遠鏡。這叫做智[ñāṇa] ——了解世間諸事的直覺知性: 
世間解。  
        這裏的明辨，不是指普通的知識或洞見。它是一種特殊的認知能力，是聖道的技能。我們心
裏將會升起三隻眼[33]， 透視世俗世界的紅紅綠綠、高高低低: 這是智者的消遣。我們的內眼將會
在前後、上下、四周觀法，了知善與惡的一切裏裏外外。這就是明辨。我們心有自在安樂，無痛
苦的幹擾。這叫做明行足[vijjā-caraṇa-sampanno] ——明察的技能具足。  
        心有明辨的人，可以益國益教，好比種成良稻銷往國內外的農家，可以促進經濟。心無明辨
的人，將會敗壞宗教。不僅給自己帶來災難，還會連累他人。換句話說，單單那麽一個缺少善
德、充滿雜染渴求的人，做起壞事來造成的禍害，不僅毀滅自己、還會殃及全國各地的人。不
過，當一個人心裏有了前面所說的三種善德時，它們會轉化成定的力量。心會像水晶、鑽石一樣
清澈。整個世界將變得透明。明辨將會升起，解脫洞見的技能與直覺的領悟，將同時升起。  
        凡是以貴賤高低看世界的人，還不具備真正的直覺明辨。凡是有知覺智眼的人將會看見，沒
有什麽高低貧富。從三特徵[三相]角度看，一切平等: 都是無常、苦、非我，好比那民主化的平
等。別家與我家一樣，沒有什麽區別。如今有人犯偷竊、搶劫罪，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平等。他們
以爲這人好、那人不好;這間屋好作飯廳、那間不好;這間屋好作臥室、那間不行，等等。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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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他們沒有洞見，即明辨的眼力，因此才有這麽多混淆動亂。 

* * * 

        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這一尺寬、六尺長、半尺厚的身體上。這就是中道。如果你使自己
對呼吸的覺知太窄，結果會像樹樁一樣呆坐，毫無警覺。如果你使自己的覺知太寬，直趨天堂地
獄，結果會受錯誤的辨識欺騙。因此哪個極端都不好。如果你想走在正道上，必須事有節制，恰
到好處。如果你不理解正確的修持方式，不管出家多久，死時埋在成堆的僧袍裏，也不能修成。
你們居士可以坐禪一直坐到頭白齒落、腰彎背曲，也永遠見不著涅槃。 
        不過，如果我們能使修持走上聖道，就能入涅槃。戒德將會消解、定力將會消解、明辨將會
消解。換句話說，我們不耽溺於知見與明辨。如果我們聰明到獲得了知見，我們僅僅知見，而不
把聰明當成自我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在低層次，我們不黏著戒德、定力、明辨。在高層次，我
們不黏著初果、一還果、不還果。涅槃不黏著世界，世界也不黏著涅槃。只有這時候，我們才可
以用『阿羅漢』這個名號。  
        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放松了。人們可以講無常，那只是講出來的。人們可以講苦，那只是講出
來的。人們可以講非我，那只是講出來的。講的固然不錯。對他們來說這是真的，他們完全正確
——但是完全錯誤。對我們來說，只有能夠使自己超越對錯，才是善修。路造了給人走，貓狗也
能走。常人瘋人都要走路: 路不是給瘋人造的，但瘋人也有權走。至於守戒，瘋人愚人都可以
守。禪定也一樣: 常人瘋人都可以來坐禪。至於明辨: 誰都可以大講特講，但講出來的總不離對
錯。  
        世間的珍寶，沒有什麽帶來真正的喜樂。這些東西除了苦，再沒別的。對世界來說是好東
西，涅槃卻根本不需要它們。正見妄見是世間的事。涅槃無所謂正見妄見。因此，凡是妄見我們
應當棄絕。凡是正見我們應當培育——直到有一天它能從我們的抓取中脫落。那個時候我們才有
自在。 

[32]『行善』: 據英譯者，此處指在身體這塊內在土地上修善業，即觀四元素，發展自己的潛能。見另一
篇開示《基本功》。 
[33]『三眼』: 據英譯者，指外眼與內眼。 

零點
1957年4月22日

        『1957年4 月22日，阿育王寺: 我們聚集在禪堂誦經後，阿姜李作了一段開示。一開始我只聽見「禮
敬阿羅漢……」，聽不清作爲開示主題的巴利經句，因爲他的話音弱，外面風大，我的雙耳嗡嗡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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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靜心细聽，還是聽不清，直到他快講完時，我才聽清了以下這段話: 』

        爲了淨化心，我們必須脫離對自我、對身體[色]、對心理現象[名]、對一切透過感官進入的對
象的執取。要專心修定。隨時保持一心。不要讓它分成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等等，因爲你一
旦使心合一，把它變成零就容易了。只要把小『頭』切掉，兩端一接就成。不過，如果你讓心分
成好幾個，要把它變成零，就費時費力了。  
        還有: 如果你把零放在其它數字後面，就成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幾百、幾千、
直到無窮。不過，如果你把零放在前面，即使有千萬個零也不作數了。心也一樣: 我們一旦把它
從一變成零，再把零放前面，其他人儘管批評我們，贊揚我們，再也不作數了。好也不作數、壞
也不作數。這個心態，寫不出、讀不出，只有我們自己才懂。  
        不再有這種作數時，心就證得了清淨與至樂，如課誦本所說: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ññaṃ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  
涅槃爲至高空性。 
涅槃爲至高之樂[34]。

        這就是爲什麽經上教導我們，要隨時保持一心——這樣我們很容易把它擦了變成零。一旦能
把它變成零，我們必然會放松一切執取。我們的心將證得清淨—— 這便是涅槃。 

[34] 據英譯者，這兩句並列收錄於泰王拉瑪四世所編的巴利文課誦本。前一句源自中部121 《空小經》。
後一句直接引自《法句經》203-204  。 

附錄
        《念住呼吸》最早版本中方法二的第3步，後來爲阿姜李簡化重編，成爲今版形式。不過有
些人認爲原版有益，茲收錄於下: 
 

        隨著你讓呼吸[氣]通入支氣管，意想它一直下行，沿著右腹部到達膀
胱。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氣] 沿著大動脈血管流向肝髒與心
髒，經左側下行至胃與腸。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氣]從喉根
沿脊柱內側(前側)下行到底。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讓呼吸[氣]從
喉根沿前胸下行，穿過胸骨底端到達臍部，流出體外。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從上颚吸入氣息，下行到喉根，繼續穿過胸
腔中部，至大腸、直腸，流出體外。 
        一旦完成了體內這五個轉折，就讓呼吸沿著身體的外側流動: 隨著你
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從後腦根吸氣，讓它在身後沿脊柱外側垂直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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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若是男性，先想右半身，包括上下肢。隨著你作一次出入
息，意想右臀，讓氣沿右腿下行，一直到趾尖。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左臀，讓氣沿左腿下行，一直到趾
尖。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後腦根，讓氣下行到右肩，沿右臂到
指尖。 隨著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把氣吸入後腦根，讓它下行到左肩，沿
左臂到指尖。 

        你做完後，繼續仔細觀察呼吸[氣]。使呼吸精細、輕質、流暢。使心在這團呼吸[氣]中保持穩
定、寂止。使你的念住與警覺全面、慎密。讓各種氣感融會、滲滿全身。讓心中立、冷靜、沈
著。 

词汇表
 
akāliko: 無時相;不受時間、季節影響。 
apāya: 匮乏、不幸的域界;惡道;惡趣;指四種低等生存狀態——地獄、餓鬼、阿修羅、動物界。這
些狀態皆非永恒。 
arahant: 阿羅漢; 應供;尊貴者;清淨者——即心已無有雜染之漏而不再重生者。這是對佛陀及證得
最高果位之諸聖弟子的稱號。 
ariya sacca: 聖谛。聖[ariya] 在此也指理想、榜樣，在詞組中有客觀、普遍真理之意。聖谛有四: 
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 
āsava: 漏; 流出: 指作爲輪迴洪流之因的心理雜染(感官之欲、生存態、觀念、無明)[欲漏、有漏、
見漏、無明漏] 。 
avijjā: 無明; 無知;受蒙蔽的覺知;虛假的知識。 
āyatana: 處; 感官媒介。內在感官媒介[內處] 爲眼、耳、鼻、舌、身、識。外在感官媒介[外處]爲
其相應的對象。 
bhagavā: 薄伽梵; 具足吉祥者; 有一切福德者;世尊。 
bhāvanā-maya-paññā: 修所成智; 經由禪修培養心智所成就的明辨。 
brahma: 梵天; 高於欲界天的天界居者。 
buddha(buddho): 心的純淨或清淨的覺性素質，有別於心所攀附的主題及對所緣的知見。 
chabbaṇṇa-raṅsī: 六彩光芒或光環，常以描述佛陀之相。 
chalang'upekkhā: 六支舍;六分舍: 對來自六種官感——色、聲、香、味、觸、法的任何事件保持
不偏不倚的平衡心態。 
deva: 天衆; 指任一層欲界天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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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 法;事件; 現象;事物實相;其內在性質;事物發展的基本原理。也指爲了順應自然法則人們
當採取的行爲准則，以及爲了實證不死之境界，人們當培育的心理素質。在引申意義上，法(大
寫的Dhamma) 也指任何傳授上述原理的教義。因此從法的角度觀察身心事件[名色] ，意味著直接
如實地把它們僅看成事件或現象，看見主導其行爲的規律性。從世間角度觀察事物，意味著從寓
意、功能、情感色彩等角度看，即從事物如何納入我們的生活觀與世界觀的方面看。  
dhamma-vicaya-sambojjaṅga: 擇法覺支: 對於現象、屬性、原理等有分辨力。爲七覺支之一，其余
覺支爲: 念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舍覺支。  
dhātu: 元素; 界; 潛能; 構成內在身心覺受的元屬性[指其不可再分]: 地(堅硬性)、水(潤濕性)、火(溫
熱性)、風( 能量性) 、空間、意識。呼吸被視爲風元素的一個層次，體內一切能量感皆歸爲呼吸
感[風感; 氣感] 。按照古印度與古暹羅生理學，疾病來源於前四種元素之任一部分的過盛或失調。
健康則被定義爲四元素無一占主導的狀態: 一切安靜、不興、平衡、寂止。  
ekaggatārammaṇa: 一所緣性; 單一的所緣、對象、目標。  
ekāyana-magga: 一乘道; 合一之道; 直道。指四念處(身、受、心、法) 的修習。  
jhāna: 禪那;静虑。高度專注於某種體感[rūpa jhāna，色界禪那]或某個心理概念[arūpa jhāna，無色
界禪那]的禪定状态。狀態。尋想[尋]、 評估[伺]、喜、樂與一所緣性爲色界初禪的五要素[五禪
支]。  
kamma: 業;導致存在與出生[有生]的有動機的行動。  
khandha: 蘊;聚集體;感識[sensory perception]的構成單元;直接體驗到的身心現象: 包括色蘊(rūpa,指
體感或其素材)、受蘊(vedanā,指苦、樂、不苦不樂之感受)、想蘊(saññā,指標籖、名號、概念、指
稱)、行蘊(saṅkhārā,心理造作、思維構成)、識蘊(viññāṇa,指感官意識) 。 
lokavidū:世間解;精 通宇宙現象者——佛陀名號之一。 
magga-citta: 道心。構成出世素質、趨向解脫的正道心態。果心[phala-citta] 指緊隨道心證得其果
的心態。 
nibbāna(nirvāṇa): 涅槃。心從貪、嗔、癡、名色之綁束中的解脫。因該詞也指火的熄滅，故含有
靜止、冷卻、安甯之義。(據佛陀時代的物理學，萬物或多或少都含有火的潛在屬性。激活時它
抓緊並受制於燃料。熄滅時則獲得解脫。) 
nimitta: 禪相。心理征兆、主題、意像。 
nīvaraṇā: 蓋障; 五蓋;妨礙入定的心理素質: 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躁動不安] 、疑。 
opanayiko: 朝內、向內觀照。  
paccattaṃ: 各自證知; 由個人在內心體證。  
Pāli: 巴利聖典;現存最早的佛教經典之名稱。引申意義亦指書寫這套經典的語言。 
puñña: 福德; 內在價值。來自行爲正善並使人繼續行善的內在安甯感。 
samādhi: 奢摩他; 止; 定; 三昧; 心集中或專注於單一對象的動作。定的三個層次——刹那定、近行
定、安止定——可按本書禪那一章所述的[初禪] 前三步來理解: 刹那定不超過步驟(1)。近行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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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1) 與(3); 安止定結合了(1)、(2) 、(3)並繼續包括所有更高的禪那層次。  
saṃbhavesin: 求生者; 尋找投生處的有情。 
sandiṭṭhiko: 即刻即地可見; 現證;即見。 
saṅgha:僧伽。跟隨佛陀的弟子團體。常規意義上，指佛教僧侶。理想意義[ariya，聖義] 上，指無
論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練成就解脫的第一種出世品質[初果] 者。 
saṅkhārā: 行;造作——指造作事物的力與因、造作過程、造作而起的事物。作爲五蘊中的第四蘊
[行蘊]，指心內部造作思想、願望等的動作。作爲五蘊的通稱，它指一切本質上造作、合成、塑
造的事物。行舍智[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指平等俱舍地觀一切行的解脫階智。  
vijjā: 明;覺;科學;認知技能。 
vijjā-caraṇa-sampanno: 智識與操行具足完美; 明行足。 
vipassanā(–ñāṇa): 毗婆奢那智; 觀智; 解脫的洞見——從四聖谛角度，從無常、苦、非我角度，如
實觀照物質與心理現象之生滅所獲得的明晰直覺的洞見。 

 

英譯者後記
        本書譯筆如有任何不准確或誤導之處，我請求作者與讀者原諒譯者無意間造成的障礙。對於
譯筆准確的那部分，我希望讀者能夠充分利用、用心體會，求證文中指明的真理。 
 

英譯者 
 
 
        中譯者附記: 讀者對本書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坦尼沙羅尊者。地址: 
        Thanissaro Bhikkhu, Metta Forest Monastery 13560 Muutama Lane, Valley Center, CA 92082, U.S.
A.  
        華語讀者亦可就本書有關的禪修問題請教馬來西亞柔佛州甯心寺住持基摩轲尊者(阿姜慶) 。
地址:  
        Khemako Bhikkhu, Santi Forest Monastery Lot 1413, Jalan Ponorogo, Batu 18 1/2 Kampung 
Sungai Tiram, 81800 Ulu Tiram, Johor, Malaysia 

福德回向誦文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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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願一切衆安樂活命、常離敵怨。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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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者 阿 姜 李 简 传 

 

阿姜李 1906年出生於泰国东北部乌汶府乡村。二十岁在本

村寺院出家，开始了佛法教义与僧侣戒律的学习。他遗憾地发

现，自己所在寺院的生活类似於泰国当时多数寺院，与佛陀教

导的梵行生活相距甚远。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 『当时我们与

其说是在奉行禅思的职责，不如说是在享乐: 下棋、摔角、守

灵时与姑娘们玩火柴逰戏……每读戒律课本，我心里实在不舒

服。我对自己说: 「你若不想还俗，得离开这所寺院。」』 

作此決定后不久，他碰巧遇见一位头陀僧，这位比丘的承

传来自阿姜索·堪塔西罗(1861-1941)与阿姜曼·布里达陀 (18

70-1949) 确立的林居修行传统。阿姜李对他的言教与梵行方式

印象深刻，於是步行出发找到阿姜曼，成了他的弟子。他跟随

阿姜曼度过了两段密集禅修期: 一次是初遇那年在乌汶森林，

第二次是四年后在清迈的彻地伦寺。阿姜曼与阿姜索的言教在

那个年代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於他们指出涅槃之道尚存，

而且为使弟子朝此目标进步，其训练方式也独一无二: 不仅包

括了密集禅修，而且还对弟子的品格──其习性、价值观、观

察力──作全面的重新教育。阿姜李在自传中写道: 『与阿姜

曼一起的那段生活对我极其有益，但也极其艰苦。我必须愿意

重新学习一切……有时他训斥我，说我邋蹋，总不把东西摆在

正确位置，但他从不告诉我什么是正确位置……要能跟他一起

住，你必须有高度观察力，思考慎密。不能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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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开门窗时不能出声。做每件事──包括掛僧袍、整理

睡铺等一切琐事──都必须有条不紊。否则哪怕在雨安居期间

，他照样把你赶出去。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接受，儘量发挥自

己的观察力。』 

『其它方面，譬如在坐禅与行禅的修习上，他对我作了全

面训练，令我彻底折服。但我至多只在百分之六十情形下跟得

上他。』 

阿姜李的第二个训练期完成后，阿姜曼指点他去泰国北部

丛林自行逰方修练。阿姜李至终走遍泰国每一个地区，及至缅

甸、柬埔寨、印度。在阿姜曼的弟子当中，阿姜李是第一位把

林居传统的禅法传授给泰国中部主流社会的头陀僧。1935年，

他在东南海岸尖竹汶府一处墓地建立了克陇功森林寺; 1955年

又在曼谷郊外湄南河口的沼泽地带建立了阿育王寺。他的弟子

当中有比丘，也有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男女居士。1957

年他被泰王室尊封为昭昆。阿姜李於 1961年圆寂。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阿姜李仍然定期入丛林隐居。

再引他的自传 : 『我喜欢林居生活，它给了我多样的禅思主题

……那里寂静无声，便於观察环境的影响。以野鸡为例 : 它若

像家鸡一般懒散，要不了多久眼镜蛇与蒙鼠便会吃了它……我

们人也一样: 把时间耗在闲暇逰伴上，如泥中刀锄，容易生锈

。若是在磨石与铁锉上不停地打磨，锈迹便无从长起。因此我

们必须学会保持警觉…… 

『林居修行，使心获得自信。你学过的法，甚至你尚未学

过的法，自会显现出来，因为自然就是导师。这就好比各国藉

以开发高能的世间科学: 那些发明与发现，没有一项来自书本

，而是来自科学家们对自然规律的研究，那一切就显现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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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至於法 [Dhamma]，它好比科学: 它存在於自然。我意识

到这点时，便不再担心少习文本的不利。我回想起世尊和弟子

们: 他们研究自然法，从中学习，没有人循照一本教科书。 

   『因此，我允许自己对经文有所不知
1 。有的树夜眠日醒

。有的树日眠夜醒。』

                                                 
1

見 《 法 句 經 》 20: 『 雖 只 背 誦 少 許 經 典 ， 然 而 如 法 實 行 ， 滅

棄 貪 嗔 癡 ， 由 警 覺 令 心 得 善 解 脫 ， 今 世 後 世 皆 不 執 取 : 他 得 以

分 享 沙 門 生 活 的 利 益 。 』  



 iv

 

 
          英 译 者 前 言 
 

本书为一部有关心解脱的操作手册，所传内容非是一套费

解的理论，而是以念住呼吸为起点的一门基本技能。 

书中的言教来自阿姜李·达摩达罗(1906-1961)，泰国最受

推崇的佛教禅修导师之一。阿姜李是一位林居僧，即选择独居

丛林、以禅修为梵行主题的比丘，因此他的言教来自个人的实

修经验，同时也注意与佛教的标准教义相映证。 

本书分两部分: 前一部分是有关呼吸禅定技能──这是阿

姜李的专长──的基本指南，其中给出了他在梵行生涯的不同

阶段发展出的两套方法。第二部分收录了他的十五篇开示摘要

，解说禅修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若想立即开始禅修，回头再补充细节，可以直接阅读方

法二。反复细读七个基本步骤直至牢记於心，之后开始练习。

要注意，特别在初始阶段，不要让外来的观点与讯息充斥内心

。否则你可能在禅定中耗去过多时间找寻某些现象，却看不见

实际发生的情形。本书的其余部分可待以后你有个别问题希望

求解、或者你对自己在做的事想有个总体了解时再读，不过这

两种情形时常重叠。 

本书的目的在於提示一些可能性: 指点你过去可能忽视的

地方，引荐你未曾设想过的途径。具体学到什么，完全与各人

有关。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书中未提到你的体验而困扰。不要

因为自己没有书中讲述的体验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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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禅相: 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它们与个人有关，对

禅修来说並非真正必要。如果你有禅相的体验，则要学会明智

地利用它们; 如果没有，则要学会善用你已有的其它体验。重

要的是，牢记基本步骤，连续仔细观察。 

禅修类似於木工、航海等任何的一门技能，自有一套术语

，对初学者来说必定如密码般难解。使用本书的挑战之一，便

是破解密码。部分难点在於，有些词汇本身属於外来语: 它们

是巴利语即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用语，並且附带着泰文的语义

色彩。不过问题相对不大。这些词多数在文中已作注解; 书后

的词汇表不仅对文中未注解之词给出了定义，而且对不少已注

解之词作了补充说明。 

一项更大的挑战，在於领会作者的视点。禅修中我们打交

道的对象，乃是从内在体验到的身与心。阿姜李成年后的大部

分时间在禅修中度过，对於从该角度观察身与心有着长期的经

验，他的选词用字自然地体现了这一点。 

例如，在提及呼吸或呼吸感时，他指的不仅是出入肺部的

空气，而且指从内在体验到的、遍及全身的呼吸觉受 [ 气感 ]

。同样，身体的『元素』 [dhātu] 也非是指化学元素，而是指对

能量性、温热性、润湿性、坚硬性2 、空间性、意识性的元觉

受──也就是身体对内在觉知的直接呈现形式。要超越对这类

                                                 
2

『 能 量 性 、 溫 熱 性 、 潤 濕 性 、 堅 硬 性 』 : 分 別 指 風 、 火 、 水

、 地 四 元 素 或 屬 性 [ 四 大 ; 四 界 ] 。 參 見 附 錄 詞 彙 表 dhātu 。 其

中 風 元 素 一 般 作 輕 動 性 解 ， 本 書 英 文 版 譯 作 energy [ 能 量 ] 。 根

據 坦 尼 沙 羅 尊 者 對 中 譯 者 的 解 釋 ， 這 是 因 爲 隨 著 呼 吸 禪 定 的 深

入 ， 可 知 體 內 有 的 呼 吸 層 次 實 爲 靜 態 。 呼 吸 一 詞 的 譯 解 見 方 法

二 腳 注 。 呼 吸 諸 層 次 見 《 禪 那 》 、 《 使 呼 吸 更 精 細 》 、 《 直 路

》 等 篇 中 阿 姜 李 的 解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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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怪異感，惟有开始从内部探索你自己的身与心，对哪些

词适用於你个人的哪类体验，有所领会。只有那时，这些术语

才达到其原本目的──即作为提升你的内在敏感度的工具──

因为禅定的真谛不在於理解文字，而在於掌握那门引导你直观

了解觉知之心的技能。 

我们不妨把本书比作一份食谱。仅仅阅读食谱，即便了解

了全部术语，也不能从中得着丝毫味感与养分。初学几步后知

难而退，也同样白费时间。然而，你若能夠一直学到底，那时

便可以把书放在一边，享受自己的烹饪成果。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於你个人探索念住呼吸的善益。 
 

坦尼沙罗比丘 ( 杰弗里·德格拉夫 )  

美国加州慈林寺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 
                            CA 9208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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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译 者 前 言 

 

阿姜李为泰国上座部佛教林居禅修传统中广受尊敬的傑出

行者。他所传的呼吸禅定修法不仅引导初学者入定，同时藉培

育觉受力增进明辨。他的禅定开示直接生动，有助於禅修者放

松执取，提升心智，是不可多得的辅助读物。笔者翻译本书的

原初动机是希望藉此深化理解，便於个人修练 ; 现有法友捐资

助印，由慈林寺主持出版，供有志者参考。本书除转译英文版

《念住呼吸》全书外，还收录了英译者坦尼沙罗长老推荐的另

十篇禅定开示及阿姜李简传，它们分别摘自英译开示集《内在

力量》及《四念处》。长老在中文版前言里微作变动以反映内

容的扩增。 

一部传授心解脱的禅修手册，如同一部解说游泳的技术指

南，实在需要精通此道者才有背景作准确的译述，读者则必须

藉着实修才能夠渐次领悟文字的用意。英文读者有幸得到坦尼

沙罗尊者的译本。尊者原籍美国，大学主修欧洲思想史，期间

对佛教禅修发生兴趣。毕业后来到泰国，边教书边寻找可靠的

禅修导师，1976年随阿姜李的大弟子阿姜放出家，在偏僻简陋

的达摩萨地寺亲侍十年至师圆寂，呼吸禅法得其直传。据尊者

回忆，他最初随阿姜放修习时，导师递给他一本小书──阿姜

李的泰文版《念住呼吸》──就让他去后山坐禅了。尊者当年

把这本书前后英译了三遍，在实修中揣摩破解其意。如他所说 :

『你必须亲自尝试，才能夠懂得禅定指南中哪些部分需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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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理解 [literally] ，哪些部分需要按照比喻意义理解 [figu

ratively]。』中译本则是在初稿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成。有些内

容需要再三请教长老才得以勉强转述，这与中译者自身的禅定

程度低下有关。笔者自知未完整体现原文的用意，请读者把本

书当作一部试译 : 有不准确造成障碍处，请读者原谅笔者的无

心过失; 译文准确的部分，希望有助於读者把握呼吸禅定的实

际操作。如想学有精专，除了参考禅定指南，按步实修外，笔

者认为应当找机会亲自向尊者及其他精通此道的禅僧请教。随

着禅定的进展，重读阿姜李的解说，常会有新的理解与启发。

这也是笔者尊敬的几位资深禅修者的共感。我们顶礼为后人留

下这份宝贵指南的阿姜李，也顶礼以慈心与耐心为我们解说的

坦尼沙罗长老。作为林居禅修传统的承传者，他们的言教与践

行榜样，令我们对佛教修证之道有信心。 

熟悉佛教术语的读者可能对书中若干词汇的中译法不甚习

惯。这非是译者志在求新，而是出於两方面考虑。一者英译版

对某些巴利词汇的译法──例如 paññā ──有别於巴英辞典，

並且不预设读者已熟悉佛教的专用词汇。笔者曾经对坦尼沙罗

长老提及这一认知，长老答: 当年自己也注意到导师们的用词

与标准译法不儘相同。笔者认为，对佛教核心术语的理解，终

究应当站到实修者的角度上看，才比较符合原典的语境与旨趣

[ context & purpose] 。阿姜李与坦尼沙罗长老都是林居禅僧，书

中言教的目的，非仅是依照文本作推演或评介，而是以自身的

实修证量为背景，指点有志者掌握一门趋向灭苦的修练技能。

他们的选词用字在笔者看来极具启发性与可操作性 ( 无疑我们

还得益於英译者语言的当代性 ) ，中译时应尝试予以表达，使

其用意不至流失於标籖。二者文中若干佛教名词的古汉译──



中譯者前言 
 

ix

例如烦恼──其现代语意与巴利文英译有显著区别。以上两种

情形下，即便有现成的译法，笔者仍选择忠实英文版，依文直

译，希望在这部操作手册范围内减少阅读上的先入之见。其它

的译法也在方括号中列出或以脚注说明。 

书中的注解有三类。主文中的圆括号及内容为英文版原有

。方括号为中译者附加，列出重要词汇的另译、原文、或简释

。第三类是中译者在得到初步反馈后增加的一组脚注。其中少

数安置较长的方括号内容，多数是对某些译法或文句的说明。

一方面是回应反馈;  另一方面，笔者本人曾就英译本某些译法

与操作请教过坦尼沙罗长老，考虑到读者在义理与实修上亦可

能得益於他的解说，征得长老许可，把部分内容收录於脚注。

如有转述不当处，完全是笔者的失误。 

有四位华裔禅僧──美国慈林寺法住比丘与帕跋陀比丘、

马来西亚宁心寺阿姜庆与信增比丘──曾经在阅读译稿后给笔

者提供有益的建议。法住比丘与信增比丘还参照泰文版提出修

正意见，在此特别致谢。初稿完成后曾与台湾曾银湖居士2000

年中译本《念住呼吸》作过对照，沿用了其中若干词语的译法

，在此也向曾居士致谢。本书的出版得益於多位人士直接间接

的协助，包括拜访慈林寺时给予关照的泰侨护法，评点文稿、

捐资助印、联络印发等的诸位善人，笔者随喜他们的善行。 
本书及其它一部分林居导师开示中译，获得英译者许可，

存放於以下网站: http://www.theravadacn.org，供有志者参考。 

 

 

良稹 
二零零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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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书为禅定的修习指南。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几乎完

全有关心的调御。不过因为心的安宁在某种程度上有赖於身，

我因此收录了第二部分 ( 方法二 ) ，解说如何利用身增益心。 

根据我自己在禅修中的观察，只有一条短捷、方便、有效

、愉悦的路径，中途又几乎没有什么使你走偏: 那就是念住呼

吸。佛陀本人走的是同一条路，他证得如此卓越的果报。我希

望你在修习时不要犹疑不決、东鳞西爪，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反之，要決意专注你自己的呼吸，跟着它，一直走到它能带你

达到的极限。从那里，你会进入解脱洞见 [vipassanā, 毗婆奢那 ]

阶段，趋向心本身。最后，清淨的觉知3 将独立凸显，那时你

才有明确可靠的果证。换句话说，如果你让呼吸随顺它的自性

，让心随顺它的自性，你的修证无疑定能如愿以償。 

一般而言，心未曾调御有序，必然沦陷於造苦与不良的主

观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希求安稳的幸福，就必须找到

一种法则──也就是佛法──以它训练自己。心无内在法则、

无安居之处，好比人无家可归。无家者面对的只有苦。他们无

以庇荫，饱受风吹日晒、雨打泥污。修定的目的，正是为自己

                                                 
3

『 清 淨 的 覺 知 』 [buddha ]: pure knowing ， 据 坦 尼 沙 羅 尊 者 ， 是 指

純 淨 、 不 混 雜 任 何 心 理 活 動 [mental activity] 的 覺 知 。 中 部 49 《 梵

天 請 經 》 中 提 到 的 『 無 表 面 、 無 邊 際 、 光 明 遍 照 的 意 識 』 ， 即

是 此 覺 醒 的 覺 知[awakene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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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家。刹那定 [khaŠika samādhi] 好比草房; 近行定  [upācāra 

samādhi] 好比瓦房; 安止定 [appanā samādhi] 好比砖房。你一旦

有了家，便有了保存财宝的安全所在。你不必为守财而吃苦，

不像无处存财的人，为了守财不得不餐风露宿，即使那样他的

财物也未必安全。 

渙散之心也是如此 : 它总去别处寻觅善德，逰走於种种概

念与成见之间。即便那是善念，我们仍不可自以为安全。好比

一个女子拥有许多珠宝: 她若穿戴起来招摇过市，毫无安全可

言。财宝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同样，如果我们的心尚未

透过修定证得内在宁静，即便修了戒行，也极易退堕，因为它

们尚未妥善收藏於心。调御自心，达到寂止安祥，正好比把珠

宝存入保险箱中。 

这就是何以我们多数人做了善事，却不能从中得益的缘故

。我们让心受种种主观成见的左右。这些成见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会使已培育的戒德退失。心如绽放之

花: 风摧虫啮之下，无缘结果。这里的花，好比道心的宁静; 

果，好比道果的喜乐。我们的心，若是常有宁静、喜乐，就有

机会证得人人希求的正果。 

上善至德好比树的心木，其它的『诸善』好比芽苞枝叶。

不把心意调御有序，我们只能得到外在层次的善德。我们的心

若能夠达到内在的纯淨与良善，那么作为果报，外在的一切也

将随之良善起来。正如手洁淨时，不玷污触及之处，手不淨时

，即使最清洁的布也受其污染: 同样地，心有杂染，一切受其

污染。哪怕我们做的善事也受污染，因为世间的最高力量──

即升起一切善恶苦乐的主宰──正是心。心好比一尊神，善恶

苦乐都来自心。我们甚至可以把心称作一位造世者，因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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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与持久的安宁，皆有赖於心。如果真有世界末日，也必

然由心而生。因此，我们应当修练这个世上最重要的部分，让

它入定，成为富足安宁的根基。 

禅定是凝聚心的一切善巧潜能的方式。当这些潜能以适当

比例汇集起来时，能夠给予你摧毁敌方的充足火力，这里的敌

方是指你的一切杂染4 与无明心态。修行使你增长智慧，对善

与恶、世与法培育起明辨5 。你的明辨好比火药。假如你把火

药长期留着，却不放进子弹──即入定之心里，它会受潮发霉

。或者不小心让贪、嗔、痴之火占了上风，它会在你的手中炸

开。因此，不要延误，把火药放进弹头，无论何时敌方 ( 即杂

染 ) 发动进攻，你可以立即把它们击倒。 

   调御心定者，得其安止处。入定之心好比城堡; 明辨好比

武器。修定则好比为自己造就一座安全的城堡，因此是一件十

分重要、值得付出努力的工作。 

                                                 
4

『 雜 染 』 : 巴 利 文 kilesa; 英 譯 defilement;  古 汉 譯 『 煩 惱 』 。 錫 蘭

佛 教 出 版 社 [BPS] 的 英 文 佛 教 辭 典 作 汙 染 心 的 不 善 巧 素 質 解 ; 巴

利 聖 典 學 會 [PTS] 巴 英 辭 典 作 汙 染 、 不 純 、 道 德 上 的 低 落 、 貪 欲

、 障 礙 解 。 本 書 中 的 『 煩 惱 』 依 商 務 印 書 館 《 現 代 漢 語 詞 典 》

[1993] 作 『 煩 悶 苦 惱 』 解 。 
5

『 明 辨 』:  巴 利 文 paññā ; 該 詞 一 般 譯 作 『 智 慧 』 或 『 慧 』 ; 
梵 文 音 譯 般 若 。 英 文 多 譯 作 wisdom;  BPS 與 PTS 辭 典 的 義 譯 還 包

括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insight  [ 領 悟 ; 智 識 ; 洞 見 ]; 本 書 英 文 版

譯 作 discernment[ 識 別 ; 分 辨 力 ] 。 據 坦 尼 沙 羅 尊 者 對 中 譯 者 的

解 釋 ， 與 paññā同 源 的 巴 利 文 動 詞   pajānāti 意 爲 分 辨 ， 把 原 本 含 混

、 不 明 显 的 事 物 分 辨 清 楚 ;  wisdom 則 無 相 應 的 動 詞 ， 易 被 理 解 爲

某 種 頓 現 而 抽 象 的 靈 感 。 從 禪 修 者 的 角 度 追 究 paññā之 意 ， 乃 是

對 禪 定 業 處 連 續 作 細 微 深 入 的 觀 察 與 分 辨 [pajānāti ] 的 能 力 ， 因

此 可 作 爲 一 門 技 能 逐 步 修 練 。 中 文 的 『 智 慧 』 與 wisdom 近 似 ，

亦 無 相 應 動 詞 。 作 爲 實 修 指 南 ， 筆 者 在 本 書 範 圍 內 選 擇 以 『 明

辨 』 譯 之 ， 以 提 示 漸 次 分 辨 的 動 作 在 禪 觀 中 的 重 要 性 。 爲 保 持

一 致 ， 本 書 把 paññā-vimutti 試 譯 爲 『 明 辨 解 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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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初段──戒德，末段──明辨，成就这两者不特别难

。然而作为正道中段的定力，却需要花一些功夫培育，因为这

是一个促使心力成形的过程。修定好比在河中央打桥桩，自然

是件难事。不过一旦心牢固就位，对戒德与明辨的增长是极其

有益的。修戒德好比在河岸的近处打桥桩，修明辨好比在远处

打桥桩。但如果中段桥桩──即入定之心──不曾到位，你如

何跨越苦的洪流 ?  

要成就佛、法、僧的品质，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修心

[bhāvanā] 。修练心，达到入定寂止，才能升起明辨。这里所说

的明辨並非指普通的分辨力，而是指直觉洞见，它完全来自与

心直接打交道。譬如回忆宿世、了解众生死后投生处、洗涤心

的垢染之漏  [āsava]: 这三种称为智眼 [ñāŠa-cakkhu]的直觉，会对

在心意领域训练自己的人升起。不过，如果我们去从色、声、

香、味、触当中寻求知见，其中又夹杂着种种概念，那就好比

跟着『六师』学，是不可能明察真相的。正如佛陀早年曾师事

六师，未能求得觉醒。他於是把注意力转放在自己的心意上，

独自修练，以念住呼吸为起点，一路走向终极目标。只要你仍

从六尘 [ 感官对象 ] 中寻求知见，你就是在跟六师学。不过，

当你把注意力聚焦於人人都有的这个呼吸，达到心寂止入定的

地步，便有机会成就真智，即: 清淨的觉知。 

有些人相信他们无需修定，只修明辨即可证得明辨解脱。

这根本不正确。无论是明辨解脱还是心解脱6 ，两者都以定为

基础。它们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好比走路: 一般人不会只用一

                                                 
6

『 明 辨 解 脱 』 [paññā-vimutti ]: 慧 解 脱 ; 藉 由 明 辨 达 到 解 脱 。

『 心 解 脱 』 [ceto-vimutti ]: 藉 由 心 寂 止 达 到 解 脱 。  



引言 5 

条腿走。哪条腿为主只取決於个人的习惯、特性。 

明辨解脱，乃是藉观想世间事态的种种层面，令心渐渐平

息寂止，升起直觉的解脱洞见 [vipassanā–ñāŠa,毗婆奢那智 ] ──

即对四圣谛的透彻领悟。而心解脱则不涉及太多观想，而是单

纯地令心寂止，达到安止定。从那里出发升起直觉洞见，明察

诸法实相。这便是心解脱: 先止后观。 

一个人饱读经书，精通文义，可以正确阐明教义的种种要

点，然而心无内在的凝聚处，则好比飞行员驾机，虽然明察云

层星座，却不知降落跑道在何处。他会出大麻烦。飞得过高，

便出了大气层。他只得来回盘旋，直到燃料耗儘，坠毁荒野。 

有些人学历虽高，行为却不比野蛮人善良。这是因为他们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有些人自以为学问、思想、观点层次高

，不屑修定，以为有本事直证明辨解脱 [ 慧解脱 ] 。实际上，

他们正如看不见降落跑道的飞行员，在走向災难。 

修习定力，正是在为自己铺一条降落跑道。明辨升起之时

，你得以安稳解脱。   

这就是我们何以想在佛法修持中圆满成就，必须完整培育

正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的缘故。否则我们怎能说自

己已觉悟四谛? 圣道必须由戒德、定力、明辨构成。我们不在

内心培育它，便不可能领悟。不领悟，又如何放得开?  

我们多数人，一般而言乐见成果，不愿筑基。我们也许一

心想要功德、清淨，但如果根基尚未完成，仍将继续贫匮。好

比爱钱财却不愿做工的人，怎么可能是敦厚良民? 一旦心有匮

乏，转而堕落犯案。同样地，我们在佛教行持上既想得正果，

又不愿做工，就得继续贫匮。只要内心贫匮，即便知道不对，

仍然注定去外界追求贪欲、私利、地位、享乐、赞誉等世间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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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因为我们並无真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出自真

心。 

圣道永远真实不虚。戒德为真、定力为真、明辨为真。不

过，我们自己若不真，就见不着任何真品。我们在戒德、定力

、明辨的修持上若不真心，作为果报，只能得到赝品。用赝品

时必然苦。因此我们必须真心实意。真心才能夠尝得法味，这

个滋味远胜於世上的一切美食佳肴。 

因此，我编写了以下两份念住呼吸的指南。 

  

祝    宁静 

阿姜李·达摩达罗 

曼谷  波罗尼瓦寺   

1953年



 7 

 

 

           禅 修 前 行 
 

我现在解说如何修习禅定。开始前，跪下来，双手合十置

於心前，虔诚礼敬三宝，口诵下文 :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bhagavā:    
Buddhaṃ bhagavantaṃ abhivādemi     

薄伽梵
7

是阿羅漢、正自覺者:  

我頂禮佛陀、薄伽梵。 ( 一拜 )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Dhammaṃ namassāmi.  

法由薄伽梵善說:  

我崇敬法。 ( 一拜 )  
Supa 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gho:  
Sa‰ghaṃ  namāmi.  

薄伽梵的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我禮敬僧伽。 ( 一拜 )  

 

以你的意、语、行表达对佛陀的敬意 :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a.    

禮敬薄伽梵、阿羅漢、正自覺者。 (三遍 )  

  

归依三宝:  
Budd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Sa‰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7

『 薄 伽 梵 』 : 具 足 吉 祥 者 ; 有 一 切 福 德 者 ; 世 尊 。 『 阿 羅

漢 』 : 尊 貴 者 ; 應 供 。 『 歸 依 』 : 以 之 爲 安 穩 庇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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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歸依佛。我歸依法。我歸依僧。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sa‰gh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第二遍，我歸依佛。第二遍，我歸依法。第二遍，我歸依

僧。 
 Tatiyampi buddh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  
Tatiyampi sa‰gh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第三遍，我歸依佛。第三遍，我歸依法。第三遍，我歸依

僧。 

 
接着，如此決意 :  

我歸依佛──佛陀的清淨、無染。 

我歸依法──法義、修行、正果。 

我歸依僧──證得四果的聖弟子。 

從今起直至命終。 
Buddhaṃ j…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  

 Dhammaṃ j…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Sa‰ghaṃ j…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Šaṃ gacchāmi.     

我以佛、法、僧为依止与生命，从今起直至证得涅槃。   

 

接下来，依你平常能夠持守的戒律形式，即五戒、八戒、

十戒、或 227 戒，用一句愿言，表明你持戒的心意 :  
Imāni pañc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我受持五戒。 ( 三遍 )  

( 这是持五戒者的愿言。五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

、戒不当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  

 

Imāni a˜̃ h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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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持八戒。 (三遍)  

 (这是持八戒者的愿言，八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

、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戒午后至天明之间进食 [ 戒非时

食 ] 、戒观听歌舞及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座。 )  

 
Imāni das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我受持十戒。 ( 三遍 )  

( 这是守十戒者的愿言，十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

、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戒午后至天明间进食、戒观听歌

舞、戒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座、戒受持金钱。 )  

 
Parisuddho ahaṃ bhante.       
Parisuddhoti maṃ buddho dhammo sa‰gho dhāretu.   

尊者，我是清淨的;  

敬請佛、法、僧憶持，我是清淨的。 

    ( 这是守 227 戒者的愿言。 )  

 

现在，你已表明以纯淨的意、语、行，归依佛、法、僧的

意愿。顶礼三次。坐下来，合掌置於心前，端正思维，培育四

梵住 [ 四种崇高心境 ]: 慈、悲、喜、舍。把这些善念无偏倚

例外地向一切众生散佈，称为无量梵住之心。以下几个简短的

巴利词语可供有困难记忆者参考。 

Mettā   慈心──仁慈、关爱，愿自己与一切众生幸福。 

KaruŠā悲悯──对自己对众生有同情心。 

Muditā 随喜──对自己与他人的善德有欣赏、赞美之喜。 

Upekkhā   舍离──对应当舍离的事物持平等无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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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一 

 

以半莲式单盘而坐，右腿在左腿之上，双手掌心向上，置

於腿根，右手叠左手之上。身体挺直，把心放在当前的任务上

。合掌於心前表示敬意，忆念佛、法、僧的品德:  

Buddho me nātho.  Dhammo me nātho.  Sa‰gho me nātho.  

佛是我的依止，法是我的依止，僧是我的依止。 

接下来在心里默念:  

buddho, buddho; dhammo, dhammo; sa‰gho, sa‰gho.  

『佛陀、佛陀; 达摩、达摩; 僧伽、僧伽。』 [ 忆念佛法

僧 ]  

把手放回腿根，默想『佛陀』，三次。 

接下来，默想出入息，成对数息。首先，随着入息，默想

『佛』，随着出息，默想『陀』，作十次。再开始: 随着入息

，默想『佛陀』，随着出息，默想『佛陀』，作七次。再开始

 :随一次出入息，想一次『佛陀』，作五次。再开始: 随一次

出入息，想三次『佛陀』，如此作三次出入息。 

现在你可以停止数息，只随着入息、默想『佛』，随着出

息、默想『陀』。让呼吸放松自然。使心保持完全静止，专注

於出入鼻孔的呼吸。出息时不要把心送出跟着它; 入息时也不

要让心跟进来。让你的觉知宽广、愉快、开放。不要过於强迫

心。要放松。想像你置身於广阔空间中呼吸。使心保持静止，

好比海边的一根木桩: 涨潮时不上升; 退潮时也不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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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达到这个静止层次时，可以停下不想『佛陀』了，只

单纯地觉知呼吸的感受。 

接下来，慢慢地把注意力引向内部，聚焦於诸种呼吸层次

──那些能夠升起种种直觉功能的重要层次; 直觉功能包括: 

天眼智、天耳智、他心智、回忆前生的智能 [ 宿命智 ] 、了解

不同的人与动物死後重生处的智能 [ 生死智 ] 、了解与身相联

並能为身所用的诸元素或潜力的智能 [ 神足智 ] 。这些元素来

自呼吸 [ 气 ] 的本位 [the bases of the breath]。第一本位: 把心定於

鼻端，接着慢慢移至前额中央，即第二本位。保持觉知的宽广

。让心在前额停留片刻，再把它带回鼻端。继续在鼻端与前额

间将其来回移动，如上下爬山一般，做七次。接着让它停驻在

前额。不要让它回到鼻部。 

从此处，让它移动到第三本位: 头顶中央，在该处停驻片

刻。保持觉知的宽广。从该部位吸气，让它传遍整个头部，片

刻后使心回到前额中央。在前额与头顶之间把心来回移动七次

，最后让它停驻在头顶。 

接下来，把它带入第四本位: 脑中央，让它静止片刻，之

后把它带出，回到头顶。在这两处之间来回移动它，最后让它

定驻於脑中央。保持觉知的宽广。让脑内精细的呼吸 [ 气 ] 传

到头部以下的身体各部位。 

当你达到这一步时，可能会发现呼吸 [ 气 ] 开始升起种种

禅相 [nimitta]，例如见到或感觉到头内部有热、冷、或麻刺感。

你可能看见一团苍白模糊的蒸气、或者看见自己的头骨。即便

如此，也不要让自己受任何现象的影响。你若不要禅相出现，

可作深长呼吸，直入内心，它会立即消失。 

见到禅相出现时，要带着念住，把觉知聚焦其上──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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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次只观察一种禅相，选最舒服的那一个。一旦你掌握住它

，便要把它扩大，使它大如你的头部。明亮色白的禅相於身心

有用: 它是一种纯淨的呼吸 [ 气 ] ，可以清洗体内血液，减少

或消除身体的痛感。 

当你使这团白光大如头部之后，把它往下带到第五本位 :

胸部中央。等它牢固定驻后，就让它扩展开来，充满胸腔。使

这团呼吸 [ 气 ] 儘量发白发亮，之后让呼吸 [ 气 ] 与光亮两者

传遍全身，外至每个毛孔，直到身体的不同部位如图像般自行

呈现。你若不想要这些图像，作两三次长呼吸，它们会消失。

使你的觉知保持静止而宽广。对可能穿入呼吸 [ 气 ] 的光亮之

中的任何禅相，不要让觉知攀附它或受其左右。审慎看守心。

令它保持合一。令它连续专注单一所缘: 即精细的呼吸，让这

团精细的呼吸弥漫全身。 

达到这一步时，知见将逐渐开始展现。身将轻安如绒毛。

心得安息而清新──柔顺、独处、自足。身极度愉悦，心极度

自在。 

你如想获得知见与技能，则要修习这些步骤，直到能夠熟

练地进、出、安住。掌握这些步骤之后，你将能随时升起呼吸

[ 气 ] 禅相──即那个明亮的白色球体或光团。需要知见时，

只要令心寂止，放开一切攀缘，只留下那团明亮与空性。想一

两次你欲知之事──内在外在、关己关他──该知识将会升起

，或者意像将会显现。为了达到专精，如有可能你应当直接跟

一位精擅此道者修习，因为这等知见惟有来自禅定。 

来自禅定的知见分两类: 世俗知见 [lokiya] 与出世知见 [ loku

ttara]。有了世俗知见，会升起执取，执取你的所知所见，执取

那些显现出来为你升起知见的事物。你的知见，和透过你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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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功力给你知见的事物，乃是真与假的混合体──但此处之

『真』，也只是心造作层次上的真，任何造作的事物本质上是

易变、不稳定、无常的。 

因此，当你希望进一步达到出世层次时，就把你的一切所

知所见汇集成为单一所缘──即一所缘性 [ekaggatārammaŠa] ──

看见它们都有同样的本质。把你的一切知与觉聚集在那同一点

，直到你明察真相: 这一切事物仅仅是依其本性，在升起、消

逝。不要试图抓住你的那些觉知对象──即所缘──把它们当

成是你的。不要试图抓住来自内在的知见，把它们当成是你自

己的。让这些事物随其自性运作。抓住所缘，便抓住了苦。抓

紧知见，它将转成苦因。 

因此: 入定寂止之心，升起知见。该知见即是道。所有来

之即去、给你知见的事物，都是苦。不要让心抓紧它的知见。

不要让心抓紧显示出来给你知见的诸所缘。让它们随其自性。

使你的心有自在感。不要抓紧心，也不要臆想它该这样那样。

只要你还在臆造自我，你便受无明[avijjā]之苦。当你真正了解这

一点时，出世知见将会在内心升起──那是最尊贵的善德，是

一个人所能经历的至高喜乐。 

总结起来，修持的基本步骤如下 :  

一、从内心除去一切不良所缘。 

二、使心住於善所缘。 

三、把诸善所缘汇集成单一所缘──即禅那的一所缘性。 

四、观此单一所缘，直到你看见，它如何是aniccaṃ: 无  

常; dukkhaṃ:苦 ; anattā: 非我亦非任何人──空性、虚空。 
五、让一切好坏所缘顺其自性──因为好坏共存，本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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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8 。让心顺其自性; 让觉知顺其自性。觉知不生不灭。这就

是寂静法 [santi-dhamma] ──寂静的实相。它知善，但觉知非善

、善非觉知。它知恶，但觉知非恶、恶非觉知。换句话说，觉

知既不执取知识，也不执取被觉知的事物。它的本质真正具元

素性 [dhātu] ──如莲叶上的水珠，无瑕纯淨。这就是何以称它

为 asa‰khata-dhātu
9 之故: 非造作的真元素。 

 

当你能走过这五步时，你将发现殊胜的体验在内心显现，

那就是你的止观禅修所成就的技能与波罗蜜 [ 圆满 ] 。你会证

得前述的两类善果: 世俗善果，为你自己、也为全世界的众生

带来身的安宁; 出世善果，为你带来心的安宁，带来寂静、清

凉、绽放的喜乐，直趋涅槃，远离生老病死。 

以上是呼吸禅定主要原理的简要阐述。你把这些原理应用

於实修时如有疑问或困难，希望直接向传授此道的人士学习，

我愿意儘力助你，以便大家同证佛陀教导的宁静与安详。 

多数人会觉得比起上述的方法一，下文的方法二较为易学

、放松。 

                                                 
8

『 好 壞 共 存 ， 本 質 等 同 』 : 據 英 譯 者 ， 這 是 指 從 三 法 印 角 度

， 好 壞 所 緣 皆 爲 無 常 、 苦 、 非 我 。 
9

『 asa‰khata-dhātu』 : 非 造 作 的 元 素 。 涅 槃 同 義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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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二 
 

有七个基本步骤 :  

一、起始作三次或七次长呼吸，随着入息、默想『佛』，

随着出息、默想『陀』。保持禅定用词的音节与呼吸等长。 

二、对每一次出入息有清晰的觉知。 

三、随着出息、入息，观察它舒适与否、是窄是宽、是顺

畅还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长是短、是暖是凉。呼吸若不舒顺

，便作调节、直至舒顺为止。例如，长入息、长出息自感不适

，则尝试短入息、短出息。 

一旦呼吸有舒顺之感，则要让这股舒顺的呼吸感传到身体

的不同部位。起始，从后脑根部 [base of the skull]吸入气感，让它

沿脊柱一直流传下去。接下来，你若是男性，则让它沿右腿下

传至足底，至趾尖而外出。再一次，从后脑根部吸入气感，让

它沿脊柱下传，沿左腿下传，至趾尖而外出 ( 女性则从左侧开

始，因男女经络有别 ) 。 

接下来，让来自后脑根部的呼吸 [ 气 ] 沿双肩下传，经双

肘、双腕，至指尖而外出。 

让气息自喉根进入，沿着位於前身的中央经络下传，穿过

肺部、肝部，一路下传至膀胱与直肠。 

从前胸正中央吸气，让它一路下行至肠道。 

让所有这些气感传播开来，使之融会贯通、一齐流动，你

的安宁感将大有增进。 

四、学会四种调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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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入息、长出息， 

(2) 长入息、短出息， 

(3) 短入息、长出息， 

(4) 短入息、短出息。 

选择最舒适的方式呼吸。学会以四种方式舒适地呼吸更佳

，因为你的身体状态与你的呼吸 [ 气 ] 一直在变。 

五、对心的本位 [bases] 或者说聚焦点──即呼吸 [ 气 ] 的

停靠点 [resting spots] ──熟悉起来，其中哪个本位感觉最舒适，

就把你的觉知定驻在那里。这些本位当中有以下几个:  

(1) 鼻端;  
(2) 头部中央 ;  

(3) 上颚 ;  

(4) 喉根 ;  

(5) 胸骨下端 ;  

(6) 脐部 ( 或略上於脐部之处) 。 

如果你常患头痛症或神经官能症，便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喉底以上的任何本位。不要强力呼吸，也不要使自己进入呆滞

或催眠的状态10 。流畅自然地呼吸。让心对呼吸有自在感，但

不要耽於舒适而走神。 

六、扩展你的觉知──即你的觉受意识，使之遍及全身。 

七、使全身各处的气感融会贯通，让它们一齐舒畅流动，

同时使觉知保持儘可能宽广。你对身体的某些呼吸层次已有所

了解，一旦对它们有了全面的觉知，你也会了解其它的诸种层

次。呼吸 [ 气 ] 在本质上有多种层面: 有经络内部流动的气

                                                 
10

『 呆 滞 或 催 眠 的 狀 態 』 [trance]: 據 英 譯 者 ， 這 是 指 一 類 深 度 入

定 、 但 覺 知 範 圍 極 其 狹 小 的 呆 滯 境 界 ， 其 中 有 些 可 說 是 催 眠 態

。 此 非 正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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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有围绕经络流动的气感，也有从经络向每个毛孔传行的气

感。有益与有害的气感依其本性相互混杂。 

 

总结起来 : (1) 为了改善身体各处现存的能量，助你克服

疾病与苦痛 ; (2) 为了澄清内心已有的知见，使它成为培育趋

向解脱与心清淨之技能的基础──你应当把这七个步骤常记在

心，因为它们对呼吸禅定的每一个层次都是绝对基本的。把握

了这七个步骤时，你便已开闢了一条主道。至於那些旁路小径

──即呼吸禅定的附产物──它们为数不少，但实际上並不重

要。坚守这七个步骤，勤於修习，则可以确保安全。 

一旦学会把呼吸调御有序，就好比你把每个家庭成员调御

有序。呼吸禅定的附产物好比外人: 换言之是访客。一旦自家

人举止得当，来客也不得不遵守规矩。 

此处的『客』，是指禅相[nimitta]以及有可能穿入所观呼吸

之范畴内的異常之气: 种种来自呼吸的禅相，可能为视像──

比如光亮、人兽、你自己等等; 也可能为声音──比如人声，

有的你识得、有的不识。某些情形下禅相可能为气息──芬芳

之香或腐屍之臭。有时，入息可能令你有全身饱足之感，以至

於不知饥渴。有时呼吸 [ 气 ] 可能向全身传送暖、热、冷、麻

等觉受; 有时能使过去从未遭遇的事物，突然出现在心里。 

所有这些都归为来客。接待来客之前，必须把你的呼吸 [

气 ] 与你的心调理得有序、安稳。接待这些来客时，首先必须

把它们置於你的掌控之下。你若掌控不了，便不要与它们打交

道。它们有可能引你走上歧路。不过，你若驾驭得当，它们以

后可以为你所用。 

驾驭之意是，藉著意念的力量[pa ĩbhāga nimitta，似相 ] 随心

所欲作变化──把它们缩小、放大，送到远处、带到近处，令

它们出现、消失，把它们送出去、领进来。只有那时，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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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它们来训练心。 

你一旦掌握了这些禅相，它们将会提升感知功能: 闭眼而

视的能力; 听远处之声、嗅远处之香的能力; 品尝空中存在的

诸种元素，藉以克服体内饥饿与欲望感的能力; 随意升起某些

觉受的能力──想凉即凉、想热即热、想暖即暖、想有力即有

力──因为世间可为你身体所用的种种元素会来到、出现於你

的体内。 

心也将得到提升，有力量开发智眼 [ñāŠa-cakkhu]: 宿世智、

生死智、漏儘智。你若是机智灵活，就可以接待这些来客，安

排它们在你家里做工。 

以上为呼吸禅定附产物当中的几种。你在修习时如果遇上

，要作详儘观察。不要因其显现而生喜。也不要因之生嗔或故

意视而不见。使心保持平和、中立、慎密。无论出现什么，要

仔细考察，看它是否可信。否则它可能把你引向错误的假设。

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高是低: 一切取決於你的心是机敏还

是迟钝、你有多少才能。你若不开窍，哪怕尊贵之事也会变得

低俗，善事转成恶事。 

一旦了解了呼吸诸层次及其附产物，即可望证得四圣谛之

智。此外你还可以消解体内升起的疼痛。在这副药里，念住是

活性成分，呼吸 [ 气 ] 是溶剂。念住可以洗涤、淨化呼吸。纯

淨的呼吸可以洗涤全身的血液，血液清洁之后则可以消解身体

的许多疾病与苦痛。譬如你有神经官能症，它会消解。此外，

体格会强健起来，令你的健康与安宁感大有增进。 

身体感受良好时，心得以安定歇息。心在歇息后，你就获

得力量: 坐禅时消解一切痛感，让你久坐。身离痛时，心离五

盖 [n…varaŠā] 。身心两者有力量。此谓定力 [samādhi-balaṃ] 。 

当你的定力强到这一步时，可以从中升起明辨: 即对苦、

苦因、苦的消解、苦的消解之道的洞见能力，此四谛儘见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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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之中。我们可作如下解说 :  

出入息为苦11 : 入息为苦之生，出息为苦之灭。对出入息

无觉知，不解呼吸之本质，是为苦因。入息时有觉知、出息时

有觉知、明察呼吸之本质──如实知见呼吸真相──即为八圣

道道支 [ 要素 ] 之一的正見。 

了解哪些呼吸方式不舒适、了解如何改变呼吸、了解『那

种呼吸不舒顺; 我需要这样呼吸才有自在感』: 此为正志。 

寻想与正确评估呼吸诸层次: 这些心理素质为正言。 

了解改善呼吸的种种方式; 试作长入息长出息、短入息短

出息、短入息长出息、长入息短出息等，直至把握最舒顺的呼

吸方式: 是为正業。 

了解如何利用呼吸淨化血液、如何让这股纯淨的血液滋养

心肌、如何调息令身心轻安、如何调息令身与心有满足与清新

之感: 此为正命。 

调整呼吸，直至令身心安适，未儘自在，则继续努力: 为

正精進。 

随时对出入息保持念住与警觉，了解呼吸诸层次──上行

                                                 
11

『 苦 』 : 巴 利 文 名 詞 及 形 容 詞 dukkha 。 英 文 多 譯 作 suffering [
痛 苦 ] 或  unsatisfactoriness  [ 不 滿 ]; 坦 尼 沙 羅 尊 者 則 譯 作 stress 或

stress and pain[ 緊 張 ; 緊 張 與 痛 苦 ; 苦 迫 ] 。 尊 者 在 對 中 譯 者 解 釋

時 引 用 了 另 一 位 林 居 禪 修 導 師 之 言: dukkha指 一 切 對 心 之 擠 迫 。

據 相 應 部 56.11 《 轉 法 輪 經 》 : 『 此 爲 苦 聖 谛 : 生 苦 、 老 苦 、 死

苦 ， 憂 、 哀 、 痛 、 悲 、 慘 苦 ， 與 不 愛 者 共 處 苦 、 與 愛 者 離 別 苦

、 所 求 不 得 苦 : 簡 言 之 ， 五 取 蘊 苦 。 』 相 應 部 22.86 《 阿 努 樓 陀

經 》 中 佛 言 : 『 無 論 過 去 現 在 ， 我 講 的 只 是 ， 苦 與 苦 的 止 息 。

』 故 dukkha 之 洞 見 位 於 整 個 佛 教 修 持 的 核 心 。 對 五 蘊 的 執 取 [

即 造 苦 之 動 作 ] 終 由 禪 觀 中 得 見 。 筆 者 認 爲 數 種 英 譯 法 中 stress
直 指 禪 觀 之 道 ， 就 中 譯 而 言 ， 『 苦 』 或 『 苦 迫 』 的 內 涵 之 寬 泛

使 之 爲 合 适 的 譯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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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的呼吸12 ; 胃部、肠部的呼吸; 沿肌肉流动並从各毛孔

流出的呼吸──随着每次出入息，把握这些觉受: 此为正念。 

心只专意与呼吸相关的事件，不把其它事扯进来干扰，直

至呼吸趋向精细，入安止定，从中升起解脱洞见: 此即正定。 

心繫呼吸，是为寻想 [vitakka ，寻 ] 。调整呼吸，让它传播

开来，是为评估 [vicāra ，伺 ] 。呼吸诸层次在全身自由流动时

，身与心有满足清新之感: 是为喜 [p…ti ] 。身心俱得休憩时，即

有宁静自在之感: 是为乐 [sukha] 。一旦有乐，心必然舒适地专

意於单一对象，不追逐杂念: 是为一所缘性 [ekaggatārammaŠa] 。

此五要素构成了正定初阶 [ 即初禅 ] 。 

当圣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在内心相互汇合

、圆满成熟时，你对呼吸诸层次将升起明觉，了解『这样呼吸

，引生善巧心态。那样呼吸，引生不善巧心态。』你不牵扯在

造作身的诸因──即呼吸一切层次──之中; 不牵扯在造作语

的诸因之中; 不牵扯在造作心的诸因之中，无论是好是坏。你

让它们依自性运作: 是为苦的消解。 

四圣谛另一更简要的表达方式如下: 出入息为苦谛。不了

解出息，不了解入息: 是为苦因──即暗昧、痴迷的觉知。明

                                                 
12

此 處 對 諸 種 呼 吸 之 描 述 亦 可 見 中 部 28 《 象 迹 喻 大 經 》 : 『 何

爲 內 風 元 素 ？ 凡 內 在 的 、 各 自 的 、 是 風 的 、 有 風 性 的 、 被 ( 執

取 ) 維 持 的 : 上 行 風 、 下 行 風 、 腹 住 風 、 腸 住 風 、 貫 穿 身 體 之

風 、 入 息 、 出 息 、 或 其 它 凡 內 在 的 、 各 自 的 、 是 風 的 、 有 風 性

的 、 被 ( 執 取 ) 維 持 的 。 此 謂 內 風 元 素 。 』 呼 吸 禪 定 中 的 『 呼

吸 』 一 詞 ， 因 以 觀 出 入 息 爲 起 點 ， 故 譯 爲 呼 吸 ; 隨 著 禪 定 的 深

入 ， 所 觀 的 全 身 呼 吸 感 更 宜 表 述 爲 氣 感 、 風 感 、 能 量 。 參 見 英

譯 者 前 言 。 某 種 層 次 上 或 與 之 類 似 的 體 驗 是 中 華 氣 功 之 『 氣 』

。 佛 教 的 觀 息 意 在 使 之 寂 止 ， 從 此 出 發 升 起 解 脫 知 見 。 中 部

118 《 出 入 息 念 經 》 言 : 『 隨 入 息 … 出 息 修 辨 知 [pajānāti,  discern]
全 身 … 修 平 息 身 造 作 [ 身 行 ] … 修 辨 知 心 … 修 平 息 心 造 作 [ 心

行 ] … 令 心 滿 足 … 令 心 平 定 … 令 心 解 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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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呼吸诸层次，达到不再执取、将其放开的地步，是为苦的消

解。对呼吸诸层次连续保持念住与警觉，是为苦的消解之道。 

你能夠做到这一步时，便可以说自己在正确修习呼吸禅定

。你有了辨识力，得以明见四谛。你能夠证得解脱。解脱之心

，既不执取低层次的因果，即苦与苦因，也不执取高层次的因

果，即苦的消解与消解之道。这样的心，不执取引生知见的因

、不执取知见、也不执取觉知。当你能把这三者区别开来，换

言之，当你了解何者构成起始、何者构成终结、何者居中，依

经偈所言 : sabbe dhammā anatta──『诸法非我』──任其自运

时，你便掌握了解脱的技能。 

执取我们赖以获得知见的因，即元素、蕴、处13 ，即为欲

取 [kam™pādāna]。执取知见，为见取 [dĩ ˜h™pādāna]。不了解清淨的

觉知本身，为戒禁取 [s…labbat™pādāna]。如此执取之下，我们必然

为造作身、语、意的因所迷惑，这些因皆来自暗昧的觉知 [ 无

明 ] 。 

佛陀是圆满把握因果的大师，既不执取低层次因果、也不

执取高层次因果。他超越了因、也超越了果。苦与乐，他运用

自如，但不执取两者。善与恶，他理解透彻; 我与非我，他两

者兼俱，但不执取任一。他对可作为苦因的诸所缘运用自如，

但不执取。作为圣道的明辨智，他也运用自如: 他懂得内隐与

外显知见，以益传法。苦的消解，他也运用自如，但不执取、

不黏着: 因此我们能夠真正地说，他的成就圆满无缺。 

佛陀如此放开诸法之前，先致力於使它们充分展现。只有

那时，他才能夠把它们放置一边。他是在充裕中放开，不同於

                                                 
13

『 元 素 』 [dhātu ]: 又 譯 『 界 』 或 『 屬 性 』 : 指 地 、 水 、 風 、 火

、 空 間 、 意 識 。 『 蘊 』 [khandha ]: 指 色 、 受 、 想 、 行 、 識 之 五 蘊

。 『 處 』 [āyatana ]: 官 感 及 其 對 象 , 即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見 詞 彙 表 各 巴 利 名 詞 之 注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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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出於匮乏而『扔下』。即使把诸法放开了，它们依旧为他

所用。他善修戒德、定力、明辨直至於证悟那一日成就圆满，

此后他从未将其摒棄，而是继续利用戒德、定力、明辨的诸层

次，直至般涅槃  [parinibbāna]那一日。即便在般涅槃的时刻，他

也完全把握着禅定──换言之，他的彻底解脱发生在色界禅那

与无色界禅那之间14 。 

因此我们不应排斥戒德、定力、明辨。有些人不愿守戒，

怕受约束。有些人不愿修定，怕变痴变狂。事实真相是，我们

平常早已既痴又狂，修定才是止息痴狂之道。正确地自我训练

之后，纯淨的明辨才会升起，如宝石须经切磨方显其闪光本性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明辨智。它因人而生，所谓各自证知 [pac

cattaṃ]: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夠升起它、领悟它。 

不过我们多数人，倾向於误解明辨的本质。我们拿着掺杂

着种种概念的仿冒明辨，压制真明辨，好比有人在玻璃上镀水

银后，看见了自己与他人的映影，便以为找到了观察真相的妙

方。实际上，他不过如猴子观镜: 变一为二，继续玩赏镜像，

等到水银褪去时，它不懂得镜像的究竟来源，只得垂头丧气。

当我们只凭着概念、先见，作想象、臆测，得到仿冒明辨时，

也是如此: 等到面对死亡时，只得走向悲苦。 

自然明辨的关键，惟在於修心，使它如钻石般自放光明，

明处暗处，熠熠生辉。镜子只能在明处用，拿到暗处，根本照

不见。而一块自然发光的精雕宝石，则随处明亮。佛陀教导说

                                                 
14

見 長 部 16 《 大 般 涅 槃 經 》 : 『 於 是 薄 伽 梵 即 入 初 禪 。 自 初 禪

出 而 入 第 二 禪 。 自 第 二 禪 出 而 入 第 三 禪 … 第 四 禪 … 空 無 邊 緯 度

… 識 無 邊 緯 度 … 無 所 有 緯 度 … 非 想 非 非 想 緯 度 。 他 出 該 定 境 而

入 無 想 受 緯 度 。 … 於 是 薄 伽 梵 出 無 想 受 緯 度 而 入 非 想 非 非 想 緯

度 。 出 非 想 非 非 想 緯 度 而 入 無 所 有 緯 度 … 識 無 邊 緯 度 … 空 無 邊

緯 度 … 第 四 禪 … 第 三 禪 … 第 二 禪 … 初 禪 。 出 初 禪 而 入 第 二 禪 …

第 三 禪 … 第 四 禪 。 出 第 四 禪 後 ， 他 即 刻 徹 底 解 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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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明辨穿透不了的封闭或秘密之处，便是此意。正是这

块明辨的宝石，助我们摧毁渴爱、执取、无明，成就至高的殊

胜: 涅槃──远离苦痛、死亡、湮灭、消亡──得不死之法[a

mata-dhamma] 。 

一般来说，我们倾向於只关心明辨、解脱。乍一开始，就

想学苦、无常、非我的教导──这种情形下，永远不会成就。

佛陀在教导诸行 [ 造作 ] 无常之前，已经下功夫了解诸行，令

它们显现其恒常。在教导诸行皆苦之前，他已经把该苦转成安

乐。在教导诸法非我之前，他已经把非我转成了我，因此才能

夠看见隐藏於无常、苦、非我之中的恒常与真相。他接着把这

所有的素质汇集为一种。他把一切无常、苦、非我的事物，汇

集为同一类: 即世间角度的造作 [sa‰khārā] ──世上到处等同的

单一类别。至於常、乐、我，则属於另一类: 法的角度的造作

。接下来他把两类都放开，不拘繫於『常』与『无常』、『乐

』与『苦』、『我』与『非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他已证得解脱、清淨、涅槃，因为他无需以任何方式执取任何

造作，无论世间造作、法造作。 

世尊修行的特点即是如此。不过我们自己修行时，多数人

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未曾开始，却好像事毕功成。换言之

，我们只想放开，证得宁静与解脱。然而根基若不全面，我们

的放开必然有缺隙: 我们的宁静必然是片面的，我们的解脱必

然是错误的。我们当中那些有诚意、一心想证最高果位者应当

自问: 是否已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具备解脱与放开的良好基础

，又如何获得自由 ?  

佛陀教导说，戒德可以克服普通杂染，即我们言行中的粗

糙错失; 定力可以克服中等杂染，如感官之欲、恶意、昏睡、

掉举、疑; 明辨可以克服精细的杂染，如渴求、执取、无明。

然而有些人虽然辨识敏锐，能夠阐明教义的细微之处，却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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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凭着戒德即能夠克服的普通杂染。这说明他们的戒德

、定力、明辨必有缺失。他们的戒德也许徒有其表，他们的定

力也许存污纳染，他们的明辨也许像镀水银的玻璃，只是表面

光亮: 这就是他们不能证果的缘故。他们的行为正好比古谚: 

刀不入鞘──高谈阔论，心不能入定; 巢外下蛋──只求外在

善德，却不修心入定; 沙上筑基──於无实质的事物中寻求安

稳。这一切做法注定招致失望。这样的人还不曾找到有价值的

依止。 

因此，我们应当善筑根基，有序安排修行因缘，因为我们

期望的一切成就果报，皆来自这些因缘。 

attanā codayattānaṃ  

pa ĩma‰se tamattan  

自我警策。 

自我调御。
15
 

開始自觀出入息。

                                                 
15

見 《 法 句 經 》 379: 『 自 我 警 策 。 自 我 調 禦 。 自 守 、 具 念 的 比

丘 ， 將 常 住 於 樂 。 』 



 27 

 

 

              禅 那 
 

现在我们以禅那为主题，总结呼吸禅定之道。 

禅那16
[ jhāna ] 意谓全神贯注、聚焦於单一对象或所缘，

譬如观呼吸。 

一. 初禅有五要素 [ 五禅支 ] 。 

(1) 寻想 [vitakka, 寻 ]: 默想呼吸，直到能夠使心连续想

着呼吸，不受干扰。   
(2) 一所缘性 [ekaggatārammaŠa, 一境性  ]: 心繫呼吸。不

让它偏离，去追逐其它概念或所缘。监督你的思维，使之专

意调息，直至气息舒顺。 ( 心合一、随气安憩。 )  

(3) 评估 [vicāra, 伺 ]: 对如何让这股舒顺的呼吸感 [ 气

                                                 
16

本 書 對 各 禪 支 的 譯 法 選 擇 依 英 文 版 直 譯 。 vitakka :  directed 
thought; 尋 想 ， 專 向 思 慮 ， 心 指 向 或 朝 向 所 緣 或 對 象 、 目 標 、

業 處 。 vicāra : evaluation; 評 估 ， 亦 包 含 分 辨 、 調 整 的 成 分 :  例

如 調 整 出 入 息 ， 使 之 舒 適 、 易 於 心 的 停 住 。 這 都 是 禅 定 時 心

的 動 作 [actions of the mind] ， 即 阿 姜 李 所 說 的 因 。 ekaggat-ārammaŠa 
: singleness of preoccupation; 一 所 緣 性 ， 心 專 注 單 一 所 緣 。 一 所 緣

性 的 品 質 隨 著 禅 定 的 深 入 而 提 高 或 者 說 成 熟 : 初 禪 時 心 仍 然

在 一 邊 看 著 所 緣 ， 自 第 二 禪 起 ， 心 進 入 所 緣 ， 此 後 與 所 緣 愈

趨 合 一 [ 心 物 合 一 ] 。 另 一 類 似 的 詞 爲 cetaso ekodibhāva : 覺 知

的 合 一 [unification of awareness] ; 觉 知 成 爲 一 元 、 合 一 狀 態 。 該 素

質 從 第 二 禪 起 存 在 ， 至 無 色 界 的 識 無 邊 處 爲 頂 點 。 以 上 爲 筆

者 向 英 譯 者 請 教 時 的 討 論 概 要 。 ekodi-bhāva 見 第 二 禪 公 式 [ 增

支 部 5.28 等 ]: 『 隨 著 尋 想 與 評 估 [ 尋 與 伺 ] 的 寂 止 ， 他 入 第

二 禅 而 住 : 由 定 而 生 的 喜 與 樂 ， 非 尋 想 非 評 估 的 覺 知 合 一 

[cetaso ekodibhāva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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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传播开来，与体内其它的气感相连，有所领会。让这些

气感传播开来，直到它们在全身相互贯通。一旦身体得到呼

吸 [ 气 ] 的安抚，痛感将平息下来。身体将充满良好的气能

。 ( 心只关注与呼吸相关的事件。 )  

为了升起初禅，必须把上述三要素汇合起来、作用於同

一道呼吸流。这道呼吸流接着能把你一路带到第四禅。 

寻想、一所缘性、评估，此三者为因。因缘俱熟之时，

显现以下果报── 

(4) 喜 [p…ti ]: 为身与心一种强烈的满足与清新之感，直

趋内心，超乎一切。 

(5) 乐 [sukha]: 指由寂止、无扰而升起的身的安适感 [k

āya-    passaddhi, 身轻安 ];由自在、不乱、无扰、宁静、提升而

升起的心的满足感 [citta-passaddhi, 心轻安 ] 。 

喜、乐为果。初禅的五禅支照此仅分两类: 因与果。 

随着喜与乐的增强，呼吸愈加精细。入定持续的时间越

长，果报越有力。你得以放下寻想与评估 ( 前期的开路因素 )

──完全只依赖单一禅支即一所缘性──进入第二禅那 ( 道

心，果心 ) 。 

二、第二禅那有三要素: 喜、乐、一所缘性 ( 道心 ) 。

这是指已尝得初禅果报之心态。既入二禅，喜、乐愈强，这

是由於两者只依赖单一的因，即一所缘性，从此由它照料以

下工作: 专注呼吸令它越来越精细，保持平稳寂止，身心两

者随之都有清新自在之感。心较先前更加稳定、专注。随着

继续专注，喜与乐越来越强，並开始扩张、收缩。继续专注

呼吸，把心移向更深，到达一个更精细的层次，藉此避离喜

与乐的动态，於是入第三禅那。 

三、第三禅那有两要素: 乐与一所缘性。身安静、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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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无痛感升起干扰它。心独立、寂止。呼吸 [ 气 ] 精

细、畅流、宽广。有一团光亮，白如棉绒，弥漫全身，止息

身心的一切不适感。继续只管专意照料这团宽广、精细的呼

吸 [ 气 ] 。心有自由: 无过去、未来的杂念干扰它。心独自

凸显而立。四属性──地水火风──在全身相互和谐。几乎

可以说，它们在全身各处是纯淨的，因为呼吸 [ 气 ] 有力量

掌控与照料其它属性，维持其协调合作。一所缘性为因，念

住与之结合。呼吸 [ 气 ] 遍满全身。念遍满全身。 

继续朝内专注: 心明亮有力，身体轻。诸乐受静止。身

感稳定、均衡，觉知中无空档遗缺17 ，令你得以放开乐感。

乐之诸相趋向静止，缘自於四元素的平衡、不动。一所缘性

作为因，有力量更深沉地朝下专注，把你带入第四禅那。 

四、第四禅那有两要素: 舍 [upekkha] ; 一所缘性或念住

。第四禅那的舍与一所缘性，高度专注有力: 坚实、稳固、

确定。气元素绝对寂止，无波动、逆流或间隙。心处於中性

、寂止，无一切过去将来之想。构成当下的呼吸 [ 气 ] 处於

静止态，如风平浪静之海天。你能夠遥知远处的景观与声响

，因为呼吸 [ 气 ] 平坦无波，其作用如电影屏幕，凡所投射

，儘得清晰回映。知见在心中升起: 你觉知，但维持中性、

寂止。心中性、寂止; 气中性、寂止; 过去、现在、将来全

部中性、寂止。这是定住於无扰、寂止之气的真正的一所缘

性。身内的各处之气相互贯通，你得以透过每个毛孔呼吸。

你不必经由鼻孔呼吸，因为出入息与身内其它的气层次形成

了统一的整体。气能的一切层次均衡、遍满。四元素都有同

样的特性。心完全寂止。 

                                                 
17

『 空 檔 遺 缺 』 據 英 譯 者 既 指 時 間 也 指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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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強大, 光熠煜 ,  

此爲了知大念處。 

心放光華 , 如日之光。 

雲霧不蔽 , 光照大地。 

心朝四面八方放射光明。由於念的贯注，气明亮，心全

然明亮。 

定力强大，光熠煜……指心有力量、有主权。四念处全

部汇聚为一处，不存在『那是身、那是受、那是心、那是法

[ 心理素质 ] 』的分别感。无其为四者之感。故称大念处: 

四者无分别。 

心有定力之故 ,  

专注、集中、真實。 

念住与警觉汇集为一: 一乘道 [ekāyana-magga] 之意即在於

此──四元素之间、四念处之间相互协调，四合为一，引生

高度的能量与警醒，它们就是驱儘一切迷蒙黑暗的内在淨化

之火 [tapas] 。 

随着你进一步高度专注心的光明，功能将因放开一切攀

缘而升起。心独立，如登达顶峰者，有资格环顾四方。心的

居住处──也就是支撑着心的凸显与自由的气──处於提升

状态，使心得以明见一切法的造作──即元素、蕴、处──

的位置。正如带着照相机上飞机的人，可以俯拍下方几乎一

切事物，同样地，一位达到此阶段即世间解境界者，可以如

实地知见世界、知见法。 

再者，属於心的领域的另一类觉知，即所谓毗婆奢那智

或解脱之技能者，也将显现。身的元素或者说属性将成就功

能 [ kāya-siddhi ，身成就 ; 身悉地 ]; 心将成就韧力。需要世

间或法的知识时，你便把心深沉有力地定聚於气。随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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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触击此纯淨元素，直觉知见即在该元素中湧上来，如唱

针触击唱片而发声一般。一旦你的念注聚焦於一个纯淨的对

象，接下来你想见形则形现，欲闻声则声起，无论是远是近

、涉及世间或涉及法、关己关他、过去现在将来──无论你

欲知何事。随着你深沉入定，想着你欲知之事，它将会显现

。这便是智 [ñāŠa] ──一种能夠知解过去、现在、将来的直

觉敏感性──一个惟有凭你自悟的重要的觉知层次。诸元素

如穿行於空中的无线电波。如果你的心力与念力强大，你的

技能高度发达，便可利用那些元素，使自己与整个世界相接

触，使知见得以在内心升起。 

当你掌握了第四禅后，以之为基础，可发展八种技能 [

八明 ]:  

一、毗婆奢那智 [vipassanā–ñāŠa]: 对身心现象之生、住、

灭的明晰的直觉洞见。这是一类特殊的洞见，它完全来修心

。它有两类形式 : (1) 未假思索便知某事。 (2) 对某事略想

即明，不像一般知识的获得需作大量的思索。片刻考虑顿时

明了，如饱浸汽油的棉绒，火柴一点，顿时升起火焰。此处

的直觉与洞见，迅捷如此，大有别於寻常明辨。 

二、意力 [manomayiddhi, 心力 ]:以意念影响事件的能力。 

三、神变 [iddhividh… ]: 示现超自然功能的能力，比如在某

些情形之下造出形像，某些群体的人士将能夠看见。 

四、天耳 [dibbasota]: 遥听远声的能力。 
五、他心智 [cetopariya-ñāŠa ]: 了解他人内心层次──善恶

、尊卑──的能力。 

六、宿命智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Ša ]: 回忆宿世的能力。 (

你若修得此技，便无须臆测死后是断灭还是重生了。 )  

七、天眼 [dibbacakkhu]: 看见远处近处粗糙、细微形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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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八、漏儘智 [āsavakkhaya-ñāŠa]: 减少与灭儘内心杂染之漏

的能力。 
上述八明的成就，惟有来自修定，我写下这份以念住呼

吸
18

为根本法门的修定入禅的扼要指南，意在於此。你如有

志成就此中之善德，当把注意力转向修练你自己的心与意。 

                                                 
18

『 念 』 或 『 念 住 』 : 巴 利 文 sati ; 英 文 mindfulness 。 『 念 處 』

: 巴 利 文 satipa˜̃ hāna ; 英 文 多 譯 作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坦 尼 沙

羅 尊 者 則 譯 作 frame of reference: 『 參 照 框 架 』 ， 即 以 特 定 框 架 鎖

定 目 標 連 續 觀 察 的 意 思 。 據 尊 者 對 中 譯 者 的 解 說 ， sati 是 指

一 種 心 理 素 質 或 能 力 ;     satipa˜̃ hāna 是 指 確 立 念 住 的 修 練 ， 共 有

四 種 。 尊 者 在 一 篇 開 示 中 提 到 ， 佛 陀 把  sati 定 義 爲 記 憶 的 能

力 ， 以 四 念 處 闡 明 該 功 能 在 禪 修 中 的 作 用 [ 相 應 部 48.10 《 根

分 別 經 》 ]: 『 何 爲 念 根 ? 有 此 情 形 ， 一 位 聖 弟 子 具 念 、 高 度

精 細 ， 即 便 長 久 之 前 所 作 、 長 久 之 前 所 言 亦 能 記 憶 、 回 憶 。

[ 以 下 爲 四 念 處 公 式 :] 他 連 續 在 身 內 專 注 身 ── 精 勤 、 警 覺

、 念 住 ── 平 息 對 世 界 的 貪 與 憂 。 他 連 續 在 受 內 專 注 受 … 專

注 心 … 專 注 心 理 素 質 [ 法 ] ── 精 勤 、 警 覺 、 念 住 ── 平 息 對

世 界 的 貪 與 憂 。 』 念 住 呼 吸 意 指 把 呼 吸 牢 記 在 心 。 每 一 次 入

息 、 每 一 次 出 息 ， 不 忘 觀 息 … 現 代 心 理 學 研 究 表 明 ， 專 注

[attention] 以 間 斷 性 的 片 刻 形 式 存 在 。 你 對 某 件 事 物 的 專 注 只

能 持 續 極 其 短 暫 的 片 刻 ， 若 想 連 續 保 持 專 注 ， 你 必 須 一 刻 接

著 一 刻 地 提 醒 自 己 ， 回 返 其 上 。 換 句 話 說 ， 連 續 的 專 注 ──
能 夠 觀 察 事 物 隨 時 間 變 化 的 那 種 ── 必 須 把 爲 時 短 暫 的 專 注

連 綴 起 來 。 這 就 是 念 住 的 目 的 ( 見 《 定 義 念 住 》 ) 。 筆 者 認

爲 另 一 位 林 居 導 師 阿 姜 索 的 解 說 亦 具 高 度 實 用 性 ： 『 想 著 一

個 目 標 ， 把 它 與 心 連 接 起 來 ， 這 本 身 就 是 確 立 念 住 [satipa˜̃ hāna]
的 動 作 [the act] 。 』 類 似 地 ， 阿 姜 李 在 《 四 念 處 》 中 說 ： 『 念

， 是 把 心 與 它 的 目 標 連 接 起 來 的 那 條 軸 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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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吸 禅 定 入 门19
 

 

1957 年 9 月 27 日 

禅修包括三个重要的部分: 寻想、觉知、呼吸。这三个部

分，都必须随时紧密结合。不要让任何一个脱离其余。『寻想

』的意思是，随着呼吸，默想『佛陀』。『觉知』的意思是，

对出息入息有觉知。只有当寻想与觉知时时刻刻与呼吸牢繫在

一起时，你才能说，自己是在禅修。 

出入息是身体最重要的部分。换句话说， (1) 它好比大地

，支撑世上的一切。 (2) 它好比梁桁，使楼层牢固不散。 (3)
它好比木板、纸张: 我们入息时默想『佛』，就好比用手在木

板上擦一遍; 出息时默想『陀』，好比再擦一遍。每擦一遍，

必然有尘粒沾在手上，因此，如果我们来来回回不停地擦，那

块板就会变得光亮起来。等到它光滑明亮时，我们会在上面看

见自己的映像。这正是我们寻想的果报。不过，我们若是擦起

来漫不经心，不要说木板，连镜子这样擦也看不清。 

换个说法，呼吸又好比一张纸。我们入息时默想『佛』，

就好比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一个字。连续写下去，以后就可

以读一读写成的字句。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夠一直跟着呼

吸，那就好比一时写对、一时写错，杂乱无章。那张纸不管有

多大，整张纸还是一片杂乱。写了些什么，说的是什么，我们

                                                 
19

本 書 到 此 爲 止 的 前 半 部 分 爲 阿 姜 李 的 文 稿 。 據 坦 尼 沙 羅 長 老

， 後 半 部 分 是 阿 姜 李 對 正 在 坐 禪 的 修 行 者 的 開 示 記 錄 ， 有 時 尊

者 是 針 對 其 中 的 個 別 人 反 複 比 喻 輔 導 ， 有 時 又 轉 換 開 示 對 象 。

讀 者 應 了 解 ， 這 部 分 內 容 有 其 專 指 聽 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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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读懂。 

不过，如果我们用心，把呼吸 [ 气 ] 当成一张纸，就可以

在上面书写凡是自己想写的讯息，同时也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

。比方说，寻想『佛』 [ 的动作 ] ，就像是把一支笔拿到纸上

。它会给我们带来知识。即便停止书写后，我们仍然得益。不

过，要是写字时不真正用心，就会字不像字。如果我们这样画

人，也不像个人; 画动物，也不像动物。 

* * *  

开始学写字时，我们得用粉笔，因为粉笔粗大，易写易擦

。这就好比寻想『佛陀』。一旦学习有了进步，我们就可以用

铅笔了，因为铅笔的笔迹清晰持久。比方说，『父亲在哪里 ?

』是一句知识。如果我们只能读出个别字，好比『父』或者『

哪』，就不能真正算是知识。因此我们把粉笔扔开，换句话说

，不必重复『佛陀』了。我们随着呼吸，用自己评估 [vicāra] 的

力量去看: 入息是否良好? 出息是否良好? 什么样的呼吸比较

舒适? 什么样的呼吸不舒适 ?  

接下来我们对呼吸 [ 气 ] 作纠正、调整。选择看上去良好

的呼吸方式，接下来观察它是否给身体带来安适感。如果是，

要使那股安适感保持稳定，对它加以利用。当它真正良好时，

利益将会升起，完善我们的知见。一旦获得了知见，就可以擦

去笔记本上的铅笔印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业报。回

家时，可以把我们的知见带回去，作为家庭功课。在家里时，

可以自己修，在寺院时，可以连续修。 

因此，呼吸 [ 气 ] 好比一张纸，心好比一个人，知识好比

一纸笔记: 哪怕就这么多，也可以作为标准了。如果我们只用

心於这三件事──寻想、觉知、呼吸──我们就会在内心升起

知见，这种知见无边无界，是无可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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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功 

 

1956 年 7 月 30 日 

如果你坐禅时还观不到呼吸，那么告诉自己 : 『现在，我

要吸气。现在，我要呼气。』换句话说，这个阶段，你是那个

在作呼吸的人。你決意不让呼吸自然地进出。如果你在每一次

呼吸时记得这样想，不久就能夠抓住呼吸。 

* * *  

把觉知保持在你的体内时，不要试图禁锢它。换句话说，

不要迫使心进入凝滞或催眠的状态，不要强力呼吸，也不要屏

息憋气以至於侷促不适。你必须让心有它的自由。只需不断地

看守心，确保它远离杂念。你要是试图力迫呼吸、压制心，身

会有局限感，禅修不会自在。你会开始这里疼、那里痛、腿发

麻。因此，就让心顺其自然，连续看守它，不让它溜出去追逐

外在杂念。 

当我们不让心溜出去追逐它的那些概念，也不让概念溜进

内心时，就好比我们把门窗关起，不让貓狗、小偷溜进屋来。

这个意思是，我们关闭感官门户，不理会由眼入内之色、由耳

入内之声、由鼻入内之香、由舌入内之味、由身入内之触、由

心入内之杂念。我们必须切断从这些门户进来的一切辨识与概

念，无论它们是新是旧、是好是坏。 

像这样断离概念，並不意味着我们停止思维。只意味着我

们把思考带到内心，对它善加利用，也就是观察与评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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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定业处 [ 主题 ] 。如果我们这样让心做工，就不会对自己、

对心造成伤害。实际上，我们的心倾向於不停地做工，不过它

参与的事件大多无聊、杂乱、麻烦，没有什么实质。因此我们

得给它找一件真正有价值──无害、值得──的工作。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修呼吸禅定，观息观心的缘故。把其它一切事放在

一边，专心致志只做这一件。这是你禅定时应有的态度。 

五盖来自对过去、未来的概念，它们好比我们田里的杂草

，既偷走地里的所有养分，使庄稼缺肥，又使田地杂乱不堪。

除了水牛等牲口路过时吃几口，别无它用。要是让自己的田里

杂草丛生，你的庄稼就长不成了。同样地，如果不清除对概念

的攀附，是不可能淨化你的心的。只有无明的人才把概念当成

美食，圣者们根本不吃。 

五盖──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疑──好比不同

种类的杂草。掉举也许是其中最有毒的，因为它使我们的散乱

、不定、焦躁，一齐发作。这种草有刺、叶缘锋利，撞上了浑

身起疹发痛。因此你遇见时得把它摧毁。绝不让它在你的田里

生长。 

呼吸禅定──持续稳定地念住呼吸──是佛陀传授的祛除

五盖的良方。我们藉着寻想专注呼吸，藉着评估调节呼吸。寻

想好比是犁，评估好比是耙。如果我们在自家的田里不停地犁

耕耙梳，杂草无缘长起，庄稼必然成长茁壮、丰收结果。 

这里的田地，是指我们的身。如果我们对呼吸多下功夫作

寻想与评估，身体的四元素将会平衡、安静。身将会健康强壮

，心将会轻松开放、远离五盖。 

当你这样清理、平整田地之后，心的庄稼──也就是佛、

法、僧的品质──必然会蓬勃生长。一把心带到呼吸上，立刻



基本功 39 

有喜乐清新之感。四种成就的基础[iddhipāda]
 ──修持的欲求、

精进、用心、慎观──将会逐步增长20 。这四种素养好比四条

桌腿，使桌子稳定、直立。它们是给我们支持的力量、助我们

进步到更高层次的一种功能形式。 

再作个比方，这四种素养好比一帖补汤的成分，喝了它可

以长寿。你想死就不必喝，想『不死』就得多喝。喝得越多，

心病消得越快; 换句话说，你的杂染会死去。因此，你要是知

道自己心病不少，那么这就是你需要的补汤。 

 

 

                                                 
20

『 四 種 成 就 的 基 礎 』 : 即 四 神 足 或 四 如 意 足 。 指 欲 神 足 、 勤

神 足 、 心 神 足 、 觀 神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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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的 照 料 与 滋 养 
 

1959 年 5 月 7 日 

呼吸是心的一面镜子。镜子不正常，镜像便不正常。比方

说，看一面凸镜，你的镜像会高过你。看一面凹镜，你的镜像

又矮得出奇。但是看一面光滑的平镜，它将会照出你的真实面

貌。你若把镜子擦得清洁明亮──换句话说，你用『评估』调

整、扩展呼吸，使它舒顺──你的镜像看上去就会轮廓分明。 

* * *  

懂得如何把呼吸调理得井井有条，就等於把心也调理得井

井有条，这样做可以带来多种善益──譬如一个好厨工，懂得

烧菜时调出花样，有时换菜色、有时换口味、有时换外观，使

雇主对她的厨艺久不生厌。她要是整年一成不变: 今天煮粥、

明天煮粥、后天还是粥，雇主必然得换厨工。不过，她要是懂

得调换菜色，让雇主一直满意，定能加薪，或者得点花红。 

观呼吸也一样。如果你懂得调整、变化呼吸──如果你连

续地寻想、评估呼吸──那么你对与呼吸及身体其它元素有关

的一切，将会培养起全副的念住与专精。你将随时敏知身体的

状态。喜、乐、一所缘性，自然会来。身清新，心满足。身与

心都将安息。四元素都将安息: 无躁动、纷扰。 

这就好比会看孩子。孩子哭闹时，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

喂奶、吃糖，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带他出门透气，什么时

候放进游戏园里，给个玩偶让他玩。用不了多久，孩子就会停

止哭闹，让你有空完成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心就好比一个天真

的幼儿，照看有方时，它会听话、快乐、满足，一天天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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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身与心充实、满足时，不会有饥饿感。它们不会到灶台前

揭锅开罐，也不会东游四逛、以便朝门窗外张望。它们可以安

眠无扰。妖魔鬼怪──也就是五蕴之苦──不来附身。这样我

们才有自在，因为我们坐着，与人同坐; 卧着，与人同卧; 吃

饭，与人同吃。人与人同住时，相安无事; 与鬼怪同住，必然

争闹不休。如果不会评估、调整呼吸，我们的禅修不可能有结

果。哪怕坐到死，也不会有什么知见与证悟。 

有位老比丘，七十岁了，出家三十年，听人称讚我的禅定

教法，就来跟我学。他的头一句问话是 : 『你教什么法门 ? 』 

我告诉他 : 『呼吸禅定，就是──「佛陀、佛陀」。』 

他一听就说 : 『早在阿姜曼时代我就在修那个法门了──

年轻时就在念「佛陀、佛陀」，从未见到什么好结果。就只有

「佛陀、佛陀」，什么进步也没有。你还要教我再念佛陀。有

什么用? 你要我一直「佛陀」到死吗 ? 』 

这就是当人们不懂得调整、评估呼吸时发生的情形: 他们

永远找不到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调整与传播呼吸 [ 气 ] ，是

做呼吸禅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 * *  

要对你自己──你的身、心、诸元素 ( 地、水、火、风、

空间、意识) ──熟悉起来，了解它们来自什么、怎样生灭，

怎样是无常、苦、非我: 这一切你必须亲自探索才能夠了解。

假如你的知见只来自书本、人言，那还是来自标籖与概念的知

见，不是你自己的明辨。它并不真正是知见。你要是只知道别

人告诉你什么就跟着走，有什么好处? 他们可能把你领上歧路

。如果是条土路，他们也许会溅起些泥尘蒙蔽你的耳目。因此

探索真相时不要只信人言。不要相信标籖。要修定，直到你亲

自证得知见。只有那时它才是洞见。只有那时它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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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步 一 步 培 育 心 力 
 

1956 年 7 月 26 日 

你在观出入息时，要试着保持念住。不要让自己忘记、走

神。试着放开一切过去、未来的概念。在心里默念『佛陀』: 

随着每一次入息、默念『佛』，随着每一次出息、默念『陀』

，直到心静止下来。接着你可以停止默念，开始观察出入息，

看它是快是慢、是长是短、是重是轻、是宽是窄、是粗是细。

哪种呼吸方式舒适，就继续。哪种方式不舒适、不自在，要作

调整，以你自己的辨别力为判断标准──这就是择法 [dhamma-

vicaya-sambojjha‰ga] ──直到它恰好合适。 ( 你以这种方式作调

整时，就不需要继续默念『佛陀』，可以把它放开了。 )  

你必须照看心，确保它不逰走、不动摇、不飞出去追逐任

何外在的概念。使心保持寂止、冷静、淡然，就好像只有你一

人独坐世上。让呼吸 [ 气 ] 传遍全身各处，从头部传到手指脚

趾顶端、前胸后背、腹部中央，一直穿过肠道、沿着血管、从

每个毛孔传出体外。作深长呼吸，直到身体有充沛感。身体将

感觉轻质、开放、宽敞，好比吸满水的海绵: 挤压时水一湧而

出，毫无滞塞。 

到这一步时，身将有轻安感。心将有清凉感: 好比水透过

泥土，渗入树根，持续给树补充新鲜滋养。心将被矫直、置正

，不朝前后左右偏倚。换句话说，它根本不伸向任何概念或外

缘。 

概念是心造作的精髓所在。心思考过去未来之事，接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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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对它们加以发挥，附以善恶、喜厌。我们如果当它是好事，

於是高兴起来，信以为真: 这是『痴』。如果当它是坏事，便

郁然不乐，这就蒙蔽、污染了心，使它生气、焦躁、恼火: 这

是『恶意』。在内心引生躁动不安的东西，都属於盖障 [n…vara

Šā] ──破坏我们修定的善德的心造作。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

全部祛除。 

心造作 [ 心行 ] ，如果从世间角度想，是世间造作; 从法

的角度想，是法造作。两者都来自无明 [avijjā] 。这无明消解时

，觉知将代之升起。因此我们必须练习增强定力，达到造作消

解的地步──那时候，无明也将消解，只剩下觉知21 。 

这个觉知就等同明辨，不过它是从内在升起的明辨。它不

来自老师教给的任何知识，而来自专注当下事件的寂止之心。

这个觉知极其深邃，但仍然是世俗明辨，不是出世明辨，因为

它来自标籖与概念，仍受『有』与『生』22 的绑束。 

我们也许开始了解过去的事，知见自己经历过的有生状态

 :这叫做宿命智。我们也许开始了解未来，知晓他人的事，了

解他们如何死亡与重生: 这叫做生死智。这两种智仍然渗有执

取，导致心随其好恶而摇摆。我们的洞见正因此被败坏。 

有些人，当他们得知自己前世在善界的有生时，对见到的

种种事物沉迷、愉悦、兴奋。看见自己的前世不佳，便气恼、

不乐。这根本是因为心还执取它的有生状态。喜爱我们感到良

好满意之事，这是耽乐。厌恶我们感到不良不足之事，这是自

虐。这两种态度都属於偏离了正道、正见的错误之道。 

過去、未來之事，即使關涉法，仍然是造作，因此遠遠偏
                                                 
21

『 無 明 』 [avijjā ]: 無 覺 知 。 有 多 層 次 ， 此 處 消 解 的 無 明 非 特 指

五 上 分 結 之 根 本 無 明 。 下 文 宿 世 智 等 直 覺 智 亦 稱 『 明 』  [vijjā ] 。 
22

『 有 』 [being; bhava ]: 存 在 。 『 生 』 [birth; jāti ]: 出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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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了目標。因此下一步是，利用我们的定功使心力更强，达到

它能夠熄灭这些世俗明辨形式的地步。接下来心就会进展到出

世明辨──这是一类更高等的明辨，一种能使心解脱执取的觉

知──正念、正道。即便我们得知自己与他人的好事坏事，也

不会生喜生嗔。我们对众生在世间的生死轮迴只有厌离、无欲

、惋惜。我们觉得它毫无意义、毫无实质。我们已不再有好恶

感。我们已耗尽对『自我』及其它一切的执取。心有节制; 中

性; 平衡。这就称为六支舍 [chalang-upekkha, 见词汇表 ] 。我们

放开发生的事，放开我们所知所见的事，让它们沿着自身的轨

迹运作，不把情绪牵扯进去。心就会提升到解脱洞见的层次。 

这时候，要使你的心力更强，达到连证悟所得也不执取的

地步。知仅是知，见仅是见。使心保持独立。不要让心流出去

追逐它的知。我们知了，到此为止。见了，到此为止。我们不

攀附那些事物，居为己有。那时候，心将获得全力，自然地趋

向寂止──毫不介入、依赖任何事物。 

造作彻底消失，只剩下法的清淨态: 空性。这就是非造作

之法。解脱。心脱离世间──独住法流，不上不下、不前不后

、不进不退。心好比定桩。正如把一株树与定桩以绳相连: 树

被砍倒时，绳绷断，定桩原地不动，同样地，心原地不动，不

受任何客体或所缘的左右。这就是灭儘杂染之漏的圣者之心。 

凡是按照这里提到的方式修心的人，将会证得安稳、自足

、宁静，远离一切困扰苦迫。我们在这里简要谈论的内容，足

可以作为指南，助我们为此生从苦迫中解脱而修练心。重视这

些事，日后对我们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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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8 月 26 日 

坐禅时出现疼痛或不适感，要加以审视，看它们从哪里来

。不要让自己因此痛苦、烦恼。假若身体某些部位不能夠服从

你的愿望，不要为之焦躁。随它们去──因为你的身体，如同

世上的每一具人畜之身: 都是无常、苦、不可强迫的。因此，

哪个身体部位服从你的愿望，你就呆在那里，使那里保持舒适

。这叫做择法 [dhamma-vicaya]: 择其善者。 
* * *  

身体好比树: 没有哪一株完美无缺。随时都有新叶旧叶、

绿叶黄叶、鲜叶枯叶。先是枯叶脱落，鲜叶会慢慢地枯乾，迟

些落去。枝干有的修长、有的浓密、有的疏短。果子的分佈也

不均匀。人身实际上也差不多。乐与痛，分佈並不均匀。痛的

部位与舒适的部位随机混杂，你不能确定它一直会那样。因此

，儘量让舒适的部位保持舒适。不能保持舒适的部位，你不要

烦恼。 

这就好比走进一所房子，里面的地板已经开始朽烂: 如果

你想坐下，不要选朽木，要选一处地板依旧结实的地方。换句

话说，心不需要去管那些控制不了的事。 

或者，可以把身体比作一枚芒果: 有腐烂、虫蛀的地方，

就拿刀把它切掉，只吃剩下的好的那部分。你要是太笨，去吃

长虫的地方，就麻烦了。身体也一样，不仅是身──心也一样

，不总是如你所愿。心情有时好、有时坏。你的『寻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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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应当儘量用在这里。 

『寻想』与『评估』好比做工。这里的工作，是指入定 :

让心在寂止中凝聚起来。使心专注单一对象，然后用你的念注

与警觉对它作审查与观想。你用少许的寻想与评估，你的定将

给出少许的果报。做工粗糙，有粗糙的果报。做工精致，有精

致的果报。粗糙的果报不值多少。精致的产品质地好，用处多

──就像原子辐射，程度之精细甚至可以穿透大山。粗糙的东

西质量低，不好用。有时你把它们放在水里泡一整天，还是软

化不了。但是精细的东西，只要有一点潮气，就化开了。 

定的品质，也一样。你的『寻想』与『评估』做得细致、

彻底、慎密，你的『入定工作』就会使心越来越寂止。你的『

寻想』与『评估』做得马马虎虎，就不会得到多少寂止。身体

会发痛，你会感觉烦躁易怒。不过，一旦心能夠达到相当的寂

止，身就会有舒适自在。你的心会有开放清明之感。痛将会消

失。身体各元素会感觉『正常』: 暖性恰到好处，既不太热又

不太冷。你的工作一旦完成，得到的果报将是至高的喜悦自在

──涅槃。不过，只要工作还没有完成，你的心不会有彻底宁

静。不管去哪里，总有什么在心背后嘀咕。不过，工作一旦完

成了，去哪里都可以无忧无虑。 

如果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 (1) 你还没有下決心

 ; (2)你还没有切实去做。你回避职责、偷懒逃学。不过，你

要是真正用心去做，毫无疑问定能完成。 

你一旦意识到身的无常、苦、不可强迫，就应当使心对它

保持平和的态度。『无常』的意思是它在变化。『苦』不完全

是指疼与痛，也指乐: 因为乐也同样无常、不可靠。一点小乐

可以转成大乐，也可以转成痛。痛也可以回转为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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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了痛之外没有其它觉受，我们会死去。) 因此，我们不

应当太关注苦与乐。把身体设想成两部分，好比那枚芒果。把

注意力聚焦在舒适的部位，你的心可以得到宁静。把痛感留在

另一个部位。一旦你有了一个禅定对象，就有了一处让心安住

的舒适所在。你不需要住於痛受。有一栋舒适的房子可住，为

什么去睡在泥地里 ?  

我们大家一心只要善德，然而如果你不能夠区分善德与杂

染，儘可以坐禅到死，也永远找不着涅槃。不过，你要是有悟

性，用心於你正在做的事，它就不那么难了。涅槃实际上是件

简单的事，因为它一直就在那里。它从来不变。世上的事才难

，因为它们一直变化不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一旦做了

什么事，就得一直照看它。但是你根本不需要照看涅槃。一旦

证得，就可以把它放开。继续证，继续放开──好比某人吃饭

，把饭放进嘴里嚼过后，不停地吐出，不让它变成肠中粪物。 

这个意思是，你继续做善事，但不把它归於你自己。做善

事，接着吐出去。这就是离欲法 [virāga-dhamma]。世上多数人，

一旦做了什么事，就攀附上去，把它当成自己的──於是得不

停地照看它。若不小心，不是被偷，就是损耗。他们是自找失

望。好比吞下米饭的人: 吃了就得排泄。排泄后又会肚饥，因

此他得再吃再排，永无厌足之日。不过，证得涅槃，就不需要

吞咽了。你可以吃米饭，接着把它吐出。你可以做善事，接着

把它放开。这就好比耕地: 泥土自然地从犁头落下。你不需要

把它掘起来，放进绑在牛腿上的口袋里。谁要是笨到把犁开的

土掘起来装袋，他再也走不远。不是牛给累垮，就是自己给绊

得趴倒在地。那块地永远犁不完，稻种永远撒不上，庄稼永远

收不成。他就得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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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禅定用词『佛陀』，是世尊觉醒后的名号，意思是

一位成就者、一位觉醒者、一个豁然明白过来的人。世尊觉悟

前，四处行脚长达六年，拜诸师求索真理，都不成功。他因此

自己出走，在五月的满月夜里，独坐菩提树下，发下誓愿: 不

证得真谛決不起身。终於在黎明将近时分，他随着呼吸禅定，

证得觉醒。他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就在鼻端。 

涅槃並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唇边，就在我们的鼻端。我

们却到处摸索，总也找不着。你要是真正诚心想找到清淨，就

要下決心禅修，不求其它。不管来什么，你可以说 : 『不要，

谢了。』乐? 『不要，谢了。』痛? 『不要，谢了。』善? 『

不要，谢了。』恶? 『不要，谢了。』道果? 『不要，谢了。

』涅槃? 『不要，谢了。』如果对一切都说『不要，谢了，』

还剩什么? 你什麽也不需要剩下。那就是涅槃。好比一个人没

钱，强盗怎么抢? 你要是有钱，又紧抓着不放，难免有杀身之

祸。这个你想拿着，那个你想拿着，到处背着『你的东西』，

直到给压垮。你永远不能脱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与善恶共存。修成离欲法的人，

既自身儘善，又洞悉邪恶，然而对两者都不抓紧，哪个也不据

为己有。他们把两者置於一边、放开，因此行路时轻松自在。

涅槃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在佛陀时代，有人在托钵的路上，

有人在排尿时、有人在看农夫耕地时，成就了阿罗汉。上善至

德，难在起始、难在筑基──也就是连续保持念住、警觉，连

续审视、评估你的呼吸。不过，只要你坚持下去，最终一定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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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察 与 评 估 

 

1956 年 7 月 24 日 

把注意力定在呼吸上时，重要的是，运用我们的观察力与

评估力，学会变化、调节呼吸，使我们能保持呼吸恰到好处地

进行。只有那时候，才会得到有益於身心的果报。观察呼吸 [

气 ] 如何行走全程，从鼻端起往下，穿过喉结、气管、心肺，

下行到胃肠。观察它从头部起下行，穿过双肩、肋骨、脊柱、

尾椎。观察呼吸 [ 气 ] 从你的手指、脚趾顶端外出，透过每一

个毛孔从全身外出。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根蜡烛或者一盏汽化

灯。呼吸 [ 气 ] 是灯头，念住是放光的燃油。你的身体，从骨

胳到皮肤，好比是围绕烛芯的蜡。我们想得善果，必须修到使

心明亮、放光，像蜡烛一样。 

* * *  

世上一切事都有其配对: 有暗就有明。有日就有月。有显

就有灭。有因就有果。因此，与呼吸打交道时，心为因，念住

为果。换句话说，心是行动者，念是觉知者，因此念住是心的

果报。至於身元素──地、水、火、风──呼吸 [ 气 ] 是因。

当心把这个因造得好时，身的果报是，各元素明亮起来。身体

舒适。强健。离病。经由身心升起的果报，以调息这个动作为

因。果报是，我们能认知、觉察。 

我们坐下来禅定时，必须随着出息、入息观察它，看它进

来时有什么觉受、它如何移动、或者如何对身体的不同部位施

加压力、它以何种方式升起舒适感。是长入息长出息自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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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短入息长出息自在舒适? 是快入息快出息舒适、还是慢

入息慢出息舒适? 是重呼吸舒适、还是轻呼吸舒适? 我们必须

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与评估力，学会纠正、调整、安抚呼吸，使

它稳定、平衡、恰到好处。比方说，慢呼吸不舒适，就调快一

点。长呼吸不舒适，就改成短呼吸。呼吸太柔弱，令你昏沉或

者散乱，就加重、加强呼吸。 

这就好比对一盏汽化灯调节汽压。一旦空气与煤油以适当

的比例混合燃烧，那盏灯就会大放光明──白色、耀眼、远照

。同样地，只要念与呼吸 [ 气 ] 紧密结合，同时我们懂得照料

呼吸，使它在身体各部位恰到好处，那么心就会稳定、合一，

不会飞出去追逐什么想法、概念。它会发展出一种功力、一团

称为明辨的光亮──或者以果报来称呼，就是知见。 

这个知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觉知，它不来自老师所教、他

人所讲，而是被佛陀赞为正见的一类特别的领悟力。这种领悟

力与念住和警觉密切结合。它也可以算作正念、正定。当正定

之心越来越有力时，其果报可以引生直觉洞见、直证、清淨知

见，最终趋向解脱，不再有疑。 

心将会独立、静止、轻安──包容自身，像是玻璃灯罩内

的火焰。哪怕有成群的飞虫围绕着灯，也不能把火扑灭; 同时

，火也不能闪出来灼伤掌灯人的手。有念住在连续监督着的心

，根本不可能伸展出去接取任何念头了。它不会往前闪出、朝

后晃出。外缘也闯不进内心。我们的眼──明辨之眼──将会

明亮、远瞩，正好比坐在网络的格点上，无论朝哪个方向看，

一清二楚。 

* * *  

明辨从哪里来? 我们不妨拿陶工、裁缝、编工的学艺过程

作个比较。一开始，师傅告诉你怎样制陶、缝裤、编篮。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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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的产品是否匀称美观，有赖於你自己的观察力。假定你编

了一个篮子，接下来要仔细看它的比例，是太矮还是太高。太

矮，就再编个高一点的，接着仔细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是太

瘦还是太肥。接着再编一个，比先前那个更美观。这样继续编

下去，直到你编出一个儘可能美观匀称、左右挑不出毛病的产

品。最后这个篮子就可以作为标准，你现在可以自己开业了。 

你所做的，是從自己的行動 [ 業 ] 當中學習。过去的努力

，不需要再理会了，把它们扔出去。这是一种自发升起的明辨

、一种创新性、一种判断力，它们不来自老师所教的任何东西

，而来自独立地观察与评估你自己做成的产品。 

禅修也一样。为了升起明辨，你在观呼吸时必须仔细观察

，必须学会如何调整、改进，才能使它在全身比例适当──达

到流畅无阻的地步，使你以慢入慢出、快入快出、长、短、轻

、重等方式呼吸时，都感到舒适自在。要达到无论以何种方式

呼吸，出息入息都感觉舒适的地步──以至於任何时候你一专

注呼吸，立即有自在感。你能夠做到这一步时，身的果报就会

显现出来: 有一种开放宽广的轻安感。身体将会强健，呼吸 [

气 ] 与血液流畅无阻，不会形成让疾病侵入的开口。身体将会

健康、清醒。 

至於心，当念住与警觉为因时，寂止之心为果。疏忽为因

时，散乱、躁动之心为果。因此，为了得到上述的善果，我们

必须努力造起善因。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与评估力照料

呼吸，不断地纠正、改善呼吸，我们自己将会发展起觉知，那

就是一步步提高定力所得的善果。 

* * *  

当心带着全副的慎密专注时，它可以放开过去的概念。它

看清了旧时诸所缘的真相，那里没有什么持久、确定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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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前方的未来，它又好比驾小船穿越大海，必然是危机四伏

。於是，心放开未来的概念，来到当下，知见当下。 

  心堅定不移， 

  無明消退。 

知见升起片刻、随后消失，令你领悟到，当下存在一种空

性。 

  空性。 
你不抓紧关涉过去的世间造作、关涉未来的世间造作，也

不抓紧关涉当下的法造作。诸造作消失了。无明──也就是虚

假不真的觉知──消失了。『真』也消失了。剩下的惟有觉知

 :『觉知……觉知……』。 

造作身的因，即呼吸; 造作语的因，即构成词句的寻想; 

造作心的因，即思维: 全部消失。然而觉知不消失。当造作身

的因在动时，你知道。造作语的因在动时，你知道。造作心的

因
23 在动时，你知道，但觉知不黏着於它所知的任何事。换句

话说，造作不能夠影响它。只有单纯的觉知。一念之间，心显

现了，造作显现了。你想用，它们就在那里。不想用，它们依

其本性，自行消失。觉知超越一切。这就是解脱。 

禅修者欲得善果，必须达到这类的觉知。心的修练，要求

的就是这么多。把事情复杂化，会造成众多纷扰，难以达到真

正的目标。

                                                 
23

造 作 身 的 因 : 指 呼 吸 [ 氣 ] 。 據 中 部 44 《 問 答 小 經 》 [C™ḷa-
vedalla Sutta ] 『 出 入 息 屬 於 身 ， 縛 於 身 ， 故 稱 出 入 息 爲 身 造 作 [

身 行 ] 。 尋 想 與 評 估 [ 寻 與 伺 ] 之 後 口 發 言 語 ， 故 稱 尋 想 與 評

估 爲 語 造 作 [ 语 行 ] 。 辨 識 與 感 受 [ 想 與 受 ] 屬 於 心 ， 縛 於 心

， 故 稱 辨 識 與 感 受 爲 心 造 作 [ 心 行 ] 。 』 出 入 息 爲 身 造 作 的 主

動 因 素 。 此 處 指 覺 知 已 直 觀 洞 見 造 作 之 因 與 果 。 以 上 爲 英 譯 者

對 筆 者 解 說 的 概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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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开 的 艺 术 
 

1956 年 8 月 17 日 

你坐禅时，即使没有得到任何的直觉领悟，起码要了解这

么多: 入息时，你知道。出息时，你知道。气息长时，你知道

。气息短时，你知道。舒适不舒适，你知道。如果能知道这么

多，你做的很好了。至於那些进入内心的种种想法与概念 [sañ

ñā] ，无论是好是坏、过去将来，把它们轻轻扫到一边。不要

让它们扰乱你正在做的事──也不要去追逐、釐清它们。当这

样的一个念头穿过时，就让它过去。保持你的觉知不受扰动，

安住当下。 

我们说心去这里那里时，实际上不是心去。只有概念去。

概念好比是心的影子。身静止时，它的影子怎么会动? 身在动

，是影在动的因，影子动起来时，你怎么抓得住它? 影子是抓

不住、抖脱不了、固定不得的。構成當下的覺知: 那才是真正

的心。去追逐概念的那个觉知，只是个影子。真正的觉知，也

就是知性，就在原地，它不站立、行走、来去。至於心──那

个不以任何来去、进退的方式行动的觉知──它是安静、不受

扰动的。当心处於这个正常、平衡、不散乱的原本状态下，也

就是当它没有任何影子时，我们就可以宁静地休息。不过，如

果心不稳定、不确定、动摇不稳，概念升起来一闪而出──我

们便去追逐它们，想把它们拉回来。追逐观念，正是我们出错

的地方，是我们必须纠正的地方。告诉你自己: 问题不在你的



禅定開示 54

心，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影子。 

影子是不可能改善的。譬如你的影子是黑的，你用肥皂洗

到死，它还是黑的，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实质。你的那些概念也

一样。你不可能把它们釐清，因为那只是些欺骗你的影像。 

因此佛陀教导说，凡是不了解自我、身、心与心的诸样影

子者，必然受无明──即暗昧痴迷的知见──之苦。凡是以为

心是我、我是心、心是它的种种概念者──凡是像这样把事情

全都混淆起来的人，既痴迷又失措，好比林中的迷路者。走失

在丛林里，困难重重。既要提防野兽、又有吃住问题。四下里

看过去，见不到出路。不过我们迷失在世上，比起迷失在丛林

里还要糟上多少倍，因为我们日夜不分。我们没有机会找到一

点光明，这都是因为心受无明的蒙蔽。 

修练心，令它寂止，目的是为了使事情简单化。事情单纯

起来时，心就能夠安止歇息。歇息后，心自然会逐渐地明亮起

来，升起知见。不过，我们如果让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

让心混迹於色、声、香、味、触、想法之间──那就是黑暗。

知见是不会有机会升起的。 

当直觉智升起时，如果你懂得利用，它可以引向解脱的洞

见 [ 毗婆奢那 ] 。不过，如果让自己对过去未来的知见兴奋起

来，你不会超过世俗层次。换句话说，如果你过於涉猎色界知

见，而不去求证心运作的智慧，它会使你在灵性上滞於不成熟

的状态。 

比方说，禅相升起，你被吸引住了: 你知见了自己的前世

，於是兴奋不已。过去从未了解的事，现在可以知道了。过去

从未见过的事，现在看见了。它们可能使你高兴过头，或者烦

恼过头。为什么? 因为你对它们太认真了。也许你看见某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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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里，自己繁荣发达，是个有财有势的帝王显贵。如果你让自

己高兴起来，那是耽於自乐，你已经偏离了中道。或者，也许

你看见自己是个不屑做的角色: 豬狗鸟鼠、跛足畸形。如果你

让自己烦恼起来，那是耽於自虐，你又偏离了中道。有些人真

会那样忘乎所以: 一见到什么，就自命不凡起来，以为比别人

高明。他们让自己骄傲自满起来──正道不见了，自己毫无觉

知。如果不小心，这就是世俗知见把你引向的去处。 

不过，如果你心里坚守这样一个原则，就能夠继续走在正

道上 : 無論出現什麽，是好是壞、是真是假，不要讓自己高興

，不要讓自己煩惱。维持心的平衡、中性，明辨会升起来。你

会看见，禅相体现着苦谛: 它升起 ( 生 ) 、褪化 ( 老 ) 、消失

( 死 ) 。 

执取你的直觉，那是自找麻烦。所证为伪的知见可以伤害

你。所证为真的知见可以重重地伤害你。如果你的知见为真，

去转告他人，你是在吹嘘。如果后来发现是错的，它会反过来

伤害你。这就是为什么有真知见的人们说，知见是苦的精髓: 

它会伤害你。知见属於『见瀑流』24 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跨越

它。如果对知见紧抓不放，你已经出错了。知便知，就此放开

。不需要激动、欣喜。不需要去转告他人。 

在国外留学过的人士，当他们回到家乡的稻田时，不会对

乡里人讲述学得的知识。他们用平常的话，讲平常的事。他们

之所以不谈论自己的所学，是因为 (1) 没有人听得懂 ; (2) 讲

那些没什么意义。即使面对能听懂的人，他们也不显示自己的

学问。你修禅定就该这样。无论知道多少，要做得好像一无所

                                                 
24

『 見 瀑 流 』 [dĩ ˜hi-ogha ]: 直 譯 爲 見 解 與 觀 念 的 洪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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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因为这是有修为者的行事方式。如果你对其他人吹嘘，已

经夠糟了。他们要是不相信你，那更糟。 

因此，无论你知道什么，只知而已，接着把它放开。不要

设定『我知』。做到这一步时，你的心就能夠证得出世，远离

执取。 

* * *  

世上万事，都有其真相。即使不真的事，也有真相──真

相在於它们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真的假的全部

放开。一旦能做到了解真相后把它放开，我们就会有自在。我

们不会贫匮，因为真相，也就是法，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我们

不会一无所有。好比钱多时，与其拖着走，我们把它存在家里

。虽然囊中空空，我们却不穷。 

真正有知见的人也一样。即使他们放开了知见，它还在那

里。这就是为什么圣者之心不会漂泊不定的缘故。他们是放开

，却不是不加利用地乱扔。他们像富人一样放开: 即使放开了

，仍然富足。 

至於那些像贫者一样放开的人，他们不了解什么值得做、

什么不值得做。当他们把值得做的事扔棄时，只会走向災难。

比方说，他们也许认为，万事无真实性: 五蕴不真，身体不真

，苦集灭道四谛不真、解脱不真。他们根本不作思考，懒到什

么也不修，就放开一切，扔棄一切。这叫做像贫者一样放开。

就像不少摩登哲人: 他们死后再回来时，就得从头开始过穷日

子。 

对佛陀来说，他放开的只是身心中显现的真假之事，但他

却没有仍棄身与心，因此才得到富有的果报，把大量的财富传

给后世。故此他的弟子永无匮乏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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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当以佛陀为楷模。假如我们以为五蕴毫无价

值，因为它们是无常、苦、非我，等等，於是漠视它们，这样

的放开，果报必然是贫匮。好比愚人厌恶自己身上的脓疮，不

愿碰触，於是放开不管: 那个伤口是不可能愈合的。明智的人

懂得清洗伤口、上药包扎，日后必能康复。 

同样，当人们只看五蕴的缺点、不看有益的一面，不善巧

利用它们作有价值的工作时，这样的放开，是不会得善果报的

。不过，如果我们聪明，同时看见五蕴有害的一面和有益的一

面，接着在禅修中善用它们，观名色成就明辨智，我们将会富

有起来。一旦拥有了真理──即法──的财富，我们有钱不苦

，没有钱也不苦，因为我们的心将会出世。过去一直蒙蔽着感

知的种种锈迹──贪、嗔、痴──如今将会褪儘。我们的眼、

耳、鼻、舌、身，将会彻底清洁、清晰、明亮，因为正如佛陀

所说，法──明辨──如一盏灯。我们的心，远离一切困苦，

将住於趋向解脱的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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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呼 吸 更 精 细 
 

1956 年 8 月 3 日 

我们坐禅时，重要的是仔细观察呼吸 [ 气 ] 的层次。体内

的呼吸 [ 气 ] 有三个层次: 普通、精细、深度。 

一、普通呼吸 [ 气 ] 是我们吸入体内的呼吸。它有两类:  

(1) 一类混合着不纯或者说被污染了的空气: 它在进入肺部后

並不完全排出。杂质积淀在体内。当这些杂质与心脏里的血液

混合时，导致该血液有害身体、引起病症。不过这些病症不需

要药物治疗。我们如果以呼吸 [ 气 ] 治疗，它们会消失。 (2)
另一类普通呼吸 [ 气 ] 是有益的──它混合着纯淨的空气。当

它在心脏里与血液混合时，对身体有益。 

二、精细呼吸 [ 气 ] 温和、柔软。它是由出入息派生而来

、渗透於血液与经络之间的那股细微的呼吸感 [ 气感 ] 。正是

这种呼吸赋予我们遍佈全身的觉受。 

三、深度呼吸 [ 气 ] 比精细呼吸层次更深。它清凉、宽广

、空性、色白。 

传佈着滋养身体的那种精细呼吸 [ 气 ] ，是一个重要的呼

吸层次，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观察呼吸所有三层次的基点。当

这团精细的气传遍身体的每个部位时，身将会有轻质、空性、

安静之感──不过我们仍保持念住与警觉。心稳定，身感也稳

定。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会有连续的念住与警觉。这时将会有

一团明亮的光，出现在气感之中。我们虽然闭着眼，却好似睁

着。我们会感到体内的气有一团白光，好似一盏汽化灯的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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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沐在光亮之中。这就是深度呼吸。心安详、寂止; 身安详

、寂止。 

这时候的心，可说是在正定之中，从那里可以引生解脱洞

见。解脱洞见能斩断一切关涉过去未来的概念。换句话说，心

满足於守着这团宽旷空性的深度呼吸 [ 气 ] 。只要心还没有穿

透到这个呼吸层次，那么它还没有摆脱五盖。它不升起明辨; 

它没有真正的觉知。不过，当来自寂止的觉知获得功能时，就

升起力量与光明。心与气俱都明亮。当呼吸 [ 气 ] 各层次同等

强大时，深度呼吸 [ 气 ] 就会明显起来: 安静、平滑; 无波; 

不动、性韧。这时候的气不受出入息的影响。身安静、无痛受

。它轻质、饱和、充沛，就像汽化灯里的灯头: 无须充气、无

声无息，里面的空气仿佛静止了，然而灯光耀眼。只要有 [ 汽

化 ] 煤油，灯就会大放光明。 

身安静，没有上下高低之感。当气如此平滑、平稳时，它

使身有轻质、空性、安静感。这叫做身轻安 [kāya-passaddhi] 。与

这安静之身在一起的心，叫做心轻安 [citta- passaddhi]。心与这个

寂止在一处时，就明亮起来。这个光明来自心的牢固入定。心

牢固入定时，引生洞见。 

洞见升起时，我们能夠觉知由出入息引生的名色层次25 。

                                                 
25

此 處 『 色 』 [r™pa ] 依 英 文 直 譯 爲 體 感 [physical sensations]; 『 名 』

[nāma ] 直 譯 爲 心 理 動 作 [mental acts] 。 『 色 』 指 身 體 對 內 在 覺 知 的

直 接 呈 現 形 式 ， 其 不 可 再 分 者 爲 四 元 素 。 觀 色 ， 即 是 對 四 元 素

的 分 辨 覺 知 。 『 名 』 指 心 理 或 精 神 活 動 ， 爲 五 蘊 之 後 四 蘊 的 統

稱 。 由 出 入 息 升 起 之 色 ， 指 由 呼 吸 [ 氣 ] 造 作 的 體 感 。 由 出 入

息 升 起 之 名 ， 指 不 同 形 式 的 呼 吸 所 促 生 的 善 巧 或 不 善 巧 心 態 。

覺 知 出 入 息 升 起 之 名 ， 指 懂 得 以 氣 息 影 響 心 ， 藉 調 息 把 心 引 入

善 巧 心 態 。 以 上 爲 英 譯 者 對 筆 者 解 說 的 概 要 。 此 處 的 體 感 [sen-
sations] 殊 異 於 五 蘊 之 受 蘊 [feelings] ， 後 者 指 身 與 心 的 痛 、 樂 、 不

痛 不 樂 之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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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知普通呼吸、精细呼吸、深度呼吸。这三个呼吸层次我

们都能夠保持密切的注意。觉知达到这个程度时，才可以说我

们已知解呼吸，或者说已知解『色』 [ 体感 ] 。接下来，我们

观察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心，这叫做知解『名』 [ 心理动作 ] 。

我们一旦知解名色，就会懂得: 『这是真觉知。这是真觉知的

知解之道。』只要我们还不能使心这样做，我们不可能知解。

不能知解，就是 avijjā: 无明。 

无明等於暗昧。普通呼吸暗昧，精细呼吸暗昧，深度呼吸

暗昧。这种暗昧怎样伤害身心，我们不知道: 於是更暗昧。无

明。无明好比用焦油点汽灯，无明有焦油的一切缺点。给他人

只带来麻烦，也就是暗昧，同时又败坏我们自己的心意。好比

焦油点火，只会冒黑烟。越烧烟越黑──我们还以为自家黑烟

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实际上它就是无明，这是对无明的无明。

因此无明越来越深重，直到我们身上盖着厚厚的黑灰。 

这种黑灰正是有害的污染。火冒黑烟时，光不良、火不良

、烟不良。不良黑烟正是无明的特性，既然不良，升起的知见

不良，果报也不良。这些都是造苦的事物。这就是无明之害。 

无明导致的伤害，好比薪火，不但催汗，而且那个火像烈

日一样又红又猛。朝哪里聚焦，那里就着火。烧久了，地上盖

满了黑灰，生火的人也全身脏污。脸黑手黑衣黑，不过他以为

这层黑属於自己，因此也不嫌。好比自己身上的脓疮，再脏再

臭，自己摸着不嫌。可要是看见同样的脓疮长在别人身上，他

会厌恶得不愿看，甚至都不愿走近跟前。 

心受无明蒙蔽的人，正好比那个满身烂疮、却不知难堪自

厌的人。又好比我们看见自家灶墙上的黑灰: 看着毫不觉得丑

陋、厌恶、难堪。但要是在别家厨房里看见它，我们就想跑。 

无明杀死人。无明是陷阱。不过普通陷阱只抓些笨兽，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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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一般不会给抓着。如果我们愚蠢，无明会把我们抓去吃了

。在无明的掌控下生活，也就是说，不熟悉体内这三种呼吸层

次，我们必然得伤害果。不过，了解呼吸，就等於有正念。我

们将会懂得自己行为 [ 业 ] 的因与果。了解这一点，就等於保

持念住与警觉。我们的身与业，会对我们明白地显示出来，好

比一盏自明灯。它的明亮从哪里来? 来自煤油的能量。深度呼

吸也一样，它在体内静静的，像一盏大放光明的汽化灯: 静得

好像内部没有泵入空气。 

这就是身轻安。至於心，它好比水晶，四面透明; 又好比

灯光，利益众生。这就是所谓的 pabhassaram idaṃ cittaṃ: 『此心

明淨』
26

。当我们能夠如此保持心的纯淨时，它就会获得进一

步观察更深层次的功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清晰地

觉知。我们必须使心力比这更强: 那就是毗婆奢那，明察的洞

见。 

毗婆奢那升起时，就好比把煤油直接浇到汽灯的灯头上: 

火焰顷刻燃升; 光明一闪而起。标记体感 [ 色 ] 的概念将会消

失; 标记心理活动 [ 名 ] 的概念也会消失。对事物的一切标记

与命名的动作将在刹那间消失。色照样还在，名照样还在，但

抓住它们的标记已被切断，好比电报线路已被切断: 发报机在

、接受机在、电线也在，却不通了──因为电流不再流动。想

发电报的人儘管去试，但一切静悄悄的。心也一样: 当我们切

断标记与概念时，无论任何人对我们讲什么，心静悄悄的。 

                                                 
26

見 增 支 部 1.51- 52 《 明 淨 經 》 [Pabhassara Sutta ]: 『 比 丘 們 ， 此 心 明

淨 ， 爲 客 塵 染 。 未 受 教 的 凡 夫 ， 未 如 實 明 辨 ， 故 此 —— 我 告 訴

你 們 ， 未 受 教 的 凡 夫 —— 無 修 其 心 。 』 『 比 丘 們 ， 此 心 明 淨 ，

離 客 塵 染 。 聖 者 的 受 教 弟 子 ， 如 實 明 辨 ， 故 此 —— 我 告 訴 你 們

， 聖 者 的 受 教 弟 子 —— 有 修 其 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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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毗婆奢那: 一种超越无明的影响、远离执取黏着的

觉知。心上升到出世，从这个世间解脱。它住在一个高於普通

世界的『世界』，高於人界、天界、梵天界。这就是为什么佛

陀证得无上正自觉醒之智时，有一股震动穿越全宇宙，从最低

等的地狱，经过人界，上达梵天诸界。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力

已经圆满成就，得以一路直上，超越了梵天界。 

因此，我们应当观察自己现在正在作的普通呼吸，它升起

的利与害两相参杂。精细的呼吸 [ 气 ] 滋养着血管与经络。深

度呼吸调节着全身气感，使得气自养自足。地元素、火元素、

水元素，各各趋向自养自足。等到四元素全部自养自足时，它

们就会趋向平等协调，於是体内不再有动荡。心自养自足，身

自养自足，我们可以不必操心了，好比我们把孩子养大了。身

与心成熟独立，各行其事。 

这就叫做『各自证知』 [paccattaṃ]: 我们亲自看见，自己负

责。『此时即现』 [sandĩ ˜hiko]: 我们自己所见明晰。『无时相』

[akāliko]: 任何时候一观想呼吸 [ 气 ] 的三个层次，我们立即获

得舒适与自在。用法律术语来讲，是已经成年。我们不再是未

成年者，现在可以依法全权接管父母家业了。用戒律术语来讲

，是不需要跟着戒师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能夠照顾自己。用

佛法术语来讲，我们不再必须依赖导师或文本了。 

我方才一直在这里讲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怎样用我们

的观察力去熟悉呼吸 [ 气 ] 的三个层次。我们应当照料呼吸，

直到获得领悟。如果我们随时对这三类呼吸保持观察力，就会

得到果报──也就是身与心的自在──好比厂主一直管着员工

，下属不会有机会推卸责任，该做什么就得认真去做。果报是

，我们的工作必然能夠或者快速完成、或者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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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路 
 

1956 年 9 月 14 日 

你在观呼吸时，必须试着切断一切外缘。否则，让自己散

乱走神，是不可能觉察呼吸与心的精细层次的。 

体内的呼吸能量 [ 气能 ] 可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位於心肺

、一部分位於肠胃、第三部分位於全身的血管。这三部分都是

连续动态的呼吸; 不过还有一种呼吸──一种明亮、空性的静

态的气──集中在心肺与肠胃之间的横隔膜部位。不同於心肺

中蒸发的呼吸，这类呼吸是静态的。它不对身体的任何部位施

加压力。 

至於动态的呼吸，当它碰撞血管时，会有暖感或者热感，

有时导致鼻水的分泌。如果呼吸 [ 风 ] 制压了火元素，就会使

血液清凉。如果火元素制压了呼吸 [ 风 ] 元素，就会使血液发

热。如果这些元素以恰当的比例组合，就升起一股舒适自在之

感──放松、宽广、寂止──好似有了观察天空的无碍视野。

有时，又有一种自在感──放松、宽广、但有动态: 这叫做喜

[piti] 。 

最适於专注的呼吸，是那种空性、宽广的呼吸。使用这种

呼吸，意思是，使用其中最占主导的觉受，例如当你有极其放

松、极其空性、极其舒适之感时。不过如果有动感，就不要用

它。只用那些空性、放松、轻质的觉受。用的意思是，扩大它

们的范围，使你的全身各部位都有空性的觉受。这就称为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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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有的觉受。不过在使用这些觉受时，必须保持全然的念

住与警觉。否则当空性或轻感开始出现时，你也许以为身体消

失了。 

在让这些觉受扩展开来时，你可以一次传播一种，也可以

一起传播。重点是使它们保持平衡，而且，你要同时把整个身

体作为觉知的单一专注对象。这就称为直道  [ekāyana-magga,一乘

道 ] 。掌握了此道，就譬如你能把一块白布，或者藏入拳心，

或者展成两米。你的身体也许有五十公斤重，却感觉只有一公

斤那么轻。这就称为大念处 [mahā-satipa˜̃ hāna] 。 

当念住饱和全身，如同火焰饱和了汽化灯灯头的每根灯芯

时，全身的元素协同工作，好比一伙人协同做一件事: 各人在

这里那里出点力，用不了多久工作就轻松完成了。正如灯头的

根根灯芯被火焰饱和时发出明亮的白光，同样，如果你把你的

心，浸沐在念住与警觉里，使得它对有全身的意识时，身心两

者会轻起来。当你想用这股念力时，你的身感会立即大放光明

，有助於培育身心两者。你可以长久地站坐，不觉得吃力 ; 走

长路，不觉得疲劳; 长期只吃少量食物，不觉得饥饿; 一连几

天不吃不睡，也不失精力。 

至於心，它将变得清淨、开放、无染。心也将变得明亮、

无畏、坚强。信力[saddhā-balaṃ]: 你信心十足，好比一辆车开足

马力奔驰不息。精进力 [viriya-balaṃ]: 你的精进将会加速、提升

。念力 [sati-balaṃ]: 你的念住与警觉力量强大，能知过去、未来

。举例说，宿世智与生死智: 这两类直觉，基本上是念住的不

同形式。你的念一旦充分培育，它会使你知见人们的旧业与宿

世。定力 [samādhi-balaṃ]: 你的定力强大，不可动摇。没有什么

活动会杀死它。换句话说，无论你在做什么: 坐着、站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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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行路，一想练定，心马上收摄。任何时候你要入定，一想

就有。等到你的定力强到这个地步时，修观毫无问题。明辨力

[pañña-balaṃ]: 你的洞见会像一把双刃剑，对外在事件有敏锐的

洞见，对内心事件也有敏锐的洞见。 

当这五力在内心出现时，心将会圆满成熟。信根、精进根

、念根、定根、明辨根 [saddhindr…yaṃ  viriyindr…yaṃ  satindr…yaṃ   samā

dhindr…yaṃ  paññindr…yaṃ] ，将会在各自的领域中成熟、主导。成

年人自会相互合作。当他们一起做一件事时必然成就。因此，

等到有这五个成年人为你做事时，任何工作你都能完成。你的

心将会有功力摧毁内在的一切杂染，好比核炸弹能夠摧毁世上

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 

当你的心有这等功力时，解脱洞见将会升起，好比一根四

面锋利的长矛。它又好比一把周边带齿的电锯，身就像那电锯

的支架，心就像那圆形锯片: 转到哪里，它能把输入的一切都

给锯开。这就是解脱洞见的本质。 

这就是当我们懂得如何使呼吸更精细、如何使静态呼吸扩

展开来利益身心两者时，所能得到的果报中的一部分。我们应

该把这些事牢记在心，儘量把它们运用於禅修，使我们能共享

这些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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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止 处 
   

1956 年 9 月 22 日 

你在闭眼坐禅时，只需把眼皮合上。不要像入睡的人那样

把视功能关闭。你必须保持眼神经的清醒与活力，否则将会使

自己睡着。 

默想你的内在禅定所缘 [ 对象 ] ──也就是出入息; 接着

默想把你的外在禅定所缘──『佛陀』，即觉醒，世尊的品德

之一──把它带入、伴随呼吸。 

等到你能夠舒适地专注呼吸之后，要让这股呼吸感传遍全

身，直到你感觉轻质、柔软、自在。这叫做在修定中保持正确

的品质。令心定驻、不让它脱离呼吸，这叫做保持正确的所缘

。让念住牢牢盯着你的禅定用词、不出空档，这叫做保持正确

的动机 [ 意图 ] 。等到你能夠让心固守这三个要素时，才可以

说，自己是在禅修。 

我们一旦下決心以这种方式修善时，那些不良事物，也就

是五盖，必然会偷偷地溜进心里来。如果按名字称呼它们，一

共有五个。不过我们这里不谈名称，只说它们是什么 : (1) 五
盖是污染、腐败心的事物。 (2) 它们使心暗昧、浑浊。 (3) 它

们是阻挡心固守禅定要素的障碍。 

五盖来自於向外攀缘。之所以向外攀缘，是因为我们的内

在所缘之弱。内在所缘弱，意思是我们的心不能夠牢牢固守它

的对象。好比让水勺漂在一桶水里: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把它镇

住，它必然会动摇、倾倒。正是心的动摇，开启了门户，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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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盖蜂拥而进，使心失去平衡。 

我们应该使自己了解，心倾倒时，它可以朝两个方向倒 :

 (1)它可能倒向过去的念头，从两个钟头前发生的事、一直回

到出生时吸进的第一口气。这种干扰在意义上分两类: 或者与

世间事有关──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好事坏事; 或者与法有

关──已经发生的、我们注意到的好事坏事。 (2) 或者我们的

心，有可能倒向未来的念头──一样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

关涉世、关涉法、好事、坏事。 

我们的心这样开始漂移时，所得的果报必然是: 或者得意

或者不满，这两种心态，一个是耽於享乐、一个是耽於自虐。

因此，我们必须连续地把握住心，把它带入当下，使这些障盖

不能渗透进来。不过即使那时，心也不真正平衡。它多少还会

动摇。但这种动态也不真正算错 ( 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利用它，

它就不是错; 如果我们不会用，它就错了 ) ，因为心有所动时

，它是在找一个停住处。巴利经典中这叫做求生者  [saṃbhavesin,

寻找投生处的有情 ] 。因此经上教导我们，要找一个禅定主题

作为心的聚焦处，就好比用电影屏幕作为投影的聚焦面，使成

像清晰可见。这是为了不让外缘闯进来。 

换句话说，经上教我们禅定时把心聚在一处，放在呼吸上

。心想呼吸，叫做寻想──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入息时想

『佛』、出息时想『陀』。至於心的摇动，那叫做评估。当我

们引进评估时，就可以放开一部分寻想。换句话说，可以停下

重复『佛陀』，接下来开始观察每一次出入息对身体有多少影

响。出息时它感觉轻松自然吗? 入息时舒适吗? 如果不舒适，

要作改进。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引导心时，就不需要想『佛陀』了。入

息将带着我们的念住与警觉感，渗透、传遍全身。当我们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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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寻想──也就是停止重复『佛陀』──只剩下跟緃呼吸

的动作时，评估的动作就增加了。心的摇动本身，成为我们专

注的一部分。对外的攀附寂止下来。『寂止』不是指耳聋了。

寂止的意思是，我们不把心搅动起来，出去追逐外在对象，无

论过去未来。我们让心完全停驻当下。 

心以这种方式入定时，它就培养起敏觉与知见。这种知见

不来自课堂与书本。它来自践行──好比造瓦: 开始时，我们

只会把黏土与沙掺起来做成平瓦。不过继续做下去，知见会多

起来: 怎样做得美观，怎样做得坚固、耐久、不脆。接下来我

们会考虑做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越做越美观时，我们

做成的产品本身会反过来成为老师。 

观呼吸也一样。随着连续地观察呼吸 [ 气 ] 怎样流动，我

们对入息会熟悉起来: 它是否舒适; 怎样入息才有舒适感; 怎

样出息才有舒适感; 什么样的呼吸使我们感到紧张、侷促; 什

么样的呼吸使我们感到疲劳──因为呼吸可分四类。有时可以

是长入息长出息、有时是长入息短出息、有时是短入息长出息

、有时是短入息短出息。因此，我们应当观察这四种呼吸的每

一种在体内的流动情形，了解它们对心、肺、及身体的其它部

位有多少增益。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连续地审视与评估时，念住与警觉将会

成为内在的主导。我们的内心将会升起定力、升起明辨、升起

觉知。培养了这种技能的人，甚至有可能不必以鼻呼吸，而是

透过眼或者耳呼吸。但是一开始，我们必须利用透过鼻腔的呼

吸，因为它是外显的呼吸。我们必须首先学会观察外显的呼吸

，之后才能夠觉察体内更精细的呼吸 [ 气 ] 。 

体内的气能，总的来说有五类 : (1) 连续流入流出的『客

居呼吸』 [āgantuka-vāyas, 客居气 ] 。 (2) 停留在体内、但能夠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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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各个部位的气能。 (3) 原地转动的气能。 (4) 能夠来回流

动的动态气能。 (5) 滋养全身经络与血管的气能。 

一旦对各种气能与怎样利用它们、怎样改进它们给身体带

来舒适感有了了解，我们将培育起专精。我们会更加熟练地调

节身感。果报会升起来: 一股遍佈全身的充沛与满足感，好比

煤油渗透了汽化灯的每根灯芯，使它发出明亮的白光。 

『寻想』好比把泥沙放入筛盘; 『评估』好比滤沙。我们

一开始把泥沙放入筛盘时，沙粒粗糙、成块，不过随着继续筛

滤，沙粒会变得越来越精细，最后只剩下细沙。我们把心定在

呼吸上时也一样: 最初阶段，呼吸仍然粗糙，不过随着我们继

续运用越来越多的寻想与评估，呼吸 [ 气 ] 会变得越来越精细

，直到它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粗色 [o†ārika-r™pa]:多种多样的舒适

体感 [ 色 ] 将会显现──轻感、空旷感、休憩感、疼痛消失等

等──我们只感到法的清新、喜乐，常有清凉、轻松。细色 [s

ukhumāla-r™pa]:这种乐感将会出现，像是细微的颗粒，像是构成

空气的原子雾体，但肉眼是看不见的。不过，虽然到这一步时

我们感到舒适轻松，这股渗透全身的雾状乐感仍然可以给心造

起一个投生处，因此我们不能说已经超越了苦。 

这是我们修定时能夠培育的觉知形式之一。凡是修得的人

，将会升起一种内在的清新感: 轻如棉绒。这种轻感有着多种

功力。劣 [hinaṃ vā]: 粗显的体感将会消失，胜 [ paŠ…taṃ vā]: 转

变成一种更精细的体感，胜妙美好。 

这里的美好，不是那种来自艺术、装饰的美好。它的美好

，在於明亮、清晰、新鲜。清新。安抚。宁静。这些素质会在

体内形成一种光辉美好感 [sobhaŠa] ，它是一种充满全身每一处

的喜乐昇华之感。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各自均衡、充

沛。身感到美好，同样这也不是艺术上的美好。这一切叫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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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色 [paŠ…ta-r™pa] 。 

当身体达到这个程度的充沛圆满时，四种元属性在各自域

界中全部成熟起来，自司其责，可称为大种色[mahābh™ta-r™pa]。

地自对地的事负责、水自对水的事负责、风自对风的事负责、

火自对火的事负责。当四元素对各自的事务更加负责、成熟时

，这就称粗色。空间性与意识性也成熟起来。好比它们都长大

成熟。成年人同住时争吵、争执自然少。孩童们一起住时，倾

向於吵闹不休。因此，当六元素全部成熟时，地与水不起冲突

、水与风不起冲突、风与火不起冲突、火与空间不起冲突、空

间与意识不起冲突。大家将和谐团结地活着。 

这就是所谓的 ekāyano ayaṃ maggo sattānaṃ visuddhiyā:『这是

淨化众生的一乘道』27 。四种物质元素全部成熟，体感合一。

当心进入这条一乘道 [ 合一道 ] 时，它能夠熟知身体的事件。

它感到这个身好比它的孩子; 心好比父母。当父母看见孩子长

大成熟时，必然自豪。当他们看见孩子能夠照顾自己时，就可

以放下养育的重担了。 ( 这时不需要谈五盖了，因为这时的心

已经牢固入定。五盖没有机会溜进来。 )  

心能夠以这种形式放开身时，我们在身心两者之中都将感

受到一团内在的光辉，所谓光辉，意思既在於它是一种不同於

世间之乐的宁静之乐──譬如，身体的自在、放松，无倦、无

痛──也在於它明亮四射。至於心，它既感受到宁静意义上的

光辉，也感受到明亮的光辉。这团宁静的光辉，正是功德 [puñ

ña, 内在价值 ] 的精髓。它就好比水自冰体昇华，聚成云雾，

或者化雨而落、或者自由高飘。同样地，这股宁静的清凉感爆

发成一团光雾。地、水、风、火、空间、意识这些属性，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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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团雾。这就是六彩光芒 [chabbaŠŠa-ra‰s…] 升起之处。 

体感似乎在放射光辉，像一枚熟桃。这团光的功力称为法

光 [dhammo pad…po]。当我们修成这个素质时，身安稳、心完全清

醒。有一团光雾──一种功能──在内心出现。这道光，随着

它越来越有力，正是直觉智将会升起之处: 它是证悟四圣谛的

工具。随着这股直觉感强大起来，它将会转成知见与觉性: 这

类知见不是从别处学得，而是来自修练。 

凡是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将会发现，心已证得佛、法、僧的

品德，这些品德会进入、浸沐心。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达

到了佛、法、僧的归依。无论谁，只要能做这么多，就能夠证

得觉醒，不需要去做太多别的。如果我们细心、慎密、精进、

念住、明辨，就能夠开启自己的耳目、获得多样知见──我们

甚至也许再也不必重生，回来重新修定了。不过如果我们自满

起来，粗心、疏忽、懒惰，就得回来重新开始修。 

* * *  

我们修定，是为了从内心消解五盖。五盖彻底静止时，心

才能达到法住 [vihāra-dhamma]──即可以构成心之家的内在素质

。那时候我们才能夠完全脱离五盖。我们未来的重生域界将不

会低於人界。我们不会被迫投生四恶趣 [apāya] 。心一旦到达这

个内在之家，它就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出世层次、进入涅槃的

法流。如果我们不懒惰、不自满，如果我们精进禅修，就能夠

从世俗层次中解脱。如果我们的心证得入流的素质，就永远不

必投生恶趣了。 

入流果者，用极其简单的话解释，是指那些心已经确定不

疑、但还有某些形式的粗糙想法的人──不过他们永远不敢让

那种粗糙表现在行动上。至於凡夫，他们一有粗糙念头，必然

显现在言行上: 杀生、偷盗等等。虽然入流者也许仍有某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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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粗糙，但他们在行动上绝不粗糙，好比某人手里有把刀，

但他生气时不会用它来砍人脑袋。 

凡夫对自己的杂染通常是不能夠说『不』的。他们的行动

通常必须得服从升起的杂染。举例说，当他们大怒时是不能夠

忍耐的。他们非得发作起来，甚至於恶劣到违反道德准则的地

步。初果者虽然有杂染，却能夠对它们说『不』。为什么? 因

为他们内心根植着正念，受它的监督，能夠明辨是非。 

心朝善的方向动时，他们觉知。心朝恶的方向动时，他们

觉知。他们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像常人一样，但

他们不让这些东西侵入内心。他们有自制力，能夠抵制自己的

杂染，好比一个人托着一碗水奔跑，能夠滴水不洒。虽然入流

者也许在『骑自行车』──坐、站、行、卧、说话、思考、吃

饭、睁眼闭眼──但他们内心的永久素质从不翻倒。这是一种

永不消失的素质，虽然它有时可能动摇一下。正是那种动摇可

以导致他们重生。不过，即使重生，他们也将投生人天善趣。 

至於凡人，他们的投生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律或者逻辑28 ，

而且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息。然而入流者却懂得『生』。虽然经

历『生』，他们却让它『灭』 [ 消解 ] 。换句话说，他们不服

从粗糙的冲动。他们对不良冲动响应微弱，对良善的冲动响应

强烈。凡夫对不良冲动响应强烈，对良善的冲动却响应微弱。

比方说，某人決定去寺院做功德，如果别人因此讥笑他说，去

寺院的人是老脑筋，不然就是走投无路了，这个人於是根本不

想去了。不过，别人再怎么劝他做善事，他很少响应。这是因

为心已跌落到极其低下的层次。 

至於入流者，无论粗糙的冲动出现多少次，涅槃的善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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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的心。正是这块磁铁吸引他们不停地

修到终点。当他们到达终点时，就不再有生、不再有老、不再

有病、不再有死。色寂止、受寂止、想寂止、行寂止、识寂止

。至於六元素，它们也寂止了: 地寂止、水寂止、风寂止、火

寂止、空寂止、识寂止。元素、蕴、处，都寂止了。不再有针

对任何蕴的心理标记。心理标记正是让蕴跑进来的媒介。当心

理标记停止时，谁也不跑了。大家都停止奔跑时，就没有推攘

、没有冲撞、没有交谈。心自司其责，自己照顾自己。 

至於元素、蕴、处，每一项独立存在於各自区域里，每一

项自管其事。没有侵入任何一方地盘的情形。一旦不存在侵入

，会有什么麻烦? 好比一根火柴独自留在火柴盒里: 能起什么

火? 只要火柴头不磨擦粗糙平面，就没有机会起火。这不说明

火柴里没有火。它一直就在那里，只要它不抓取任何可燃物，

就不会烧起来。 

不再抓取杂染的心，也一样。这就是涅槃的意义。它是至

高的善德，是佛教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个人的修持终点。不

在戒德、定力、明辨这三重训练上进步，我们不会有机会到达

终点。不过，如果我们在内心汇聚、增进它们，我们的心将培

育起知见与觉性，把我们推向高等境界，推向涅槃。 

* * *  

圣弟子好比是懂得雨水由海水蒸发、聚落的人，知道雨水

就是海水、海水就是雨水。凡夫好比那些不知雨水来源的人。

他们以为雨水在天上，於是痴等着只喝雨水。如果天不下雨，

必然会死。他们之所以无知，是自己愚蠢，不懂得找新的水源

──即圣弟子的素质──因此只得收集旧水一遍遍地重复吃。

他们就这样在轮迴圈里一遍遍地重复转，不想法子摆脱这堆苦

痛。他们好比沿着箩筐的边缘一圈又一圈探路的红蚁，那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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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周长连两米都不到，这都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箩筐边是圆的

。这就是我们无休无止地经历生老病死的缘故。 

至於圣者们，他们看见了世上的一切，就是那些陈年旧事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贫富、善恶、苦乐、毁誉等等，一轮又一

轮地互换位置。这是杂染的轮迴，它使无明者误解。世界本身

在周转: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接着

回到周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直到十一月、十

二月，又回到一月。鼠年、牛年、虎年，直到豬年，又回到鼠

年。事事如此，夜跟着日、日跟着夜。夜间也不确定，我们的

白天是别人的夜间、他们的白天我们的夜间。世事就这样变化

不息。这叫做世界的流转，它导致那些一知半解的人误解、相

争。 

圣者们以这种方式观世时，他们就增长起离欲，再也不想

重生於世界了──世界有各种各样: 有的世界只有冷，有的只

有热: 众生不可能投生那里。有的世界只有日光、有的只有月

光、还有的世界不见日月。这就是世间解 [lokavid™] 的意思。 

因此，我们得知这些道理后，应当仔细思考。凡是觉得值

得信赖的，要把它们用来修心，让道与果在内心升起来。做任

何事，不可疏忽自满，因为生命如草间朝露: 日光触及之下，

顷刻间消逝无形。 

我们随着每一次出入息，都在死亡。稍有大意，死期必至

，因为死亡是极其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它每时每刻在等候着我

们。有人死去，是因为睡眠过多、或者是: 吃多、吃少、受寒

、受热、大喜、大悲。有人痛极而死、有人无痛而终。有时哪

怕无事安坐，也不免一死。你要看见自己被死亡四面包围──

因此精进努力，儘量培育世间与出世两方面的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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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定 
 

1960 年 10 月 4 日 

禅定时，你必须思维。如果你不思维，就不会禅定，因为

思维构成了禅定的一个必要部分。比如禅那: 藉寻想之力，把

心领到所缘上，藉评估之力，分辨你选择的所缘。审查你的禅

定所缘，直到看见它对你恰好合适。你可以选择慢呼吸、快呼

吸、短呼吸、长呼吸、窄呼吸、宽呼吸; 选择热性、凉性、暖

性呼吸; 选择只到达鼻的呼吸、只到喉根的呼吸、一直下行到

心的呼吸。当你找到一个对自己口味的禅定所缘时，要抓住它

，使心合一，专注单一所缘。做到这一步后，要评估你的所缘

。引导你的意念，使它凸显而出。不要让心离开所缘。也不要

让所缘离开心。告诉你自己，这就好比吃食: 把食对准口、口

对准食。不要错过。如果你错过了，把食物朝着耳、腮、眼、

额送过去，就什么也吃不着了。 

你的禅定也一样。有时候，心的那个『单一』所缘突然转

弯，进入好几百年前的过去。有时候，它又进入未来，把各种

各样的杂念带回来，充斥你的心。这就好比拿起食物来，却送

到头顶，让它从身后落下，它必然给狗叼了去; 又好比把食物

送向口边，到了跟前却把它丢开了。发生这种情形，就说明你

的心还没有与它的所缘相互契合。你的寻想力还不夠牢固。你

必须把心领到所缘里，接着继续照管它，确保它在那里呆着不

走。好比吃东西: 要确保以食对口，直接送进去。这就是寻想

。食对准口、口对准食。你肯定它是食物，你了解它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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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餐还是甜品、是粗食还是细食。 

你一旦分辨清楚了，东西到了嘴里，马上要咀嚼起来。这

就是评估: 检查、审视你的禅定。有时候这属於近行定: 检查

某个粗糙的所缘，使它越来越精细。如果发觉呼吸长，就检查

长呼吸。呼吸短，就检查短呼吸。呼吸慢，就检查慢呼吸──

看心能不能跟那种呼吸呆在一起，看那种呼吸能不能跟心呆在

一起，看呼吸是否平顺无阻。这就是评估。 

当心升起了寻想与评估时，你既有了定力，也有了明辨。

寻想与一所缘性属於定力; 评估属於明辨。有了定力与明辨这

两者，心寂止，知见得以升起。不过，评估太多，它有可能破

坏心的寂止。寂止太多，它可能使禅思熄灭。你必须监督心的

寂止，确保各禅支比例得当。如果你没有一种『恰到好处』的

感觉，那就麻烦了。如果心过於寂止，你的进展会比较慢。思

虑太多，它会带着你的定力跑掉。 

因此要仔细观察。还是举吃的例子。如果你把食物猛一下

塞进口里，结果可能会噎死。你得问自己: 这对我有益吗? 我

能对付它吗? 我的牙结实吗? 有些人光剩牙龈，还想吃甘蔗: 

那是不正常的。有人哪怕牙疼欲落，还想吃脆食。心也一样: 

才刚有一丁点静止，我们就想知这个、见那个──贪多嚼不烂

。首先得确保你的定力根基扎实，你的明辨与定力平衡得当。

这一点非常重要。评估力必须成熟，寻想力必须牢固。 

比方说你有一头水牛，你把它繫在木桩上，把木桩打进地

下深处。如果你的牛力气大，它可能乾脆带着木桩跑了。你必

须了解自家牛的力道。如果它实在太壮，你把桩牢牢打定后，

还得一直看着它。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思维固执过了

头，超出了心寂止的范围，那么就把心定着不动，让它格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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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但不要静到你对事物不知动向的地步。如果心太静了，

恍恍惚惚的，发生些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一片昏暗，全给堵在

觉知之外。再或者，时好时坏，一时沉下去看不见，一时又冒

了出来。这是没有寻想评估、缺乏判断的定: 是妄定。 

因此必须善於观察。运用你的判断力，但不要让心跟着念

头跑开──你的禅思跟它不是一回事。心住於禅定所缘，无论

念头转到哪里，心仍然坚定不移──就好比抱着柱子转圈，连

着转也不累; 不过放开柱子转上三圈，就晕了，砰! 一头栽倒

。心也一样: 如果它守着单一所缘，就可以继续思维，既不疲

劳，也不受伤害，因为你的思维与寂止就在一起。你越思维，

心越定; 坐禅越多，思维越多。心越来越坚定，一直到五盖全

部褪落。心不再出去寻找概念。现在它才能夠升起知见。 

这里的知见，不是指普通的知见。它洗去你的旧知见。不

要来自普通思考推理的知见: 放开它。不要来自寻想评估的知

见: 停下来。使心安静。寂止。当心寂止、无碍时，这就是一

切善巧善德的精髓。当你的心处於这个层次时，它根本不黏着

任何概念。你所了解的一切概念──有关世间、有关法，无论

多少──都给洗去。只有洗去后，新的知见才能夠升起。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当放开概念──也就是你给事物赋予的

一切标籖与名称。你必须让自己的所有物稀少起来。稀少时，

人们会聪明能干起来。如果不讓自己所有物稀少，你永遠不能

得到明辨。换句话说，你不必怕自己愚笨、不懂，不必怕走进

死胡同。你不要任何来自传闻与书本的洞见，因为它们是概念

，因此是无常的。你不要任何来自推理与思考的洞见，因为它

们是概念，因此不是我。让所有这些『洞见』消失，只剩下心

，牢固专注，既不朝左，偏向不满，也不朝右，偏向喜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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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心的寂止、静谧、中性、冷静──高居其位。那时你就有了

正定。 

正定在内心升起时，它有一个影子。等到你能夠看见影子

的当即显现时，那就是毗婆奢那: 解脱的洞见。 

你从正定中获得的知见，不是以想法、观念的形式出现。

它以正见的形式出现。你看着错的，真错。你看着对的，真对

。如果看上去对，其实错，那是妄见。看上去错，其实对，又

是妄见。有了正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从因果角度上说，是你看见了四圣谛。你看见了苦，它真

的苦。你看见苦因的升起，它真是在造苦。这些圣谛，绝对、

不可否认、无可争议地真实。你看见苦有其因。一旦那个因升

起，就必然有苦。至於灭苦之道，你看见自己的修行道，毫无

疑问在走向解脱。无论是否走到底，你所见到的正确无误。这

就是正见。至於苦的消解，你看见真有其事。你看见了，只要

走在这条道上，苦的确在消解。当你在内心亲证这些事的真实

性时，那就是毗婆奢那智。 

说得再简单点: 你看见了，一切事物，内在外在，都不可

靠。身体不可靠、衰老不可靠、死亡不可靠。它们是些滑头的

角色，对着你变幻不定。看见这一点，就是看见了无常。不要

让自己对无常生起欢喜、不要让自己烦恼。使心保持中性、平

衡。那就是毗婆奢那的意思。 

关於苦: 比方我们听说某个怨敌在受苦，就想 : 『太好了

，』『希望他们快点死。』这个心已经偏了。比方我们听说朋

友发财了，就高兴起来; 儿女生病了，就难过起来。我们的心

已经沦陷於苦。为什么? 因为我们缺乏善巧。心不定，也就是

说，它不在正定之中。我们必须照料心，不让它随着苦一起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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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无论什么在苦，让它苦，不要让心跟着苦。身也许有痛，

但心不痛。让身体儘管苦，但心不苦。使心保持中性。不要因

为有乐而得意──要知道，乐也是一种苦。为什么? 因为它会

变。它升起消逝。它高低起伏。它不持久。那就是苦。痛也是

苦: 双重苦。当你对苦有这样的洞见时，也就是说，当你真正

看见苦时，毗婆奢那已经在内心升起。 

至於非我 [anattā]: 我们一旦观察了事物，获得如实知见，

就不去认领，不施加影响，不试图表现自己有权力、能力，把

本来非我的事物，掌握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无论怎么努力，我

们不能夠阻止生老病死。身体要老去，就让它老去。它要痛，

让它痛。它要死，让它死。不要为自己或他人的死而高兴。不

要为自己或他人的死而烦恼。使心保持中立。不躁。不恼。这

就是行舍智 [sa‰khārupekkha-ñāŠa]: 让诸行──也就是一切造作和

合之事──随其自性发展。 

简要地说，这就是毗婆奢那: 你看见了，一切造作都是无

常、苦、非我。你能夠从对它们的执取中退出。你能夠放开。

就在这里事情好转起来。怎么会呢? 因为你不需要劳累自己，

拖着行蕴到处走了。 

执取意味着负重，我们身负着五堆蕴[khandā]: 对色、受、

想、行、识的执取 [ 五取蕴 ] 。我们抓住它们不放，以为它们

就是自我。那就带着它们走吧: 左腿掛一堆、右腿掛一堆、左

肩压一堆、右肩压一堆、最后一堆顶在头上。就这样，走到哪

带到哪──既笨拙累赘，又滑稽可笑。 

bhara have pañcakkhandhā: 只管背起吧，五蕴实在是重担。

bhārahāro ca puggalo: 人们承受重担之苦。 bhārādanaṃ  dukkh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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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e: 走到哪背到哪，浪费光阴，在世间受苦29
。 

佛陀教导说，凡是缺明辨者、凡是缺善巧者、凡是不修定

引生解脱洞见者，将不得不背负其苦，久受重压。太可怜、太

可惜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腿负重、肩负重，能去哪? 往前

走三步、往后退两步。不久就会垂头丧气。过一阵爬起来，再

继续。 

不过，当我们看见了无常──也就是，一切造作，无论内

在外在，都不可靠; 当我们看见它们是苦; 当我们看见它们不

是我们自己，它们仅在里面自发循环: 当我们获得这些洞见时

，就能把重担卸下，也就是，放开执取。我们可以放下过去─

─不再沉缅。我们可以放开未来──不去企望。我们可以放开

现在──不指称为我。这三大箩筐一旦从肩上卸下，脚步就轻

松了。我们甚至可以起舞。我们美好悦目。无论去哪里，人们

乐意结识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负担。无论做什么，做

得自在。我们可以带着轻松的心，行走、奔跑、歌舞。我们有

佛子之美，所到之处悦目、优雅。不再负重，不再受累，我们

可以有自在。这就是毗婆奢那智。 

                                                 
29

此 爲 阿 姜 李 對 相 應 部 22.22 《 重 擔 經 》 偈 語 前 三 句 的 評 說 。 經

文 直 譯 爲 : 『 五 蘊 實 爲 重 擔 。 人 即 是 重 擔 的 背 負 者 。 負 此 重 擔

在 世 間 苦 。 』 本 書 對 五 蘊 的 英 譯 是 : physical phenomena; feelings; con-
cepts and labels; mental fabrications; sensory consciousness 。 直 譯 是 : 身 體 現 象

[ 色 ]; 感 受 [ 受 ]; 概 念 與 標 簽 [ 想 ]; 心 理 造 作 [ 行 ]; 感 官 意 識

[ 識 ] 。 五 蘊 的 進 一 步 解 釋 見 書 後 詞 彙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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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相 与 它 的 影 子 
 

1959 年,日期不详 

法的果证，清凉、清洁、清明。它没有生老病死。凡是精

进学法修法的人，毫无疑问，必然升起法的果证。它是各自证

知 [paccattaṃ]: 你必须亲自知见。 

* * *  

我们应当注意寻求明辨升起的助缘。闻所成智 [sutamaya- pa

ñña]: 听那些值得听的话。思所成智 [cintāmaya-pañña]:听了以后

对它作评估，不轻易接受或排斥。修所成智 [bhāvanā-maya-paññā]

: 一旦试验可行，就按照它修练。明辨波罗密 [ 圆满 ] 的最高

形式就是──解脱洞见。你了解什么样的苦痛应当补救，於是

去补救。你知道什么样的苦痛不应补救，就不去补救。 

多数情形下，我们实在无明。即使那些不该补救的事，也

试图去修补，那样做根本无效──因为有一种苦只应当观察，

根本不适於搅动。好比一块锈表: 擦拭时不要过分。如果你把

它拆开，整块表再也不走了。这个意思是，一旦你如实看清了

自然因缘，就必须顺其自然。该修补的，就修补。凡是不该修

补的，就不做。这样就把负担从心里卸下。 

无明的人，就好比有个老妇，生火做饭，做完后吃饭，吃

完了坐下来抽一支烟。对着一块火炭点烟时不巧烧了嘴，她就

想 : 『这火真该死，烧了我的嘴。』於是她把火柴全部堆在一

起，往上撒水，要让这屋子再也烧不起火来──是个不明事理

的愚人。第二天想生火做饭，没火了; 夜里点灯，也得叨扰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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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求这人那人: 可是她照样怨火。我们应当学会因材施用，

适可而止。如果你点的火只是一小堆，煮饭要化三个钟头，那

个火是不足以煮食的。同样地，我们把苦当成坏事，於是试图

补救它──闭着眼不停地瞎忙。怎么救治，也没有用。 

有明辨的人把苦看成两类: 一类是身苦，或者说是自然因

缘固有的苦。另一类是心苦，或者说是杂染之苦。一旦有了生

，必然就有老、病、死。谁想挽回衰老儘管去试，直到自己老

态龙锺。我们试图救治疾病时，常常就像那个水淹火柴的老妇

。有时我们对治合理，有时却不然──好比那门前的台阶一开

裂，我们就把整栋房子连屋顶都给拆了。 

疾病是人人都有的事，换句话说，是指身体种种部位发起

的病症。一旦我们治了眼病，它又会出现在耳、鼻、胸、背、

胳膊、手脚等地方，接着它会悄悄钻入体内。好比抓鳗鱼: 越

用力，它越有本事溜开。於是我们不停地治，一直到死。有些

病无论治不治，自然会消解。如果这个病需要治疗才能消解，

那么就吃药。如果治不治都会消解，为什么多此一举? 这就是

要有明辨的意思。 

无知的人，不知道什么样的苦该治，什么样的苦不该治，

因此浪费时间金钱。聪明人懂得什么病该治，於是用自己的明

辨来治。一切疾病，或者来自於身元素 [ 四大 ] 的不调和、或

者来自於业力。假如这个病来自身元素，我们应该用食物、药

物等等来调理。如果它来自业力，我们就得用佛陀的药来治。

换句话说，内心升起的苦痛，用食物、药物对治，是无效的。

我们必须以法对治。凡是懂得如何处理此道的人，可说是懂得

了如何观察、诊断苦。 

换个角度看，我们会看现，老、病、死只是苦的影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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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真正实质。缺乏明辨的人，会试图去消除那些影子，结

果只会导致更多的苦痛。这是因为，苦的影子和实质来自什么

，他们不熟悉。苦的精髓在於心。老、病、死是它的影子，或

者说是它藉由身体所显示的效应。如果杀敌时拿把刀刺向敌人

的影子，他怎么会死? 同样地，无明的人试图摧毁苦的影子，

却毫无效果。至於内心那个苦的精髓，他们根本想不到去对治

。这样的无知就是一种形式的无明。 

再换个角度看，影子与实质都来自渴求 [taŠhā] 。我们就像

一个敛积了巨财的人，盗贼上门时跑去杀贼。他看不见自己的

错，只看见别人的错。实际上，他这样满屋囤财，盗贼必然破

门而入。同样，人们受苦，於是怨苦，却不下工夫纠正自己。 

苦来自三类渴求，因此我们应当止息对感官之欲的渴求、

对『有』的渴求、对『非有』的渴求  [ 欲爱、有爱、非有爱 ]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自己内心造作起来的，我们必须用自己

的念住与明辨了解它们。一旦观照清楚了，就会懂得 : 『这种

心态是渴求感官之欲; 这是渴求有; 这是渴求非有。』 

有明辨的人将会看见，这些东西以精细、中等、粗糙三层

次存在於心，正好比人生有少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少

年』指的是渴求感官之乐。这种饥渴一旦从内心升起，它会摇

摆、移动──这就是渴求『有』; 接着又成形为渴求『非有』

──这是一个求生者 [saṃbhavesin ]在伸长脖子寻找所缘，给自己

造苦。换句话说，我们对种种色、声、香、味等生起爱好，於

是盯上它们，这就给自己带来苦。因此，我们不应当偏向声、

色等等激起贪、嗔、痴的东西 ( 这就是渴求感官之乐 ) ，它使

心摇摆，搅出许多概念来 ( 这是渴求有; 当心黏着它的摇摆，

不欲停止重复它的动态时，那是渴求非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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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获得明辨时，应当以随顺智 [anulomika-ñāŠa] ，也就

是随顺四圣谛之智，摧毁这些形式的渴求，确知当这三种渴求

全部消失时心有多少自在与安乐。这就称为知见灭苦的真相。

至於苦因与灭苦之道，我们也将会领悟。 

无知的人会到车影子里乘车，结果一头给撞着。不懂得什

么是戒德影子的人，结果只会在车影子里乘车。言与行是戒德

的影子。真正的戒德在心里。正态之心才是戒德的实质。定的

实质，是牢固定住於单一所缘、不受任何概念或心理标籖干扰

的心。定的身体表现──即我们的口眼耳鼻舌安静下来──只

是那个影子，比如身端坐不动、口闭起不言、鼻不嗅气息、眼

闭着不看外缘等等。如果心牢固定住在安止定层次，那么我们

无论坐、站、行、卧，心就不会动摇。 

一旦心修练到安止定的层次，明辨无须寻找，会升起来，

好似一把御剑: 抽出时锋利闪光，不用时藏於剑鞘。因此经上

教导我们:  mano-pubba‰gamā dhammā mano-se˜̃ hā mano-mayā:『诸

现象 [ 诸法 ] 以意为前导，以意为主宰，从意所造』30 。心是

世上最特别的。心是法的源头。 

这就是知见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的意义。

这就是戒德、定力、明辨的实质。无论谁，能夠这样做，必定

会达到解脱──涅槃。无论谁，能夠在内心升起学法、修法的

素质，毫无疑问必能证法。这就是为什么法被称为sandĩ ˜hiko:  

当下可见;  akāliko:  育果不论时间季节。要一直朝这个目标努

力。 

                                                 
30

見 《 法 句 經 》 1 。 mano: heart; 意 。 citta: mind; 心 。 後 者 的 意 識

層 次 深 於 前 者 。 泰 文 裏 的 心 與 意 類 似 於 中 文 ， 常 可 換 用 ， 英 譯

未 作 區 分 。 中 譯 只 在 翻 譯 巴 利 詞 語 時 保 持 上 述 的 對 應 設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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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作 
 

1956 年 2 月 6 日 

( 波罗尼瓦寺, 在副僧王摩诃毗瓦萨葬礼上的开示。 )  

aniccā vata sa‰khārā  uppāda-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一切造作皆无常，生灭是其本质。 

       既有生起必然灭去……31
 

法在一种意义上，是滋养、淨化心的工具。另一种意义上

，法是我们自己。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而世界不外乎法的运作。不过这不是法的精髓。法的精髓在

於心。 

* * *  

一切善良与尊贵品质的培育，来自我们自己的意、语、行

。来自修布施、持戒等言行方面的善德，属於粗糙与中等层次

的善德。精细层次的善德来自修心，也就是禅定。因此在我们

必须学懂的事物当中，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心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有生有灭，另一个层次不生不灭

。如果心沦陷於造作 [sa‰khārā] ，它必然得重复经历生与死。不

过确见明知一切造作的心，就能夠放开它们，达到不生、不死

。我们如果想要超越忧苦──也就是不再有生死──首先必须

                                                 
31

南 傳 佛 國 葬 禮 上 常 誦 此 偈 ， 出 自 長 部 16 《 大 般 涅 槃 經 》 等 。

古 漢 譯 : 『 諸 行 無 常 ， 是 生 滅 法 。 生 滅 滅 已 ， 寂 滅 爲 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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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造作的真正本质。 

造作按实际显现可分两类: 一类是世间层次的造作，一类

是法层次的造作。两者都有现实性，但它们都是生灭事件。因

此佛陀说，aniccā vata sa‰khārā ……『一切造作皆无常……』因

为这两种造作都以升起为开端、接着变化、最后衰灭。凡是能

夠朝内专注、如实明晰地知见这个状态，调御心，对一切造作

聪明起来的人，必然能从一切苦中解脱。 

世间层次的造作，是藉着人们的制造与设想而存在的事物

，比如财富、地位、娱乐、赞誉。至於法层次上的造作，无论

我们是否加以美化，人人都有同样的分量──换句话说，指元

素、蕴、处。 

世间层次与法层次的造作，好比那银幕上变幻的色彩，绿

、红、黄、白，闪闪烁烁来回地变。我们观看时，为了跟得上

那种变幻，视眼也得变──这就是升起误解的东西。当心抓紧

这些造作时，它就升起满意、不满意的感受。当它们变好变坏

时，我们的心也跟着变──因此它不脱无常、苦、非我这三个

特征 [ 三法印 ] 。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作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有心执占，譬

如人畜; 一类无心执占，譬如树木。虽然这也许是无执占心之

造作的标准解释，我却不同意。拿这个大厅的阶梯来说: 你说

它没有心占据，那就试试砸了它，看会不会引出喧哗来。田地

也一样，试试在别家地里种水稻; 或者，果园里的香蕉树之类

，试试拿刀砍一砍，看主人会不会把你投进监牢。世上万物，

只要执取夠得着，必然有心执占。只有火星，执取的范围尚且

夠不着，没有心占取。每一种造作，都有心执占它──除非是

阿羅漢，他們無執占之心，因爲他們根本不執取任何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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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取造作是苦的来源，因为我们已经解释过，造作是无常

的。因此只有当我们放开造作、不执取时，才有快乐自在──

那是法的自在，清凉、安静、稳固、不变的自在。世间意义上

的自在，跟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自在没什么不同: 只有那把椅子

不摇动，我们才有些许自在。心动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摇动

，一种是在业果影响之下的摇动。一日之间，心动多少次? 有

时它因现业 [ 当下动机 ] 而动，有时因旧业 [ 过去动机 ] 而动

，不过它怎么动起来，我们不知道。这就是无明──导致造作

也就是念头滋生的无觉知。 

这一切的反面是非造作 [visa‰khārā, 离行 ] 。什么是非造作

 ?无动摇、无变化、无消解: 那就是非造作。造作在变，但我

们的心不变。造作苦，但我们的心不苦。造作非我，但我们的

心不是非我。无心执占的造作: 那就是非造作。 

一般来说，我们多数人，只了解六师教给的知见──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念头──它们是变化、不确定、

苦、无明、造作的来源。因此我们应当关闭这些官感，因为造

作看不见其它造作。我们只有到另一边，才能夠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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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越 对 错 
 

1959 年 1 月 17 日 

要让心出去害人，我们先得为它开路。换句话说，我们先

害自己，这就从屋内扫清了道路，让我们出去伤害外人。 

伤害之心 [ 动机 ] ，是一种严重的害己形式。起码它消耗

了我们的时间，破坏了我们行善的机会。我们必须以离害之心

──换句话说，入定──把它驱除。这就好比看见我们的地里

有大块未被利用，自己却入不敷出。一有机会，我们得跳到那

块空地里，给自己加把劲全力行善32 。 

* * *  

离欲思维 [nekkhamma-sankappo]，是指安於寂静、独居。离嗔

思维[abyāpāda-sankappo]，是指我们无须思考自己与他人的短处。

离害思维 [avihiṃsa-sankappo] ，是指不给自己造成困扰与伤害，也

就是:  (1)不思考自己的短处，否则造成压抑 ; (2) 如果我们

思考自己的短处，它会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转思他人的短处

。因此，智者把思维提升到善德层次，使他们能对自己怀有慈

心善意，接下来也能夠对他人怀有慈心善意。 

当我们的心有了这三种能量时，它就像一张三脚桌，桌腿

会朝各个方向转动。换一种说法，我们的心一旦升转到这样的

                                                 

32
『 行 善 』 :  據 英 譯 者 ， 此 處 指 在 身 體 這 塊 內 在 土 地 上 修 善 業

， 即 觀 四 元 素 ， 發 展 自 己 的 潛 能 。 見 另 一 篇 開 示 《 基 本 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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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就可以给上下的一切事物照相。我们将会培养起明辨

，好比一盏明灯、又好比一副放大一切细节的望远镜。这叫做

智 [ñāŠa] ──了解世间诸事的直觉知性: 世间解。 

这里的明辨，不是指普通的知识或洞见。它是一种特殊的

认知能力，是圣道的技能。我们心里将会升起三隻眼33 ，透视

世俗世界的红红绿绿、高高低低: 这是智者的消遣。我们的内

眼将会在前后、上下、四周观法，了知善与恶的一切里里外外

。这就是明辨。我们心有自在安乐，无痛苦的干扰。这叫做明

行足 [ vijjā-caraŠa-sampanno ] ──明察的技能具足。 

心有明辨的人，可以益国益教，好比种成良稻销往国内外

的农家，可以促进经济。心无明辨的人，将会败坏宗教。不仅

给自己带来災难，还会连累他人。换句话说，单单那么一个缺

少善德、充满杂染渴求的人，做起坏事来造成的祸害，不仅毁

灭自己、还会殃及全国各地的人。不过，当一个人心里有了前

面所说的三种善德时，它们会转化成定的力量。心会像水晶、

钻石一样清澈。整个世界将变得透明。明辨将会升起，解脱洞

见的技能与直觉的领悟，将同时升起。 

凡是以贵贱高低看世界的人，还不具备真正的直觉明辨。

凡是有知觉智眼的人将会看见，没有什么高低贫富。从三法印

角度看，一切平等: 都是无常、苦、非我，好比那民主化的平

等。别家与我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今有人犯偷窃、抢劫

罪，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平等。他们以为这人好、那人不好; 这

间屋好作饭厅、那间不好; 这间屋好作卧室、那间不行，等等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洞见，即明辨的眼力，因此才有这么多混

淆动乱。 

* * *  

                                                 
33

『 三 眼 』 : 據 英 譯 者 ， 指 外 眼 與 內 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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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一尺宽、六尺长、半尺厚的身

体上。这就是中道。如果你使自己对呼吸的觉知太窄，结果会

像树桩一样呆坐，毫无警觉。如果你使自己的觉知太宽，直趋

天堂地狱，结果会受错误的辨识欺骗。因此哪个极端都不好。

如果你想走在正道上，必须事有节制，恰到好处。如果你不理

解正确的修持方式，不管出家多久，死时埋在成堆的僧袍里，

也不能修成。你们居士可以坐禅一直坐到头白齿落、腰弯背曲

，也永远见不着涅槃。 

不过，如果我们能使修持走上圣道，就能入涅槃。戒德将

会消解、定力将会消解、明辨将会消解。换句话说，我们不耽

溺於知见与明辨。如果我们聪明到获得了知见，我们仅仅知见

，而不把聪明当成自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低层次，我们

不黏着戒德、定力、明辨。在高层次，我们不黏着初果、一还

果、不还果。涅槃不黏着世界，世界也不黏着涅槃。只有这时

候，我们才可以用『阿罗汉』这个名号。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放松了。人们可以讲无常，那只是讲出

来的。人们可以讲苦，那只是讲出来的。人们可以讲非我，那

只是讲出来的。讲的固然不错。对他们来说这是真的，他们完

全正确──但是完全错误。对我们来说，只有能夠使自己超越

对错，才是善修。路造了给人走，貓狗也能走。常人疯人都要

走路: 路不是给疯人造的，但疯人也有权走。至於守戒，疯人

愚人都可以守。禅定也一样: 常人疯人都可以来坐禅。至於明

辨: 谁都可以大讲特讲，但讲出来的总不离对错。 

世间的珍宝，没有什么带来真正的快乐。这些东西除了苦

，再没别的。对世界来说是好东西，涅槃却根本不需要它们。

正见妄见是世间的事。涅槃无所谓正见妄见。因此，凡是妄见

我们应当棄绝。凡是正见我们应当培育──直到有一天它能从

我们的抓取中脱落。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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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点 

 

1957 年 4 月 22 日 

『 1957 年 4 月 22日，阿育王寺: 我們聚集在禪堂誦經後，

阿姜李作了一段開示。一開始我只聽見「禮敬阿羅漢……」，

聽不清作爲開示主題的巴利經句，因爲他的話音弱，外面風大

，我的雙耳嗡嗡作響。我靜心细聽，還是聽不清，直到他快講

完時，我才聽清了以下這段話: 』 

为了淨化心，我们必须脱离对自我、对身体 [ 色 ] 、对心

理现象 [ 名 ] 、对一切透过感官进入的对象的执取。要专心修

定。随时保持一心。不要让它分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

等，因为你一旦使心合一，把它变成零就容易了。只要把小『

头』切掉，两端一接就成。不过，如果你让心分成好几个，要

把它变成零，就费时费力了。 

还有: 如果你把零放在其它数字后面，就成了十、二十、

三十、四十、五十、几百、几千、直到无穷。不过，如果你把

零放在前面，即使有千万个零也不作数了。心也一样: 我们一

旦把它从一变成零，再把零放前面，其他人儘管批评我们，赞

扬我们，再也不作数了。好也不作数、坏也不作数。这个心态

，写不出、读不出，只有我们自己才懂。 

不再有这种作数时，心就证得了清淨与至乐，如课诵本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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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ññaṃ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  

涅槃爲至高空性。 

涅槃爲至高之樂。34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要随时保持一心──这样我

们很容易把它擦了变成零。一旦能把它变成零，我们必然会放

松一切执取。我们的心将证得清淨── 

這便是涅槃。 

                                                 
34

據 英 譯 者 ， 這 兩 句 並 列 收 錄 於 泰 王 拉 瑪 四 世 所 編 的 巴 利 文 課

誦 本 。 前 一 句 源 自 中 部 121 《 空 小 經 》 。 後 一 句 直 接 引 自 《 法

句 經 》 203-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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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念住呼吸》最早版本中方法二的第 3 步，后来为阿姜李

简化重编，成为今版形式。不过有些人认为原版有益，兹收录

於下 :  

3. 随着出息、入息，观察它舒适与否、是窄是宽、是顺

畅还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长是短、是暖是凉。呼吸若不舒顺

，便作调节，直至舒顺为止。例如，长入息、长出息自感不适

，则尝试短入息、短出息。一旦呼吸有舒顺之感，要让这股舒

顺的呼吸感 [ 气感 ] 传遍身体各部位。例如，每作一次出入息

，便意想一个重要的身体部位，过程如下 :  

 

随着你让呼吸 [ 气 ] 通入支气管，意想它一直下

行，沿着右腹部到达膀胱。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 [ 气 ] 沿着大

动脉血管流向肝脏与心脏，经左侧下行至胃与肠。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 [ 气 ] 从喉根

沿脊柱内侧 ( 前侧 ) 下行到底。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让呼吸 [ 气 ] 从喉

根沿前胸下行，穿过胸骨底端到达脐部，流出体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从上颚吸入气息，下行

到喉根，继续穿过胸腔中部，至大肠、直肠，流出体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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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了体内这五个转折，就让呼吸沿着身体

的外侧流动 :  

随着你作一次出入息，意想从后脑根吸气，让它

在身后沿脊柱外侧垂直下行。 

接下来，你若是男性，先想右半身，包括上下肢

。随着你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右臀，让气沿右腿下行

，一直到趾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左臀，让气沿左腿

下行，一直到趾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后脑根，让气下行

到右肩，沿右臂到指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把气吸入后脑根，让它

下行到左肩，沿左臂到指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把气吸入头骨内部的区

域，意想耳──眼──鼻──口。 ( 男众应先意想右

半身各部分: 右眼、右耳、右鼻孔、右臂、右腿等等

。女众先意想左眼、左耳、左鼻孔、左臂、左腿等等

。 )  

 

你做完后，继续仔细观察呼吸 [ 气 ] 。使呼吸精细、轻质

、流畅。使心在这团呼吸 [ 气 ] 中保持稳定、寂止。使你的念

住与警觉全面、慎密。让各种气感融会、渗满全身。让心中立

、冷静、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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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汇  表 
 

akāliko:   无时相; 不受时间、季节影响。 

apāya: 匮乏、不幸的域界; 恶道; 恶趣; 指四种低等生存状态

──地狱、饿鬼、修罗、动物界。这些状态皆非永恒。 
arahant:  阿罗汉; 应供; 尊贵者; 清淨者──即心已无有杂染

之漏而不再重生者。这是对佛陀及证得最高果位之诸圣弟子的

称号。 

ariya sacca: 圣谛。圣 [ariya] 在此也指理想、榜样，在词组中有

客观、普遍真理之意。圣谛有四: 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

止息之道。 

āsava: 漏; 流出: 指作为轮迴洪流之因的心理杂染 ( 感官之欲

、生存态、观念、无明)[ 欲漏、有漏、见漏、无明漏 ] 。 

avijjā:  无明; 无知; 受蒙蔽的觉知; 虚假的知识。 
āyatana:   处; 感官媒介。内在感官媒介 [ 内处 ] 为眼、耳、鼻

、舌、身、识。外在感官媒介 [ 外处 ] 为其相应的对象。 
bhagavā:  薄伽梵; 具足吉祥者; 有一切福德者; 世尊。 

bhāvanā-maya-paññā:   修所成智 ; 经由禅修培养心智所成就的明

辨。 
brahma:   梵天 ; 高於欲界天的天界居者。 
buddha (buddho): 心的纯淨或清淨的觉性素质，有别於心所攀附

的主题及对所缘的知见。 

chabbaŠŠa-ra‰s…:  六彩光芒或光环，常以描述佛陀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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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ang'upekkhā:  六支舍; 六分舍: 对来自六种官感──色、声

、香、味、触、法的任何事件保持不偏不倚的平衡心态。 
deva:   天众 ; 指任一层欲界天的居者。 
dhamma:  法 ; 事件; 现象; 事物实相; 其内在性质; 事物发展

的基本原理。也指为了顺应自然法则人们当採取的行为准则，

以及为了实证不死之境界，人们当培育的心理素质。在引申意

义上，法 [ 大写的 Dhamma ] 也指任何传授上述原理的教义。因

此从法的角度观察身心事件 [ 名色 ] ，意味着直接如实地把它

们仅看成事件或现象，看见主导其行为的规律性。从世间角度

观察事物，意味着从寓意、功能、情感色彩等角度看，即从事

物如何纳入我们的生活观与世界观的方面看。 

dhamma-vicaya-sambojja‰ga:   择法觉支 : 对於现象、属性、原理

等有分辨力。为七觉支之一，其余觉支为: 念觉支、精进觉支

、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 

dhātu: 元素; 界; 潜能; 构成内在身心觉受的元属性 [ 指其不

可再分 ]: 地 ( 坚硬性 ) 、水 ( 润湿性 ) 、火 ( 温热性 ) 、风

( 能量性 ) 、空间、意识。呼吸被视为风元素的一个层次，体

内一切能量感皆归为呼吸感 [ 风感 ; 气感 ] 。按照古印度与古

暹罗生理学，疾病来源於前四种元素之任一部分的过盛或失调

。健康则被定义为四元素无一占主导的状态: 一切安静、不兴

、平衡、寂止。 

ekaggatārammaŠa:  一所缘性 ; 单一的所缘、对象、目标。 

ekāyana-magga:   一乘道; 合一之道; 直道。指四念处 ( 身、受

、心、法 ) 的修习。 

jhāna: 禅那; 静虑。高度专注於某种体感 [r™pa jhāna，色界禅那 ]

或某个心理概念 [ar™pa jhāna ，无色界禅那 ] 的禅定状态。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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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 、评估 [ 伺 ] 、喜、乐与一所缘性为色界初禅的五要素

[ 五禅支 ] 。 

kamma:   业; 导致存在与出生 [ 有生 ] 的有动机的行动。 

khandha: 蕴; 聚集体; 感识 [sensory perception] 的构成单元; 直接

体验到的身心现象: 包括色蕴 (r™pa, 指体感或其素材 ) 、受蕴

(vedanā, 指苦、乐、不苦不乐之感受 ) 、想蕴  (saññā, 指标籖

、名号、概念、指称 ) 、行蕴 (sa‰khārā,指心理造作、思维构成 )

、识蕴 (viññāŠa, 指感官意识 ) 。 

lokavid™:  世间解; 精通宇宙现象者──佛陀名号之一。 
magga-citta: 道心。构成出世素质、趋向解脱的正道心态。果心

[phala-citta] 指紧随道心证得其果的心态。 
nibbāna (nirvāŠa):    涅槃。心从贪、嗔、痴、名色之绑束中的解

脱。因该词也指火的熄灭，故含有静止、冷却、安宁之义。 (

据佛陀时代的物理学，万物或多或少都含有火的潜在属性。激

活时它抓紧並受制於燃料。熄灭时则获得解脱。 )  
nimitta:禅相。心理征兆、主题、意像。 
n…varaŠā: 盖障; 五盖; 妨碍入定的心理素质: 感官之欲、恶意

、昏睡、掉举 [ 躁动不安 ] 、疑。 
opanayiko:  朝内、向内观照。 

paccattaṃ:  各自证知 ; 由个人在内心体证。 

Pāli:巴利圣典; 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之名称。引申意义亦指书

写这套经典的语言。 

puñña: 福德; 内在价值; 功德。来自行为正善並使人继续行善

的内在安宁感。 
samādhi:  奢摩他 ; 止; 定; 三昧 ; 心集中或专注於单一对象的

动作。定的三个层次──刹那定、近行定、安止定──可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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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禅那一章所述的 [ 初禅 ] 前三步来理解: 刹那定不超过步骤

(1); 近行定结合了 (1) 与 (3); 安止定结合了 (1) 、 (2) 、

(3) 並继续包括所有更高的禅那层次。 

saṃbhavesin:求生者; 寻找投生处的有情。 
sandi˜̃ hiko:  即刻即地可见; 现证; 即见。 
sa‰gha:僧伽。跟随佛陀的弟子团体。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侣

。理想意义[ariya，圣义 ] 上，指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中至

少已修练成就解脱的第一种出世品质 [ 初果 ] 者。 
sa‰khārā:行; 造作──指造作事物的力与因、造作过程、造作

而起的事物。作为五蕴中的第四蕴 [ 行蕴 ] ，指心内部造作思

想、愿望等的动作。作为五蕴的通称，它指一切本质上造作、

合成、塑造的事物。行舍智 [sa‰khārupekkhā-ñāŠa]指平等俱舍地观

一切行的解脱阶智。 

vijjā:明; 觉; 科学; 认知技能。 
vijjā-caraŠa-sampanno: 智识与操行具足完美; 明行足。 
vipassanā(–ñāŠa):毗婆奢那智; 观智; 解脱的洞见──从四圣谛

角度，从无常、苦、非我角度，如实观照物质与心理现象之生

灭所获得的明晰直觉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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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译 者 后 记 
 

本书译笔如有任何不准确或误导之处，我请求作者与读

者原谅译者无意间造成的障碍。对於译笔准确的那部分，我

希望读者能夠充分利用、用心体会，求证文中指明的真理。 

 

 

                           英译者 

 

 

中译者附记 :  

读者对本书有任何问题，请联络坦尼沙罗尊者。地址:  
 Thanissaro Bhikkhu, Metta Forest Monastery     
 13560 Muutama Lane, Valley Center, CA 92082, U.S.A.  

 
华语读者亦可就本书有关的禅修问题请教马来西亚柔佛

州宁心寺住持基摩轲尊者 ( 阿姜庆 ) 。地址 :  
 Khemako Bhikkhu, Santi Forest Monastery       

  Lot 1413, Jalan Ponorogo, 
Batu 18 1/2 Kampung Sungai Tiram,      
81800 Ulu Tiram, Johor,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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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回向诵文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vino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 bhavantu te  

 

  愿一切众生活安乐、常离敌怨。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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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作爲阿姜李的第一部著述，如同一本編目: 在其中，他就佛教修行之技能——從持五
戒，一直到徹底解脫——給出了全面的教導。因此，不同的部分是爲處於不同修行階段的不同的
人而寫，建議讀者不帶偏見，賢明閱讀——吸取凡對自己修行有用的部分，把其餘部分留給別
人。  
        本書的兩個組成部分交叉重疊，原因在於它們早先是獨立撰寫刊印的兩個冊子。第二部分原
名《心的修練》，刊印於1936年; 第一部分原名《居士戒律》，刊印於一年後。1939年阿姜李對
兩者作了修訂與擴展，把這兩個既自足又互補的部分合並爲現今的單行本形式。二十世紀五十年
代早期，他再次修訂，本書便按照這個最後版本翻譯。  
        盡管阿姜李的教導在此後的年月裏繼續發展，基本要點不變。後期教導大多只是對本書諸主
題的推演。不過這些後期發展當中，有一項值得特別提及: 有關初學者應如何開始修習禪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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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阿姜李最後在他的《念住呼吸》一書方法二中給出了解決方案[1]，要點如下: 先培育
禪那因素[禪支]，方法是(1)清楚覺知每一次呼吸; (2)評估與調節呼吸，使它盡可能舒適、滿足; (3)
讓此舒適覺受，帶著對當下的覺知，傳遍全身。假若個別禪修者有困難堅持第(1)步，阿姜李也許
會建議本書中給出的一些方法——隨著呼吸重複“佛陀”、觀想色身的基本元素等等——但這些方
法被當作念住呼吸主修法的輔助。  
        然阿姜李的後期教導對本書一些個別主題發展出新的視點，他的後期寫作無一具備本書的廣
度與完整度。因此，這是迄今流傳最廣並最受尊崇的阿姜李著作之一。  
        不過，雖然涉及面如此之廣，它只是一部預覽——地圖或者說窺鏡——因爲真正的修心技能
不在書裏，而在讀者內心。  
        引用一段阿姜李後來的開示:“明辨從哪裏來? 我們不妨拿陶工、裁縫、編工的學藝過程作個
比較。一開始，師傅教你怎樣制陶、縫褲、編籃。不過你做的産品是否勻稱美觀，有賴於你自己
的觀察力。假定你編了一個籃子，接下來要仔細看它的比例，是太矮還是太高。太矮，就再編一
個高一點的，接著再仔細看還有哪裏需要改進，是太瘦還是太肥。接著再編一個，比先前那個更
美觀。這樣繼續編下去，直到你編出一個盡可能美觀勻稱、挑不出毛病的産品。最後這個籃子就
可以作爲標准，你現在可以自己開業了。你所做的，是從自己的行動[業]中學習。過去的努力，
不需要再理會了，把它們扔出去。這是一種自發昇起的明辨，一類創新與判斷的能力，它不來自
老師所教，而來自獨立地觀察與評估你自己做成的産品。”  
        希望本書增益所有欲把握修心技能者。 

坦尼沙羅比丘(傑弗裏-德格拉夫)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美國加州慈林寺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CA 92082 USA 

 
[中譯注1]: 指阿姜李在後來對初學禪定者傳了一套呼吸禪定的修法,它就是收錄在《念住呼吸》一書中的
方法二。本書所教的初階修定法,以後被阿姜李作爲輔助修法。 

 

引言 
 

        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將討論戒德，接下來在第二部分討論禪定。編寫這第一部分，是爲了補救
我自己的遺憾。我曾經讓佛教居家弟子們告訴我，五戒、八戒與十業道[kammapatha]究竟戒什
麽，回答正誤參雜。問他們受戒多久，有的說從不曾受戒，有的說“兩年”、“五年”等等。從未受
戒者，其無知可諒; 受了戒的，又各有各樣: 有受戒三年者，戒學知識多於受戒五年者。有受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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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多次者，至今三年，未知戒之本意，依舊殺生。當然，比上述人等更有學識者不少，我仍不免
遺憾，因爲他們的作爲實在與其學識不匹。此說非是批評，僅爲實述。我因此纂寫本書，以彌補
遺憾。我已安排將它刊印成冊，散發給實修的佛教徒作爲指南，助他們以實踐世尊教導的方式，
禮敬世尊，使他的教言盛傳、久傳。 
        總之，我請讀者邊讀邊思考。此中內容有的你也許喜歡，有的不喜歡。不管怎樣，我相信，
你若按照書中敘述的種種教導實修，會發現它值得你付出的閱讀時間。 
        本書有任何不如法處，請讀者原諒。 
        我把纂寫本書用去的體力與心力，回向給發心提供財力印刷本書的人們。其中凡有未滅盡諸
苦者，願他們無論重生何界，對一切關乎其真正福利之事，擁有領悟與明辨。 

阿姜李-達摩達羅 
於尖竹汶府 蝦河森林寺 

 

第一部分: 成就戒德 
 
居士戒 
        居士戒有三類: 五戒、八戒、十業道。我們在此先說五戒與八戒，之後討論十業道。 
        五戒可分兩類: 一類與身業有關，一類與語業有關。正持身業，表現爲三戒: 戒奪取生命; 戒
偷盜; 戒不當性事。正持語業，表現爲戒妄語，不僅指謊言，也指離間饞言、粗口謾罵、拉雜閑
談。至於戒醉品，它與第三戒——戒不當性事——同歸一路，因其關乎不同形式的沈醉。  
        八戒自五戒派生——同樣分兩類。其中有七戒關乎身業: 戒奪取生命; 戒偷盜; 戒任何一切性
事; 戒午後至天明進食; 戒觀聽歌舞、器樂等演藝; 戒以花環、香料、化妝品、珠寶爲飾; 戒高而奢
侈的床與座。  
        無論五戒、八戒，終其究竟，實爲兩條: 身業正常，語業正常。巴利文戒德一詞 sila，字面之
意爲正常[normalcy,正態]——該素質可分五種或八種戒德成分。布薩八戒所斷棄的身業雜染多於
五戒或十業道。持八戒者身業輕，類似出家。(說到出家，至少對女衆而言，持八戒者斷棄身業
方面的貪、嗔、癡似多於過去的學法女[sikkhamanas，式叉摩那]。學法女作爲沙彌女雖授十戒，
她們在剃度前僅被要求嚴格持守前六戒[2]。) 因此凡持八戒者，可說是以一種純淨的方式活命
——或者說是短期梵行[kala-brahmacariya]——唯不必變換衣著。 
        世間男女欲行此道者殊罕。行持者堪稱有德之輩，明智、貴重之器，當可容置奢摩他。 
        十業道不同於五戒、八戒，不必起誓。一經了解，只管持守。共分三類: 身業道三項、語業
道四項、意業道三項。身業道爲: 離奪取生命; 離偷盜; 離不當性事與離醉品(後兩離算作一項)。語
業道源自妄語戒: 離謊言; 離離間饞言; 離粗言謾罵; 離拉雜閑談。 
        三意業道爲: 離觊觎[anabhijjha]: 無觊望他人所有之心; 離惡意[abyapada]: 無願他人受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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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見 [samma-ditthi]: 堅信我們經曆的苦樂來自個人的善惡之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如此共有十業道，又稱善業道[kusala kammapatha]——明智之道、淨 行。此十業道當遵守、
奉行——越持恒越好。貪之雜染將給滅除; 嗔與癡之雜染將無緣升起。貪來自觊觎之念——即欲
望之聚焦——隨後在意、語、行之中表現爲貪。心意因此而不安、躁動; 言語、行爲也變得不
智、染垢。至於嗔怒，它源自惡意，隨後升至敵意，最後成爲憤怒、狂怒、凶暴，意、語、行由
此變得不智、染垢。癡迷來自妄見，來自對對錯、善惡的無明，致使意、語、行不智、染垢。  
        故此，你應當從根本上滅除它們。爲著滅除觊觎而與他人——兒女、兄弟姐妹、親屬友人、
僧尼隱者——分享所有，究竟將有益於你自己的福利: 這稱爲佈施[dana]。爲著滅除惡意而培育
慈、悲、喜、舍之心; 爲著離惡業而持戒[sila]。爲著滅除妄見而親近求學於多聞智者，藉此發展
自己的內覺與明辨: 這稱爲修心[bhavana]。  
        這便是貪、嗔、癡的對治法門。觊觎、惡意、妄見，乃是雜染的主根; 貪、嗔、癡爲其頂冠; 
表達這些惡法的意、語、行構成了樹幹與枝叉; 結生之果即是苦: 生、老、病、死之苦，憂、哀、
痛、悲、慘之苦。我們平常食果肉後，若不破壞種子，它將有機會發芽，形成另一株樹。雜染亦
如此: 我們若不摧毀那粒種子，它將結生更多的果。攀附與執取之心: 這就是種子。未了悟者，以
爲其果美味可口，不願棄絕、摧毀觊觎、惡意與妄見。果報是，他們在這三類雜染的影響之下，
以種種形式輪回。當這些雜染十足升起時，無論何等地位皆被摧毀，無論何等財富盡數散失。贊
譽變成毀謗，喜樂轉爲悲苦。友朋四避，家室離散——未離散者，心亦多有愁苦，如受煎熬。 
 
[中譯注2]學法女受十戒兩年後剃度,嚴守前六戒意謂: 期間若破其中之一,則兩年時間必須重新開始算。其
它四戒則無此規定。 
 

* * *
 
        問: 五戒、八戒、十業道應何時持守? 
        答: 五戒與十業道，應一貫持守——無分早晚、日夜——因其爲常戒[nicca-sila]、無時相戒
[akalika-sila]。布薩八戒，則依居士各自的所能與機緣，有既定規範; 每隔七八日，於陰曆的新
月、滿月、上下弦的第八日，集體持守，每月共四次。該模式適合於時間或機緣不多者。不過，
你若時間與機緣充足，則要讓信念作爲你的引導。要專注其善益，而不是曆書，只管自守八戒，
無分日期、季節，無論哪天持守，就把那天作爲你個人的布薩日。 
        對此有人也許持異見:“若非布薩日，便不算持布薩戒。” 

“不是布薩戒，是什麽?” 
“僅是一般的八戒。” 
“持八戒是好事壞事?” 
“……是好事。”  
“我們爲善德而持八戒，不是麽? 若是做對了善事，哪天做有什麽關系?” 

        我們在此當翻譯“布薩”一詞。字面上它的意思是，“接近休止”[approaching respite]一切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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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智。因此從定義上講，你的行動[業]若不休止腐敗，那一日便非是布薩日。你無從保證這日
那日是布薩日還是什麽日。雖如此，按陰曆定制持八戒對機緣不多者不失爲有益模式。不過你若
有機會，不應自限於那幾日，因爲戒德在本質上與日期無特別關系。 
        因此，我們應當安排次第，使有志於修持者擇其所能。 
        1. 第一組於雨季每個陰曆布薩日持守八戒: 三個月，每月四日，共十二日。這稱爲初階
[mudu]。 
        2. 中階布薩[majjhima uposatha]——每個陰曆布薩日持守八戒，終年不辍: 十二個月，每月四
日，一年共四十八日。 
        3. 高階布薩[ukkattha uposatha]——每個陰曆布薩日及布薩日的前後日持守八戒，不論月份、
季節: 十二個月，每月十二日，因此一年共144日。信念堅定者可持此戒。或者，你若願意，可以
瞄准更高的目標，在任何時間、任何季節持守八戒，專注於戒德本身的質量，不管世間的常規條
例——正如當今的佛教尼衆，所守持的便是這同樣的八條戒律。 

* * *
 
        因此，爲了滅除這些雜染，我們應當佈施財物，持守五戒、八戒、十業道，禪定修心，令心
堅固、不動、寂止。這些雜染一旦滅絕，即使你從未富有，也將富有起來; 即使你從未達到過天
界，也將常住，正如佛陀宣說五戒果報之偈: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haye 
憑戒德重生天界， 
憑戒德獲得財富， 
憑戒德證得涅槃——安穩幸福，離一切苦， 
故我們都應淨化戒德。 

* * *
 
        戒可以兩種方式確立。(1)持戒離[samadana-virati]，即發誓受戒，如我們隨比丘或沙彌重複
戒律(此處還必須了解五戒或八戒所戒之不良惡行究竟爲何); 或者(2)自然離[sampatta-virati]，即自
行決定戒某項不良惡行。換言之，你若想淨化品格，可自行決定戒除惡習。一旦立戒，你要以良
知細心守護，不使松弛，這稱爲正斷離[samuccheda-virati]: 絕對斷離，完全脫離造惡的傾向。  
        維持戒德的清淨，有賴於兩類因素: 毅力與四梵住(慈、悲、喜、舍)。舉一個憑毅力持戒的例
子: 假定你習慣於宰殺動物。你決定持戒，於是停殺一兩日，但因毅力不強，一過自限時日，又
重返舊習。這種憑毅力持戒的方式，意味著行使自制，不犯過去慣犯的惡習。  
        問: 如此持戒有價值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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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就那一天而言是有價值的。偶爾見到光明，強過從來不見。 
        不過，藉四梵住持戒，意味著內心願衆生幸福，同情衆生皆不欲受苦、願得安甯、不受傷
害。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即升起悲愍，不敢破戒。以慈悲心持戒，有大果報。 
        戒行圓滿者，凡有所求皆得成就: 重生人界、重生天界、涅磐。這樣的人可以求得美貌妙
聲、芳香美味、精致感覺、喜樂情緒。有戒德即是有財富: 五戒好比五十金錠，八戒好比八十金
錠，十業道好比一百金錠。實際上，戒德的價值不可計量。戒德與佈施，兩者共同構成了重生人
界、天界的必要因素。佈施、持戒、禪定修心又是涅磐的必要因素。因此，我們都應當找時間努
力造那些引導我們趨向真正福利之業。 

 
布薩日 
        受戒前，首先禮敬三寶——佛、法(他所傳授的真理)、僧(已證道之弟子): 

Araham samma-sambuddho bhagava 
Buddham bhagavantam abhivademi 
Svakkhato bhagavata dhammo 
Dhammam namassam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angham namami 
薄伽梵是阿羅漢、正自覺者:  
我頂禮世尊、覺悟者。(一拜) 
法由薄伽梵善說:  
我崇敬法。(一拜) 
薄伽梵的弟子行道正善:  
我禮敬僧伽。(一拜) 

 
        現在全體持誦常規早課。你若不會，則保持安靜。全體誦完後，將一齊念請求授戒文。同
樣，你若不會，也保持安靜。五戒求授方式如下: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尊者，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五戒。 
Du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第二次，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五戒。 
Ta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第三次，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五戒。 

 
        布薩八戒的求授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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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尊者，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布薩八戒。 
Du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第二次 ，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布薩八戒。 
Ta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第三次，我們請求歸依三寶並授布薩八戒。  
接下來，重複禮敬佛陀的句子: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禮敬薄伽梵、阿羅漢、正自覺者。(三遍) 
接下來，持誦三寶歸依文: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歸依佛。 
我歸依法。 
我歸依僧。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遍，我歸依佛。 
第二遍，我歸依法。 
第二遍，我歸依僧。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遍，我歸依佛。 
第三遍，我歸依法。 
第三遍，我歸依僧。 

        完畢後，主持儀式的比丘說: Ti-sarana-gamanam nitthitam. 三歸依儀式完畢。 
        你答: Ama bhante. 是，尊者。 
        現在，跟著他重複五戒: 

1.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破壞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偷盜。 
3. Kamesu micchacar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不當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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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持八戒，則以此句代之: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
受訓誡，戒一切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妄語。 
5. Sura-meraya-majja-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醉
品。 
(如果你受持五戒，則在此停下。如果受持八戒，則繼續) 
6.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午後至清晨之間進
食。 
7. Nacca-gita-vadita-visuka-dassana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
vibhusan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觀聽歌舞、器樂等演
藝，戒以花環、香料、化裝品、珠寶裝飾身體。 
8.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訓誡，戒高而奢侈的
床與座。 

 
        你若持布薩戒，比丘將宣說布薩期的長短。跟著他重複: 

Imam atthanga-samannagatam. 
Buddha-paññattam uposatham. 
Imañca rattim imañca divasam. 
Sammadeva abhirakkhitum samadiyami.  
我今日今夜圓滿、清淨地持守佛陀制定的布薩八戒。 

 
        比丘將提醒人們審慎持戒，並宣說持戒的果報: 

Imani attha sikkhapadani accekam rattin-divam uposathasila-vasena sadhukam rakkhitabbani. 
此八戒當在布薩期間日夜善持。 

 
        你說: Ama bhante. 是，尊者。 
        比丘接著說: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haye. 
憑戒德重生天界，憑戒德獲得財富，憑戒德證得涅槃，因此我們都應淨化戒德。 

        授戒儀式至此完畢。 
* * *

        戒律譯文如下:
1. 我接受訓誡，戒破壞生命。  
2. 戒偷盜。 
3. 戒不當性事(此爲受五戒者持守。Abrahma-cariya...... 爲受八戒者持守: 指戒一切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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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戒妄語。 
5. 戒醉品。 
6. 戒午後至清晨之間進食。 
7. 戒觀聽演藝(如歌舞、器樂等)，戒以花環、香料、化妝品、珠寶裝飾身體。 
8. 戒高而奢侈的床與座。(奢侈意爲有厚墊 、床墊。高床意爲高於十寸。不過扶手椅與扶
手沙發，即便高於十寸，亦不受本戒約束。) 

* * *
        不論五戒、八戒，都有兩個[構成]基礎。換言之，破戒須得有(1)身與心共同違越; 或者(2)語
與心共同違越。假若某個無意的身體行爲違反了戒律，則戒德依舊完整。舉例說，你砍樹或采花
供於佛台，恰巧有生活於樹枝或花莖上的昆蟲因此死亡。你事先不知它們在那裏。此種情形下，
你的戒德依然完整，因爲你內心無意願它們死亡。至於語行，假若你說話匆忙，出於疏漏或無
心，辭不達意。例如你本想講兩字，實際講了四字; 本欲講真話，但說錯了。既然它僅是語言動
作，內心無意誤導，因此你的戒德依然完整。  
        破壞十業道，可隨著三因素之一而生效: 身與心共同違越; 語與心共同違越; 或者僅以心違
越。換言之，意 、語、行中任一的違越，須得有動機，才算是破壞了戒德，因爲動機——即戒離
的意志[cetana-virati,戒離心]——構成了戒德的精髓。可查看任何一條戒律，其中必包含此要素。
動機爲戒德的精髓; 動機以外，戒德的其它側面，只是它的表達與應用。 
        堪稱戒德之動機者，乃是遵守五戒或八戒的戒離意志。至於諸戒行，它們是該動機的表達，
而詳述諸戒所禁行爲的細則，則是該動機的應用範圍。戒德爲正常態。言語與行動的正常態與正
平衡，表達爲五戒與布薩八戒。意、語、行的正常態與正平衡，則表達爲十業道。 
        動機爲戒德之根本，可引經文中佛陀之語爲證: 

cetanaham bhikkhave kammam vadami 
比丘們，我說，動機即爲業。 

* * *
        佛教徒一般所修的戒德，總結起來歸爲三類: 小戒[hina-sila]; 牧守戒[gocara-sila]; 非牧守戒
[anagocara-sila]。 
        1. 小戒，指只服從戒律。譬如，第一戒要你戒殺，你求福德，因此看護其它有情的生命，不
使它們死亡。第二戒要你不偷盜，你因此照料別人的財産，不使它們失蹤，希望藉此得些福德。
第三戒不許行不當性事，因此你四處看護他人的配偶與兒女。第四戒不許妄語，於是你四處照顧
他人的耳聞，不在其中灌輸謊言。第五戒不許飲酒，因此你爲他人的酒瓶著想，不把他們的酒喝
光。對其它戒律也同樣如此。這樣地修戒德，等於爲他人的貨物充當看守。你把自己置於奴仆或
雇傭牛倌的層次。無論是守五戒、甚至八戒，這都屬於層次最低的戒德，或者說戒禁取
[silabbatupadana]，執取於外在的善德形式。 
        2. 牧守戒，指確保心只住於良善的動機，譬如思考如何行動才是明智、有福德。無論你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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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涉及過去還是未來，色、聲、香、味、觸、法，你小心保持動機明智，不讓它們墮落於腐敗或
不智。 
        3. 非牧守戒，指使心住於當下，不讓它漫遊於雜念之間。你有念住與警覺，連續守護心，使
它完全安住當下。這才是戒德——達到正常狀態時的戒德——這種戒德有天界與涅磐的價值。 
        小心謹慎不破條文的戒德，能夠對治粗相的貪。來自牧守心的思路，不讓它進入不良動機領
域的戒德，能夠滅除嗔怒與厭惡。進入當下的戒德——即正態之中的戒德——能夠滅除癡迷。因
此我們可以說，戒德能夠滅除粗相的雜染，即某些層次的貪、嗔、癡。 
 

* * *
        繼續說布薩日: 你現在有機會聽一段說法。請求說法的方式如下: 

Brahma ca lokadhipati sahampati 
katañjali andhivaram ayacatha 
santidha sattapparajakkha-jatika 
desetu dhammam anukampimam pajam 
世界之主、梵天沙巷婆提， 
合掌於心前，(走近世尊)請求祝福: 
“有衆生眼裏僅存些許塵垢， 
請佛慈悲，爲他們傳法。” 

 
        現在，整肅你的思想，住於吸收法的滋養。說法完畢，你可以如下方式宣告自己成爲佛陀的
居家弟子: 

Aham buddhañca dhammañca sanghañca saranam gato 
我已歸依佛、法、僧， 
Upasakattam desesim bhikkhu-sanghassa samukkha 
#25105;已在比丘僧伽面前宣告我的歸依。 
Etam me saranam khemam 
Etam saranam-uttamam 
這是我的安穩歸依， 
這是我的至上歸依。 
Etam saranam-agamma 
Sabba-dukkha pamuccaye 
這是能從一切苦痛中解脫的歸依。 
Yatha-balam careyyaham 
Samma-sambuddha-sasanam 
我將盡善遵從正自覺者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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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kha-nissaranasseva 
Bhagi assam anagate 
將來得以從憂苦中解脫。 

        (女衆應以 gata 替代 gato，以 upasikattam 替代 upasakattam，以 bhaginissam 替代 bhagi 
assam。) 
 
        巴利文的居士一詞 upasaka [優婆塞/近事男，女居士upasika，優婆夷/近事女]，字面意義爲: 靠
近者。居士有十種素質: 五種當止持[禁止]，五種當作持[具備]。五種止持爲: 

(1)販售武器 
(2)販售人口 
(3)販售動物給予宰殺，販售自己所殺動物之肉 
(4)販售醉品 
(5)販售毒藥 

        五種作持素養爲: 
(1)具信 
(2)持戒 
(3)堅信業力原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4)不欲在佛陀教導之外尋求福德 
(5)唯以佛陀教導的方式行福德 

        擁有了這些資格，依照定義，他就是一位以佈施、持戒與禪定爲修持目標的居家弟子。 
* * *

 
        布薩儀式完畢後，你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培育心的平靜與安止。不要把一天浪費掉。把“佛
陀”作爲你的禪修練習。專心默念“佛陀”是一種修定方式。明辨之意是，對一切造作緣起之事有
徹底的領悟。明辨的價值在於棄絕一切形式的雜染。戒德、定力、明辨: 這些素質構成了佛陀教
導的核心，我們都應當盡己所能長養它們。 
        現在，我們對戒德、定力提出若幹問題，藉此進一步解釋這些主題。 

 
戒德問答

1.什麽是持戒的利益? 什麽是不持戒的過患? 
2.什麽是戒德? 
3.戒有多少種? 
4.什麽是戒德的精髓? 
5.維持戒德需要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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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第一問: 持戒者此生可識得的利益如下: 他們不受世人猜疑、鄙視; 他們進入聖人與常人
的集會時有自信。他們死後，至少可得人界的重生。因此，有德者不願自己的戒德受玷汙。 
        另一解答是: 持戒者在全世界受人愛戴。何以如此? 因爲世上無人願受欺壓，哪怕一丁點也不
願。不必說善士，即便盜賊也責怪無原則者，比如他們團夥搶劫: 盜團成員們必然因行事之苦而
相互找錯。但出於無明、愚蠢、缺判斷力，他們還去做。 
        另一解答是: 持戒者 所行之事有益於這個世界與下個世界。多數人忽視了戒德的這個側面。
我們視錯誤爲正常，以爲持戒妨礙進步，持戒者老套、落後時代，或者認爲持戒不可能謀生。這
一切觀點並無實際根據。戒律究竟如何妨礙進步? 仔細考慮這一點: 世界的本質是，無一人願意受
苦; 即便畜生也不欲見痛。因此戒德之本意，非是破壞世界，而是保護它、助它進步。佛陀制定
戒律，非僅僅依照自己的見解，而是順應了全世界人的方式與見解。何以知此? 我們無須問佛陀
本人，可以自己考慮: 
        例(1): 舉一簡單例子，殺生。漁人以殺生謀生，有的因此賺了大錢。他們仍抱怨自己工作之
辛苦，甚至有時落海溺死。既然抱怨自己的工作，就表明他們不好此業。至於那些魚，它們也不
喜歡[被捕]。甚至小蚊小蟲也不願被虐待[作餌]。我們爲什麽虐待它們? 因爲我們未曾親近智者。
我們眼見傷害與苦痛，但出於自己的暗昧、愚癡，仍然去做。此例說明，佛陀確立戒律乃是順應
了世界共見。 
        例(2): 偷盜，世上有人喜好此事麽? 假若世界喜好偷盜，也許就不會有禁止——哪個人類社
會沒有這些法規? 既有這些法規，就說明我們並不喜好偷盜。即便被盜的物事也不願被人竊走。
譬如動物，被盜賊迫之一隅時，會試圖逃避。小偷與強盜們常怨生計辛苦——老得遮掩躲藏、少
食少眠。抱怨則說明不好此業。爲什麽還要做? 因爲他們未曾親近智者。出於自己的暗昧、愚
癡，視錯誤爲正確。 
        例(3): 通奸，世上誰喜好? 問做此事者，他們抱怨自己爲之痛苦。問受害者，他們也抱怨因
之痛苦，不歡迎此事，有時甚至以自殺結局。這表明世界並不喜好此事。人們爲什麽做? 因爲他
們未曾親近智者。視錯誤爲正確，因此帶來世界的毀滅。他們被罰款、收監，家庭關系破壞，相
互擊頭，原只爲取樂。如此做錯事，將使父母哭泣、使官府煩惱。這些事給世界帶來毀滅。 
        例(4): 說謊，世上可有任何人喜好此事? 一個人正在說謊時，必然苦於怕被人識破。將要說
謊時，他苦於盤算如何開脫。一旦說了謊，又苦於怕無人相信。被騙者怕所聞非實，得質問、對
證。即便兒童也不欲受騙。譬如小孩子啼哭要娘，父親騙他說:“乖——你娘來了。”當他不見母親
來時，就會大哭不止。爲什麽? 因他不能信任他的父親。不必說人，連動物也不願受騙。譬如我
們拿米飯引誘一只狗。它看見米飯，以爲要給它吃，就舉臀搖尾地跳過來，我們不給它，反拿著
米飯跑掉。如此三四次之後，它很可能不再走近前來，因爲它知道我們在騙它。這說明衆生不喜
好謊言。那麽爲什麽人們說謊? 因爲他們未曾親近智者。視錯誤爲正確，導致世界衰敗。 
        例(5): 飲酒。是有一種人喜好飲酒。釀酒者訴苦: 陪錢、怕被警察發現、被酒客欺騙。酒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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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酒令他們頭暈、蝕盡薪水、潦倒貧窮。我未聞世人盛贊飲酒爲趨向健康、財富、幸福之道
者。酒徒若真以爲善，也許不會回來照舊飲水吃飯。一旦喝醉了，鬧事出醜之態，不爲世人贊
賞，連遭家人厭惡。自己又訴說欠債、缺錢，表明他們也不愛好、欣賞此項瘾習。 
        在某些地區，政府出於對民生福利的關心，立法阻止飲酒之害。(我個人一直想知道，官家
酒稅所得是否足以覆蓋酒徒造成的損失。我對此存疑，不過這只是我的觀點。你可以自己考慮。
常見例子是，人們聚衆飲酒時——不論是合法還是偷稅的燒酒——便開口說話: 一瓶燒酒之後，
當中一人也許就給殺死了。這種情形下，官府從一瓶酒中所得的丁點稅收，可能遠抵不上追捕凶
手的費用。) 
        因此佛陀看見了這類行爲之中的邪惡: 它敗壞世界，妨害民生。譬如，醉漢難以保持一份穩
定的工作。他只會自誇。我非是批評，這是我時常所見。例如，農夫請鄰人幫忙收割稻谷時，衆
人[醉酒]大聲喧嘩，不過去看他們的工作，卻發現稻谷撒得遍地都是。 
        有一次我見到一口井，井道驚人地傾斜，往下看，水倒是新鮮幹淨。於是我問井主:“這水是
不錯。何故井道掘工不佳? 是遇上巨石還是樹根? 什麽時候掘的? 是誰掘的? 你自己還是雇人?” 
        於是井主答:“這井是我請了朋友幫忙挖的。” 
        “怎麽讓他們掘這麽深? 花了不少錢吧。” 
        “我請他們喝燒酒，直到大醉，接著下去挖井，這就是井道如此歪斜的由來。” 
        這說明酒精何等壞事。 
 
        我在此所舉的一切例子——雖然短小，足以引發思考——說明世界並不喜好這些事，說明它
們造成傷害、損失，浪費金錢、勞力、人生。這就說明，佛陀禁止這些行爲，是合乎世界共見
的。沒有哪條戒律與那些觀點背道而行。既如此，有哪條戒律妨礙進步? 
        那麽，人們何以不識此理? 因爲他們未曾親近智者，視錯誤爲正確。他們與世界作對，因此
受苦。佛陀隨順世人的願望，爲了人民與國家的發達而傳法。假若人們真正遵守戒律，在地球上
的生活在可見的當下即有幸福。 
        第一問——守戒的利益與不守戒的過患——到此討論完畢。 
 
        2. 第二問“什麽是戒德?”可回答如下: 戒德的巴利語——sila——意爲正常。所謂“正常”，是指
意、語、行無偏，而“無偏”是指不以行動造惡、不以口舌言惡、不以心思惡: 換言之，戒離三類
有害的身業、四類有害的語業、三類有害的意業。當離的三身業是: 殺生、偷盜、醉酒與不當行
事。避免這些行爲，不讓身體朝那裏偏，即是讓身體住於正常狀態。當離的四語業是: 謊言、離
間饞言、粗口謾罵、拉雜閑談。保持言語不朝那裏偏，即是使言語住於正常狀態。而使心住於正
常狀態，意味著 
        (1)不觊望他人所有。 
        (2)對行爲不愉悅的人或有情無惡意。 
        (3)持正見: 懂得一切有情依自己的業而活——動機好的，有好報，動機惡的，有惡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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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受苦。一旦你能夠如此看待事物，要維持該視角。不要讓它偏離到錯誤道上。 
        如此維持意、語、行於正常、平衡狀態，即爲戒德。不過“平衡”在此，非是排除一切行動
[業]; 它只排除導致言行朝錯誤方向偏走的行動。除了此等偏離之外，凡有精力者，無論以何謀
生，盡管做，因爲佛陀的戒律並非是懶惰的戒律、膽小的戒律、貧窮或呆滯的戒律——即不許你
做任何事的戒律。那非是佛陀的教導。至於言語，凡無害之言，盡管講。佛陀的戒律並非是啞口
禁聲的戒律; 而是讓你講適宜言語的戒律。至於心意，凡有利於謀生知識或發明的想法，盡管
想。佛陀並未禁止此類思考。他只禁止有害的思考，因爲戒德之要旨乃是戒離意、語、行當中的
邪惡不正，培育意、語、行的正直誠實。這表明，佛陀教導我們戒當戒之事，行當行之事。此說
可以八聖道的正志與正命爲證。不過我們多數人相信，持戒等於把自己圈在寺院，妨礙謀生，甚
至動一動指頭都不行。這種信念是錯誤的: 它違反了佛陀的教導，有害世界的進步。 
        持戒——有戒德——意味著使言與行住於正常狀態。具戒德者，無論做什麽事都是清淨的。
作爲果報，他們得到的財富殷實、長久。具戒德者，無論說什麽——無論說多少——不會令聽者
有刺耳感。它可以帶來善運，使聽者感覺順耳。有戒德者無論思考什麽，假若本來是件難事，將
會轉爲易事; 假若是造什麽物件，會做得美觀，這都是那戒德的緣故。不過我們多數人，傾向於
太輕視戒德，不在工作與活動中行持，因此沈重不堪，跟不上世界的進步。 
        意、語、行不受戒律統轄者，好比蓋滿細菌、煙灰: 有所觸處，盡受汙染，難以實現目標。
即便成功，也不長久。言語也一樣: 言語不能長久維持戒德者，常被聽者懷疑、鄙視。他若想找
人要錢[商業集資等]，會有困難; 一但得到錢，也不能久存。心意也一樣: 人若無戒德掌管心，他
的思考是暗昧的。無論想什麽計劃，會有困難，即便成功，也不善不久。 
        欲使意、語、行維持正態，須有念住。換言之，一切行動之中，必須連續審視自己的業——
坐、站、行、臥——才能知道自己不曾作惡。不能連續反觀自業者，好比不著衣服: 處處冒渎他
人。甚至有故事說，某男如此心不在焉，把妻子的上衣與下裙穿了出門，這說明不能反觀自業
者，將會發生什麽。 
        不檢點自己的言語者，好比無蓋的飯鍋。水煮開時溢出，會把火熄滅。人不能時常把握自己
的思想——譬如那無休止地臆想賺錢致富以至與現實脫節者——必然給自己造成傷害。有些人想
得過多，以至於吃不下、睡不著，神經受傷、心理失衡，皆因思考無根基、無自制之故。 
        如此，缺念住者同時也正是那些不守戒者，他們會傷害自己。 
        第二問討論完畢。 
 
        3. 第三問“戒有多少種?”可回答如下: 專義上區分有五類，指五戒、八戒、十業道、十戒與
227戒。廣義上區分有兩類: 一類是居士戒，另一類是比丘與沙彌戒。 
        從另一個角度區分，有三類: 與身業有關的、與語業有關的、與意業有關的。 
        再換個角度區分，有兩類: 基本戒[adi-brahma-cariya-sikkha，初梵行戒]，即必須首先學習與
遵守的五條基本戒律，如殺生戒; 一旦掌握之後，下一個層次是儀表規範[abhisamacara]，有關個
人行止，如就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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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一個角度，有兩類: 世俗[lokiya]與出世[lokuttara]。出世戒德，既可是居士戒、亦可是比
丘戒。假若某人，不論僧俗，已證得心的真實正態，他的戒德便已出世。不過，尚未達到入流正
態者的戒德——不論居士比丘、不論是否嚴格持戒——只是世間的。世間的戒德，本質上無常，
時而清淨、時而不淨; 持這類戒者，有的生天界、有的下地獄。不過，出世戒德恒常、直趨涅
槃。此類戒德排除了在四惡趣[apaya-bhumi]重生的可能。 
        達到出世層次者所具有的戒德，乃是佛陀教導的真正戒德，比其它一切戒德更尊貴、更有價
值。世俗戒德，即便是比丘的227戒，品質上亦不可與一位入流居士的五種戒德相比: 出世戒德貴
爲如此。爲什麽入流者的戒德恒常，而凡夫的戒德非恒常? 因爲入流者已經藉明辨之力，徹底擺
脫了自我認同[sakkaya-ditthi,身見]。他們的明辨來自何處? 來自修定，使心堅實，從中升起明辨，
永遠洗淨了自我認同。他們已經看見了對身與心持癡見的危害，意識到這些東西不是我。他們已
觀照色身，直到看見，它只是四元素，來時未帶來，去時也不帶走。因此，他們能夠放開，不帶
著執取或者錯誤的先見。 
        (1)假若我們把身體視爲屬我所有，就會對它持占有心，不願明智善用。我們卡在了身體喜樂
的層次——是那種享樂抹殺我們的福德與福利。當色身痛受升起時，是那種痛抹殺我們當行的福
德。這可算是一種形式的殺生[panatipata]: 用樂與痛，滅去衆生希求的福德。這是入流者已棄絕
的自我認同之一。 
        (2)不與而取[adinnadana]: 入流者不抓緊色身，以之屬我，因爲他們已意識到，它只是四大之
合成，這些元素是世間的一部分，不可能拿走[3]。結果，他們不會試圖欺詐世間，把世間元素指
爲屬我，如此他們棄絕了自我認同之另一側面。 
        (3)不當性事[kamesu micchacara]: 入流者已看見來自感官攀緣——色、聲、香、味、觸、法
——的危害。可以享受的，就享受; 不可耽於其中的，則不介入。這意味著他們對感官之樂，不
會讓自己做錯事。如此他們棄絕了自我認同的另一側面。 
        (4)妄語[musavada]: 入流者已親見絕對真相，就不會說謊了。換言之，他們已看見了四聖
諦，如此棄絕了自我認同的另一側面。 
        (5)醉品[surameraya]: 入流者不可能沈醉、失慎於色、聲、香、味、觸、法。如此他們棄絕了
自我認同的另一個側面。 

[中譯3: 指入流者已放下色身，把執取色身作爲一種形式的偷竊。他更不會對其它世間物質不與而取。] 

 
        這就是明辨[慧]層次上的戒德。一旦達到這個層次，常規形式的戒德即轉爲恒常、持久，因
爲自我認同已藉着明辨徹底擺脫。至於戒禁取[silabbata-paramasa，對戒條與修持的“摸取”]，入流
者不再“摸取”自己的行爲，因爲已確見其正確性。至於疑[vicikiccha]，他們已棄絕一切對明辨價
值、活命方式、修行道的存疑: 不再臆測是否正確。一旦能做到這一步，即與世俗戒德隔離。世
俗戒德是無常的，因爲它缺明辨。何以缺明辨? 因爲我們不在內心修定，頑固地執取色身、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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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誤以爲是我，以至於少許的蚊蠅騷擾、日曬雨淋，都會使我們的福德枯萎、死去。 
        因此，出世戒德殊勝; 世俗戒德不持久。至於戒德是出世還是世俗，完全與心有關。 

愚鈍、少明辨之心， 
攀附色身， 
死時爲骨所梗，不得吃肉、坐皮。[4] 
它未經修練， 
沈淪於苦。 
 
修成之心，升起明辨， 
死時放開色身， 
無憾脫褪。 
既見真相， 
此謂尊貴、無上。 
第三問討論完畢。 

[中譯4]此處意爲,人身死後無用,不如已死動物的色身尚可利用。] 
 
 
        4.回答第四問:“什麽是戒德的精髓?” 我們首先必須把戒德精髓即戒離的動機[cetana-virati，戒
離心]與戒德的表達區別開來，戒德的表達有三類: 自然離、持戒離、正斷離。這三種稱爲戒德的
表達，因爲它們隨戒德而來。 
        自然離[sampatta-virati]: 指未曾作誓而自發約束自己的行爲——譬如在野外或林間看見一頭
動物，有機會殺死，但因畏懼罪惡，決定不殺; 或者看見他人的財物，本有機會拿走，但因畏懼
惡業，決定不取。 
        持戒離[samadana-virati]: 指發了持戒的誓言——或者對自己、或者隨他人重複——此後謹持
不破。 
        正斷離[samuccheda-virati]: 指维持戒德清净无染，不論是否作誓。 
  
        戒行的表達清淨與否，有賴於對意、語、行之操作中升起的若幹次要因素、它們或者違反戒
德的表達(因此使之玷汙)、或者謹慎持守(因此保持清淨)。 
        至於戒德的精髓——此處“精髓”指主要成分或決定因素——乃是戒離有傷害性的意、語、行
的意志[戒離心]，並且牢記使心保持正常狀態。這些有害的意、語、行可以是五種、八種、十
種、或其它形式的傷害。因此，戒德分兩類: 一類是清淨的戒德，即，意、語、行之絕無汙染; 另
一類是染垢的戒德，即撕破，穿洞的戒德。例如守兩戒，但連破三戒，即是被撕破的戒德。非連
續性的破戒，則稱染垢的戒德、穿洞的戒德。 
        不良品性由此而來。品性不良者，有[生 於人界的]戒德，但他們不守護它。他們持戒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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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讓邪惡透過言與行流進來。染垢的戒、撕破的戒、穿洞的戒: 即便它們算是惡，卻也強過無
戒。戒德有破裂之處，強過無戒可破，好比穿破衣強過無衣可穿。人人生來俱有戒德，除非身
死。 
        既然如此，爲什麽我們必須守戒? 守戒意味著我們把已有的戒德洗淨，而不是到比丘沙彌那
裏收集他們培育的戒德。 
        我們已了解，戒德指動機端正之心; 染垢的戒德，指動機不端之心。這足以說明人人都有戒
德，因爲有誰無心? 即便瘋人也有心，唯有死屍無心。任何有呼吸的人都有戒德，唯一不同是，
該戒德清淨與否。正如佛陀對弟子說: 

cetanaham bhikkhave kammam vadami: 
比丘們，我說，動機即是業。 

        邪惡動機玷汙戒德。善巧動機維護戒德的清淨。第四問討論完畢。 
 
 
        5. 第五問: 維持戒德需要什麽? 可作如下解答。此處戒德指的是戒德之清淨。爲使此清淨穩固
持久，有賴其因緣，好比初生兒有賴父母的護持方能活命成長。若得父母的充足哺育，則茁壯成
長，無營養不良之虞; 喂養不足，則單薄虛弱。同樣地，戒德之維持，有賴於我們的念住、警覺: 
此二法爲清淨戒德之守護。同時，我們必須以資糧滋養戒德。若無資糧，戒德將枯萎、死去; 即
便有正念與警覺的守護，也不能壯大，好比兒童有父母，無哺育，必然消瘦枯竭。戒德的壯大，
須有資糧，戒德的資糧爲: 
        (1)慈[metta]—善意，自愛愛他，願一切衆生皆有幸福。 
        (2)悲[karuna]—對己對人有同情心，願人人遠離苦痛。 
        (3)喜[karuna]—隨喜，對一切衆生的善德由衷喜悅。 
        (4)舍[upekkha]—舍離，在我們不再於事有益的情形下，住於平靜無偏之心，把事情放下，既
不喜也不惱。例如，面對罪犯被判處殺頭刑罰之情形。 
        此四梵住之心，乃是戒德的資糧。 

念住爲父， 
警覺爲母， 
無量梵住爲資糧。 

 
        如此行事者，戒德將壯大有力。換言之，當意、語、行中體現著慈悲喜舍之心時，戒德將堅
定、持久、直趨涅槃。此謂壯大的戒德、豐盛的戒德、富足的戒德、喬達摩佛教導的戒德。不能
成就這一步者，只能得到貧窮的戒德、染病的戒德、孤寡的戒德、枯萎退失的戒德。 

有戒德者有善德， 
有善德者有財富， 
有財富者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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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德之樂爲至上。 
 
        戒德爲人人可佩戴的美飾。不論老幼，以戒德裝點，皆有魅力，因爲它不同於外在飾品，無
論由誰佩戴，永無不協調或不適宜之感。外在飾品僅於適當場合美觀，戒德卻永久宜持。凡能維
持戒德者，此生與來生將脫離危險與敵意。因此，有明辨者細心守護他們的戒德。無明辨者自尋
鎖鏈，即: 束縛手腕、腳腕、脖項、耳垂的金鎖鏈。即便細心守護，仍不免受其傷害——比如盜
賊搶奪金鏈時，會撕裂耳廓、擦破手足皮膚。可以藉此思考外在飾品究竟有多少善處。 
        至於戒德，當它包圍著我們的心意、包圍著我們的言語、包圍著我們的行爲時，誰能破壞
它? 哪個賊能偷它? 什麽火能燒它? 經偈保證，我們死後，能去天界享受喜樂。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憑戒德重生天界， 
憑戒德獲得財富， 
憑戒德證得解脫。 
candanadinam gandhanam sila-gandho anuttaro 
一切如檀之芳香，戒德之芳香至上。 
silam loke anuttaram 
戒德在世間至上。 
silo rahado akuddamo 
戒德如清池。 
sukham yava jara silam 
戒德在終老時帶來安宁。 
silam yava jara sadhu 
戒德在終老時善哉。 

 
        因此，一切有志於清澈、清淨之福德者，當以四梵住之心，勤修、完善其戒德。既掌握後，
凡有志於聖道中段之修定者，將迅速得果報。 
        第五問討論完畢。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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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作比丘的第二年，有人請我爲一位女士講法，我只知人們稱她爲“大姑”，是她把贊助我出家的女士撫養成
人。大姑突然病倒，親戚們確信她不久於人世。她一生中識得的林居修行大師不在少數，因此我決定，與其自己
講，不如爲她讀幾段阿姜李的開示。我讀完之後，她問:“那是誰的開示?” 
        我告訴她:“是阿姜李的。” 
        “我也這麽想，”她答道。“沒有人作開示能像他講得那麽優美。” 
        此後我時常回想起這句評論，特別是優美這個詞的意義。一段優美的談話，對她那一代多數泰國人來說，是指
正式的宮廷語言，帶著繁複的文學詞藻，常以最大量的文字，表達最少量的內涵。當然，那不是阿姜李的風格。我
想大姑的意思，指的是另一種優美: 表達的直接與清晰，帶著想象力豐富的明喻與暗喻。阿姜李善於使法義中的晦
澀之處明朗起來，使平時熟悉的教導印象深化。盡管他對文字表達有著詩人般的敏感，他的開示之優美，與其說是
博學的詞藻之美，不如說是內心的自然之美。本書摘自他的開示集，我在選譯段落時，注意到的便是這樣的優美。 
        阿姜李的開示，僅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裏才被錄音下來。他早期的開示記錄，歸功於在場作筆記的幾位弟子: 
女尼阿倫-阿比瓦那; 比丘邦古-安努達諾; 另有一位女居士桃-薩締雅努拉把阿姜李的開示載入日記，她去世後人們出
版了這些日記。我在編輯本書時，對三處筆記均有采擷。這三者之中，以阿倫-阿比瓦那的筆記最爲詳盡。數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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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記錄著阿姜李的開示，有時隨手寫下閃光的片段，有時還原整場開示。她的筆記連同邦古比丘的筆記、以及根據
錄音整理的開示，近來已收集成兩大冊。由於編排隨機，這兩集材料難以系統閱讀，不過對於只想隨手翻開讀上
一段，思有所得後回去自修的行者來說，它們是優秀的指南手冊。 
        阿姜李在林居大師們當中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留下了有關禪定及廣義佛教修持的系統指南，著作包括: 《念住
呼吸》、《心的技能》、《四念處》與《基本主題》等。希望對他的教導的總體概要有所了解的人，應當先讀那
幾冊。不過，他的開示才是揭示他本人率直敏捷的個性之處，同時爲他一些比較系統的教導提供了富於啟發性的
旁注，也包含了別處不曾收錄的若干要點。他的部分開示我已英譯成集，包括《禪定開示》、《精神食糧》與《內
在力量》。不過那裏收錄的是還原完整、圍繞特定主題的開示。在本集裏，我的選取面比較廣，收錄內容包括數篇
完整的開示、一些短段落、甚至有的只是思緒片段，只要它們讀來有所啟示。 
        本書意在作爲省思材料，讀者一次讀一點。特別是不少短段落，只有反復思索方能領悟其意。此外有些體現阿
姜李個性的段落，對於佛教行者應如何開示的諸樣現代觀念，是一個挑戰。正如阿姜李曾提醒聽衆，對佛法教導不
應輕易接受或排斥。反之，應以開明之心諦聽，接著用於實修，看它是否有助於揭示自己不曾意識到的先入之見。
我希望讀者能以這樣的心態閱讀本書。 
        在選擇本書的組成段落時，我認爲有兩個主題比較突出。第一個主題——同時也被選作本書書名——即佛教修
行關乎一類技能的培養，這一點阿姜李經常提及。這類技能不僅包括禪定技巧，而且包括對世界與日常生活事件的
觀察方式。這類技能的培養，最終趨向於他所說的解脫技能，即把心引向徹底解脫的覺知。第二個主題是呼吸禪定
對培養該技能所起的中心作用。對阿姜李來說，佛教教義只有應用於呼吸禪定時才揭示其真義。爲了理解這一點，
我收錄了題爲“覺醒之翼”的一節，主題爲佛陀本人所列的中心教導[譯按: 指三十七菩提分]，說明阿姜李怎樣從呼吸
禪定角度對這些教導作詮解。 
        這裏選譯的段落既足以使本書獨立成冊， 同時也得以補充阿姜李其它著作的缺漏。我希望本書對於阿姜李所述
的解脫技能、與其表達之優美，給英語讀者一個較爲全面的印象。 

坦尼沙羅比丘(傑弗裏 - 德格拉夫)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美國加州慈林寺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CA 92082 

 

引言
        我喜欢四處遊方，不只爲了有趣，也因爲我想學。要學到有價值的東西，取決於三件事: 看、聽、想，也就是
讓你的感官各尽其用。有時你遇見一些人，發現他們的信念與修持層次比你低，你可以起作用，教他們走上正道。
但是，當你親眼看見、親耳聽見、內心確信那是真正的好東西時，不要去想它是你的、還是他們的。要把它記住，
用在自己的修行當中。 
        因爲我的心著意於爲佛教服務，因此一直試著做些有益的事。無論職位高低，只想著起些作用。至於作用的
方式，換句話說，怎樣有益於程度高的、與程度還不那麽高的人，那與場合有關。佛教不是家庭、寺院、這個那個
城市、或者哪個國家的專有財産。佛教的意義在於利益每個人、每個地方。它屬於全世界。我們越能傳播它的益處
越好。 
        不過即使我有好意，按這些想法行事，也不能逃脫人們的批評，也許是因爲批評者並不理解。就在不久前的4
月20日，我同一位年長的貴族談過，不過我不想過分責怪他。他的批評，簡單說便是: “你跟居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太
多了，怎麽能爲解脫而修行呢?” 
        我坦率地回答他了; 不過首先爲了確定，我問他: “你的意思是指什麽?”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2.htm (2 of 44) [12/31/2010 10:39:18 PM]



阿姜李-解脫的技能

        “教人涅槃。”他說，“不要與他們有太多牽扯。” 
        於是我說: “我喜歡教人涅槃，這樣做是難，不過我願意，這是我的事。如果照你說的去做，反而不對。假定你
種水稻，等它金黃成熟時，你能只收裏面的白米粒麽? 人們也許會說我不正常，我爲什麽在乎呢? 我收獲整株植物，
因爲它用途多樣。稻莖可以收著喂牛、或者賣了、或者作火引。米糠可以喂豬。” 
        他說: “我懂了，你說得對。”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 

        我與多數比丘不同，不喜歡只吃一種風味的食物，也就是日常飲食。我喜歡的食物，每一口有三種風味。它是
精致的食物，是心的食物，不是色身的食物。它的三種風味是，觸食、識食、思食[直譯爲感官接觸、意識、與
動機]。如果比作榴蓮，是那種人們特別喜歡的，同時又甜、又醇、又有點苦。 
        觸食的滋養，在這裏意思是可喜的色、聲、香、味、觸、法。識食的滋養，意思是注意到從眼、耳、鼻、
舌、身、意進來的可喜事物。而思食的滋養，意思是我們瞄准的目標獲得成功。歸結起來，這些東西稱爲法的食
物: 咬一口得三種滋味。無論誰，常吃這樣的食物，會有長久、喜樂、健康的人生。 
        這便是我要的食物。簡單說，是我看見弟子們——比丘、沙彌、居家人——行道正善時的滿足感。它不是米
食、而是人食，我是個怪比丘，喜歡吃人。如果誰的行爲使我喜樂、滿足，會讓我活得長點。如果誰行爲不端，會
讓我死得快。我在這裏的原因，是利益佛教、利益世界。我在尋找生計，希望有點收成。如果我種的稻，産出又大
又胖的谷子，收成又好，我會多留一陣。如果只收矮小的谷子，還欠收，我會上路。 
        因此，如果我看見留下來有用，會努力呼吸得又好又長、又好又長。如果我看見繼續留著不再起作用，我會使
呼吸越來越短，直到一下就走。那時我才有自在，那樣的喜樂沒有什麽比得上，不需要坐這裏折磨身體，一面聽誰
的煩惱了 : 明亮的光，我獨自一個，沒一點牽挂。 
        因此，那就是我喜歡的食物。至於色身的食物，我吃是因爲需要。並不是想吃，因爲那裏沒什麽實質。今天
吃了，明天就得排出去。但是心的食物，你一天里吃的，可以跟著你十年、百年，永遠不會厭倦。你持續滿足，直
到忘記饑餓的滋味。 

 

世間諸法
 
        動亂來自我們自己的雜染，非來自他人。你要找到和平，必須解決你自己內心的沖突。 

* 

        凡是與世間有關的事，無論多好，都是緊張與苦。你有一塊錢，便有一塊錢的苦。有一萬塊錢，便有一萬塊錢
的苦 ; 因爲錢的事又沈又重。法界的事輕松，不需要包起隨身帶著: 它不是別的，只是褪除、置於一邊、放開。 

* 

        我們的大愛是我們的大敵。次愛是次敵。我們不愛的只是中立者。 

* 

        世間諸事，至多是善而不真、或者真而不善。他人的意、語、行，並非真事，而是世間事。不過法，確實真、
確實好、確實有益。它是甚深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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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當我們知道，世間諸法其善處不真、其真處不善時，就不該抓緊它们，得把它們撥到一邊。如果人們說
道我們的好壞，那些話沒什麽實質，因爲“好”只在說話者的嘴裏是真的，“壞”也一樣。因此不要抓緊他們說的任
何話，而要關注你自己內心升起的好與壞。 

* 

        不要抓緊外在的言辭。如果人們說你的是非、詛咒你，讓他們自己收著。狗在路中央叫，把它踢到一邊
去。 

* 

        愛叫的狗不咬人。安靜的狗也許會，因此要小心。 

* 

        愛聽謠言的耳，是水罐耳，不是人耳。 

* 

        不要相信你聽到的一切。如果他們說你是一只狗，自己查查有尾巴沒有。如果你沒有，那麽是他們
錯了。 

* 

        世間迷戀於言辭，然而我不跟著走。我甯可在內心探索真相。言辭是你吐出去的，不是該保存的，它們不
是真相。真相在你心裏。因此不管你的話是好是壞、動聽難聽，至少確保你的心善。 

* 

        隨便與自在是兩回事。隨便的意思是，你又慢又懶，該做的事不做完。你把事弄糟，浪費時間。自在的意
思是，心裏有著精細的舒適與清涼，毫無內在的緊張與混亂。這般有自在的人，是世間真正需要的; 法更需
要這樣的人，因爲清涼好比醫藥，能驅散高熱、安撫燒灼之痛。 

* 

        “人管事”，意思是我們用定力與明辨完成工作。“事管人”，意思是我們缺乏定力與明辨，哪怕躺在床
上，還在想事。“事管事”，意思是一切失控。 

* 

        我的信條是: “盡量使自己好，其它一切，會因你變好。” 如果你不爲了外在的善而放棄內在的善，事情
必然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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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砍倒給你蔭涼的樹。”給它施肥、照顧它、讓它成長。不要忘記曾經幫過你的人，找些好事做，回
報他們。如果你不能用言辭與行動這樣做，至少用你的心念去做。 
        如果人們可以殺死自己的善德，沒有什麽能够阻止他們殺死别人。 

* 

        如果你想說的不是好話、真話，就保持安靜。即使它是好話、真話，但無益，還是會造成傷害。 

* 

        愚人可以坐在金礦上，卻不知怎樣得益。智者可以把土與草，轉爲金與銀。 

* 

        愚人即使繼承了祖輩的大宗遺産，也不能避免用它造大宗惡業。聰明人即使名下只得一頭牛，也能用它安
身立命。 

* 

        我們多數人所知之多，無邊無界。知識無邊界時，就好比林火，到處燒。換句話說，我們聰明過頭了。知
道什麽是對是錯，卻擋不住自己做錯事。這樣的知識毫無意義，只會帶來傷害。那就是爲什麽它好比失控的山
火，會毀壞大家的果園田地。這樣的人到頭來失去一切。他們了解世上的一切，卻不了解自己。沒有邊界的知
識，會導致兩種傷害: 自己受傷害，他人也受傷害。 

* 

        無明深重的人，視混亂爲有趣，好比一條魚見到大海的波濤，以爲是遊樂場。 

* 

        貪的意思是緊盯、粘取事物: 自己的、他人的。如果我們給粘住了，就好比給電流吸住、電死。世間
一切，本質上好比發電機，時刻在轉。如果沒有絕緣防護，就去接觸線路，電流會把我們吸住、直到燒焦。我
們以爲電流明亮美妙，想去撫摸，它會電死我們。如果緊抓事物，欲望會使我們卡在那裏。 

* 

        不要讓內心的雜染接觸外界的雜染。如果我們與他人同時有雜染，結果會出麻煩。比方說，如果他們怒時
我們也怒、他們貪時我們也貪、他們癡時我們也癡，結果一起遭殃。 

* 

        世人本不平等，但你必須使你的心平等對待每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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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見到他人壞的一面，把眼轉開找一找，直到你也看見了他們好的一面。 

* 

        做錯事的人，好過根本不行動的人，因爲錯誤可以糾正。但是如果你不行動，怎麽知道糾正自己? 你不
知自己是否有錯。你不做，本身就是個錯誤。 

* 

        你越研究世事，它們越發散分枝。越研究法義，它們越收斂會聚。 

 

法的寶藏
 
        世間珍寶，只在我們呼吸尚存時能夠擁有。一旦死了，它們就去別人那裏。死神不停地改變我們的外
表: 眼睛、頭發、皮膚等等，警示我們即將撤離到另一個國度。如果不備好資糧，撤離令到達時，我們會有
麻煩。 

* 

        我們從世間借用的這個身體: 不知不覺，原來的主人不停地來一點一點取回。譬如我們的頭發: 他們一
次取一兩根，使它變成白色。我們的眼: 他們一次取走一只，使它們模糊起來。我們的耳，他們一點一點
取走，使它们逐渐失聰。我們的牙齒，他們一只一只取走。一只牙開始松動，停一陣，又開始松動。最後它悄
悄對牙醫說，把全部牙齒都拔去吧。原主人一點一點削去我們的肌肉，使它慢慢萎縮，使皮膚松弛起皺。我們
的脊柱，他們不停地朝前拉扯，直到彎得令我們直不起腰。有人不得不爬著走，或者拄著拐杖、跌跌撞撞、摔
倒爬起、景象淒慘。最後主人回來，把整個色身收回，我們把這稱爲“死亡”。 

* 

        如果你仔細觀察自己的身體，會看見裏面除了四種惡趣，什麽好東西也沒有。 
        第一個惡趣是動物界: 即生活在我們的腸胃、血液、毛孔裏的一切蠕蟲、細菌。只要有它們的食物，它
們總會跟我們一起住，拼命繁殖，使我們生病。體 表有跳蚤、虱子。它們喜歡跟那些不會保持清潔的人一
起住，使他們的皮膚紅腫酸痛。生活在血管、毛孔裏的生靈，會使我們發起皮炎與感染。 
        第二個惡趣是餓鬼界: 即體內的地、水、火、風。它們先是太冷、然後太熱、接著病了、再想吃這吃
那。我們必須不停地爲它們服務，到處找東西給它們吃，從來沒功夫停下來歇一會。它們從來沒有夠的時候，
就像餓鬼，死後挨餓，沒人給他們東西吃。這些元素不停地糾纏你，無論怎麽做，永遠不能讓它們高興。先是
食物太燙，於是你加冰。接著太涼，於是你放回竈上。這一切歸根結底是四元素[四界]的不平衡，時好時
壞，永遠不在正常狀態，這使我們受各種形式的苦。 
        第三個惡趣是怒魔界[阿修羅界]。有時我們生病或者失去理智，好似怒魔附體一般不穿衣物到處跑。有
的人經曆手術，拿掉這個、切掉那個、吸走這個，於是揮著手，極其淒慘地呻吟。有的人太窮了，沒東西吃，
瘦得肋骨、眼球凸起，似怒魔一般受苦，他們看不見世界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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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惡趣是地獄。地獄是惡業深重的生靈之家，它們給火烤、給紅熱的鐵釘戳、給荊棘紮。我們吃肉
時，動物給殺死、煮熟，來到我們的胃裏集合，接著在體內消化，數目有多少。如果你去數一數，會有整整一
個雞圈的雞、成群的牛、半個海裏的魚。我們的胃不大，可無論你吃多少，永不滿足。還得給它吃熱的，好像
地獄的居民，必須得在火焰裏。沒有火，不能活。因此就有一個大銅炒鍋給他們用。我們吃掉的所有那些生
靈，都在我們的胃這個大銅炒鍋裏聚集起來，給消化之火吞沒，之後對我們作祟: 它們的力量滲透我們的
血液，升起了貪、嗔、癡，使我們扭來扭去，也像在地獄之火裏燒烤一般。 
        因此，看一看這個身體。它真是你的嗎? 它從哪裏來? 它是誰的? 無論你怎樣照顧它，它不會長久跟
著你。它必須回到原處: 地、水、火、風四界。它跟你呆一陣，完全是因爲有呼吸。當呼吸不存在時，它開
始腐爛，那時沒人會要它。你走時不能帶著它走，沒人帶著他的胳膊腿、手腳一起走。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說，
色身非我。它屬於世間。心才是行善行惡者，隨業輪回。心是不死的。是它在經曆一切的喜與痛。 
        因此，你意識到這一點時，就要盡量爲自己的緣故多做好事。佛陀同情我們，這般教導我們，可是我們對
自己卻沒多少同情心。甯可讓自己滿心是苦。其他人教我們，是不能跟自己教自己相比的，因爲別人只能偶爾
教一下。成爲動物、人、天神、甚至涅槃的可能性，都在我們自身，因此我們必須選擇要成爲什麽。 
        你作的福德，將來走時，會跟著你。這就是爲什麽佛陀教導我們，要禪定、觀想色身、升起離欲。它是無
常、苦、非我的。你借用它一陣，然後得還回去。色身不屬於心，心也不屬於色身。它們是相互依賴的不同事
物。你能夠看清這點時，就不再有擔憂與粘著。你可以放開色身。這三大堆鏽物——自我觀念、對戒律與修持
的執取、對聖道的疑惑[身見、戒禁取、疑，入流者所解脫的三種束縛]: 會從你的心裏落下。你看見一切善惡來自
於心。如果心地純淨，那是世上最高的福德。 
 
§有一次，有人向阿姜李請教。朋友對他說:“如果色身非我，爲什麽我們不能打你?” 阿姜李讓他這樣回
答:“聽著，它不是我的。我借了它，因此必須好好照顧它。我不能讓你們虐待它。”

* 

        法不屬於任何人。它是公共財産，好比無主之地: 如果我們不開墾擁有它，它只是空曠、未開墾、不長
莊稼的荒地。如果我們想擁有它，讓它成爲自己的，必須依照確立的原則修練。等到貧窮、痛苦、疾病、死亡
等困難升起時，我們有東西保護自己。但如果我們還不曾依照確立的原則修持，等到這些事發生時，卻怪佛、
法、僧或者福德不幫我們。那樣會妨礙我們，難以增長一點內在福德。 
        心在生命中最重要，在世上最重要，因爲它是我們內在福德的基礎。如果心不明亮、不清淨，陰暗、有雜
染，無論我們怎樣努力修佈施、守戒、禪定，不會有結果。佛陀知道，我們早晚得出國(即死後開始新的
生命)，因此他教導我們培養內在福德，了解怎樣准備資糧。我們必須知道怎樣去想去的地方、怎樣穿著
得當、怎樣講那裏的語言。我們還必須把錢存入銀行，兌換那裏的貨幣。 
        “把錢存銀行”，意思是藉著贈送與慈善活動行佈施。學習他們的語言，意思是會說我們歸依佛、法、
僧。戒德圓滿，意思好比有時興衣服穿。然而，即使有錢兌換、有好衣服穿、知道怎樣講他們的語言，可基本
上是個瘋子，也就是我們的心到處遊蕩、無定力根基，還是不能過關。這就是爲什麽佛陀要我們盡量培養心
智，使它純淨、明亮。當我們的財富與內在福德這般准備好了，會傳給我們的孩子，以及周圍其他人。 
        人人都可以有內在福德，不過凡是不會擁有它、培養它的人，不會從中得到一點益處。 

* 

        人間珍寶並不重要。小偷與傻瓜毫不費力便可以得了去。但是重生於人界的珍寶，無戒德者卻不能够得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2.htm (7 of 44) [12/31/2010 10:39:18 PM]



阿姜李-解脫的技能

到。 

* 

        佛陀教導說，尊貴的財富[ariya-dhana,聖財]，多 得者不窮，哪怕只得一點，也不窮。重要的是在你內心
升起它來，便常有富足。比方說，如果你下決心給佛教捐贈一件物品，它立即在你內心轉爲佈施的尊貴財富。
你守戒，在言行上不作惡，它們就轉成戒德的尊貴財富。這樣一來，財富在你心裏，不在別處。你的佈施存在
內心，你的戒德，也就是約束感官之欲的美德，就在你的眼、耳、口。當你的財富如此存於内心時，就好比把
錢存在自家口袋，不放在別人那裏。那樣不會有麻煩。你不必擔心他人欺騙、詐騙你。錢在自己的口袋裏，怕
什麽? 

* 

        佛陀教導我們，不要對事物占有欲太強。讓它們順其自然，只取其滋養。物質上的東西是糟粕與殘渣，它
們的滋養，在於我們願意送掉它們時感受的喜悅。因此，不要吃糟粕。把它們吐出去，讓它們對人有用，對己
有用，那才是來自佈施的內在價值感。 

*
 
        我們必須盡快長養福德與波羅蜜，因爲我們對這些東西的信念還不確定。有的日子，它縮得看不見了。那
叫做烏龜頭的信念。有的日子，它又伸了出來。因此如果它今天伸出來，就要去做。明天也許它又縮回
去了。 

* 

        兩條腿、兩條胳膊、兩只手、兩只眼、一張嘴: 這就是你的波羅蜜。要善用它們。 

* 

        不相信善的人，很少做善事，但是不相信惡的人，一直在做惡事。 

* 

        惡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作惡，它才發生。 

* 

        佛陀教導我們藉修慈心禪，培養內在的善德。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獲得果報，必須全心全意去做。即便只做
短暫一刻——大象之耳一扇、毒蛇之舌一閃——那點時間裏，也會升起驚人的力量，好比大象與毒蛇，眨眼間
能置人獸於死地。不過，如果你修的時候並不真正用心，真法的力量不會在心裏升起，你不會有絲毫果報: 
好比貓耳狗耳，盡可以一天到晚扇，誰也不怕。可大象之耳只扇一下，人們連滾帶爬、跑得腿幾乎掉了。或
者，眼鏡蛇之舌只閃一下，人們嚇得昏倒。心在真正專注之下的力量會有那麽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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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住與警覺，是佛陀的品質。它們給我們帶來的清涼之樂，那是法的品質。如果你保持那種清涼，直到它
結成一塊冰——換句話說，你使那個善德在心裏堅實壯大，那是僧的品質。你一旦心裏有了那塊堅實強大的善
德，可以拿它作任何用途。無論你說什麽，會有好果報。無論你做什麽，會有好果報。你那塊堅實的善德，會
成爲如意寶石，給你一路帶來諸多喜樂。 

* 

        作佛、法、僧的仆人，稱爲作尊貴家族的仆人，那樣的人，我們甘心爲仆。但是作我們的情緒——即渴求
與雜染——的仆人，好比服侍盜賊。他們有什麽尊貴東西可以給我們呢? 不過，即使作佛、法、僧的仆人是
對的，不如不作任何人的仆人，因爲“仆”的意思是我們尚無自由。因此，佛陀教導我們學會怎樣依靠自
己: attahi attano natho，作自己的安居處。那時我們才能站起來，有自由，擺脫仆從狀態，再沒有人對我們
發號施令了。 

* 

        我們到佛寺，是來找和平與甯靜的，因此不要把老虎、鳄魚、瘋狗在寺院裏放出來。老虎、鳄魚、瘋狗代
表我們的貪、嗔、癡。我們得把它們好好綁起來、關起來、鎖起來。 

* 

        活著不求進步的人，是那些身體像人、心卻跌落到低等層次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身體健康，但心智不
良。比方說，我們來寺院時，靠雙腳走來，等來到這裏，如果我們讓心念與舉止落到低層次，這與蝙蝠把腳挂
在高處，腦袋吊在低處，沒什麽不同。 

* 

        法與心有關。講的話是法、講話的動機是法，如果你想聽法，必須使你的心進入法。當這三個因素彙集在
一起時，谛聽法義，會升起不可計數的果報。 

* 

        我們聽佛法開示時，好比[講話的]比丘在給每人一把刀，就看我們是否接受。回家後遭遇困難，可以用
那把刀一下切開。不過，如果我們把刀扔在這裏、或者還給比丘，等回家遇上麻煩時，就沒有對付它的武器
了。 

* 

        學法，好比讀菜譜。修法，好比燒飯菜。證法，好比了解飯菜滋味。如果我們只讀經，不用於修行，好比
聽說有辣椒、洋蔥、大蒜，卻吃不著。 

* 

        如果你學法、卻不修法，好比缺胳膊少腿。又學法、又修法，好比有雙眼、雙手、雙腿。做起事來，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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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單眼、單手、單腿的人，容易多 了。 

* 

        有自尊心的意思是，你尊重自己的意、語、行。尊重自己的行爲，意思是無論你做什麽，恪守善巧行爲的
三個原則: 不殺生、不偷盜、不行不當性事。尊重自己的言語，意思是無論你講什麽，恪守善巧言語的四個
原則: 不說謊、不進饞言、不惡語、不閑談。尊重自己的心念，意思是無論你想什麽，恪守善巧心念的三個
原則: 持正見、無貪意、無惡意。 

* 

        破戒好過無戒可破。穿破衣好過光身走。 

* 

        許多死生靈入過你的口: 豬、雞、牛、等等，因此注意不要讓嘴給那些東西附體了。說話前，無論動機
如何，左右看一看，確定你要說的話，場景合適才說。不要服從壞舉止。 

* 

        關於正命: 即使我們的基本職業正當，操持時不誠實，那還是錯的。比方說，我們是農戶，但把別人的
田地歸入自家: 這是妄命，那塊地裏種的糧食會傷害我們。 

* 

        不淨有兩類: 一類是佛陀稱贊過的，一類是他批評過的。他稱贊過的，是觀身體的不淨，這使我們看清
造作之物的衰敗與醜陋，心有懲誡、生起無欲、放開對苦的執取，確見長養福德、脫離苦的意義。至於佛陀批
評過的不淨，那是邪惡之心的不淨，它汙染我們的意、語、行，是佛陀重加批評、懲誡的。因此，必須隨時清
洗我們的行動[業]。只有意、語、行清淨時，智者才會稱贊我們不自滿、有福德。 

* 

        約束感官的意思是，我們使感官知覺與其對象，兩者尺寸保持一致。比方說，守護眼根，意思是，我們不
讓自己的眼大過所見的形色，也不讓形色大過眼。如果形色比眼還大，它們就卡著了。我們白天黑夜想念它
們。如果眼比形色大，那個意思是，我們看不夠那些形色，老想多看。兩種情形下，都會升起貪與癡。欲望、
反感、癡迷之火，燒著眼，使我們有苦。 

* 

        有一種重要的尊貴財富是禪定，不讓心在各種事件之間毫無目標地遊蕩。我們心裏想著佛、法、僧，好比
沈浸於他們的善德之中。那樣心裏會充滿善德。好比將一把苦草泡在糖漿裏，直到飽和。苦味會消失，代之以
甜味。一個人的心無論何等粗劣，如果不斷浸泡在善德之中，必然越來越精細，好比苦草在糖漿裏變得有甜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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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你做什麽，想要得到實相，必須誠心去做。如果你真有誠心，哪怕做一點也夠了。百萬真幣強過千萬
假幣。說話時，要緊跟話題。無論做什麽，要專注所做之事。吃飯時，專心吃; 站立時，守著站姿; 走路
時，跟著腳步; 坐著時，心留在坐位; 躺下時，跟著躺那裏。不要讓你的心，跑到實相前頭去。 

* 

        心好比盤中食。念住好比盤上的蓋。如果失了念住，好比你沒把菜蓋上。蒼蠅(即雜染)必然在上面落
脚，帶來各種細菌汙染、使食物有毒性、致病。因此，你必須隨時小心，把菜蓋上。不要讓蒼蠅落在上面。那
樣你的心會清潔、純淨，升起智慧與知識。 

* 

        一棟棄屋或死了人的房子，會使你緊張。房裏有人，你才有安全感。一個對當下無念住的人，就好比一棟
棄屋。見到這樣的人，你不會有安全感。 

* 

        雜染好比河裏的淺灘與暗樁，阻礙我們的船靠岸。換句話說，貪會擋著我們、怒會撞著我們、癡會使我們
打轉下沈。有個故事講的是兩個人受雇劃船，沿著運河叫賣犁頭、鏟子、鋤頭。如果全船貨物賣出，雇主會給
足工錢，一天一個卡哈巴那[kahapana]，相當於四個大錢。頭一天雇主一起去了，一船貨全部賣出。接著他
不去了，兩人自己外出賣貨。有一天，他們劃著船，一反過去吆喝“犁頭、鏟子、鋤頭!”卻喊:“淺灘、暗樁! 
淺灘、暗樁!” 一路劃過去，沒人買。 
        晚上劃回雇主家，船裏滿是犁頭、鏟子、鋤頭。一件也不曾賣出。於是雇主給了每人一塊錢，作爲那天的
工資。其中一個回家把錢交給妻，她見平常有四塊錢，這天只得一塊，很吃驚。心想:“也許他把錢給了另一
個女人。”於是罵起來。怎樣解釋也不聽。於是丈夫要她去問雇主，如有作假，甘願頭上挨一下。可那位太
太盛怒之下，不耐煩地說:“不行，讓我先打了再問。”一面說，一面去拿鏟柄，不過只抓著一根趕狗棍，於
是就在丈夫頭上打了三下。後來她當然知道了真相，但已經遲了，丈夫頭上白白挨了三記。 
        這個故事說明失了念住會帶來的傷害。如果你讓心從正在做的事上遊蕩出去，會使自己陷入困境。 

* 

        行善會有危險。如果你不做特別多的好事，人們不會盯上你。重要一點是，你知道怎樣使善德對自己有
益。如果你是個好人，卻不會善用你的好處，比方說用在錯誤的時間與地點，或者行善方式令人生氣，它不會
對你有益、反而會傷害你。這樣一來，你的善行轉成了惡行。因此，對於怎樣體現你的善德，必須謹慎。 

* 

        你有惡意動機，不要體現出來; 對你的善意動機也要小心。好比把一把刀交給別人。你也許動機良好，
希望他善加利用，但是如果他用來殺人，你的動機會反彈，影響你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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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可以來自惡，意思是，一旦你真正好好看著惡，它就輸了。無論你看什麽，要從各方面看。這就是爲什
麽他們不讓你對一件漂亮的物事或一個美女看太久，因爲過一陣子，你會看出她們究竟並不那麽美。因此如果
你看見什麽可愛的東西，要長久地、仔細地看它，直到你看出來，它並不如你原來所想的那麽可愛。如果有人
使你生氣，要觀想他們，直到你對他們升起同情。同樣原則也適用於癡。 

* 

        如果你明智，那麽貪、嗔、癡會有助於你。如果你明智，即使欲望，也可以作爲培養福德的願望幫助你。
因此不要看低這些東西。你現在坐這裏聽法義開示。是什麽使你來 ?是欲望。人們出家作比丘沙彌，是什麽
發出指令? 是渴求。因此不要只看見渴求與欲望的缺點。如果你沒有爲善的欲望，便不能長養福德。 長養福德
必須從動機開始。無明是好事，這個意思是，我們知道自己無明時，會做點什麽來彌補。無明領著我們走偏，
不過也會領我們回來。知識從來不會引導人們求學。是無明引導人們尋找知識。如果你已經知道了，還找
什麽? 

* 

        我們修持佛法，會帶來三種益處: 有助於自己從苦中解脫、有助於他人、有助於護持佛教。 

 

爲何禪定?
 
        有果，必有因。我們經曆的世界，以心爲因。心善，世界必然善。心惡，世界必然惡。 

* 

        心不與色身守在當下時，它是“世間”。與色身守在當下時，它是“法”。它是世間，必然熾熱如火。它
是法，則清涼如水。 

* 

        不要自滿。要提醒自己，我們一天天在給趕離這個世界。換句話說，衰老在暴跳、疾病在怒吼、死亡在贏
分 。因此不要健忘，只知與你的雜染尋歡作樂。要親近佛、法、僧的品質，直到你的心培養了正定。那
樣，你對世間危險就無所畏懼了。 

* 

        相信其他人是可以的，但不怎麽殊胜。好比借錢，必須與債主分享投資回報。當我們還不明白、還沒有自
信 、還必須相信他人之言時，就好比嬰兒必須依靠父母。不強壯起來，只好給哺養到老。如果我們不努力
培養心智，直到它堅定不移，便不能升起定力，只好繼續作孩童。 
        當我們能擺脫內心一切雜念，只留下心本身時，會升起三件寶: 佛之寶、法之寶、僧之寶。一旦這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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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心出現 ，我們便不需要勞累自己，背負太多其它什麽了。如果你願意，只要夾在胳膊下、甚至頂在鼻
子上就行。你有這樣的財富時，心就輕松了，尊貴的寶藏會在你內心升起。換句話說，對佛陀品質的信念會在
心裏出現。接著你依照那些品質修行，得到它們帶來的各種果報。你會在內心看見真正的佛、法、僧。如果你
試圖從外在層次歸依佛、法、僧，你必然會死。外在層次的佛陀很早以前已入涅槃。外在層次的法只是書本上
的文字。外在層次的僧是你看見的、周遊在全國各地、削發著袈裟的比丘。如果你試圖抓住這些東西，就好比
抗一把沈重而無大用處的鋤頭。但是如果你抓住內心佛、法、僧的品德，把它們用於修行，會意識到，你在找
的就在心裏。接下來你要什麽? 回到人界? 投生天界? 達到涅槃? 還是去地獄? 它們都是可能的，不需要在別
處找。 

* 

        佛陀教導說，五蘊好比重負，因爲它們最終會讓我們走到再也背不動、必須扔進泥坑的地步。如果你不經
常清除 ，它們會越來越重。接著你去依靠他人，既給人造成負擔、自己也毫無希望。這是因爲，把東西在
心裏存著，就好比照了相不沖膠卷。你吃了什麽照進膠卷、說了什麽照進膠卷、聽見什麽照進膠卷，但是到此
爲止: 都在膠卷上。你從來不停下，看看照片是什麽樣、是美是醜。如果你想看照片，得把膠卷拿進暗室，
也就是閉眼入定、達到初禪，把你的念頭引到當下、進行評估，直到清楚地看見自己。如果你現在不進暗室，
到時候死神會把你蒙上眼、綁住手腳、拖進他的暗室。換句話說，你臨近死亡時，口眼張不開，沒有人喂得了
你。你想吃卻吃不成，想說話也說不出。耳朵給塞住，什麽也聽不清。你看不見父母、家室、兒孫，不能把遺
願告訴他們。那就是死神的暗室。 

* 

        心是唯一感受樂與痛的東西。色身對這些沒有絲毫感受。好比拿把刀殺人。他們不會追著懲罰那把刀，只
懲罰用它謀殺的那個人 。

* 

        如果你的心不善，那麽你的善行也非真善，你的善言也非真善。 

* 

        你必須像儲存彈藥一般 ，在內心培養起力量。槍沒有彈藥，不能摧毀任何目標。做仆役的是那些缺乏
做上司能力的人。有力量的人只要一動指頭，其他人會跳起來跑。如果我們不培養自己的力量，就得一直做仆
人: 作雜染的仆役。 

* 

        色身好比一把刀。如果你有刀，卻不經常磨，會蓋滿鏽迹。同樣地，你有色身——它由四大元素、五蘊、
六種感官媒介組成——卻不訓練它，不停地擦亮它，那樣會蓋滿厚厚的雜染。如果它是一杆槍，連只蒼蠅也打
不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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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心不喜歡守著色身停駐於當下。有時它從眼流出去、有時從耳流出去、有時從鼻、舌、身流出去
——好比一條河，從主流分成五道分流: 那樣的河，水勢弱，不能有十足沖力了。除了從五個感官門戶漏出
去跟蹤色、聲、香、味、觸之外，心也流出去跟蹤過去、未來的念頭，不能夠定駐當下。這就是爲什麽，心從
來沒有甯靜、沒有力量，因爲它從來沒有時間休息。心力消減時，體力也衰弱，無論什麽工作，難以完成。 

* 

        如果心不守著色身安住於當下 ，而是在外面到處遊蕩、經曆外在感知，必然會遭遇諸多麻煩，好比一
個人不呆在家裏，反而去外面到處亂跑。他注定受日曬雨淋、也許還會給車撞上、給瘋狗咬著。如果我們呆在
家裏，即使也有一些危險，不會太嚴重，我們不會陷入困境。 

* 

        心不靜時，好比拿著火把到處跑。注定會燒著自己。只有停下不跑，才能涼快下來。 

* 

        積累福德卻不長養心力根基的人，好比有地産、沒地契。也許能賣了換錢，卻容易受騙子訛詐，因爲對那
塊地的主權沒有牢靠的依據 。如果你修佈施與戒德，但不修禪定(那是心力的根基)，好比大熱天洗澡只洗腰
部以下。如果你不從頭往下洗，不會有通体清涼，因爲那個清涼感不曾直 入內心。

* 

        外在的福德——佈施與守戒，好比果皮。內在的福德——指禪定，好比果肉。兩者不能只取其一。如果水
果沒有果皮 ，果肉長不起來。有果皮沒果肉，不能吃。兩者相輔相成，性質不同。是外在的福德保護內在
的福德，內在的福德滋養外在的福德。 

* 

        今天我講怎樣掘井。這個技能不易，不像簡單的挖洞、鋤地。 
        我們都想要喜樂，但是並不真正了解什麽是喜樂。真正的喜樂只存在於內在福德與善巧。那麽我們在哪裏
找到內在福德呢? 內在福德好比水井。第一類水井只是一塊窪地，像池塘那樣聚集雨水。對這類井我們用處
不多，因爲有時水牛、黃牛等動物會去那裏泡澡、喝水，使水渾濁。你用那種水，必須過濾多次。這類水井，
好比佈施，只升起淺顯的果報，如淺池裏的水。 
        第二類水井，是深水庫。牛不能入水浸飲，只有蟾蜍與青蛙，不過即使這樣，我們想用水，也得先過濾。
這樣的水井，好比持戒的福德，升起的果報高於佈施。 
        第三類水井，是噴井 ，它不停地湧出泉水。用多少，不會幹竭。這類井深得連蚊子(即你的雜染)也進
不了。爲了掘這樣的井，你必須用鑽石井鑽、硬鋼軸，才夠得著地下水。這類井好比禪定，你想掘井成功，必
須有強大的念住、明辨、精進與忍耐。念住必須如井鑽、忍耐必須如鋼軸。你用精進力往下鑽時，會升起福德
與善巧的果報，它會不斷流進來，如長生之水，給心帶來一道清新與喜悅的不竭之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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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保險的地方存放福德，它怎麽幫助我們? 好比養馬養牛，卻不築起圍欄讓它們呆著。
它們跑了，怪你不怪它們。如果你自己不修戒、定、慧，只迷惑於歸依的象征，永遠得不著真東西。所謂歸依
的象征: 佛像是佛陀的象征; 佛經是法的象征; 佛教僧尼，是那些修持正善、直到成爲聖弟子的僧伽象征。如
果你卡在外在層次，永遠見不著真東西。 

* 

        福德好比金錢。如果你的口袋有洞，它會一直漏出。如果你做那些有福德的事，卻不在心裏存起來，它不
會跟著你。你快死時，招它來助你，有什麽會來應召? 這樣的情形下，不能怪福德不幫你。得怪自己。如果
你把一塊錢塞進口袋裏，可那是只破口袋，到時候你想買杯咖啡的錢都找不著。那時你怪誰? 怪錢還是怪
口袋? 

* 

        修習禪定，好比把你的福德果實收起來吃。不收獲，它會壞掉。你及時吃，它滋養身體。不吃就浪費了。
如果你不把福德帶進心裏，永遠不覺得飽。 

* 

        修佈施，窮人難修，瘋子卻可以。修戒德，瘋子難修，窮人卻可以。修禪定，無論年紀、性別、生活境
況，人人可以修。 

* 

        沒有定力的心，好比地面上一堆木條，人畜隨意踐踏。但是把木條豎直插進土裏，便可以善加利用。哪怕
它們不長，一米左右，也可以做成一排柵欄，把院子圈起，不讓人畜亂踏。心也一樣: 如果我們定力牢固，
成爲心的基礎，使念住與警覺緊密結合，便能防止雜染溜進心裏造成汙染。 

* 

        法是恒常而真實的。我們看不見真相，原因是自己一直在轉動。坐在車裏，路上經過些什麽，比如地上石
頭有多大、什麽顔色形狀，是看不清楚的。我們看樹、看山、看田，它們似乎都在動。如果從生下來一直就在
車裏，從來不曾停下、出來自己走一走，我們必然以爲車在跑、樹在跑、山在跑。實際上，真相與我們所見並
不一致。在跑的是我們自己、是車，而不是樹、不是山。 

* 

        凡是成就定力的人，會得到三只眼。換句話說，你的外在左眼看見好事、外在右眼看見壞事，它們把這些
送到內眼 ，內眼保持平衡。你也會有三只耳，外在左耳聽見贊揚、外在右耳聽見批評，它們把這些送到
內耳，內耳保持平衡。你會這樣接待來你這裏的一切世 間訪客。至於心的眼，即直覺洞見，它會接待你的
雜染。一旦它真正理解了雜染，會把它們送走。那樣你就可以舒適地活在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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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下功夫，只有一把小刀也可以做成各種事。同樣地，如果你真下功夫使心寂止下來，你的果報遠高
於研習、背誦了幾百幾千部經文的人。使心寂止，人人可以做到。如果它超越了我們的能力，佛陀不會教我
們。

* 

        涅槃的道與果 ，不是蠢人的財産、也不屬於聰明人。它們屬於真心誠意、下決心爲自己培養善德的人。

* 

        身體好比一座多寶礦山 。礦裏有金銀鑽石，這是指非緣起[the Unconditioned]。山裏也有樹木草石人
獸，這是指緣起的[the Conditioned]。金礦銀礦，不是動物能住的地方。因此我們的行爲如果像猴子、老
虎、大象，便永遠見不著金銀寶藏。 
        行爲像猴子，意思是做事從不下功夫。我們到處遊蕩、沒有固定的地方吃睡、從一根樹枝晃到另一根樹
枝。這個意思是，心沒有定力、沒有牢固的依止處。我們在過去未來的念頭與情緒裏到處遊蕩，沒有時間停
下、安止一處。這就是行爲像猴子的意思。 
        老虎凶猛、 殘暴，代表人類內心升起、爆發的憤怒，我們有什麽福德，都給它窒息了。 
        大象只愛聽甜言蜜語，半點不能接受批評，好比有的人做錯事，不能忍受別人指出他的錯。做了什麽事，
得到一點贊揚，便笑得下巴痛。這就是好比大象的意思。 
        因此我們必須在內心去除猴 、虎、象，使自己變成人。那樣我們觀察這座山時，才能夠看見，那裏要
珍品有珍品，要廢品有廢品。接下來我們可以收集寶藏。既可以推土造田，也可以提煉礦石。樹砍了來，既可
以作柴炭，煮飯煉礦，也可以作梁柱板條，給自己造房。 
        這些東西都能從我們這座山裏得到，但是必須下功夫、有精進力。如果想要金銀，得架爐煉礦，看哪類是
純元素 (即非緣起)、哪類是雜質(即緣起的)。要這樣做: (1)准備大量燃料。(2)架爐。(3)升火。這樣才能從山
石裏提煉礦物。 
        准備大量燃料，意思是願意把內在外在事物都放開。架起熔爐，意思是找個地基堅實、屋頂不漏的地方，
這代表持 恒[persistence]。架起熔爐後開始升火，這個意思是用功[ardency] 。一旦修持有了功力，我們這塊
石頭 ，即色身裏的元素會熔化、分離，好比礦石熔化後，銀、鉛、錫之類的金屬會自行分層。色身也一
樣。當它受到心的全力審視時，純金屬與雜質會自行分離開來。 
        但是如今多數禪修者，把石頭放進煉爐前，就在想分離礦藏。他們手頭沒一件冶煉工具，在作空想。沒有
燃料、沒有熔爐、沒有火，屋頂漏水、地板塌陷，煉什麽? 他們說，超世該這樣、內觀禪定該那樣、初果該
這樣，你必須這樣那樣放開、才能達到這個那個階段; 一還、不還、阿羅漢必須這樣那樣才能達到、四禪那
必須這樣那樣做。他們試圖依照自己的想法分離事物，無論怎麽試，也不能把寶礦分離，因爲沒有燃料、火、
爐子，怎麽會有結果? 
        果報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它來自內心培養的素質。因此不要試圖依照你自己的觀念去分解事物。有些人看
見一個人背一塊大石頭回家，以爲他是傻瓜: 首先那塊石頭太重，再說一塊平平常常的大石頭能有什麽價
值? 於是他們自己拿把鏟子去山裏，想只挖金銀——不要多，只鏟些又小又輕的卵石，包在布裏拿回家。結
果什麽也得不著 ，因爲他們想要的金銀，結結實實地埋在大山裏，只用鏟子是取不出的。 
        那個所謂的“傻瓜”一到家，便清場地、造熔爐、收集燃料、升火、把石塊扔進去。石塊受大火燒煉，礦
物熔化、分離。銀滲出來 ，朝這邊走、金朝那邊走、錫與鉛又朝別處走、鑽石朝另一處走，相互不混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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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傻瓜”便可以隨意選 取金銀鑽石。 
        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知道是這是那、要達到這個層次才有那個層次、定力是這樣、內觀是那樣、超世是
這樣: 到頭來除了自己的唾液，什麽可吃的沒有。他們什麽有價值的東西也得不到。 
覺得自己愚笨的人，遇到什麽，必須不停地禪思、觀照、挖掘，直到他有所領悟。如果我們想要喜樂，必須升
起它的因緣。 
        (1)收集大量燃料: 意思是，我們必須在心裏放開色、聲、香、味、觸、想，並且要大方地佈施身外物、
守戒、修禪定。我們便是這樣以舍離的波羅蜜[caga-parami]燒去雜染。舍離波羅蜜是燒烤雜染的優質燃料。 
        (2)造熔爐: 代表我們放棄感官之樂，坐禪，藉觀想佛、法、僧獲得甯靜。接下來，我們不停地給色身注
入呼吸， 好比鑄銅佛時把空氣送進熔爐。我們使心穩固、堅定，念住與警覺連續掌管。這樣一來，我們精
勤的內火越來越強。隨著我們繼續注入呼吸，內在的光感越來越明亮。 
        一旦你這般繼續下去，要把身與心彙合爲一。不要試著把它們敲開或拆開，那是愚人的法子，以爲自己事
先什麽都知道了 。隨著我們的精勤之火不斷增強，色身各元素[界] 會自行熔解、分開。 
你在修習時，不要擔心過程怎樣。不要這樣、那樣地計劃、安排。當你修行的火力達到十成足時，各種雜質會
自行退落 ，留下純金屬。附著在金屬上的石質——也就是五蓋[nivarana]，會從心中退落。不過如果你的爐
子到處是洞，火閃到外頭，熱量散失，是不能把心裏的雜質燒去的。因此，你要學會怎樣造炭。 
        (3)升火: 人們燒炭時 ，先升火，然後關閉爐子(好比關閉感官門戶)，只留一個小通風處(好比我們的
鼻)。火爐這樣整個關閉起來時，裏面的木材不會燒成灰。到最後打開爐子時，便有了堅硬、高質的木炭。
同樣地，我們一旦記住禪定用詞不走神時，火爐關閉意味著關閉了眼、耳、鼻、舌、身、意記錄的各種感知。
我們堵住五蓋，不讓心閃出去追逐外在感知。一旦這樣把門戶關起來，木材便在爐裏慢慢地烤。等到開爐時，
我們會看見裏面沒有灰，而是又好又硬的高質木炭。 
        我們在內心培養起來的堅實善德，好比那些木炭，可以接著用來冶煉礦石。這樣，內在元素會獲得力量，
自行分離成緣起的、 非緣起的。一旦我們升起四禪，不善巧的心理狀態，即那些石塊，會分離褪去。感官
之欲會分離褪去 ，惡意、昏睡麻木、掉舉、疑，皆分離褪去。心沈浸於禪那，有尋想與評估掌管，這足以
使洞見升起。我們會明察鑽石與金銀。銀是至樂的滿足感，金是心的輕安感。 
        一旦有樂，心不再受幹擾，好比無風時燈火不動。這便是法光[dhammo padipo]，或者說是明辨之
光[pañña-pajoto]，即升起的洞見 。我們會在內心看見佛、法、僧，在內心升起寶藏。 
        這好比架起熔爐，用木炭燒煉礦石。裏面的元素會分離出來，留下非緣起。內觀禪是加熱礦石的火，如果
要把事物這般分離開來，必須有內觀智。你不要自己去分離事物。那些會變成光明、炭灰、與煙的，自然會
變。這便是我們怎樣超越緣起。非緣起的，會分到一邊，緣起的，會到另一邊。這樣我們會看見真相。但是，
無論事物怎樣分離，你必須帶著明辨進一步探索。如果你粘著好東西，它們對你會有反作用。如果你粘著壞東
西，那就糟了。 

禪定之初 

        我們修習呼吸禪定時，已經講過謹防五蓋摧毀善果的辦法。我們必須專注出入呼吸，有念住連續掌管，同
時隨著出入呼吸，默念“佛陀”、“佛陀”。如果你只想“佛陀”也可以，不過它太輕，你的覺知不會深入 。淺顯
的地方，塵土很快吹進去填滿。深奧的地方，塵土不容易吹進。同樣地，當心進入深定時，不容易受雜念影
響。 
        因此當你只注意“佛陀”、“佛陀”時，分量不夠。好比拿把刀在空中砍來砍去，感受不到什麽，因爲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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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什麽也砍不著 。但是如果用同樣一把刀砍樹樁或者別的物體，你會感到手裏有分量、臂上有力道、可以
擋住威脅你的勁敵。 
        這就是爲什麽，經上教我們專注於單一點、置心一處。堅實穩固，心會獲得力量。取四十個基本禪定主題
中任何一個作爲目標 。你的心會獲得力量，你的念住會成熟起來，成爲正念與正定。 

* 

        “佛陀”是禪定用詞。對出入呼吸有念住與警覺，是禪定本身。一旦心智就位，你可以放開禪定用詞。禪
定用詞好比餌 。比方說，如果我們想要一只雞走過來，把米撒在地上。一旦雞走過來吃米，就不需要再
撒了。 

* 

        有念住，指記得跟著呼吸，是一回事。有警覺，指檢查流動於全身的呼吸感，了解呼吸是局促還是寬廣、
是淺是深 、是重是輕、是快是慢，是另一回事。兩者共同構成禪定的因素。 

* 

        出入呼吸好比蠟燭、油燈的芯。念住呼吸，好比點起燈芯，使它放光。單單一根蠟燭，點起來能燒毀整座
城市 。同樣，念住能摧毀我們內心的壞東西: 雜染、無明、渴求、執取。念住是修行之火。 

* 

        念住呼吸，好比在內心造一座佛像。你的身體好比煉爐，念住好比鑄模。如果念住缺失，銅液會從鑄模中
漏出 ，你的佛像就毀了。

* 

        讓念住走失，好比你的衣服上出了一個洞。讓它再走失一次，好比有了第二個洞。如果你繼續讓它走失，
好比衣服上有了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個洞，到最後，衣服就不能穿了。 

* 

        念住走失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拿著內在事物思考。換句話說，抓緊出現的光亮或禪相，這樣你的正道便
給沖毀了 。第二種方式，是把外面的事物拿進來思考，放棄了你的禪定對象。第三種方式是失去意識，你
坐著，卻好像睡著了。這些都稱爲正道的敗壞，好比一條道給沖毀，到處是深坑。 
        把雜念擋在心外，是在開辟內心的正道。把外在念頭放進來，是讓道路受破壞。道給沖毀時，洞見與明辨
不可能升起，好比沖垮的路上，開不了車。定力這般熄滅時，不能有內觀智。除了關於內觀的想法、根據過去
的偏見而升起的觀念 、猜測、摸索之外，什麽也沒有。你心裏的福德不知不覺地消失了。想回來重新開
始修，不容易，好比回去走一條沖垮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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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定的心好比純銀，白色、可塑，因爲它不含雜質。我們可以隨意把它做成任何物件，又快又容易，不必
浪費時間釘起來燒煉、去雜質。沒有定力的心，好比仿銀或者摻雜質的銀: 又硬又脆又黑，因爲它混雜了銅
與鉛 。雜質越多，價值越低。 
        因此純淨的心好比純銀。各種熏暗心智的念頭，好比使銀發黑、發脆、發鈍的雜質。如果我們讓雜念與心
混雜起來 ，把心變成了仿冒的銀。不會有清淨。這樣的情形下，心不能寂止。不過如果我們把汙染心的各
種想法、念頭撥到一邊，它會堅定地依照正道的道支，在定力中確立起來。心一旦走上正道，得小心看守，好
比我們嚴防路給沖垮一般。我們得不停地巡查，尋找溝槽與凹坑。哪裏需要修整，立即補上。如果不立即修
補，放任它，到了一路坑窪或者沖垮的地步，很難修複。心走在正道上，幹擾它的五蓋好比路上的裂紋。不趕
快修補，裂紋會越來越寬、越來越深，直到那條路變成一塊普通的地皮。 
        因此，你在培養正道時 ，不要讓自己健忘。如果你讓念住走失，讓幹擾的事物進入內心，構成正道的
心態就給破壞了。你的禪定受破壞、定力受破壞、心回到常態、找不到真正的善德之道。 

* 

        我們坐著禪定時，如果心不與色身守在當下，就好比有食物，卻不看護它。貓狗必定會吃了它。這裏的貓
狗， 指的是五蓋——感官之欲、惡意、昏睡麻木、掉舉、存疑;我們喜歡把它們當寵物養著。轉個身，它們
就溜進來吃光我們的食物，即本來該從修行中得到的喜樂與福德。 

* 

        迷路強過睡著。即使你有雜染，能保持這個覺知也強過心不在焉。知道自己有雜染，可以去克服它們。沒
有覺知的人，已經死了。 

* 

        如果你的心不能定駐在一處，好比站在草坪上: 如果你在十個不同位置上輪流站，那十處的草會繼續
長，因爲你先這裏站上一會 、接著那裏站上一會、又到別處去站著。不在同一個地方站久，草就會長。但
是如果你真正定下來站在同一個地方，那裏的草怎麽會長? 腳底站著的那塊地方，不會長起草來。同樣，如
果你的心定駐一處，念住於出入呼吸，五蓋雜染便不會升起。 

* 

        我們走的路是一條近路。一條踏平的路。沿著踏平的路走，意思是路上沒有雜草與障礙，不需要這裏那裏
停下來 ，延遲進展。我們還不知怎樣沿這條路走，原因是不會走路。我們與世人走路一樣: 往前走、轉回
來、左看右看。這就是我們爲什麽不停地相互碰撞、跌到爬起。有時即使無人撞過來，還是踉跄。無人絆腳，
照樣跌倒。有時懶散起來，躺下歇息。有時停下來，觀賞路上風景。這樣做永遠達不到目的，因爲我們並不專
心走路。我們不走路，而是到處遊蕩。 
        因此我們必須學會走路的新方式 ，這是佛陀的方式。什麽是佛陀的方式? 佛陀的方式，好比士兵踏步，不
像我們前後蹒跚，而是身體挺直、原地踏步、腳蹬地面。這樣就不累，因爲不必走遠。如果我們原地走三個鍾
頭，腳下的草就踩平了。草要在那裏長，也不能長出地面。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念住呼吸也一樣 。如果真正專心，把注意力完完全全只放在呼吸上，而不是跑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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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無蹤，那麽五蓋——過去、未來、好、壞的念頭，就進不來、碰不著我們。五蓋好比那些草，必然給踩平。
惡念、不善巧之念不會在心裏出現。這樣的情形下，心不會走上惡趣之路，而是走在越來越提升的正道上。這
就稱爲依照佛陀的方式，沿著踏平的路走。 

* 

        修習禪定，好比采掘鑽石礦。色身好比一塊大石; 念住好比鏟子。如果你不認真挖掘——也就是說，你
在這裏那裏掘幾個淺坑，不在一處深挖，掘上一個月，還不及膝蓋那麽深。但是，如果你真的專心在一處深
挖，掘的洞越來越深，直到碰到石層。蠢人碰上石頭時，便扔下鏟子跑了(這代表那些修習禪定，卻忍受不
了痛感的人 )。聰明人遇上石頭時，會繼續鑿下去，直到穿過它，那個時候就找到石頭下面有價值的鑽石
了。如果它是鑽石層，一輩子不必再做工了。 

* 

        真正有價值的寶石與鑽石，埋在地下深處，因此如果想找到有價值的東西，必須掘得深。在表層下不遠處
找， 結果只有沙土，賣起來只值五分錢一擔。 

* 

        我們真心實意做事，不停下、不松懈、不放棄，必定會有大果報，即使它們出現得慢。那些果報同時一起
長出來 ，正是出現慢的原因。好比一棵樹有許多枝莖，造起大片樹蔭保護自己。它必然比香蕉樹長得慢，
香蕉樹只有一根莖，長出好果實，但有許多危險。有些人，得果報快，其他人慢些。慢的人不應當與快的人攀
比競爭。快的人也不應當與慢的人競爭。好比擦木板與擦鏡子。擦亮一面鏡子、看見自己的映像，不需要多少
才幹，因爲鏡子本身有反射性。但是擦一塊木板，使它光滑到能見著映像，即使花上很長時間，卻代表了真功
夫。 

* 

        爲了保持心的純淨，我們必須斬斷一切觀念，不讓它們粘在心上。好比照料一幅白床單。要注意風吹過會
落下塵土、螞蟻、床螨之類。看見有灰，要撣掉。有汙迹，馬上清洗。不要讓它留在床單上太久，否則很難洗
掉 。有蟲子，必須拿開，因爲它們會咬人、起腫塊、睡不好覺。我們這樣照看，床單必能保持幹淨、潔
白，成爲舒適的休眠地。 
        這裏的塵土與蟲子，指的是五蓋，它們是心的敵人。我們照料心，要像照料床具那樣。不能讓任何外在念
頭進來 ，粘在心上、或者啃著心。我們得把它們全部掃開。那樣，心會平靜下來、不受幹擾。 

* 

        你一旦斬斷了關於過去 、未來的念頭，便不必擔心五蓋了。 

* 

        你觀想外在事物時，必須仔細選擇想什麽。要只想善事，不想會導致傷害的事。不過，你觀想內在事物
時， 什麽都可以想: 好、壞、新、舊。換句話說，念住與警覺，能對付一切事物。好比我們的菜放在蓋緊的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2.htm (20 of 44) [12/31/2010 10:39:18 PM]



阿姜李-解脫的技能

鍋裏，蒼蠅夠不著。無論是鹹是淡，吃著安全。 

* 

        “琢磨”長。“想著”短。你使心寂止下來時，必須把這兩個聚成一個。“想著”的意思是，你只專注於一
件事。“琢磨”的意思是，你檢查、評估，看看以某種形式安排因，會得到什麽果，是好還是壞? 

* 

        如果你睜著兩眼，瞄不准目標。想看個清楚，必須用一只眼，同樣，人們使槍、使弓時，只用一只眼
瞄准 。如果你使心與目標合爲一體，同樣能夠明察內心事物。 

* 

        你必須在四個姿勢的每一個上修習定力。色身坐著時，心與它一起坐著。色身站著時，心一起站著。色身
走路時 ，心跟它一起走路。色身躺下時，心一起躺下。如果色身坐著，心卻站著，或者色身走路，心卻
坐著、躺著，那樣毫無益處。

* 

        身體六元素是地、水、火、風、空間、與意識。你必須不斷熟悉它們，直到它們成爲你的朋友。那時它們
會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你 ，而不是綁束你、囚禁你。 

* 

        心好比孩童。念住好比成人。成人負責撫養孩子、照看孩子。只有那時孩子才能吃好睡好、不哭不鬧。你
得給孩子好東西吃，也就是使心專注於佛、法、僧的品質。接著，你得給它四個大玩偶玩耍: 也就是體內
的地、水、火、風四元素。孩子吃得好、有玩偶，就不會跑外面淘氣。如果你放它去外面遊蕩，會發生各種危
險。但是它呆在家裏，即使有一些危險，不那麽嚴重。你必須教會心在這一尺寬、一掌厚、六尺長的色身裏的
各個元素之間遊戲。那樣它不會惹麻煩。一旦孩子玩累了，會在小床上躺下。換句話說，心會在禪那中定駐，
那是聖賢們的休憩處。那樣，心會彙合爲一。 

呼吸禪定基础

        色身寂止時，你從色身裏獲得知識。心寂止時，你從心裏獲得知識。呼吸寂止時，你從呼吸裏獲得
知識 。

* 

        日常呼吸 ，除了維持你不死之外，沒什麽特別之處。你的覺知所專注的呼吸，則會升起各種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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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呼吸，是苦與緊張的呼吸。換句話說，它吸入時，會達到一種不適感，必須呼出去。呼出後，又遇
到不適，於是再吸入。這樣的呼吸，不叫禪定。禪定意味著把你的一切覺知收斂入心。 

* 

        色身的當下是呼吸 。心的當下是念住與警覺。因此要把心的當下與色身的當下結合起來。 

* 

        呼吸好比水 。念住好比肥皂。心好比衣服。如果不經常洗滌心，它會肮髒。衣服不白不淨，穿起來不
會舒服。 

* 

        不要對呼吸施以壓力、強迫它、或屏住呼吸。讓呼吸自在、舒適地流動，好比你把新鮮雞蛋放在棉
墊上。 如果不把它扔下、壓下，不會給壓扁、裂開。這樣你的禪定進步順利。 

* 

        如果心尚未寂止，那麽只觀察出入呼吸，先不去關注心是否舒適。否則心會開始偏離。好比一位果農開墾
果園 : 如果他一下除草面積過大，不能及時把樹種上，草會重新長起來。他必須只割一天能種植的土地。那
樣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 

        無論呼吸是否均勻 ，你必須保持念住均勻。 

* 

        呼吸好比波浪。念住好比船。心好比坐在船裏的人。如果呼吸的波浪不靜下來，船會傾斜、翻轉，船裏的
人不溺死 、也會陷入困境。你必須使心靜得好似在風平浪靜的海裏抛下鐵錨。船不會傾斜，船裏的人靜
止、安甯。這個時候心便走上聖道: 這是擁有全副力量的自由之心，脫離了五蓋的控制。 

* 

        色身呼吸並不局限於出入的鼻息。色身呼吸傳遍每個毛孔，好比冰塊上蒸發的水汽。它比外在空氣要精細
得多 。當內在呼吸從毛孔呼出時，它會重新折回身體。這類呼吸稱爲輔助呼吸。它有助於使身與心保持
清涼、寂止。因此，你吸氣時，要讓呼吸充滿全身，呼氣時，讓它傳遍各個方向。 

* 

        你吸氣時，必須在體內三個部分感受內在呼吸的效果: (1)心肺。(2)肝、胃、腸。(3)胸廓與脊柱。如果
呼吸不能在全身各處起作用 ，你不會得到定力的全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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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呼吸有破壞性 。它升起痛感，使色身衰老。涼呼吸有促進性。暖呼吸好比醫藥。 

* 

        平常的呼吸好比催吐劑 。精細呼吸好比治病的藥物。中等呼吸好比補品。 

* 

        普通呼吸長而慢 。精致呼吸短而輕。它會穿透每根血管。這種呼吸質量高。 

* 

        如果呼吸沈重，你可以把它的幅度調低。它輕松時，你必須使它寬廣。如果它輕到極其精細，就不需要從
鼻呼吸了 。你可以對呼吸從全身各個毛孔出入保持覺知。 

* 

        無論色身哪裏有痛，如果你想要結果，便集中注意力使呼吸經過該處。假定你的膝痛，必須專心使呼吸一
直傳到腳趾 。如果你肩膀痛，要專注心使呼吸經過手臂。 

* 

        呼吸克服痛感 。念住克服五蓋。 

* 

        我們禪定時，好比在磨谷，准備米粒。心好比稻谷，五蓋好比谷殼。我們必須把谷殼碾開、再把下面的紅
皮磨去 ，那時才得到好白米。磨谷的辦法是尋想與評估。尋想是我們使心專注在對出入呼吸的覺知上，好
比拿幾把稻谷放進磨齒裏。我們必須確定磨齒完好。如果只知道入息、出息時卻走神，就好比磨齒斷了。這時
候，我們得立即修補。換句話說，重新確立念住呼吸，把雜念推開。 
        評估是有觀察力，隨著入息，仔細注意呼吸，看它情形怎樣，是否舒適、自在、流暢。接下來，使好的呼
吸感傳遍全身 ，趕走不良的呼吸感。色身各元素會純淨起來、心會明亮起來。呼吸有清涼自在感。我們照
料呼吸，得像把小雞捉進雞籠。如果抓得太緊，它們就死了。如果太松，又跑了。我們得用雙手力度適當地捧
起來。那樣才能把它們安置於雞籠。 
        我們用尋想與評估時 ，好比在磨去紅谷皮，結果就有了上好的白米(喜、樂、置心一處)。把米拿到市
場，能賣好價錢; 煮的飯味道好，滋養身體。這就是爲什麽我們都應該專心打磨自家稻谷，得到一等大米。 

* 

        禪支——尋想、評估、喜與樂，都得彙集在呼吸上，才能達到置心一處。尋想好比擁有一塊地。評估好比
在上面播種 。等到種子結出果來，那便是喜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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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呼吸保持覺知是尋想。了解呼吸的特點是評估。傳播呼吸，讓它彌漫、充滿全身是喜。身與心的甯靜與
安適感是樂 。心離五蓋，與呼吸合一，那是置心一處。這五禪支共同把念住轉成念覺支。 

* 

        傳播呼吸，讓整個呼吸感傳遍色身各元素、各部分: 血管、肌踺等等，好比在荒野裏造起相互連接的
通道 。一個國家有良好的公路系統，必然發達起來，因爲交通便利。 

* 

        我們不停地在色身各處調整 、改進呼吸，好比在剪去一株植物的壞死部分，讓它開始重新生長。 

* 

        尋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好比你把食物送進口中。評估，也就是調整、傳播、改進呼吸，好比你
在咀嚼食物 。如果你細嚼慢咽，食物容易消化，給身體帶來充足滋養。消化是色身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想
有好結果，必須助以咀嚼。你使呼吸越精細，結果越好。 

* 

        我們作呼吸禪定時，有兩類評估。第一類是評估出入呼吸。第二類是評估色身內在的呼吸感，直到你能把
它傳遍身體各元素，達到忘記一切雜念的地步。身與心同時滿足了，從我們的尋想與評估中會升起喜感與
樂感 。這是心的正業。 

* 

        調理出入息的益處之一是，色身各元素之間友好、和諧起來。我們把呼吸傳遍身體，等它寂止下來時，會
給你身遠離感。這是色身的一個益處。心的益處在於，念住會擴大起來。念住擴大時，覺知也擴大了 。心
成熟起來，不像普通的心那樣容易溜出去。你要它想，它就想。要它停，它就停。要它走，它就走。心訓練有
素時，好比受過教育的成年人，會有知識。你與它交談時，能相互理解。一個人的心未受訓練時，好比孩童。
這樣的心不理解你在說什麽，喜歡溜出去到處漫遊，也不告辭。你一點不知它走時帶走什麽，回來時又帶回什
麽。 

* 

        當呼吸、念住、與覺知三者擴大起來時，它們都是成年人了。相互之間不會打鬧，色身不與心爭吵、念住
不與心爭吵 。那時我們就有自在。 

* 

        你一邊傳播呼吸，一邊作評估，念住在全身流動，好像電路一般。你要使自己有念住，好比讓電沿著線路
流動。警覺是催醒身體的能量。身體醒著時，痛感不能壓倒它。換句話說，四元素[四界] 平衡、充足時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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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自在。色身受呼吸與念住這般滋養時，便會長大成年。四元素有安甯，都成年: 成了大念
處[mahasatipatthana]。這稱爲近行定或評估。 

* 

        心分散開來，去追逐外在念頭時，會失卻對付本身事件的力量。想做什麽，難以成功。好比槍管口徑太
大，你把小子彈放進去，它們在裏頭響動，出來不會有多少沖力。槍管口徑越小，發射時子彈越有力 。呼
吸也同樣: 你的注意力越精細，呼吸會越精細，直到最後，甚至可以從毛孔呼吸。這個階段的心，力量比原
子彈還大。 

* 

        要使心與念住、呼吸舒適地相處在一起，就好比織布。如果織得精細，不透水，那塊布就值錢。你用它篩
面粉 ，會得到精粉。如果織得粗糙，那塊布值不了多少。用它篩面粉，出來的淨是疙瘩。同樣地，使自己
的覺知越精細，得到的果報越精細、越有價值。 

* 

        呼吸充滿色身時，覺知會精細起來。原先呼吸快的，會慢下來。原先呼吸用力的，會柔和起來。原先呼吸
沈重的 ，會輕松起來，直到你不需要呼吸的地步，因爲色身充滿呼吸，不存在空隙。好比加水入罐，直到
罐滿: 那就是充足點，你不必再加了，從這個充足感升起了清涼與明晰。 

* 

        呼吸有五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最明顯的: 我們的出入呼吸。第二個層次的呼吸穿過肺部，連通色身各
元素，産生舒適與不舒適感。第三個層次是停留在全身各處的呼吸，它不會到處流動。過去在體內上下流動的
呼吸感會停止流動。過去在體內前後流動的呼吸會停止流動。一切停下、寂止。第四個層次的呼吸升起清涼與
明亮感 。第五個層次是真正精細的呼吸，細微程度好比原子。它可以貫穿整個世界。它的力量快速、強大。 

* 

        最精細的覺知層次，好比原子那麽細微，它的力量類似於原子彈，埋在地下也可以把人與動物炸爲
齑粉。 精細的心埋在這樣的呼吸裏時，也可以把人與動物炸爲齑粉。這個意思是，當心達到這樣的精細
層次，它的“我”感與“他”感消失得無影無蹤。它放開對色身與自我的執取，放開對“人們”與“衆生”的執取。
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說它像原子彈，可以把人與東西炸爲齑粉。 

禪那技巧
        刹那定好比草房，房柱由軟木做成。刹那定不是禪那。近行定好比瓦房，房柱由硬木做成。安止定好比牢
固的水泥房，這才是我們在一乘道[ekayana-magga] 上“合一”之處。好比獨個坐在椅上、躺在床上 ，沒有人
來占據我們的位置。或者好比獨個在房裏，沒有人來打擾我們。我們獨個在屋裏時，就自在了。如果願意，甚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2.htm (25 of 44) [12/31/2010 10:39:18 PM]



阿姜李-解脫的技能

至可以把衣服脫去。我們可以規規矩矩，也可以無拘無束，沒有人抱怨。這就是爲什麽，安居於禪那的心，有
自在。它擁有一口深井，可以從井裏得到足夠水分，達到可以放開尋想與評估、只留下樂感的地步: 這個
時候，覺受成了你的念住之處[vedananupassana-satipatthana] 。色身有充足感。地、水、火、風四元素都有
充足感。心這般充足時，什麽也不缺。那就是喜。你不再想要四元素了。心在這個喜感中沈浸許久時，好比你
把東西長久泡在水裏。水必然飽和它。這種喜感是第二禪那。喜感開始動起來時，你就不自在了，好比船開始
搖晃時，你想回岸上去。因此，一旦喜感充滿身體，你就放開它，只留下樂感與置心一處。當心在樂感中浸
泡、達到飽和點時，也把它放開，只剩下一種平等無偏[舍] 的空曠感。心真正達到空性時，它寬敞、明亮。
它越沈浸在平等無偏之中，越寂止，升起一種內在光明感。光度強大時，你達到了正念。

* 

        尋想，是專注於呼吸、不受幹擾，它好比種樹。評估好比松土、施肥、從根到頂給樹澆水。色身好比土
壤，會松軟起來，讓肥料與水滲透到根部。喜感好比那棵樹葉色鮮綠，綻放出花朵(喜感有五類(1)一種色身
特殊的重感或輕感; (2)色身的漂浮感; (3)涼感或熱感; (4)色身表面一種微顫感; (5)色身開始搖動。) 樂感的意
思是，身與心寂止，不著五蓋。置心一處[心一境] 意思是，對其它事物持中性感 ，完全寂止於專一目標。這
就是佛陀所說，隨著戒德而成熟起來的定力，有大善益、大果報的意思。

* 

        尋想好比站著看窗外 。有誰經過，我們知道，但不去招呼 ;他們走過，我們不轉頭跟著看。我們只站在
窗口一動不動。 

* 

        對呼吸作尋想與評估 ，好比修車技工。心好比總技師。我們開車，必須注意觀察，不斷檢查機械零
件，比如方向盤、緩沖器、輪胎、輸油管，看哪個部件有磨損、不正常。發現有部件不正常，得立即修。那
樣，汽車會載著我們安全到達目的地。你在修習定力時，也必須注意觀察，檢查呼吸是否平緩，作調整，使它
舒適。那樣你的定力會一步步提高，最後把你帶到超世。 ;

* 

        人們批評你耽於禪那的盲目境界，那也強過無禪那可駐。如果他們說，你就像不出殼的雛雞，那也好。雛
雞在殼裏時 ，鷹鹫不會沖下來抓它。等它破殼而出時，便成了獵物。 

* 

        人們也許會說你坐著禪定像“樹樁”，不要聽他們的，因爲樹樁有樹樁的用處。有時它們會長出新枝嫩葉
讓你吃 。不過如果樹樁起火燒焦，就沒有一點用處了。 

* 

        我們不斷地訓練心智，它越來越成熟、堅強、銳利，可以直接切開一切。好比刀磨個不停，不可能
不快。 因此我們修持，應當像磨刀一樣不間斷。身與心任何部分不健康，要不停的調整，直到獲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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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好結果升起時，我們會進入正定。心堅定地確立於當下，置於一處。我們的身與心同時獲得力量。色身
有力量，意思是無論那裏有痛，我們可以調節地、水、火、風元素，産生舒適感。好比修理樹枝: 哪根枝丫
折斷、腐爛，把它剪去，移栽一段新的; 新的斷了，再接更多的新枝。我們不斷地這樣做，直到那株樹健
康、強壯。 

* 

        心寂止有兩個好處: 壓制與斬除。如果我們還不能斬除，可以壓制。“壓制”意思是，心有雜染，但我們
不讓它燒起來 ，變成行動。我們控制它。“斬除”意思是，根本不讓雜染出現。 

* 

        爲了調理心智 ，我們必須有觀察力，看見什麽需要糾正、什麽需要培養、什麽需要放開。如果你只
糾正，不做別的，不會成功。只放開，不做別的，也不行。修行要求怎麽做，我們就得怎麽做。 

*
 
        心入定時，不會給經過的任何念頭吸引。好比一個人專心工作。路人想與他攀談，他不會應答，甚至頭也
不擡 。同樣地，心真正斬斷外在雜念時，必然會專心守著禪定對象。 

* 

        滿是雜染的心好比海中鹹水 。你必須用許多尋想與評估，把心過濾、蒸餾、才能把海水變成雨水。 

* 

        我們每一個人，好比獨坐一葉小舟，在大海裏漂行，周圍是狂風巨浪。有的人漂得太遠，根本看不見海
岸。有的人上下沈浮，時而看見海岸，時而看不見。這代表那些在重複“佛陀-佛陀”的人。有的人漂得離岸
近些 ，看見了魚籠、帆船、岸上的綠樹。有的人在拼命朝岸邊遊，還不曾到達。至於佛陀，他就像一個站
在岸上的人，不再有海上的危難。他經曆過人們正在遭遇的險境，因此有大慈悲，想助我們脫離大海、安全靠
岸。這就是爲什麽，他教導我們修持佈施、持戒、禪定，因爲這些修持，能把我們安全地拉上岸。 
        我們在內心培養佛、法、僧的品質時，不會有苦。使心進入法，各種破壞它的雜染會消失。我們得以逃離
苦海 。 
        一旦上岸，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樂趣，因爲那裏有許多海上見不著的事物。好比進入湄南河口，看見濕地
樹與鮮綠植物 。我們著了迷，於是繼續朝內陸走，進入蘇胡提路。在那裏看見了自行車、吉普車、各色漂
亮汽車，於是更激動。有的人沈迷於陸地景象，換句話說，沈迷於禪定中出現的禪相。比方說，我們也許開始
能回憶前世。憶起壞事，於是難過起來。憶起好事，便高興起來。這樣會轉成渴求，與這個那個的緣起欲望。
有的人癡迷過頭，以爲自己真是禪相裏的人物。 
        如果我們的明辨不夠強，無論看見什麽，都會敗壞洞見[vipassanupakkilesa,觀染] ——好比有人看見一輛
稀罕的車，激動起來，想進去坐一坐、開動一下，於是不看左右，便奔了過去，跑到路中央給車撞倒， 或
者撞死、或者斷胳膊斷腿。費了那麽大功夫脫離大海，結果受到迷惑，又把自己置於險境。 
        但是如果我們的明辨足夠強大 ，無論看見什麽，都可以變成尊貴財富[ariya-dhana] 。看見濕地林也
有用，可以砍作木柴，自家用或者去市場賣了。雜草叢生之地，可以鋤草爲田。不休耕，必定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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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禪相吸引 ，稱爲“辨識走偏”。如果你有禪相，正確的反應是，要記得評估它，然後依照它的天性
放開。不要抓住你看見的事物，因爲那一切都是無常。如果你生來貧窮，會爲發財的欲望而苦。生來富有，會
爲守財而苦，怕損壞、怕給人騙走、怕小偷撬門進來偷。沒有什麽是確定的。禪相也一樣。因此無論你看見什
麽，必須依照它們的天性放開。把樹留在林子裏、草留在草坪上、稻苗留在田裏。如果你能這樣做，就有自
在，因爲你知道在陸地上感覺怎樣、水中感覺怎樣，何時該進、何時該出。你一旦有了技能，可以在水上、陸
地旅行，輕松自如。你可以進退無礙。這便稱爲世間解[lokavidu] 。你可以守著知識，卻不卡在裏面。你可
以住在海裏不淹死。你可以住世不沈淪於世——如水中蓮葉，水絲毫不能滲入葉中。 

* 

        你做事誠心誠意時，諸事會有成就。比方說，如果誠心守戒，你的戒德會有果報。誠心修定，你的定力會
有果報。誠心培養明辨，你的明辨會有果報。我們沒有果報，是因爲做事不誠心。五戒才五條，都不能清淨持
守，能指望成什麽事? 四禪才四個，我們卻繼續摸索，找不著它們。有人會管理幾百、幾千畝田地，我們連
四禪也不會，難道不丟臉? 

* 

        如果我們在心念與行爲上對佛陀的教導不誠心，那個果報會推著我們離法越來越遠。有饑渴、受各種苦
痛。因此佛陀教導我們無論做什麽要誠心。有誠心時，即使在世間也有自在。我們知道怎樣把苦清除出內心，
使色身各處安適。和平與甯靜，有賴於心的滿足與充實。心有滿足，外在的火焰進不來。色身充滿念住時，心
裏還缺什麽? 
        這就是爲什麽，如果我們想有滿足，必須盡量培養定力。喜感會升起。喜感升起時，不給卡著，因爲我們
知道它不可靠，最終會消退。因此放開喜感。我們放開喜感時，心自在，有樂感。這樣的樂與自在感，比喜感
更精細、更深刻，沒有喜感的動態外相。喜感好比某人看見什麽可喜事物，以微笑、大笑表示出來。樂感沒有
什麽外相。它藏在心裏，好比某人富有，卻絲毫不顯出來讓人看見。正是這種樂使心甯靜。顯示在外，沒什麽
意義。這樣的樂感使心清涼，使心得休養，引向寂止與甯靜。心有甯靜時，它會明亮、清晰起來，好比風平浪
靜的海上，可以看見十裏外的船。東西南北，無論哪個方向來什麽，不需要望遠鏡，看得一清二楚。我們的視
感比平常要遠。維巴沙那，即讓我們對世間真相有如實知見的洞見，便是這般升起。 

* 

        如果我們有一只椰子，把它砸開吃果肉，只會飽一次。如果不吃，把它種起來，長成樹，結更多椰子，再
種起來，最後我們會成爲椰樹種植園的百萬富翁。 
        如果我們有了錢，只是存起來，不會起什麽作用，有一天它會開始不安全。因此我們得佈施給佛教，找正
確的地方存放。那樣它會升起更多的果報。 
        如果心只達到定力，停滯不前，只會有自在感。我們必須利用那個寂止，來升起明辨。那時候我們才會有
最高的喜樂。 

*
        我們心有內在滿足感，與別人交往時，他們也會感到那股滿足感。心有痛苦，與別人交往時，也會使他們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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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培養起心力，可以傳送慈心，助他人減輕苦痛。但是如果我們不糾正自己，是不能真正幫助他人
的，好比一個瘋子不能使另一個瘋子清醒過來。如果我們自己著火，別人也著火，怎麽幫他們? 得先把自己
的火滅了，才能助人清涼下來。我們必須“有”，才能“給”。 

觉醒之翼
        當你念住呼吸時 ，能夠同時達到四念處。呼吸爲“身”、覺受在色身內、心在色身內、心理素質[法] 在
心內。 

* 

        我們坐著禪定時的四念處: 呼吸是“身”、舒適與不舒適是“受”、純淨與清晰是“心”的狀態、而心定是“心
的素質”。 

* 

        修習禪定時，我們必須爲它注入成功的四神足: 
        Chanda(欲求)[欲神足]: 對呼吸有著友好的興趣，守著呼吸，了解入息時帶入什麽。如果不出息，會死。
如果出息而不入息，也會死。要連續使心集中在這上面，不要管其它事。 
        Viriya(精勤)[勤神足]: 勤於了解有關呼吸的一切事務。你必須專心於“我現在要入息，我現在要出息; 我要
使它長、短、輕、重、暖、涼，等等。” 你必須掌管呼吸。 
        Citta(專心)[心神足]: 專心於呼吸。觀察外在呼吸怎樣進入，與色身上部、中央、下部的內在呼吸相連接; 
這些內呼吸存在於胸部——肺、心、胸廓、脊椎; 與腹部——胃、肝、腎、腸; 還有從手指腳趾與身體各毛
孔流出的呼吸。 
        Vimansa(明辨)[觀神足]: 觀想、評估進來滋養色身的呼吸，看它是否盈滿色身、是否有自在自然感、是否
還有地方需要調整。要注意外在呼吸怎樣與內在呼吸碰觸、看它們是否在各處相連、看呼吸對地、水、火元素
的作用怎樣升起、維持與消逝。 
        這一切來自於對物質事件的禪觀，也合乎大念處[mahasatipatthana]的稱謂。當心發展四神足達到圓滿、
念住與警覺達到圓滿時，色身果報是痛的寂止。心的果報是，一路導向超世: 證得入流、一還、不還、與阿
羅漢果。 

* 

        如果你真正培養了定力，會有五種力量[五力]。(1)信力，你對於自己努力的結果升起信心。(2)精進力

升起，不需別人強迫你。從那裏開始，(3)念力對你的行動有更綜合性的關注。(4)定力在你的行動中堅實地
確立起來，同時升起了(5)明辨力，了解一切正誤之事。這些力量稱爲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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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禪[samatha]是 讓心安駐於單一目標。它不去與其它事物建立接觸;它保持清除了外在雜念的狀態。觀
禪[vipassana]是心在全方位的念住與警覺狀態下，放開對一切念頭的關注。當滲透著洞見[內觀智]的甯靜在心
裏升起時，五根同時升起，成爲主宰: 
        (1)信根[Saddhindriya]:你的信念堅定強大。無論誰說什麽、說好說壞，你的心不受影響。 
        (2)精進根[Viriyindriya]:你的精進有韌性。無論是否有人教，你繼續努力，不倦怠、不灰心。 
        (3)念根[Satindriya]:念成爲主宰，在大念處中擴展開來。你不需要強迫它。它傳遍全身，好比大樹的枝
丫護著整個樹幹，無需任何人上下扯動。覺知在坐、站、行、躺每個姿勢上通體明亮。它自己知道，不需要你
去想。這種全方位的覺知，就是大念處的意思。 
        (4)定根[Samadhindriya]:你的定力也成爲主宰。無論做什麽，心不動搖、不走偏。即使你在講話，嘴巴
張得一米寬，心照樣正常。如果色身想吃、躺、坐、站、走、跑、想，不管什麽，那是它的事。如果它哪裏疲
倦、疼痛，還是它的事，心保持正直、安駐一處，不偏離到其它事上。 
        (5)明辨根[Paññindriya,慧根]也在你內心成爲主宰，使心證得入流、一還、不還、甚至阿羅漢果。 

* 

        爲了使心斷離色、聲、香、味，等等，我們必須培養定力，它由七個基本因素[七覺支]組成—— 
        1.念覺支[sati-sambojjhanga]: 心牢固地定駐於呼吸，對身 、受、心、法有覺知。 
        2.擇法覺支[dhamma-vicaya-sambojjhanga]: #35731;呼吸傳遍全身，成爲大念處。了解怎樣調整、改進、
選擇、利用呼吸，讓它給我們帶來安適。我們摒棄凡是有害的呼吸、培養凡是有益的呼吸。 
        3.精進覺支[viriya-sambojjhanga]: 對呼吸不棄不忘。我們粘著它、它粘著我們，不停地從心裏驅除五
蓋。我們不抓緊、不涉入幹擾性的雜念裏。不斷使心的寂止越來越強。 
        4.喜覺支[piti-sambojjhanga]: 心安靜時，呼吸充實而清新。我們遠離五蓋、遠離各種躁動感。好比一塊
一塵不染的白布，心這般潔淨時，只會舒適與充實起來，於是便升起了滿足感，稱爲喜。 
        5.輕安覺支[passaddhi-sambojjhanga]: 呼吸在全身堅實。各元素甯靜，心也甯靜。沒有什麽麻煩與擾動感。 
        6.定覺支[samadhi-sambojjhanga]: 呼吸堅實、穩固、不動搖。心堅守一處。 
        7.舍覺支[upekkha-sambojjhanga]: 當身、受、心、法在這兩類呼吸中相安相適時——當心守著呼吸的這
些側面時，它根本不需要造作任何事物。它不抓住任何好與壞的表現形式。它處於中性、不受幹擾、不贊同與
反對任何事。 

* 

        1.下決心，堅守念住與警覺。不停地觀察心，使它按照你的意願守著呼吸。不斷排除五蓋，即破壞定力
能量的各種幹擾。這就是念覺支。 
        2.一旦呼吸清潔、淨化了，讓這個淨化的呼吸傳播開來，照料全身各處。一旦色身受這種純淨呼吸的
滋養，它也會淨化。我們的言與行也受淨化。這時我們經曆的是愉悅與自在。或者，如果你想用這個呼吸感照
料色身個別部位，或多或少、或重或輕、或明顯或細微，可以隨意去做。這就是擇法覺支。 
        3.照料呼吸，不停地審查心，不讓它偏離出去尋找其它念頭，破壞你的初意。不要因爲身心有疲倦或者
困難而灰心。要有決心斬去障礙，不管來自哪個方向，即使你必須舍命。(呼吸堅實。)[譯按:本句似突兀,故英譯
版加以括弧 ;筆記不排除有疏漏]這就是精進覺支 。 
        4.當這前三個因素圓滿成就、純淨起來時，會升起一種明亮、充實、滿足感。呼吸充實。這就是明vij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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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吸。換句話說，呼吸受念住的掌管。這就是喜覺支。 
        5.心跟隨著充實的呼吸時，對於任何經過的雜念 ，如聲音觸及耳，不動搖、不失念。依然有覺受，但這時
不再導致渴求、執取、緣起、重生。覺知只是有知。這是輕安覺支 。 
        6.當覺知全面堅固而確定、明亮而充實時，智識升起了。我們對於自己現狀的來曆與去向，同時有知
有見。這就是定覺支 。 
        7.一旦心走過第一到第六步 ，接著以寬敞的放松感舍棄、寂止，不抓緊任何禪相、念頭、事物時，那就是
舍覺支 。 
        我們理解了所有這七覺支 ，能在心裏發展圓滿時 ，它們會在同一時刻彙聚到同一點。 
        經上教我們呼吸時培養這七個因素 ，是爲了讓我們平息內心的情感，因爲情感是五蓋的精髓。五蓋是
包含著無明與陰暗的呼吸。這種情形下，我們好比一個人站在黑暗裏看不見自己、也看不見他人，因爲我們在
自己的雜染裏發酵，滿是緣起。這就是不受照料、不受引導普通呼吸。它倒是充滿的，不過充滿了陰暗。這個
狀態嚴重切斷、關閉我們的聖道。只有除去五蓋，心才能明亮起來，能夠同時從因果角度明察真法。 

*
        當念住充滿色身，如火焰充滿汽燈的每根燈芯時，全身元素協同工作，好比一夥人齊心出力做工: 每個
人在這裏那裏作一點貢獻，用不了多久工作可以輕松完成。如汽燈的每根燈芯爲火焰飽和，放出明亮的白光，
同樣地，你的心充滿念住與警覺，對全身有意識，身心兩者都會輕盈起來。你想使用念住之力時，體感立刻變
得極其明亮，有助於同時開發身與心。你可以長久坐著、站著，不覺吃力，你可以走長路，不覺疲勞; 長期
只吃少量食物，不覺饑餓; 一連幾天不吃不睡，不失氣力。 
        心會變得純淨、開放、無染。它明亮、無畏、堅強。有信力[Saddha-balam] :你信心十足，如汽車開足
馬力不停地奔馳。有精進力[Viriya-balam] :你不懈怠、加速精進。有念力[Sati-balam] :你的念住與警覺強
大、旺盛。有定力[Samadhi-balam] :你的定力強大，毫不動搖。沒有什麽會使定力頓失。換句話說，無論你
在做什麽，坐著、站著、講話、行路等等，一想入定，心馬上收攝。無論何時你要入定，只要想一下，就可以
入定。等到你的定力強到這個地步，內觀修習毫無問題。有明辨力[Pañña-balam ,慧力] :你的洞察力會如一把
雙刃劍。對外界有敏銳的明辨，對內心活動也有敏銳的明辨。 
        這五力從內心升起時，心圓滿成熟了。如經文所說: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明辨力成熟，在各自
領域中強大突出 [Saddhindriyam viriyindriyam satindriyam samadhindriyam paññindriyam] 。性格成熟的成年人
可以相互合作，一起做事可以快速完成。因此，等到有這五個成年人爲你做事時，可以成就任何工作。你的心
有力量摧毀任何雜染，好比核彈頭可以摧毀世上一切。 

* 

        當你的定力強到這一步時，可以升起明辨: 對於苦、苦因、滅苦、滅苦之道的知見，都在呼吸之中。我
們可作如下解釋:出入息爲苦: 入息爲苦的升起，出息爲苦的消逝。對出入息無知無覺，不了解呼吸本質，這
是苦因。入息時有覺知、出息時有覺知、了解呼吸本質，也即對出入息有如實知見:這是聖道之一的正見 。
了解哪些呼吸方式不舒適，了解怎樣改變呼吸，了解“那樣呼吸不舒順; 我要這樣呼吸才有自在感”: 這是
正志 。尋想與正確地評估呼吸的各個側面: 這樣的心理素質是正言。了解改善呼吸的各種方法: 例如，長入
息短出息、短入息短出息、短入息長出息、長入息長出息，直到掌握最舒適的呼吸方式: 這是正業 。了解怎
樣利用呼吸淨化血液、令這股清淨血液滋養心肌，怎樣調整呼吸令身輕安、心輕安，怎樣呼吸令身心滿足
清新: 這是正命 。調整呼吸，直到它使身心輕安，只要尚未達到，則繼續努力 :這是正精進 。自始至終對出
入呼吸有念住、有警覺，了解呼吸的各個側面——上行、下行的呼吸感，胃部、腸部的呼吸感，經由肌肉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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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毛孔流出的呼吸感，隨著每一次出入呼吸，把握這些覺受: 這是正念 。心只專注與呼吸相關的事件，其余
波瀾不驚，直到呼吸細微，進入安止定，從那裏出發獲得解脫洞見: 這是正定 。 
        當聖道三方面——戒、定、慧，在內心彙合、圓滿成熟時，你對呼吸的各個層面會升起洞見，了解 “這
樣呼吸，會升起善巧心態。那樣呼吸，會升起不善巧心態。”你放開造作色身的因素——即呼吸的各個層
面，放開造作言辭與心意的因素，無論是善是惡。你讓它們依著天性自行發展。這便是苦的消解。 

僧侣生活
        爲什麽佛陀對世間升起厭離心? 因爲他問自己:“我們生於這個世界，有什麽真正令人滿意的?父母?親戚?
仆人 ?朋友?財富?這其中沒有哪個真正令人滿意。這種情形下，爲什麽要忍著活在世上?”這就是爲什麽他要
出家，給自己找到不再輪回這個世界的法子。 

* 

        我們出家，如果想無愧於釋迦之子的稱號，必須依照佛陀訂下的訓練法則進行修持。佛陀真正的後代是四
類聖弟子:入流者、一還者、不還者、與阿羅漢，是那些依靠心力，一步一步從雜染與心漏中解脫出來的
人。這些才是佛教真正的親戚、才是佛陀的子女、無疑值得接納他的遺産。這樣的出家，人人做得——男衆、
女衆、沙彌、任何人。這是內在的出家。至於削發著袈裟的比丘，那是外在的出家。如果同時經曆內在、外在
的出家當然更好。 

* 

        每當你有喜樂時，應當轉化它，不讓它在你心裏敗壞。好比市上賣水果的女人，看見自己的芒果熟透、吃
不了、不能過夜、又賣不出時，就拿來削皮切塊、做成果醬。這樣可以長期保存。果醬味道好、賣得上好價
錢。這就稱爲有智慧，不讓熟透的東西敗壞。同樣地，我們有喜樂時，不應當自滿。要把那個樂感磨成粉，變
成痛感，揭示出不變、堅實、持久寶貴的內在喜樂與安甯。 
        例如，有的比丘與沙彌，得到生活用品供養充足，不需要像居家人那樣辛苦勞作——肩挑重擔與職責、開
荒、日曬雨淋。他們只要“收集煮好的米飯”，就能吃個飽。這是來自出家的喜樂。但是如果這樣的比丘執著
於物質用品——僧袍、缽食、居處、藥品，卻不能做到行爲端正，對得起人們爲他們所作的奉献，那不是真正
的行者。那只是在利用他們的供養者。 
        因此，當你看到個人生活需要得到良好的照顧，應當把那種自在、愉快感，磨成粉末，成爲痛感，也就是
用功修行，犧牲你的樂感，以佛陀爲榜樣，修習頭陀行。這樣，你會理解擁有一個色身必然帶來的痛與苦。 
        你應當觀想受人供養的樂感，了解那裏沒有什麽持久的精髓。有持久精髓的喜樂，必須是你自己培養起來
的。這個意思是，你必須修持忍耐、抵制色身的苦與緊張。你能做到這點時，心會穩定、堅實、強大，一步一
步上升到更高的層次。最後你會了悟真正的喜樂與安甯，佛陀把它稱爲至高的喜樂。 

* 

        無論你在哪裏住，應當照料它，把它當成你的家。無論你在哪裏睡，應當照料它，把它當成你的家。無論
你在那裏吃，應當照料它，把它當成你的家。這樣，無論你住哪裏，無論你去那裏，都能找到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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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耳朵、眼睛張得大大的，才能幫助照料寺院，把事情做好。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有大大的眼睛。你
住在這個寺院時，眼睛就得如寺院那麽大，耳朵也得有那麽大。 

* 

        那些對自己估計甚好、行爲卻不怎麽好的人，累贅、沈重，住在哪裏，哪裏開裂。這就是爲什麽人們說智
者如貓爪一般輕盈: 柔軟、多絨，把爪子藏在安全處，真正需要時才拿出。走在地板上不出聲、不留足印。 
        至於蠢人，他們在行爲上不知操持，人們說這樣的人如狗爪。爪子沈重、走在地板上有聲響、留下
足印。 

* 

        我們作爲團體在一起生活時，相互接觸時必定會有多種聲響。打個比方，我們跟一個樂隊沒什麽不同，有
雙簧管、鑼、木管，有強音弱音、高音低音。如果所有樂器發出一樣的聲音，聽起來就沒樂趣了，單聲樂隊一
點不中聽。同樣，許多人住在一起時，必定有好聲音、壞聲音。因此我們每個人，必須照顧自己的心。不要讓
你自己對壞聲音感到生氣、不樂，因爲當有許多不樂時，必然轉爲嗔意。有許多嗔意時，必然轉爲惡意。有惡
意時，便導致爭吵與糾紛。 
        因此，我們應該對上、下、同等層次的人們傳播善意。下屬對我們有不良言行，應當原諒他們。我們能這
樣做時，就是在對團體的和平、甯靜做貢獻。 

* 

        無事不要與一群人閑聚，否則你浪費禪定的時間。閑聚的危險是: (1)如果你們的行爲不在一個層次，會
升起惱怒。(2)如果你們的觀點不一致，會有爭論、升起雜染。好比梯田裏的水，高處往低處流，會發出大
聲響。水沿著平地流，很少出聲。 
        與衆閑聚好比把菜澆在飯上，很快就壞，不能保存多久。如果把飯與菜分放在兩個盤裏，不那麽容易壞。
人們自處時，很少出麻煩。 

* 

        作爲一位比丘，出家卻不曾有過野外生活的經曆，好比知道飯的滋味，卻不知菜的滋味。去叢林裏覓地隱
居的比丘，必然了解法的滋味;好比就著菜吃米飯，滋味必然不同。拿雞做例子。野雞與家雞是很不同的，
它們眼神快、尾巴短、啼聲急、翅膀長。它們需要連續保持警惕、必須得這樣。而那些家雞，尾巴長、眼神
慢、翅膀弱、啼聲長。這樣一來，必然成了豹子的獵物。這說明林居生活，滋味必然不同於定居村鎮的生活。 
        曾經有人批評我進入叢林，不過我只是對自己笑。他們說我膽小，不能應付世人，因此逃走躲起來。我在
心裏暗笑，最後只得說:“住在城裏好，不錯，但不需要什麽特別的本事。爲什麽? 我從來沒見過城裏人在叢
林裏能呆上多久，可是在城裏，別說比丘能住，雞狗到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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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2.htm (33 of 44) [12/31/2010 10:39:18 PM]



阿姜李-解脫的技能

        雜染厚的人比雜染薄的人容易教。他們有一張厚殼，因此容易敲開。薄皮是很難剝除的(這代表那些自
以爲已經很不錯的人;有什麽剩存的雜染不願放開)。 

* 

        人有各種各樣。有的使自己變成豬、有的使自己變成雞、有的使自己變成水牛、有的使自己做人。只有人
像人樣，你才給他們吃米飯; 即使人也有許多層次。有的吃精米、有的吃次等米、有的吃剩米。  

* 

        有一次有人來對我說:“無知無覺才使人們思考，因此它們實在有好的一面，因爲如果人們不思考，怎麽
能聰明起來呢? 可是你卻在這裏教人們靜坐，讓他們的心寂止下來不去思考。能有什麽好處?” 
        於是我回答他:“先不談無明這等微妙的事。我們就講簡單的。你小時候學認字，老師教你邊旁部首: 三
點水加各是洛、木加各是格、足加各是路——直到你確認足加各是路。你現在在曼谷; 假定你放開學業，去
尖竹汶府。見到一個標牌上寫“公路”，你馬上知道這是說有條“路”，不必去想，對不對? 因爲你知道。如果
他已經知道了，爲什麽還想 ?那個需要想的人，是因爲他並不真正知道。 
        有時如果你想有效果，必須拿他們的話，堵他們的嘴。這樣他們才會坐直了注意聽。 

* 

        我在曼谷時，每個來到我居處的人，都在靜坐禪定; 不是因爲我要他們做，而是因爲我自己在做。那本
身就足以教他們了。我閉眼坐著; 他們見我閉眼坐著，也就閉眼坐下，不敢說什麽。如果我涉入他們的事，
他們也會涉入我的事。 

* 

        你眼睛模糊時，得學會怎樣自己滴眼藥。如果到處找別人給你點藥，會給人增加負擔。這個意思是，你必
須注意觀察。舉例說，人們也許會、也許不會跟你說話，但是如果你發現他們話裏有東西，就要注意:“此人
這樣做時，是什麽目的?她這樣做，是想要什麽?”僅僅這樣做，足以使你開始懂事了。 
        這就是給自己點眼藥水的意思。有的人，你得拿根棍子撬開他們的眼皮，即使那樣還不願睜眼。那時他們
是教不成了。如果你的眼睛還不太模糊，不必經常察看。某件事看見一次，足以作爲長期指南，不需要太多例
子。譬如好鞋匠，只需一只鞋樣，便可以開門做生意，做出成百上千雙鞋。 

* 

        耳朵靈的人，意思是:老師只說了一次，你拿著一生受用。 

生老病死
        凡是出現了、有形了，必然會升起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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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把不穩定的東西據爲己有，我們的生活也會不穩定。 

* 

        痛感升起時，就呆在痛處跟著痛感。樂感升起時，就呆在樂處跟著樂感。去了解它們。了解什麽在升起，
何時在升起。你與它們在一起時，要專心一意地觀察、從頭看到尾。最後，它們會消逝，好比我們在草地上放
一塊大石頭，下面的草自己會慢慢死去。 

* 

        痛感升起時，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它地方、其他人那裏，忘記痛，這樣是可以的，但是這只是念住，不是
警覺。如果要同時有念住與警覺，你的覺知必須在你色身內部事件發生的地方。 

* 

        老、病、死，對於理解它們的人來說，是寶藏。它們是聖諦，是尊貴的財富。如果它們是人，我會每天朝
他們頂禮。正因爲有疾病，我做比丘才一直做到今天。 

* 

        修行時進食少量很有用。我想對呼吸作仔細觀察時，會盡量少吃。色身饑餓時，我可以看清楚致痛呼吸感
的升起之處。如果色身吃飽了，很難觀察這些事情，因爲平常情形下一般不發生什麽。因此我看在饑餓、生病
時修行是件好事。實在有病痛時更好，我可以關起門來，不必與其它人牽扯。 

* 

        色身是“死”。心是“生”。如果能把兩者相互分離，我們便能解脫生死。 

* 

        心有雜染與漏，必然經受生老病死。好比糧倉裏的稻種，一旦土壤、濕度、日光、空氣條件合適，必然發
芽，生出更多稻谷、永不休止。但是如果把谷殼刮去，在鍋裏烤一烤，它們就不能發芽了。同樣地，如果我們
燒去心裏升起的雜染，即藉着修定，連續以四念處(身、受、心、法)觀察心的素質，雜染會同米花蹦出炒鍋
一樣從心裏蹦出去。我們達到這個地步時，便達到了不死之心，從死中解脫。我們看見色身不死的部分、心不
死的部分，那時我們便證得了聖諦。 

* 

        智者把死亡當作脫棄一件破舊的衣物。心好比身，身好比破衣。破衣本身沒有什麽實質，它們卻令我們恐
懼。一見衣服上有細小的破洞，趕快找東西補起來。我們打越多的補丁，它越厚。越厚越暖。越暖我們越粘著
它。越粘著它，越癡迷。結果我們永遠脫不了身。 
        不過在智者看來，我們是活是死的問題，不如能否起到作用這個問題更重要。如果繼續活著對己對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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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使是塊破布，他們會忍著繼續穿。不過，如果他們看見繼續活著不再起什麽作用，到時候該把衣服脫
去，他們會立即放開。 

* 

        修習定力，好比把菜籽收集儲存起來，有了濕度，會發芽、長出枝葉花朵。同樣，我們的定力也會發芽成
明辨，會對世間、法界諸事升起全方位明辨。我們會了解色身的四界、五蘊、六處是什麽，一直到不怕老、
病、死的地步。好比我們長大起來時，孩子氣就不見了。 

* 

        不要對你將死與否，生出許多事來。甚至不要去想它。只管淨化你的心，那樣做一切會順利。 

全方位明辨
        法在每個人的心裏。無論你意識到與否，它就在那裏。無論你學不學，它也在那裏。問題在於你能否破
解。一旦學了佛陀制訂的標記，就可以自己破解，好比認字讀書。舉例來說，嬰兒不懂事，生下就
哭:“哇!”那是受蘊。他吃著不喜歡的，便扔了找更好吃的，那是行蘊。長大一點時，開始記事，那是想蘊。
因此法就在每個人的心裏。 
        那麽爲什麽要學習? 我們學習，是爲了解事物的名稱，最後得把一切概念，舊的、新的、過去、未來，
全部除去。那時我們就達到了涅槃。警察不換下制服穿上便裝，便查不出罪犯的秘密。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必
須修習戒、定、慧，才能熟悉五蘊。那就是觀禪的意思。 
        定力是你做的工作。內觀禪是放開。你不能“做內觀”[“do” insight meditation]。它是一種果。戒德爲因時，
定力爲果。定力爲因時，明辨爲果。明辨爲因時，解脫爲果。 

* 

        內觀的技能[the skills of insight]不能教。至多你可以教人們修禪定，但不能教人們有洞察力。

* 

        你必須“做”，才能“知”。你必須知，才能舍。你必須先種因，那個果自然會來。 

* 

        人們在日頭下來回奔跑時，不知太陽真正的熱度。如果你想知道天有多熱，大日頭底下，去田裏坐上五分
種，那時你才了解真正的熱度。苦與痛也一樣。如果心到處不停地跑，它並不真正了解苦與痛。如果想看，必
須靜止下來。 

* 

        定力好比一面鏡子，用來清楚地看自己。明辨則好比望遠鏡，把小的東西放大，遠的事物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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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停止找，換句話說，心必須寂止，才能升起明辨。找是無明[avijja] 。

* 

        你藉着聽講與閱讀獲得的理解[Sutamaya-pañña，聞所成智]，好比一個人醒了，眼還不曾張開。他看不見
一點光，只好到處摸索，沒有確定感，有時抓對、有時抓錯了。你從思考獲得的理解[Cintamaya-pañña，思
所成智]，好比一個人醒了，還不曾離開蚊帳、洗去睡意。他的視覺模糊不清。你藉禪定獲得的理
解[Bhavanamaya-pañña，修所成智]，好比出了蚊帳，洗了臉，把事情看個明白。這是最高等的理解。要努力
培養它。 

* 

        禪定要獲得圓滿結果，心必須發出指令。念住是執行者，協助我們的一切活動，警覺則審察著做完的結
果。從 四念處角度，它們稱爲念住與警覺。從禪那角度，它們稱爲尋想與評估。明辨就是從這些素質中升
起的。 
        明辨來自於觀察因果。如果我們知道果、卻不知因，那不算明辨。如果了解因、不了解果，那也不算明
辨。我們必須以念住與警覺，同時一切了解這兩者。這就是全方位覺知的完整意義。 
        我們內心升起的全方位覺知，來自於因果，不來自書本、傳言、個人臆測。假定我們口袋裏有幾塊銀
幣: 如果只知別人說是錢幣，我們不了解它的屬性。如果試驗一下，放進煉爐裏，看看怎樣做成其它東西，
那時我們才真正了解它的屬性。這樣的智，來自於我們自己的業[行動]。我們禪定時，這樣的智有五類。我
們發現自己內部，有的東西以色身元素爲因; 有的以心爲因; 有的因來自心、但影響色身; 有的因來自色身、
但影響心; 有的因來自身與心共同作用。這樣的智就是明辨。因此我們必須培養戒德、定力與明辨，從中獲
得智識。如果不這樣做，就有無明與癡迷之苦。 
        念住好比蠟燭，給心帶來光明。如果夜裏把蠟燭拿進屋裏、關起門窗、堵住牆上的裂縫、風進不來、火焰
不動，火光會更亮，我們可以看清房裏的一切。關起門窗、堵上裂縫，意思是約束我們的眼、耳、鼻、舌、
身、意，使注意力不遊蕩出去追逐概念與想法。這叫做以念約束。我們的念住會彙集爲一體。念住強大時，即
刻會有果報: 那是一種心輕安感。念住堅定不移時，我們的定力會更強大。心會寂止、端正。光明以兩種形
式出現: 或者從我們內心、或者來自牆上反射。這便是爲什麽，念住是因、是輔助因素，使定力不斷進步。 
        因此，我們要重視這個心理素質。當我們知道某種因升起喜樂與安甯時，應當照料這些因。好比別人同我
們分享食物時，不應忘記他們的好意。又好比父母把我們養大、從小照顧我們。等我們長大、在世上立足後，
不應忘恩。我們必須表示孝心，始終照顧他們，報答他們的善意。只有那時，活著才有進步、不會倒退。 
        因此念住好比父母。我們必須連續照料它，因爲它是一切善巧素養之母。生活中得到任何喜樂，是因爲有
念住。因此，是念住給心帶來甯靜。 
        坐在這裏，把心帶入寂止，做起來並不那麽難。它看起來難，是因爲我們有誤解。觀念有錯，假設也有
錯。如果我們願意去審查，理解了這一點，便會了解真相。比方說，我們以爲是心去這裏那裏，那不是真的。
那是先入之見。實際上，心始終與身在一起。好比電筒發出的只是燈光。燈泡與電筒一直在一起，只是光線閃
了出去。燈泡與燈光是兩回事。燈泡發光，但電筒外的光不帶燈泡。心，即覺知本身，隨著每一次出入呼吸與
色身在一起。閃出去的覺知不是真實的。你不能把燈光放回電筒，好比一個人想抓住光柱，它不會粘到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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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如果心始終在當下，我們爲什麽要修定? 我們修定，是因爲心裏有兩種火，或者說兩種電: 熱火
是貪、嗔、癡之火; 涼火是禪那之火。如果我們懂得怎樣訓練心，會找到涼火。熱火對我們的眼、耳、
鼻、舌、身的經絡是有害的。感官好比燈泡。感官的經絡好比燈絲。如果它們與電流接錯，會立即爆炸。與電
流接對，卻從不關閉，會有損耗。因此修習禪那，是因爲我們要涼性電流，即禪那的涼火。涼火不傷感官，還
讓我們利用感官看見真相，理解我們視、聽、嗅、嘗、觸、想到的一切。這樣，心才有清涼自在。 
        這就是內觀的技能。形色觸擊眼，在觸點升起概念時，我們能以明辨看清它。聲音觸擊耳、氣息觸擊鼻、
口味觸擊舌、觸感觸擊身、念頭觸擊心時，明辨就在它們之間。這樣一來，色不粘著眼、眼不粘著色，聲不粘
著耳、耳不粘著聲，如此類推。這就是直覺洞見，或者說六處舍離，那樣就能夠同時放開觀念與它們的對象。
真正的心保持著清涼與自在，好比一股持久无害的涼火。 
        不能調伏心的人，得與熱火相處，拖垮內心各個部分，比如眼、耳、鼻、舌、身的經絡。經絡疲倦時，這
些人便無明起來。他們眼力暗淡: 看見形色，不知形色的真相。這稱爲無覺知。他們的耳失聰: 聽見聲音，
不了解聲的真相。同樣於鼻、舌、身、意。無論感受什麽，他們不了解那些東西的真相。這就稱爲無覺知。它
導致渴求與雜染，於是有苦。這就是對真相無明的意思。 
        對真相無明的人，好比盲人。走到哪裏都會出麻煩，以爲高處之物在低處、低處之物在高處，盲人沿著平
地走時把腳擡高，因爲他怕絆著什麽。同樣，不了解真相的人，把深奧的法當成淺顯的、把淺顯的法當成深奧
的;把高等的法當成低等、把低等的法當成高等。那是妄見。你的見有誤時，修行便有誤，你的解脫也有
誤，好比擡腳想上台階，可是台階卻不存在。有的人想把自己放到高層次，但缺乏正確的基礎。心沒有一點定
力。他們不停地走路、思考、想象高層次的法，結果卻在原地打轉。他們好比盲人想上樓梯，可下層階梯卻不
存在，只好在原地踏高步。同樣地，處於低層次的人，以爲自己在高層次上，結果越來越往下走。越試圖往上
爬，越下沈。好比大象跌入泥沼，越掙紮陷得越深。 
        上面所說的階梯，便是戒德、定力與明辨。如果我們沿這些階梯走，就會達到目標。好比一個眼力好的
人，會爬實際存在的階梯。修習了定力的人，無論睜眼閉眼，都可以了解事物，因爲他們內心明亮。 

* 

        “行蘊”意思是造作。我們必須研究行蘊，明確如實地了解它們。對它們也要有智慧。行蘊有兩類。世間
行蘊，比如利益、地位、褒揚、娛樂，這些事物升起、消逝。法界行蘊，是我們自己的色身與心理現象: 
五蘊、四界、六處。這些事物也同樣升起、消逝。因此，我們有它們，應當好好利用。否則它們會轉過來害死
我們。如果不花功夫訓練，它們只停留於表象層次。不過如果訓練它們，可以從中得到越來越多的價值。好比
陶土，如果我們聰明，可以做成陶罐煮食。再好一點，做成瓦片蓋房頂。如果塗上釉彩，會更有價值。這些都
取決於我們有多少明辨，了解怎樣加工，增加它們的價值。 

* 

        呼吸是色身造作[行蘊]，即是造作色身的因子。 
        言語造作是由想法轉成的言辭，話在口裏，還不曾大聲說出。 
        心理造作是那些不涉及口頭言辭的想法。你仅作思考，之後了解的那些想法。 
        言語造作與心理造作很類似。在訓練心智時，重要的是努力防止言語造作的升起。不管是關於過去還是未
來的觀念，你必須把它們都掃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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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身造作，即呼吸，乃是色身的當下側面。心理造作是心的當下側面，即構成思維的覺知。 
        心的造作構成了苦的精髓。蠢人把造作當成財物。你想看見火焰，得先 去除煙霧。你想看見非造作，
得先去除心裏的造作。 

* 

        從色、聲、香、味等等中獲得愉悅，是感官之欲。遊蕩出去尋找、尚未找到喜愛之物的心態，是對緣
起[有]的渴求。在當下的想法中動搖、傾斜的心態，是對非緣起[非有]的渴求。對於心的這些側面不了解，則
是無明[avijja]。 

* 

        過去、未來的標簽是“世間”。當下是法。不要讓自己受哪怕一丁點標簽的欺騙。即使稍微牽涉進去，那
就是一種緣起，你必須經曆更多的生老病死。 

* 

        當“過去”只是一種動態、“未來”只是一種動態、“當下”只是一種動態，卻不生業時，便有了解脫的技
能。你可以想過去，但是心不從那個思考中嘗到任何果。爲了使心有離欲，你需要有技能，決定什麽對當下有
害，把一切欲望立即吐出去。過去不真，未來不真。如果它們是真的，必須永久存在。如果你有智慧，就不會
把已經吐出的東西，又放回口裏。 

* 

        貪欲與渴求好比吃與咽、往裏收集。離欲好比吐出、扔棄。如果去抓那些已經離開你、或者尚未來你這裏
的東西，那是渴求與貪欲。離欲，就好比食物碰到你的舌，你立即注意到，在吞下之前把它吐出。 

* 

        佛陀還是居家人時，他曾經思考真正的喜樂來源。他問自己:“喜樂來自富有嗎?”但是他看著財富，看見
它有過患。於是他轉向學問，學問也有過患。他轉向權力，可是他看見權力包含著殺人與戰爭。他這樣來回思
索，問自己怎樣才能找到真正的喜樂。最後意識到，喜樂來自苦痛，苦痛來自喜樂。世間必須這樣轉。事物轉
動時，必須有一根軸，否則怎麽轉? 因此，有什麽在轉，必定有什麽不在轉。他繼續這樣思索，直到發現了
一切轉與不轉的來源，它就在心裏。

* 

        知識有兩類: 真正的知識、與仿冒的知識。真正的知識，是即使即刻與你在一起、別處哪也不去的覺
知。你知道何時站著、何時躺下、說話、思考，等等。仿冒的知識，是追求標簽與印象。標簽是一種知識，但
不是覺知本身。它們好比覺知的影子。真正的覺知，是念住當下，看見因果。這就是明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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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標簽、依照書本、依照人言的知識，是仿冒的知、不是真知。它好比覺知的影子。真知是你內心的覺
知。它只對個人升起[paccattam ，各自證知] 。這種知不能教、不能講。它必須從你內心升起。只有那時，你
才了解什麽是無常、苦、非我，什麽是恒常、自在、我。而種姓智[gotarabhu-ñana] ，既見到這兩方面，同
時又放開這兩方面。法的真相是恒法[dhammathiti]，即保持不動的那部分心智。心的動態與心所，只是覺知
的影子與仿冒。修習佛法時，你要的是真知。如果你不真正修行，只會得到法的影子。因此，我們應當勤修，
讓內心升起真知。 
        §恒法[Dhammathiti]依著天性原地安住。它不變化、不動搖、不隨接觸到的思維對象升起、落下。它是
脫離了苦與緊張的心，是依著天性安住的心。即使以各種形式思考、談話、行動，心只有覺知。它不呈現出離
真如本性變化之相。比方說，把一只杯子放在這裏，沒有任何人、任何東西碰它，它會在那裏停十年、百年不
壞。恒法之心就像那樣。或者，好比寫下數字1，不改成其它字，它就得是原來的1。這便是恒法。 

* 

        要連續從無常、苦、非我角度作觀察，不過你也得從恒常、自在、自我角度觀察。你必須從兩方面看事
物，不只看它們的缺陷，也得看到它們的用處。不過不要讓自己執著於任何一方，否則你便像個獨眼人。恒
常、自在、自我，不知不覺會悄悄地過來，打中你的頭。 

*
 
        洞見有兩方面: 一方面依我們所學的角度看，一方面朝另一個角度看。依傳言看，會成爲洞見的破壞
因素。從另一個角度看的意思是，從不爲人們所說的角度看。他們說有無常的地方，那裏有恒常。他們說有苦
的地方，那裏有自在。他們說是非我的地方，那裏有我。這便是直覺洞見。

* 

        明辨的甯靜寂止，並非佛陀的目的，因爲它並不真正甯靜。最終的甯靜，甚至高於明辨。 

* 

        那些獲得了超世之果的人，入流者、一還者、不還者、阿羅漢: 這些名稱不是指人，而是指心。 

放開
        “我們”好比樹。“執取”好比藤。如果我們對形色有欲望，它們會纏在眼周圍。如果我們對聲音有欲望，
它們會纏在耳周圍，依此類推。我們這樣到處給纏起時，必須得死。有的人不讓自己死得自然。他們的執取把
自己的咽喉勒起來。 

* 

        世界好比順藤爬的紅蟻。如果砍去纏繞我們這棵樹的藤，螞蟻便不能上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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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盡量砍。心長，使它短。心短，使它圓。心圓，使它平猾。心平滑，使它放光。於是它可以滾來
滾去，不卡在任何事上，那樣才能從一切苦與緊張中解脫。 

* 

        苦來自“有”。這就是爲什麽世人受苦。如果他們有五，想添作十。以爲一旦有十就可以寬心了。可真有
了十，又要添到百。接著必得找更多的、怕失去已有的。只有斷氣時，才停止找更多。這就是爲什麽經上教導
我們，“有”是苦。這就是爲什麽佛陀什麽也不要。他說:“色、受、想、行、識，不是我的。色、聲、香、
味、觸、法，不是我的。”沒有什麽是他的，誰又能從他那裏拿走什麽? 誰能壓迫他? 如果人們給我們什麽，
我們說“得”與“有”。如果他們把東西拿走，我們說“失”。但是不擁有任何東西，便不存在得失。那樣的情
形下，哪裏會有苦? 

* 

        涅槃是一切得失的終結。

* 

        如果我們不會放開，就有苦。手裏提著東西，不知放手、放開，不會拿到更好的。這就是爲什麽佛陀教我
們放開。首先，手不會老提著東西而出汗。第二，可以把東西放開、翻過來、從各個角度看看到底是什麽。比
方說，我們手裏緊握一把刀，也看不清它是什麽樣。如果松開手，把刀放開，就能看個仔細，是鋼刀、木刀、
角刀、還是象牙刀，質量好壞、有什麽用。 

* 

        抓緊色身，是在抓緊舊業。放開色身，是放開舊業。我們能這樣放開時，不會造身業。好比一宗地産，如
果我們擁有了它，開了地産證明、劃了地界，就容易有侵權、詐騙、地界糾紛、訴訟官司。但是如果我們不擁
有它，只讓它成爲公共財産，就不會有麻煩與爭吵。這樣心有自在。 

* 

        如果心糾纏於任何事，必然生惡。如果你能照見，生與不生平等、病與不病平等、死與不死平等，意思是
有同樣的價值，那麽心可以放松，不卡在任何事當中了。 

* 

        第一階段，我們放開作惡，開始行善。第二階段，我們放開惡，放開一些善。第三階段，我們放開一切善
惡，因爲這一切依其本性造作，因此不可靠。我們行善，但不執著它。你放開時，必須有智慧地放開，不要有
破壞性，也就是說不要不行善。你連你的觀念也不能抓緊，不必說物質資産了。你行善時，是爲了衆生而做、
爲兒孫而做。你盡量把事做好，但不執取它，因爲你知道，一切造作之事都是無常的。這樣，你的心便如寶石
一般清澈、明亮。如果你糾纏於毀譽之中，是很愚蠢的。好比在喝別人的唾液。你行事端正，會有人說你是錯
的。你做錯時，有人說你錯，也有人說你對。好與壞，沒有哪個恒常，因爲它們不是別的，都是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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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來自善。善來自惡。舉例說，我們吃飯時說，真美味，可接著它穿過身體，變成了性質相反的東西。小
偷來自富人。如果人們沒有財産與珍寶，哪裏會有小偷來竊取? 佛陀看見，惡不可靠; 善不可靠。那就是爲
什麽，他不讓那類線路與他的心連接起來，因此同時放開了善與惡。他從一切善惡之中解脫，超越了世
法[loka-dhamma] 。他便是那樣進入了至高的喜樂。 

* 

        善惡的力量，好比磁鐵，吸引著心爲善爲惡，接著隨這個吸引力，投生到善處惡處。如果我們爲善爲惡，
好比把磁鐵留在世間。那些磁鐵會吸住我們的心，留在它們的層次。不夠聰明、不知怎樣避免與脫離善惡之力
的人，必然給這些磁鐵的力場拉著走。他們得在輪回世界裏繼續遊來蕩去。這就是爲什麽，智者找辦法切斷這
個力場、逃脫它的力量，自由地浮起來。換句話說，他們做善事，接著把磁力場斬斷。他們做也許不那麽善的
事，也把磁力場斬斷。他們不讓這些東西連接起來。換句話說，不執取於做過的事。他們不會繼續把玩它們。
這就是明辨的意義:知道怎樣切斷世間的磁力場。 

* 

        心既不善、也不惡。但正是它，了解善、了解惡。正是它，作善事、作惡事。也正是它，放開善、放開
惡。 

* 

        如果我們抓緊事物，它們不會進步，如果我們放開，它們也不會退化。 

* 

        執取好比一座橋。如果橋不存在，誰去過橋? 只有河的這邊與那邊。有眼便可以看見河的兩邊，卻不與
它們相互連接。不牽扯於念頭之間的心，好比水中蓮葉: 水不能滲進葉裏，水珠只在表面滾動。有覺知，無
執取。 

* 

        不帶執取的覺知好比不需線路的電，只有光明。沒有電線時，不會電死人。或者可以說，它好比無燈
之光: 不用燈芯、不耗燈油、卻有光亮。 

* 

        如果我們把身與心分開來，常規的覺知便消失了，但是那不意味著覺知湮滅了。它還在那裏，但是以一種
特別的形式存在，不依賴於身心。好比我們把蠟燭的蠟與芯分開: 火焰消失，不過火的潛力並不消失。不管
燃料是不是存在，它的天性獨立存在。這就是涅槃之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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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羅漢能說能動，不過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與動。他們知道怎樣把事物分開。好比有人在收音機裏講話: 
即使我們敲打音箱，也不會碰著說話的人。

* 

        解脫的經驗，沒有“前”“後”之感，甚至也沒有“當下”之感。 

* 

        心爲空性時，它輕松、自由、沒有絲毫念頭。好比鳥兒有雙足，卻不在空中留下足迹。同樣，心爲空性
時，人們批評你，空中留不下字迹，沒有什麽印象粘在心裏。 

* 

        止禪意味著使心的渴求靜止下來。觀禪意味著同時了解渴求與非渴求之心。如實了解前世與來世，那是直
覺智。這樣的智根本不粘著於任何概念。這就稱爲解脫的技能。它既不粘著於有渴求的心，也不粘著於無渴求
的心。好比在空中寫字: 不消耗空氣、寫得不費氣力、寫什麽你讀不出。寫的是好是壞，看不出來。空氣就
在那裏，要說空氣的形狀，卻不存在。 

词汇录

ajaan: 導師，尊師。 
arahant: 阿羅漢; 有價值者; 純淨者——即心已無有雜染之漏，因此不再重生。這是對佛陀與證得最高果位諸
聖弟子的稱號。 
ariyadhana: 尊貴的財富; 作爲解脫“資糧”的素養: 信念、戒德、良知、懼惡、多聞、佈施、明辨。 
avijja: 無覺知，無明。苦與緊張的基本原因。 
buddho: 覺醒，佛陀的名號。 
dhamma (dharma): 法。事件; 現象; 事物本質; 事物內在性質; 事物發展的基本原理。也指人類爲了順應自然
法則應該采取的行爲准則，指人們爲了內心證悟需培養的心智素質。在引申意義上，法(大寫的Dhamma) 也
指任何傳授這些原理的學說。因此佛法，指的既是他的教導，也是這些教導所指明的，對涅槃本質的直接體
驗。 
dhutanga: 頭陀行，比丘與其它行者自願采納、強化修行的做法——如一日一餐、林居修行、一段時間不躺
倒入睡。 
gotarabhu-ñana: 種姓智。指使凡夫轉爲聖僧伽弟子的洞見。 
jhana: 禪那，指對於單一目標的(某種覺受或者心念)的禪定專注。 
kamma (karma): 業，導致緣起與重生的動機。 
lokadhamma: 世間法，常列爲八種: 財富、失去財富、地位、失去地位、贊揚、批評、喜樂與痛苦。 
lokavidu: 世間解。精通宇宙現象者，爲佛陀的名號之一。 
mahasatipatthana: 大念處。阿姜李指的是心在禪那之中時，作爲念住參照的身感。 
nibbana (nirvana): 涅槃。心智從感受、心理動態、動機與推測中的“解脫”。由於這個詞也用於指火的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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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此帶有寂止、冷卻、甯靜的涵義。(根據佛陀時代的物理學，一切物質多少具有潛在的火的屬性。激活
之後，它便抓住、附著於燃料之上。火熄滅後，它便解脫了。) 
nivarana: 五蓋。障礙。妨礙入定，明辨的五種心理素質: 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焦躁]、不確定[疑]。 
sangha: 僧伽。跟隨佛陀的弟子團體。理想意義[ariya，聖義]上，指的是佛陀的弟子，無論在家出家者之中、
已至少證得解脫初果者。常規意義上指佛教僧侶。 
sankhara: 行蘊。虛構、合成、造作之事，指造作物質或心理事件的力量與因素、造作過程、及造作而成的
事物。 
vipassana: 內觀[內明，洞見，維巴沙那，毗婆奢拿]。指從無常、苦、非我的角度，如實觀察物質與心理現象的
生滅，從而獲得清晰、直覺的明辨。 
vipassanupakkilesa: 洞見的敗壞; 觀染; 禪定中可能出現某些強烈的體驗，使行者誤信修持已成。通常指以下
十種:光、異能、喜、輕安、樂、強烈信念、過度精進、執迷、漠然、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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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我現在講一段佛陀的教誡，鼓勵你們循照佛陀的指點，專心、正確地修行。這些教誡稱爲法。法是心的裝飾。
它也是培育五根的方式。我打算討論的經文來自《教誡波羅提木叉》 [Ovāda-Paṭimokkha]。這段教誡講的是歸依佛
陀而出家者的職責，不過這些修持也同樣適用於居家人。居家人依此修持，可以訓練自己成爲好人，成爲護持佛教
的眼、耳、腿、足、手，使佛教繁榮。 
        這些教誡綱要，對我們大家都適用，它們歸爲六句: 

Anupavādo 不責難，
Anupaghāto 不傷害，
Pāṭimokkhe ca samvaro 依波羅提木叉律儀[依照比丘戒規範或調禦]，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節制進食，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隱居靜處，
Adhicitte ca āyogo : 确立于提升的心:

Etaṃ buddhāna-sāsanaṃ 這是諸佛的教誡。
 
        第一條教誡: Anupavādo——不責難。不要去找對方的錯。換句話說，不要講他人的壞話、不誤傳他人、不說
離間的話。不講讒言、不鼓勵讒言。不相互詛咒、叫罵。與其相互找錯，我們每個人應當找自己的錯。那就是不找
錯的意思。這個教誡任何時候都可以應用，無論你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 
        Anupaghāto ——不傷害: 不要允許自己仇恨對方。一起生活的人，行爲不在同一個層次是正常的。有的人知
禮，有的人粗糙——但是要記得，不是惡，只是舉止比較粗糙。體力上，有的人強健、能幹、有力，有的人孱弱、
病虛。言語上，有的人能言善道，有的人拙於辭令; 有的人話多，有的人少言; 有的人愛談世事，有的人好講法義; 
有的人講錯，有的人講對。這就叫做不平等。這樣的情形下，必然會有衝突與衝撞，多少總有那麼一點。我們同在
一個法界內生活，這樣的情形發生時，不應當記恨。我們應當相互原宥，把那個垢染從心裏清洗出去。爲什麼? 因
爲不這樣它會轉爲敵意與仇恨。原諒的舉宥，稱爲原宥的贈禮。它會使你成爲一個不抓緊事物、不背負事物、不糾
纏於事物的人——也就是不記恨的人。即使間或有過失、有錯誤，我們應當相互原諒。我們應當對周圍的人盡量有
愛心、慈心、仁心。這就稱爲 anupaghāto——不傷害。這是我們作爲佛教徒，不論居家人還是出家修行者，都必須
修練的一部分。 
        Pāṭimokkhe ca samvaro——依波羅提木叉戒自禦: 行爲方式要使你靠近解脫之入口。什麼是解脫之入口? Mukha
意思是口或者入口。Mokkha意思是解脫。要坐得靠近食物，讓你的口靠近解脫。不要坐得遠遠的，否則喫不著。
要坐得近，使解脫就觸手可及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直接送進口裏。換句話說，凡是靠近佛教的行爲，就是你應當遵
守的行爲。靠近佛教的意思是，修梵行。你要知道，居家人和出家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梵行生活。居家人的梵行有
兩種形式: 一種是持八戒中的前五戒: 不殺生;不偷盜;無性事——正是此戒構成了梵行; 不說謊; 不用醉品。這是一種
梵行形式，它靠近解脫的入口。居家人梵行的第二種形式，是遵守八戒裏的每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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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沙彌和比丘們，他們應當分別遵守十戒和227戒。同時，不可忽略該當奉行的好的行爲模式。這就稱爲
acara-gocara-sampanno——不去界外可能傷害你的區域游蕩。 換句話說，不要讓你的身體去那裏、不要讓你的言
語在那些地方滯留、也不要讓你的心去那裏。不要與習性低下的失德者交往。不要向無戒德的人討教。不要讓你的
心跟他們糾纏在一起。試著在心裏念那些善士，念你自己正在試圖培育的善德。這就叫做梵行。凡是這樣做的人，
就稱爲依波羅提木叉戒而自禦，就在涅槃旁邊。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節制進食: 對食物，要有節制感。我這裏講的是具體的食物。人們有三種喫法，
第一種是貪心地喫。胃飽了，心還不飽。嘴裏塞得都咽不下去，胃裏也滿了，心卻還想喫更多。不要讓這種貪欲控
制你的心。 
        第二種，是滿足地喫。你滿足於鉢裏的食物，不喫鉢外食。或者，你滿足於伸手可及的食物。你不要求任何夠

不著的食物。你不用手、眼、或者表情，示意自己還要更多。盤裏有什麼，鉢裏有什麼，你就喫什麼。這就稱爲喫
得滿足。 
        第三種，是有節制地喫。這種喫法從世間角度、從法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舉悉沃裏尊者[Ven. Sivali]的例
子。他喫得有節制。怎樣有節制呢? 我們多數人只知道，悉沃裏尊者得到的供養極其豐盛。但那樣的豐盛從哪裏
來? 來自節制進食。喫有節制，正是富足之源。悉沃裏尊者是這樣做的: 無論何時他得到布匹，如果不送人一塊，
他自己不穿。鉢裏得到食物時，他會送一些給人之後自己才喫。四受用品中無論他得到的哪一種——食物、僧袍、
居處、藥品，無論得多得少——一旦爲他所有，不把其中一些與周圍的人分享，他自己不用。得到許多，他就給眾
人送大禮。只得一點，他還是盡量地有益於人。這給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好事。朋友喜愛他、僧團喜愛他，他們善
待他。這就是爲什麼說，佈施結交友誼、消除敵人。 
        悉沃裏尊者就是那樣做的。他從那世謝世、最後一次重生時，得到了各種各樣的財富，從來不需挨餓。即使他
住到食物本該稀少的地方，也從來不曾有過匱乏，從來不曾短缺過什麼。 
        這個故事對我們的寓意是，無論得到什麼，只喫三分之一，把其它三分之二送出去。適合給動物的，佈施給動
物。適合給人的，佈施給人。該當給梵行同伴的，我們帶著清淨之心佈施。這就是消費有節制的意思。我們的身與
心都有自在。死時，不會受窮。 
        這個原則不僅從佛教角度看，而且從一般現代世界的角度來看，都是很好的。它是克服暴力活動的良方。它怎
麼克服暴力呢? 人們不受窮時，不會暴動。暴動從哪裏來? 它來自那些沒有家可住、沒東西可喫、沒人照顧的人。
又窮又餓到這個地步時，他們就想:『只要我在苦，讓大家一樣苦。不要有私人財產。讓大家一起共享一切。』這
樣的想法來自於貧窮與匱乏。那麼爲什麼有貧窮呢? 因爲有的人只管自己喫。他們不與大家分享。等到有許多人受
苦、想報復時，他們就轉成革命者或者暴動者。 
        因此，暴力活動來自於貪與自私、來自不分享我們的所得。如果我們得到十銖，可以佈施九銖，喫剩下的一銖
能買的東西。那樣，我們會有許多朋友。慈愛、親切、寧靜、繁榮將會昇起。怎麼會呢? 當老百姓有地方住、有飯
喫，當他們喫飯能喫飽，躺下睡得著時，爲什麼要腦袋裏找麻煩，去參與政治的混淆呢?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教導我們，消費有節制是件好事，是件尊貴、傑出的事。我們這樣修持時，就符合了這
句:  
bhattasmiṃ ——節制進食。我們就會修持正善、修持有方、益己益人。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隱居靜處: 不要做忙人。無論你住哪裏，要盡量安靜、平和。不要糾纏牽扯、或者
與團體其他成員相互湊熱鬧。不要參與事端，除非實在不能避免。當你學過了、理解了，就去找個僻靜、獨居的地
方，住下來禪定。你跟其他人住時，要找安靜的團體一起住。你一人獨居時，要安靜。即使你與團體一起住，也要
獨自靜處。只接受團體提供的和合優點。獨自隱居時，不要動作太多。你的行爲要平和、言語要平和、心意要平
和。你與兩三個人一起住時，不要參與爭吵，因爲有爭吵時，就沒有平和: 你的行動不平和，因爲你氣沖沖地起立
行走。你的言語不平和。你的心，帶著憤怒、報復、惡意的念頭，也不平和。這樣就昇起各種各樣的惡業。你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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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裏時，四人也好，九十九人也好，必須確保團體的安寧，不做那些衝突、爭吵、傷感情、損害對方的事。那個
團體應當是一個安安靜靜地修習戒律與佛法的合作體。那時它才是一個好團體，有序、文明、利於每個成員的進
步。按照佛陀的教誡，這是我們作爲佛弟子的職責的一部分，這就稱爲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制造一個安靜的地
方居住，身與心有自在。 
        Adhicitte ca āyogo ——確立於提昇的心: 不要自滿。勤修定力，達到adhicitta，也就是提昇的心的層次。經常修
定、經常坐著入定，爲團體的其他人作榜樣。你談話時，要請教怎樣培養禪定主題[業處]。要討論修定的果報。要
練習祛除障礙心的五蓋。你這樣做時，就是在遵循提昇之心的教誡。 
        另一個心的提昇層次是，心已經脫離五蓋而入定，無上下浮動。它堅定、結實、有力，沒有什麼在污染它。這
就稱爲 adhicitte ca āyogo: 確立於提昇的心。因此不要自滿。要不斷地在這上面努力。 
        Etaṃ buddhāna-sāsanaṃ ——這是諸佛的教誡: 你這樣做時，就是在遵循諸佛的教導。這是佛陀之言，是他親口
所說。 
        因此，我們都應當努力訓練，在內心昇起這些原則。如果你誠實端正地在這些教誡中確立起來，那麼即使你還
不能使心徹底滅苦，最最起碼，你是在朝正確的方向培養自己。你的壞習性會一天天消失，取代它們的是你過去從
不曾有的好習性。而你現有的好習性，則會茂盛、壯大。 
        因此，你聽了這個開示，要拿回去用於修行。要訓練自己，在行動中循照佛陀的教誡。你那樣做時，就會在他
的教導中蓬勃成長，得到喜樂與進步。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everyone.html 
最近訂正 8-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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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的果報是: (1)它淨化修習者的善德;(2)它把心引入正定。這就是爲什麼它包括在四十個經典
禪定主題之內。 
    我們的世尊，從他覺悟之前，一直到他入般涅槃，始終在行爲上修慈心、在言語上修慈心、在
思維上修慈心。我們人類在三寶的功德下和平生活到今天，有賴於佛陀的大慈心、大悲心的力
量。因此，我們也應當以他爲榜樣，培育對一切眾生的慈心。 
    慈心的力量，會以無數的方式，給世界帶來和平和保障。有一個佛陀時代的小故事，說明了這
一點。有位國王在一次征戰後率軍返回。路上在一座清涼、安靜的森林裏停駐休整，找水解渴、
盥洗。他們在林子裏遇見了大約五百名比丘，正在修慈心禪。比丘們簡直是無聲無息，他們寧靜
的舉止使國王震驚。他想:『區區三兩口之家必有爭亂。這幾百沙門聚住在這裏，卻可以一絲不
亂。我國如有這樣的和平，或許不需要戰爭。』 
    他對此印象深刻，於是去拜見首座比丘，請求教給他那個修行法門。他聽從首座長老的建議，
先把大軍遣回國都，自己留在森林裏潛修慈心禪十二年，直到掌握諸禪那，這才回到都城。他一
回來，便經常朝著自己王國和諸鄰國的四面八方傳播慈念。人們蜂擁而來，圍繞在他身邊: 快
樂、歡喜、敬仰。交談中他了解了他們的甘苦，便教他們培育相互之間的慈、悲、喜、舍之心。
臣民們帶著信賴與尊敬，專注地聆聽他的宣講，奉行他的指導。從那時起，愛心與仁心在每家每
村傳播，一種友誼、團體、合作的氣氛遍及全國。人們不再與鄰國交戰，喜樂、和平地生活。 
    這個故事表明，一個人內心的善意，可以有力量成就多大的事: 它給一個國家帶來了安全與寧
靜。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教導我們藉著修慈心禪培育內在的善德。不過，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果
報，必須真正用心去做。即便只做短暫的片刻——大象之耳一扇，毒蛇之舌一閃——那點時間裏
也會昇起驚人的力量，就像蛇與象，眨眼間能置人獸於死地。不過，如果你對自己正在做的事並
不真正用心，真法的力量不會在心裏顯現，你不能用它得到一點果報——好比貓狗之耳，盡可以
一天到晚扇，誰也不怕。可是大象的耳朵只扇那麼一下，人們連滾帶爬，逃得腿都快斷掉。或
者，眼鏡蛇的舌，只閃那麼一下，人們給嚇得昏倒。心在真正專注之下，就會有那麼強的功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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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的世俗王冠，裝點著所有九顆吉祥珠寶，即使它耀眼、無價，也難與行者的法冠相比，它
裝點著佛寶、法寶、僧寶。 

* * *
    如果我們讓惡流入心裏，善德便沒有機會進來掌管。惡將會奪權、主宰，善德只好逃出去，站
在牆外發抖。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goodwill.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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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在這裏培育的善德: 不要忘記。它一定會結出果報。不要低估它，以爲我們在這裏
做的一點點小事不會生出多少果報。千萬不要低估它。  
        佛陀時代就有許多例子。有些比丘與沙彌，出家後不能夠斷盡雜染，只刮得薄了一點，因此
氣餒還俗。還俗後，他們得找個生計: 有的找正當的，有的找不正當的。那些參與不良活動的
人，給官府抓起來送進了牢獄。  
        有個例子講的是舍利弗的一位弟子。他爲了培育善德而出家，可當他得不到想要的果報時，
就還俗做了盜賊。過了一陣，給抓住判了死刑。執行前，官府決定施大刑示眾七天，藉此警誡他
人。國王命下屬削尖木樁、磨光鐵矛，一排排插起，讓他在尖刺上或坐或躺。於是他的身體給叉
得鮮血淋漓，昇起鑽心之痛。就這樣早、中、晚一天三次，召集了全城人來看盜賊受刑。  
        本來計劃是這樣折磨他七天之後砍頭，可這個盜賊過去跟舍利弗修行時所得的善業還有剩
餘。舍利弗教他修過一些苦行與禪定，他已達到初禪。不過那初禪擋不住雜染與渴求，這也是他
還俗的原因。  
        碰巧在第六天，舍利弗——因爲有大慈悲，畢竟有時是他代替佛陀，教人們修法——用他的
禪定力量察看出家的、還俗的弟子們，人在哪裏、過得怎樣。因爲那個盜賊跟著舍利弗時有一點
善德的緣故，一道光對舍利弗顯現，在其中他見到這弟子正在受刑，第二天要給砍頭。見此情
形，舍利弗觀想弟子所存的善德，見他本來尚有一點潛力，卻都已經枯萎。即使這樣，他過去培
育的一點善德依舊內心埋藏著。雖然雜染包裹著心，可裏面還有一點善德。  
        意識到這點後，舍利弗大早就去弟子的受刑地點托鉢。走近周圍時，弟子正躺在尖矛床上，
周圍擁擠不堪，人們興奮地跑來跑去，有的是見到舍利弗而興奮，有的是看盜賊受刑而興奮。碰
巧人群分散片刻，弟子看見了尊師袈裟的一角。舍利弗傳送著慈心，弟子感受到了，這成了尊師
就在附近的保證，但他再不能走得更近了。  
        這個弟子見到舍利弗後滿心歡喜，又想:『明天我就得離師而去——我要給處死了。』一邊動
念頂禮尊師，一邊記起了舍利弗的禪定教導，於是他開始練習禪那，使心入定。心定下來後，他
開始觀想死亡:『明天他們一定會殺死我，這是毫無疑問的。』於是他再進一步觀想：『死亡在哪
裏? 死亡發生在哪裏? 』他意識到，死亡就在鼻端：如果呼吸停止，那就完了。可只要你還有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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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即使在受慘痛的折磨，你還沒有死去。  
        於是他開始練習出入息念。一旦專注起來，呼吸［氣］絕然寂止，血朝傷口的流動停止了。
血停止流動時，傷口開始愈合。傷口愈合時，他感到又喜又樂: 禪定居然如此有力量克服疼痛。  
        於是他開始觀身體各部分——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一遍又一遍來回地觀，直
到把切開的身體再又重新連接起來。當身體的各部分如此修得力量時，就可以在矛尖上盤腿坐
起，成全蓮式，進入禪那：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進入四禪後，他的身體輕如一團棉絨，力
度超過鐵矛木矛。那些矛尖再也不能穿破他的身體。最後，他的心進入了安止定，他發願:『如果
逃得一命，我要回去與尊師同住。』他把心定在第四禪那，它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一所緣性：
根本不參與其它事，人們要處死他的念頭徹底消失了。第二個因素是念住，它明亮放光。在念住
之光裏，他看見了尊師。於是他又發一願:『我要跟尊師在一起。』他一發此願，身體便浮到空
中，飄向舍利弗所在之處。與老師重逢後，他發誓永不作惡。因此，他藉著禪定，從整件事中活
了下來。他沒有成爲阿羅漢或者什麼，但他的確活下來了。  
        這就說明，哪怕我們培育的善德不能立刻達到所期望的程度，不可低估它。善德好比火。不
要低估火，因爲一根火柴可以毀滅整座城市。善德的力量正是如此。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教導我們
不要低估我們培養的善德。哪怕看上去只有一丁點，它有力量阻擋不幸事件、減重爲輕、保障我
們的安全和安穩。要記住這一點。  
        另外要記住的一點: 人們好比植物，比方說，你把南瓜籽種在地裏，想要它馬上生長，給你
結出南瓜，是不成的。盡管如此，你種下那個東西的天性會一點一點地長，過一段時間就會長成
你要的南瓜。不過你坐在那裏，看它一天、一小時、一分鐘里長了多少，看那棵南瓜苗長了幾公
分，能那麼算嗎? 當然不能。但你相信它每天在長嗎? 當然。它要是不長，過一陣怎麼變那麼大? 
我們所培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善德也一樣: 即使果報不能馬上可見，它必然會來。你不能算計一
天裏修了多少福德、一天的業行結出了多少善果，但若問有無果報，你得回答: 有。好比那南瓜
苗: 看不見它在長，可你知道它在長。即使你一直在修的善德看上去不在滋長，不要低估它。  
        還有一點，有些人好比香蕉樹，香蕉樹的天性是，如果你把樹幹砍了，一個鐘頭內它就長，
你會看見新芽從頂上長了整整一寸。再過兩三天，那根芽已經長了一兩尺。有的人就像這樣。他
們結果快、果報非凡、培養出各種各樣的能力。舉例說，他們可以很快進入禪那，之後可以清楚
地對其他人講解自己的體驗。  
        同樣的事發生在佛陀時代。以周利磐陀伽爲例[1]: 很長時間他一直在培育善德，帶著因朋友
們輕視而受傷的自尊心繼續修行，不過當他終於掌握了禪定時，立刻有了結果。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他與世尊帶領的五百比丘在一起，有位錢商邀請全體去他家裏應供。周利磐陀伽的兄長
摩訶磐陀伽，正是掌管僧食的。有誰來請供，摩訶磐陀伽的職責是通知其他比丘。可是，摩訶磐
陀伽正在爲弟弟的懶惰、麻木、整天打磕睡而羞愧。因此，他認爲周利磐陀伽不配去任何人家裏
應供，決定不讓他去。於是他只邀了其他四百九十九位比丘，由佛陀帶領，去錢商家應供。來到
錢商家，眾比丘受供後，剩下一只食盤。因此錢商問摩訶磐陀伽，爲什麼人數不足他邀的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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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磐陀伽告訴他，周利磐陀伽不曾受邀。  
        錢商於是去見佛陀。佛陀知道周利磐陀伽正在寺院裏禪定，於是告訴錢商，周利磐陀伽是位
重要的比丘，必須派一位家僕請來應供。只是佛陀要錢商看見周利磐陀伽已經成就的力量，沒有
解釋該怎麼請。他讓家僕親自去看了，之後他再解釋。  
        再說周利磐陀伽，他的自尊心大傷，那天決定不喫飯，坐著禪定。碰巧他進入了第四禪：他
這輩子禪定從來不曾進展這麼深。達到第四禪後，他又進入第五禪，使心清晰、明亮、綻放，身
心兩者都昇起了神通力。  
        就在那時，錢商的家僕來到寺院裏。周利磐陀伽見到他時，動了一個意念，使得全寺到處是
比丘——長得都跟他一樣。有的在坐禪、有的在行禪、有的在洗袈裟。僕人問其中一位，周利磐
陀伽在哪裏，他就指向寺院的另一處。到了那裏再問一位比丘，他又指著別處，一直到就餐時間
快結束了，還找不著周利磐陀伽。於是他跑回錢商家裏。  
        這時候，佛陀知道周利磐陀伽的神通力已經圓滿成就，從今以後將不受朋友的輕視，於是告
訴那位家僕回寺裏再請，不過這一次，告訴了他該怎麼做。怎麼做呢? 當家僕問其中一位，周利
磐陀伽在哪裏時，要在比丘開口之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家僕照做了。他回到寺院，裏面還到處
是比丘，他問其中一位，周利磐陀伽在哪裏。那個比丘正要指向別處，家僕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臂。抓住的那一瞬間，寺裏其他的比丘全部消失，只剩下手裏抓著的那一位。於是他就請那位比
丘去錢商家應供。  
        從那以後，周利磐陀伽成了僧伽中出眾的比丘之一，有各種各樣不凡的神通。他能站在日頭
下不熱、走在雨裏不濕、走長路一會兒就到。他可以使自己同時在多處出現: 森林裏、墓地裏、
其它地方。他發展出各種各樣的能力。結果，他那受朋友輕視而受傷的自尊心終於復原，反而成
爲佛陀著名的弟子當中出色的一位。  
        這就是善德的力量。有的人得到異能與種種神通: 禪定成熟了、洞見成熟了，就能在此生證
得涅槃。這一切，來自善德、來自他們培養的波羅蜜。所以我們也應當爲自己已經培養的善德而
自豪。  
        還有另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老婦，有天去寺院，看見行禪道髒了，就把垃圾掃清，方便比
丘們行走。她只做了這麼一次，但是做的時候帶著慈心，具信、恭敬、心態純淨。她看著那些垃
圾不舒服，於是把它全部掃去，還准備好洗足水；作爲果報，她的心有清潔、清新之感。回家不
久，她突然得心臟病死了。死後她轉生爲天神，有一大群隨從、一座宮殿、天食、充沛多樣的財
富。她住在宮殿裏，回憶起前世來，心想:『如果我做了許多的福德，會比現在更富有。最好回
去，善事稍微再做久一點，我可以得到比現在更多的財富。我過去不知道善德會有這樣的果
報。』  
        因此她離開天界下到地面，在森林、野外悄悄地尋找比丘。她碰見一位比丘正要入定，就站
在一旁盯著他，找機會做事。可當他見到她時，卻趕她走:『這是什麼天神，想湊過來撈取人類的
福德? 以前你低估了福德，如今得著好果報，還要更多。你能貪到什麼地步? 走開! 我什麼也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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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讓人類有機會做善事。有很多人沒有做過你做的事。不要過來拿走他們修善德的機會。』  
        那位天神懊惱地逃回天界，只得滿足於已有的果報。她本想做更多的福德事，別人卻不要她
做。爲什麼? 我們人類往往看低小小的福德業，可是死後想再做一點福德卻很難。爲什麼難? 你
的身體不再像人身。你根本不能與人講話，連把食物放進僧鉢也做不到。你最多只能站在一邊，
隨喜他人的福德。只有那些眼力好的人能夠看見你。沒有那種眼力的人，根本看不見你。如果遇
見那些有特殊心力的人，可以教你一點。但是如果你做天神時沒有碰見這類人，就沒有機會培養
更多善德了。  
        因此，你不要低估善德的力量。只要有時間與機會，任何時候你注意到有行善的機緣，自己
有能力，應當趕快付出努力、盡快培育善德。如果死亡現在降臨，你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你能
做的，只有把存著的乾糧包起來帶走——換句話說，你過去修的福德。當你憶念它時，那個善德
會滋養你的心，助你到達天界的某個好去處。如果你修練心，獲得強大的定力，將能夠從世俗域
界中解脫，把你的心帶到超世。  
        因此，我們當中那些還不曾培養出所求的善德的人: 不要低估你已經有的。把已經做的當成
自己的財富。是這些財富，將來會防止你落入低等域界。只要活在這個世上，你可以依靠那個善
德決定你的人生軌跡。如果離開這個世界，你的善德好比影子，會一直跟著你。  
        我在這裏所講的善德，正是我們這些心聚集在一起，在這裏培養的東西。把我的告誡牢記在
心，作爲憶念法的一部分。 
 
[1]周利磐陀伽：此爲法句經故事,周利磐陀伽生來愚鈍健忘。 

相關連接: 
        阿姜李: 福德的精髓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goodness.html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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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觀(insight，毗婆奢拿，維巴沙那）不是什麽可以教會的東西。它必須在你的內心形成，不
是你可以記住和談論的。要教到可以記住，我保證花不了五個鐘頭。但是你想懂得其中的一個
字，也許三年也不夠。記錄只能形成回憶，實踐才能産生真知。這就是爲什麽你想要懂得和掌握
它，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和堅持。  
        明辨昇起時，你會知道事物是什麽、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好比看到一盞燈在大放光明：
我們知道“那是火焰......那是煙霧......那是光亮。” 我們知道什麽和什麽混在一起就産生了什麽、熄
燈時火焰去哪裏了。所有這一切便是明辨的技巧。  
        有些人說，止禪和觀禪是兩個分開部分——那怎麽可能是真的呢？止禪是“靜止”(stopping)，
觀禪是通往覺悟的“思想”(thinking)。在開悟時，心定下來、保持靜止。它們是同一樣東西的組成
部分。了解必須來自靜止。假如你不靜止，怎麽能了解？比方說，你坐在快速行駛的車、船裏，
想看看路邊擦身而過的人或物，你根本看不清誰是誰、那是什麽。只有你停在某處，才能把事物
看個清楚。  
        再舉個更直接的例子。我們說話時，每個短語之間要停一下。假如你一口氣不停地說，有誰
能聽懂你在說什麽？  
        這就是爲什麽，我們首先必須使心停下來、靜下來、定下來。在心靜止到了一種穩定狀態
時，定力就昇起、明辨接著産生。這個你得自己練習、自己培養．不要光聽別人說:“這樣做，你
就知道是 ‘喔！喔！喔！’，而不是 ‘喔？喔？喔？’”不要把他人說的好東西記在心裏。得讓它們從
內心産生出來，把那些東西變成自己的。花你自己的一塊錢，比花從別人那裏借來的一百塊錢要
好。你用借來的錢，就得擔心欠債。你花自己的錢就不必擔心。  
        靜止是産生力量的前提。假如一個人有走有跑，就打不贏別人，因爲靜止以待的那個人比較
有優勢。這就是爲什麽我們教大家把心定下來，才能獲得力量。然後它才能開始帶著力量和敏捷
重新走路。  
        我們有兩只腳是事實，但我們走路時必須一次用一只腳邁步。假如你兩只腳一起邁步，哪也
去不了。或者你只用一只腳走路，那也不行。右腳停下來時，左腳必須邁一步。左腳停下來時，
右腳必須邁一步。你要想走得有點力度，必須一只腳停下來，邁動另一只腳，因爲力量來自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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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來的腳，而不是來自邁步的腳。一邊邁一步時，另一邊得停下。否則你沒有支持，肯定會跌
倒。假如你不信，試試自己用兩只腳一起走，就知道能走多遠。同樣，止和觀必須一起培養。你
首先必須使心靜止下來，然後察看一步：這就是觀。由此生起的了解就是明辨。而放下你對那個
了解的執著，就是解脫。  
        因此，停止就是爲了産生力量、産生知識和明辨的因素——靜止的心，以高度的戒德、高度
的知覺、高度的明辨，同時了解了世間法和出世法，從而走向超越。 

最近訂正 8-2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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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者注: 這段開示的不尋常之處，在於我們有兩個速記還原版本，長版本(II)來自梅齊阿倫.阿
比瓦那，短版本(I)出自無明氏之手。兩個版本比較之下發人深省，提示我們根據速記還原的開示
會失卻多少原義。盡管如此，我們感謝那些在阿姜李開示時，不計其煩作了筆記的人。沒有他
們，我們不會有他的口頭教誨保存至今。  
        有些段落的譯文已收錄在《精神食糧》與《解脫的技能》當中。把他們放在原來的上下文
裏，顯示出它們在阿姜李教導方式中的功能。正如他的弟子阿姜放有一次曾經說，阿姜李能夠同
時在三個層次上講話。這場開示對每個人都有所啟示。] 

I
 
        『快意』與『清淨』是不同的。它們不是一回事。快意是身心對物質對象的自在感，但它不
清淨，因爲心依然飽浸在各種所緣之中，受其污染。清淨是一種獨立於物質對象的愉悅，它來自
心的寂止和自在。  
        快意是形式較低的善德: 它是世間的。清淨則是更高形式的善德: 它是超世的。  
        在定力修持中，正精進是輔助因素，正念與正定是監督因素。這兩類因素是止禪的基本原
則。它們監督、保護心，不讓它落入妄定。  
        有些人說，止與觀[洞見]是兩件分開的事，實際上它們是同一回事。止昇起洞見。洞見昇起
清淨。因此清淨還來自這個我們經常說的心的寂止。  
        我們怎麼做才能達到清淨? 要使心達到清淨，我們必須訓練它。這事要它說容易，也容易。
要說它難，也難。如果你真心誠意地修，就容易得到果報。如果你不真心，果報就會是困難。  
        修止禪好比點蠟燭。如果小心保護它不受風吹，火焰就會直昇，發出明亮的光。你可以把什
麼都看個明白。如果蠟燭翻倒了，火焰就會熄滅，你就得摸著走路。也許會把貓當成狗，把狗當
成貓，因爲你看不清。  
        同樣地，我們必須下功夫，用念住保護心，不受風吹。不要讓五蓋吹進來，制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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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快意與清淨的善德是不同的，它們不是一回事。快意是來自尋常事物的身與心的那種自在
感: 喫得、住得、睡得舒服，無病，手頭富裕，等等。至於清淨的善德，它是來自尋常事物之外
的一種愉悅感。它來自你自己的心，不需要依賴外界事物的支持。這樣的清淨以法爲支持。當它
昇起時，是穩定、不變、持久的。而平常的快意，是不可靠的。多數情形下，它往往令人失望。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來到法界尋找喜樂，它的喜悅不會讓我們失望。  
        法好比房頂上的茅草或瓦片，保護人們不受日曬雨淋。當人們生來這個世界時，就好比落在
露天裏，什麼庇護也沒有。他們必然會受日曬、雨淋、風吹之苦。只有當他們的心裏有法定駐下
來時，才能夠逃離這些危險。這就是爲什麼經上教導我們，爲心找到庇護處——也就是法——給
我們保障。法在這裏指的是：戒德、定力、與明辨。  
        戒德有四類: 約束感官、依波羅提木叉戒自禦、淨化生計、省思受用品。這四類戒德，好比
四面牆，將保護我們不受颶風的侵襲。定力——也就是四禪那——好比一座四方屋頂，保護我們
不受日曬雨淋。明辨——即超世智——好比堅實的地板，保護我們免遭墜入低等域界的危險。當
你給自己提供了這三重防護時，就有了一種安全感，不必懼怕今世、來世會出現的任何苦。  
        戒是身的庇護處，定是心的庇護處。心的庇護處，由止與觀組成。止的意思是令心靜止、牢
固、不著五蓋。觀的意思是，用你的明辨審視內心一切造作事物的因與果，使你能看見它們的實
相，達到一層、一層地放開雜染的地步。當你能夠把它們全部放開時，你的心將會從漏中解脫，
證得清淨的善德。有些人說，止與觀是兩件分開的事，實際上它們是同一件事。止禪使心寂止。
當心寂止時，它就會昇起光明。當這團光越來越明亮時，就會轉成洞見之光。當洞見昇起時，你
便進入了清淨的善德。因此，這個善德，這個清淨，還是來自於我們常說的心的寂止。  
        未寂止的心，是那個不能與身在一起的心。這種情形下，除了苦和雜染，你什麼也得不到。
好比一棟沒人住的房子: 必然會積塵、髒亂。不必到遠處找例子: 就拿我們坐在這裏的禪修大廳來
說。假定全體比丘、沙彌、居士們離開，讓它閑上一天。回來時你會看見，它蓋滿了塵垢和蛛
網，正因爲沒有人清掃。同樣地，當心離開身體跑掉時，身與心都積累起來塵垢。身體蒙塵時，
心又怎麼會跟著它? 好比一棟積塵的髒屋子，主人不能住，別人也不能住。比丘們不願來訪。假
定你們居士請我去家裏。如果你家又亂又髒、到處是雞糞鴨糞，我可不願進門坐下，我連呼吸都
有困難。因此把這個例子記在心裏: 如果心無定力，不長養善巧素質，就好比一棟髒屋子。你到
哪裏去找願意上門的比丘呢? 比丘不願上門，你去哪裏得到祝福?  
        心在身外時，它是世間。心在體內時，它是法。如果它是世間，必然如火一般熾熱。如果它
是法，就會如水一般清涼。  
        感官層面上的善巧，是常規層次、社會層次上的善德。它必須涉及外界的人與事。超世的善
巧，是超越、高於社會層次的善德: 你學會依靠自己、自己解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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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的心，會前後移動，因此它不可靠。有時贏了之後轉過來又輸了。今天贏、明天輸。而
聖弟子的心，贏了之後不會再輸。它往前走，不朝後滑。它不停地朝前直走。  
        當心不可靠時、當心沒有堅定原則時，就好比是沒有宗教感的革命者。有宗教感的心，必須
有原則，它可以依靠自己。它是一個可以自主的心。  
        當心不能自主時，它沒有充分的權威。它不能指令、控制任何事。比方說，如果你命令身體
來聽佛法開示，它不會願意來。如果你命令它坐下來入定，它不會願意坐下。就好比做父母: 只
有你是孩子百分之百的家長時，才會有充分的權威。如果你只是他百分之五十的家長，他是你百
分之五十的孩子，你不會有那個自信徹底管教他。因此心就好比父母; 身體好比孩子。那就是爲
什麼，我們必須訓練心，使它有自主，讓它對身體有充分的控制。心有了充分的控制時，我們可
以克服體內昇起的任何痛感、克服心裏昇起的任何雜染。那個時候，你才可以說，你真正是自己
的主人。  
        我們每個人，好比一臺常年開著的錄音機。我們作善事時，那個善在內心給記錄下來。我們
作惡事時，那個惡在內心給記錄下來——就像用錄音機記錄著好聲音、壞聲音。不管我們造什麼
種類的業，它都跟我們呆在一起——它哪裏也不去。因此，問自己，是要把善還是惡留在自己的
心裏。  
        心既不善，也不惡，但正是它，了解善，了解惡。正是它，作善事，作惡事。也正是它，放
開善，放開惡。  
        身體這個東西，會磨損、破敗、消失。心這個東西，它不分解、不死亡。因此，我們好比谷
粒，一部分重生、一部分不重生。不重生的部分，是谷粒裏的澱粉。重生的那個部分，是頂上那
個白點。如果我們不要那粒稻穀生成稻苗，只要摧毀那個小白點，它就不能發芽了。我們人也一
樣: 身好比稻穀裏的澱粉，心好比發芽的那個小白點。如果心有雜染——也就是有對善惡的執取
——還不曾摧毀，將會導致我們在新的有生域界裏發芽。這就是爲什麼經上教導我們，放開對善
惡的執取，把它們都放下。當心不再有什麼可發芽的東西時，那時它就從生死之中解脫了。  
        死亡時心離開身體，它消失的方式，就如同蠟燭的熄滅，不存在肉眼能看見的形狀。但是這
並不說明火焰從世上消失了。它只是彌散在火的屬性[火界]裏。就像是銅絲裏的熱量。如果我們
只看電線，是看不見有什麼火焰的。但是如果你用手摸一下，立刻就會感到那股熱。同樣地，當
心離開身體時，它就像彌散於火界的火，會在其它地方再現。  
        抓緊色身，是在抓緊舊業。放開色身，是放開舊業。我們能這樣放開時，身體就不再會造業
了。好比一宗地產，如果我們擁有它，有了產業證明、劃了地界，就容易有侵犯、詐騙、地界糾
紛、訴訟官司。但是我們若不擁有它，只讓它成爲公共財產，就不會有麻煩與爭執。這樣心就能
夠自在。  
        身好比一只船，河流好比我們善巧的動機[業]，念住是推動我們的風，雜染好比一道道沙
洲。如果你發展出時時刻刻的的念住，就能夠把你的『身之船』劃到對岸，不在沙洲擱淺。  
        雜染好比河中的沙洲與暗樁，它們會阻礙我們的船靠岸。換句話說，貪會擋著我們，嗔會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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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們，癡會使我們打轉下沉。有個故事，講的是兩個人受雇劃船，沿著運河叫賣犁頭、鏟子、
鋤頭。如果全船貨物賣出，雇主會給足工資，一天一個卡哈巴那[kahapana]，相當於四個大錢。
頭一天雇主同他們一起去，把一船貨全部賣出。以後他就不去了，由兩人自己外出賣貨。有一天
他們正劃著船，一邊吆喝:『犁頭、鏟子、鋤頭!』時，心走神了，他們開始犯困。突然他們撞到
了一根暗樁，又觸上了一片沙洲。雖然後來他們脫離了那些障礙，卻驚慌不已，本來應該吆喝:
『犁頭、鏟子、鋤頭!』，他們卻大喊:『沙洲、暗樁! 沙洲、暗樁!』 一路劃過去，沒有人想買。  
        到了晚上，劃回雇主家裏，滿船的犁頭、鏟子、鋤頭，一件也沒有賣出。於是雇主只給了每
人一塊錢，作爲那天的工資。其中一個回家把錢交給了太太，她看見平常有四塊錢，這天只得一
塊，很喫驚。心想:『也許他把錢給了另一個女人。』於是就罵了起來。怎樣解釋也不聽。丈夫就
要她去問雇主，若 有作假，甘願頭上挨她一記。可是那位太太怒不可遏地說:『不行，讓我先打
你了再問。』 邊說邊去拿鏟柄，只抓到一根趕狗棍，於是就在丈夫腦袋上敲了三下。後來，她當
然知道了真相，但已經遲了，丈夫的頭上已經挨了三記。  
        這個故事說明失去正念會帶來的傷害。你要是讓自己的心從正在做的事情上游蕩開去，結果
就可能陷入困境。  
        如果我們做一個類比，站在船頭的那個人代表比丘。站在船尾的那個人代表居家人。暗樁指
的是貪、嗔、癡，沙洲指的是五蓋。如果我們不能夠謹慎地保持正念，如果我們讓心糾纏於雜染
之中、被五蓋所遮蔽，我們的佛法修持很難成功。  
        感官層次上的善巧，好比一輛沿路奔跑的車、或一艘沿河航行的船，不過兩者的好處，都不
及一輛止歇在倉庫的車、或一艘止歇在碼頭的船。當然，正在跑路和航行的車船有它們的好處: 
一是可以運載客貨。二是可以收取運費。不過當我們把車船停在倉庫、碼頭時，好處會多出幾
倍: 第一，可以休養疲勞的筋骨。第二，我們得以卸下所有的舊貨、裝載起新貨。第三，如果經
常停在同一個碼頭，我們會同管碼頭的和本地的人越來越熟，最後達到他們會與我們分享食物不
要飯錢、或者准許我們過夜不要房錢的地步。這是因爲我們相互越來越親密、越來越熟稔，他們
開始喜歡我們。最後他們會如此信任我們，以至於讓我們在他們家裏過夜。這個情形下，我們也
許可以問一問他們的家庭秘密: 妻兒有多少、怎樣賺錢、在何處保存家產。他們什麼都會告訴我
們。  
        同樣地，如果我們的心，停止追逐種種所緣，定駐在碼頭——也就是身體內——我們會獲得
同樣的三種益處。第一，心將會得到休息，從疲倦中恢復。第二，它會載起一種寧靜、愉快、自
在之感。第三，它會對四元素[四界,四大]越來越熟悉，那些東西就好比本地居民。我們將會徹底
了解身與心的運作。當我們跟地元素住在一起時，將會了解地元素的事。當我們跟水元素住在一
起時，將會了解水元素的事。當我們跟風在一起時，將會了解風元素的事。當我們跟火元素在一
起時，將會了解風元素的事。我們會昇起三種智、八種能識。我們會通曉身體的一切事件，直到
不再有疑的地步。那將使我們能夠放開色身。  
        依照標簽、依照書本、依照人言的知識，是仿摹的覺知，不是真東西。它好比覺知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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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覺知是你自己內心昇起的。它是 paccattaṃ: 完全對個人昇起。這種覺知不能教、不能傳
告。它必須從你的內在昇起。只有那時，你才知道什麼是無常、苦、非我，什麼是常、樂、我。
種姓智 同時看見這兩方面，同時又放下這兩方面。法的真諦是法住[Dhammaṭhiti]，即長住不變的
心的那個側面。心的動態與特相，只是覺知的影子與仿摹。修法時，你要的是真知。如果你不認
真修，只會得到法的影子。因此，我們應當修到讓內心昇起真知。  
        我們的這個身體，有的部分恒常、有的部分無常，既有自在也有苦、既是我也是非我。舉例
說，地、水、風、火是恒常的，意思是，它們從來不會變成別的。地元素從來不變成水、水元素
從來不變成風、風元素從來不變成火。它們從世界生成時是什麼樣，就一直是那樣，直到世界破
壞。拿水作例子: 即使人們把它凍成冰塊，或者放進綠色、黃色、紅色染料，它照樣是水。甚至
我們身體的一些部位，也有恒常的一面: 我們的手從來沒有變成腳，胳膊從來沒有變成腿，眼睛
從來沒有變成耳朵，下唇從來不會拱上來，變成上唇。這是常、我的那些側面。至於無常的部
分，那只是這些東西的特相，不是他們的真實屬性。  
        地、水、風、火四元素，好比四個人。如果你不斷地試著結識他們，過一陣，他們會成爲你
的朋友。  
        一開始，他們不大熟悉你，他們不信任你，因此先要考驗你。比方說，你開始坐禪時，他們
會拿根棍子，在你的大腿、小腿上戳，於是你開始腿疼、麻木。如果你趴下，他們會捅你的後
背。側身躺著，他們又會捅你的腰。如果你再坐起來，他們又會來考驗你。或者也許會悄悄地對
你說，放棄吧。如果你聽從了他們，魔羅會笑得下巴痛。  
        你應當樂觀地面對困難，忍受一切、堅持到底。要不斷地與所有四元素交談。即使開始它們
不回應，你必須繼續與它們說話，問這問那。過一陣，它們會回你一個字。你就繼續攀談，接下
來它們的答復會越來越長，最後你們成了熟人，可以正兒八經地交談了。從那以後，它們就成爲
你的知交、密友。他們會喜愛你、幫助你、把秘密告訴你。你成了有朋友的人，不再孤獨。你們
會一起喫、一起睡，無論去那裏、你們一起去。你會有安全感。無論坐多久，不會酸痛。無論走
多遠，不覺疲勞——因爲你在行道中有朋友可以說話，因此有樂趣，還未覺察就到了目的地。  
        這就是爲什麼，經上教導我們，把念牢牢浸沒在身內禪定。對你的禪定主題——身、受、
心、法[心理素質]，作尋想與評估，不讓心到外在的思維與所緣當中游蕩。觀身體，了解四元素
相處得如何，哪裏有樂感、痛感、或不樂不痛感。觀察心如何在你所知的種種事件周圍移動，直
到你達到那個寂止、牢固、真實的心理素質。  
        這樣做，就好比無論你去哪裏、無論你做什麼，都有朋友和你一起去。換句話說，身體行走
時，心跟它一起走。身體躺下時，心跟著一起躺下。身體坐著時，心跟它一起坐著。不管身體停
在那裏，心也停在那裏。不過，我們多數人不是這樣的。身體走兩步，那個心已經走了四五步
——它怎麼會不累呢? 身體躺在蚊帳裏，周圍有欄杆和七道厚牆，心卻照樣可以跑到屋子外頭。
這種情形下，它哪裏會有一點喜樂? 它不呆在自己家裏，就得在外面游蕩，遭到日曬、風吹、雨
淋、還有各種各樣的危險，因爲它沒有屋頂、沒有保護。如果沒有定作爲心的庇護處，它必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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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不幸與痛苦。  
        因此，你們應當訓練心，確立於禪定之中，培養內在主權、成爲自己的主人。這樣，你一定
會得到上面提到的清淨善德。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shelter.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helter2.htm (6 of 6) [12/31/2010 10:39:27 PM]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shelter.html


衛塞節-阿姜李

[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李: 衛塞禮佛日  
1956年5月24日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Visakha Puja——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8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
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英譯者注: 1956年5月24日，阿姜李在阿育王寺作開示時，女居士阿倫-阿比瓦那作了速記，之後
還原爲本篇記錄。經阿姜李的同意，作爲《四年開示》一書的一部分出版。] 
 

* * * 
Pūja ca pujaniyanaṃ 

Etammangalamuttamaṃ 
禮敬值得禮敬者 
這是至高的吉祥

 
        我現在作一段開示，解說佛陀的教導，爲聚集在這裏的聽者裝點念住與明辨，使你們把這段
法拿去用於修行，得到聞法應得的善益。  
        今天，衛塞禮佛日，是佛教傳統裏一個極其重要的日子，因爲是在這一日，佛陀出生，三十
五年後，成就無上正自覺醒，再過四十五年後，入般涅槃。這三個事件，都發生在五月的滿月
日，那時月亮正位於衛塞星群，這就是爲什麼稱這一日爲衛塞禮佛日的緣故。  
        每年這個重要日子來臨時，我們佛教徒用這個機會禮敬佛陀，作爲我們對世尊的善德的感念
方式。我們放下日常事物，藉著佈施、持戒、聞法等善巧方式，來修福德。這叫做禮敬佛、法、
僧三寶之德。佛陀好比我們的父親，法好比我們的母親——意思是，是法引生出我們對佛陀教導
的領悟。目前，我們的父親已經過世，只有母親還活著。兩者一直在保護我們、照料我們，使我
們能夠有自在與幸福，直到今天。我們蒙受大恩，因此作爲子女，應當記得表示感恩之心。  
        一般情形下，父母去世時，人們以痛哭、戴孝等方式表示哀悼。在衛塞禮佛日——也就是我
們的父親佛陀去世的紀念日裏，我們也要表示哀悼，但所用的方式不同。我們不哭，而是誦一段
憶念佛、法、僧之德的經文。我們不穿孝服，而是卸去漂亮的珠寶、不擦香水、衣著簡樸。平時
躺在舒適的高床厚墊上，我們戒離它們。平時一天愛喫三四頓，我們減到兩頓或一頓。若要真心
誠意地表示對我們的父親佛陀的哀悼，我們必須放下平時習慣的娛樂形式。  
        除此之外，我們還帶來鮮花、蠟燭、薰香，供養佛、法、僧，以爲禮敬。這稱爲āmisa- pū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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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形式的禮敬。這是一種有關我們言語和行動的外在層次的修持。它屬於佈施與持戒類的
修持，但不算是最高形式的禮敬。還有另一種層次的禮敬，叫做paṭipatti-pūja——實踐形式的禮
敬，佛陀說這是至高的禮敬: 也就是指禪定，或者說修心，使它得以牢固確立於內在的善德，獨
立於任何、一切的外在所緣。這是佛陀要我們盡量專注的關鍵點，因爲正是這種修持，使他證得
至高果位，成爲正自覺醒的佛陀，也使他的許多聖弟子證得阿羅漢果。因此，我們大家都應當重
視這樣的修持，下決心以他們爲榜樣，跟著父母的足跡走。這樣，我們才稱得上是知恩報德的忠
實繼承者，因爲在恭敬聆聽父母的教導之後，我們能夠付諸實踐。  
        我開頭引用的《吉祥經》偈句，Pūja ca pujaniyanaṃ 　etam mangalamuttamaṃ，意思是:『禮
敬值得禮敬者，這是最高的福佑。』我們已經提到禮敬有兩種: 物質的禮敬與實踐的禮敬。伴隨
著這兩種不同的禮敬，人們瞄准的的希求是兩種不同的喜樂。有些人修持，是爲了繼續生死輪
回、爲了世間喜樂。這樣的修持稱爲vaṭṭagāmini-kusala——入輪回的善巧。比如說，他們守戒，
是爲了以後重生爲美麗英俊的人、或者成爲天界的神祗。他們修佈施，是爲了不受窮、爲了轉生
爲銀行家或國王因而富有。這種善巧的程度，只達到重生人界、天界的資格，繼續在世間輪回流
轉，根本沒有什麼出路。  
        人們禮敬的另一個原因，是爲了從苦中解脫。他們不想繼續在世間生死輪回裏轉圈了。這就
稱爲vivaṭṭagāmini -kusala——出輪回的善巧。  
        這兩類修持，目的都是爲了喜樂，不過一種喜樂是世間的，另一種喜樂在世間之上、超越了
世間。我們頂禮佛、法、僧，並非是用修持的果報，把三寶頂得更高。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是，
昇起利益自己的善德。因此，我們爲了自己而追求善德時，必須把佛陀的另一句話記在心裏: 
Asevanā ca bālānampaṇḍitānañca sevanā，意思是:『遠離愚人，親近智者』，只有那樣我們才有安
全和喜樂。  
        『愚人』在這裏是指那些心意與行爲惡劣的人。他們的行爲惡劣: 殺生、偷盜、不當性事；
並且言語惡劣: 說謊、制造不和、欺騙他人。換句話說，他們與好人團體敵對。那就是『愚人』
的意思。如果你與這樣的人結交，就好比給他們拉進一座山洞，裏面只有黑暗。你進去越深，裏
面越黑，直到看不見一點光亮。那裏沒有出路。越跟愚人交往，你越愚笨，你會發現自己淪落到
做那些只會導致痛苦的事。不過，如果親近智者、聖賢，他們會把你領到明處，使你更有智慧。
你會有眼力看見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你將能夠助自己從苦迫與動蕩中解
脫出來，得到喜樂、進步、寧靜。因此經上教導我們，只與善人親近，避免結交愚人。  
        如果我們與壞人交往，將會有麻煩和痛苦。與好人交往，將會有喜樂。這是賦予自己護佑的
一種方式。這樣的護佑，是我們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提供給自己的。無論何處、何時提
供了，我們就會得到護佑。因此爲了自己的安穩與福利，我們應當隨時隨地給自己提供護佑。  
        至於值得禮敬者: 無論他們值得物質禮敬還是實踐禮敬，禮敬的動作本身，都以同樣的方式
提供護佑，都以同樣的方式帶來喜樂。世間的喜樂，有賴於世人與外界事物，必須經歷死亡與重
生；然而法的喜樂是一種內在的喜樂，它完全有賴於心。它是從憂苦中的解脫，再也不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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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世上經歷更多的死亡與重生。這兩類喜樂形式分別來自物質上的禮經與實踐上的禮敬，兩者
或者能使我們回來重生、或者能使我們脫離重生。差別只有一小點: 我們是否想要重生。  
        我們如果造了連綿不絕的因，必然會有連綿不絕的果。如果造了短因，就會有短果。連綿不
絕的果，是那些生死沒有盡頭的果。這指的是雜染還未磨盡之心，是執取世間人事之善業惡業的
渴求與執取之心，如果人死時，心像這樣，就得回轉世間重生。不過造短因的意思是，斬斷、摧
毀緣起與重生，讓這個過程再也不昇起。這是指內在雜染已經磨去、洗淨之心。它來自觀察我們
自己內心昇起的陰暗的過失與狀態，憶念佛、法、僧的善德，或者念住於四十種經典禪定主題之
一，直到我們能夠對一切心造作洞穿其本質事件。換句話說，我們看見它們昇起、暫住、衰解。
我們把覺知連續定住在短距離靠近本位的範圍——也就是自己的色身內，從頭到腳——不去攀緣
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的好與壞。我們爲心找一個牢固的基礎，使它能夠連續安止，完全自處，
什麼也不粘著、甚至不粘著色身。等我們達到這個境界，那時死去時，便再也不會游回來重生於
世界了。  
        無論以物質形式還是實踐形式表示禮敬，如果我們把心的聚焦處拉出來，放到我們的行爲
［業］上——也就是，我們如果粘著自己的善業，比如持戒、佈施等等——那就稱爲入輪回的善
巧。心不自由。它必須成爲這事那事、這業那業、這個那個所緣的奴隸。這是一個連綿不絕的
因，它會迫使我們回來重生。但是如果把我們持戒、佈施等善業的果報，帶進心的內在根基，使
它們在心裏存起來，不讓心跑出去追逐外在因緣，這有助於減少有生狀態，到最後，我們就不必
再回來重生了。這就是出輪回的善巧。兩種善巧的區別就在這裏。  
        人的心好比硬皮枳，熟透時樹上留不住，必然得落下、著地、到最後腐爛入土。以後接觸到
適量的空氣與水分，種子慢慢地再次發芽，成爲樹幹，長起枝丫、花朵、果子。這些祖先的訊息
都在種子裏存著。最後，果熟落地，再發芽成另一株樹。就這樣一輪接一輪，不會湮滅。如果我
們不破壞種子裏催芽的汁液，它們就會把自己遺傳素質延續下去，活上一劫。  
        如果我們想要從苦中解脫，必須使我們的心沖出世間，而不是像硬皮枳那樣落回到地面。當
心出離世間時，它會給自己找到著落點，不讓它再回來重生。它會高高地住那裏，徹底自由，不
再有任何執取。  
        自由在這裏的意思是自主。心有內在主權。它掌管自己。它不需要依賴任何人，不需要淪爲
任何東西的奴隸。我們在自己的內部可以看見，心與身相互配對。身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因爲它
不長久。它死去時，各種元素——地、水、風、火——分解、回歸其原始狀態。不過，心卻很重
要，因爲它持久。它是住在身內的真正元素性的東西。是它制造有和生的諸狀態。是它經歷樂與
痛。它不隨身體一起分解。它繼續存在，不過是作爲一件驚奇而看不見的東西存在。它像一支點
著的蠟燭：熄滅時，火元素還在那裏，只是它不發光。只有我們點起一根新蠟燭時，火才會出
現，再次放光。  
        當我們把由四元素、五蘊、六處、三十二部分組成的身，和心——也就是覺知——兩者化簡
爲最基本的稱呼時，就剩下了名與色(nāma, rūpa)。色是身體的別稱，由四元素組成。名是對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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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內的心的稱呼，也就是制造身體的那個元素。如果我們想減少有生狀態，應當只把這兩樣東西
——名與色——作爲我們的參照框架，當下體驗兩者。色——即身體——怎樣活著? 它因爲有呼
吸而活著。因此，呼吸是生命裏最重要的東西。一旦呼吸停止，身體就得死。只有入息，沒有出
息，我們得死。只有出息，沒有入息，我們也得死。  
        因此，每時每刻，無論你坐著、站著、走路、躺著，要這樣觀呼吸。不要讓身體一邊在呼
吸，心卻不能利用它，得到一些益處 。一個人不了解自己的呼吸[氣]，被稱爲死人。無慎。失
念。佛陀說，無慎是通往危險、死亡之路。我們不能讓心跑出去，粘著外在所緣，也就是過去未
來的想法，不管它是善念還是惡念。我們必須就把覺知定在當下，住於出息入息。這就是一所緣
性[ekaggatārammaṇa]。我們千萬不能讓心溜開，進入其它想法或者所緣。我們的念住必須牢牢確
立於對當下的覺知。那樣，心才能發展出力量，抵擋任何來觸擊它、昇起好壞、愛厭等感受的諸
所緣，——它們是污染心的障礙。  
        我們必須把知覺獨獨保持在當下，警覺敏捷地感知諸所緣的昇起與消失、把好壞所緣全部放
開，而不是粘著它們。當心牢牢專注這一個所緣——也就是呼吸[氣]時，它將會昇起定力，達到
內在智眼顯現的地步。舉例說，它也許會昇起天眼、天耳，使我們看見過去、未來、遠、近的事
件。或者它也許會昇起宿世智，我們得以了解自己與其他眾生的生、死、來、去，這一切又如何
來自他們的善惡之業。這將使我們對有生狀態昇起不熱衷與厭離感，再也不願造作惡業。  
        這樣的厭離感，是有用、有益、沒有什麼過患的。它與有一個叫做厭憊的表親是不同的。厭
憊是指一個人今天喫得太飽，以至於再喫一點的念頭使他厭憊的地步。可是明天，厭憊感消退，
他又想喫了。不過厭離感是不會消退的。你再也不會從厭離的對象裏得到任何樂趣。你把生、
老、病、死看成苦，因此再也不要制造那些會迫使你回來經受生、老、病、死的因緣了。  
        對任何爲了解脫一切憂苦而修行的人來說，重要的因素是精進與耐力，因爲每一種善德，必
然有障礙擋路，隨時准備破壞它。即便是佛陀本人，在他精進修行時，魔羅的軍隊就跟著他的腳
踵，一直騷擾他、試圖阻止他達到目標。盡管如此，他從未動搖、從未灰心、從未放棄努力。他
以『真實』波羅蜜趕走魔羅的勢力，直到把它們徹底擊敗。爲了與魔羅抗爭，甘願冒性命危險，
他的心堅定、不退、勇敢。這就是爲什麼他能夠最後贏得輝煌的勝利，證得無上正自覺醒，成爲
我們的佛陀。這是他作爲我們的『父親』樹立的一個重要榜樣，使後輩們看了，牢記在心。  
        因此，當我們決意修心，培養善德時，必定會有障礙——也就是魔羅的力量——正如佛陀所
經歷的那樣，不過，我們只能夠一路砍過去，用我們的耐力，使出自己的全副本事，把它們擊
敗。我們有什麼好東西時，其他人想要它，是正常的，就好比甜果子往往招蟲咬一樣。一個人空
手走路不惹眼，可是如果我們背著什麼財寶走路，必然有人想要，甚至會試圖偷走。我們手裏拿
著喫的，貓狗就會來搶; 空手不拿，它們不會沖撲過來。  
        我們修行也一樣。我們修善時若想成功，必須得克服障礙。我們必須使心像鑽石或磐石一般
堅實，燒它不會起火。即使給砸開，殘片還是像有鑽石磐石的硬度。佛陀使他的心如此堅實，當
他的身體被火化時，有一部分沒有燒毀，至今作爲舍利子保存著，讓我們禮敬。這是藉著他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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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與真實之力而來的。  
        因此，我們應當下決心，淨化我們的身與心，直到它們像佛舍利那樣，成爲火燒不了的純粹
元素。即使我們不能達到那個硬度，起碼也該像羅望子的種子那樣硬: 即使蟲子鑽進種莢裏喫了
果肉，也傷不了堅硬的種籽。  
        因此，總結起來: 減少有與生，意味著把我們的覺知收斂、朝內。我們必須把心的基礎牢牢
地栽植於身內，根本不讓它粘著任何外在的活動。我們必須放開每一種、每一件依其自性、在昇
起消逝的事件。我們行善，但是不讓心跑出去追逐善。我們必須讓那些善的果報跑進心裏來。我
們把每一種、每一件善果拉進來存在心裏，不讓心在外面分散開來，對它的業果或任何其它外緣
或喜或悲。我們這樣做，就像是硬皮枳把枝幹花葉全部卷積在種子裏。接下來如果我們能夠防止
外在的土壤水分等外緣與種子的內在潛力相結合，它就不能夠發展成一株新的硬皮枳樹。  
        凡是以我在此討論的方式修習的人，就是在以正確的方式禮敬世尊。這樣的人，將會得到福
佑、常有喜樂。  
        我在這裏討論了《吉祥經》裏的一段偈句，藉此培養我們的明辨，我們要把這些教導用於修
行，以這種方式在衛塞節禮佛日表達對佛、法、僧的禮敬。  
        我就講到這裏爲止。 

相關連接: 
        菩提比丘在聯合國首次衛塞節典禮上的發言 
        布薩日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visakh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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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道

引言
 
        阿姜李於1959年年底住院時撰寫了這三篇短文，一年多後便去世了。文章以鋪敘甚少的綱要
形式寫成，這是他後期文字的典型風格。他的寫作目的，似乎是爲了留給住院病人在治療期間，
作爲精神食糧，細加思考。盡管他的表達方式對其它宗教有兼容性，但基本要點是不折不扣的佛
教。其中第一篇短文對兩類病癥的解說，遵循的是佛陀覺悟之時所得的中心洞見之一, 即: 當下發
生的事件，是以舊業(業指有動機的行爲)與現業兩者爲因緣的。第二篇短文中提出的有關人類價
值的四原則，對應的是佛陀曾經警戒的四不善 [agati, 錯誤的生命軌跡],即建立在以下四種基礎上
的偏見—— (1)愛欲; (2)厭嗔; (3)癡迷; (4)畏懼。 
        第三篇——《佛教之道》——是對佛陀教說的綱要性闡述，一是基於《教誡波羅提木叉偈》
中的短句，該經是佛陀說法初期派遣1250名阿羅漢弟子往各地傳法之前對他們講述的; 二是基於
對一個佛教基本概念——造作 [saṅkhāra, 行]——的分析,該詞的意思是造作力、塑造過程、或造
成之事物。形式上，對世間層次和法的層次這兩種造作的分析，系阿姜李的獨到解說，它來自對
兩個巴利復合詞 saṅkhāra-loka[行世]與 saṅkhāra-dhamma[行法]的泰式解讀。從巴利語法角度來
看， saṅkhāra- 在兩個復合詞當中都作爲形容詞: 前者意指造作事物構成的世界，後者意指造作事
物的現象本身。這兩個復合詞直接爲泰語吸收，但因爲泰語把形容詞放在所修飾的名詞之後，於
是阿姜李把世與法解釋爲修飾造作的形容詞，因此得出了兩個詞彙的新解。他對於第五蘊即識蘊
的理解，有別於多數學者，這也頗具意味。除此之外，他的分析內容都是標准式的，他的要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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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了巴利經典當中佛陀教導的方便概述。 
英譯者 坦尼沙羅比丘 
美國上座部慈林寺

 

第一篇: 解脫苦痛
 
        疾病在我們的體內昇起，可以有兩種方式: 
        1. 緣於體質 [dhātu -samuṭṭhāna, 元素生,界生] 
        2. 緣於業 [kamma- samuṭṭhāna, 業生] 
 

1. 緣於物質: 緣於體質的疾病是那些藉由五種體質元素 [dhātu,屬性,界]的失調而造成的疾病。
這五種體質元素是: 

(1)地: 體內的固體部分，比如骨胳、肌肉、皮膚等。 
(2)水: 液體部分，比如唾液、黏液、血液等等。 
(3)火: 體內的暖意。 
(4)風: 體內來回移動的諸種力，比如呼吸。 
(5)空間: 全身各處的種種空間，體內諸種元素藉之混合、互動。這些空間包括: 耳道、
鼻腔、口腔、皮膚毛孔等。 
當這些元素受到刺激或者失去平衡時，它們便爲疾病的昇起提供了一種缺口，故名: 緣
於體質 [dhātu -samuṭṭhāna]。 

2.緣於業: 緣於業的疾病是指那些從業心 [kamma-citta]或者說心理動作當中昇起的疾病，這
種情形下，心被各種刺激性或干擾性的主題占據不放。隨著對這些主題越想越多，我們的心
力就虛弱起來，我們的心受激、失衡，最後就生起病來。 

 
        對治的辦法有兩種——不過在治療之前，我們應當首先自我檢查，看看它們是怎麼來的，這
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對治它們。 
        兩種對治辦法是: 

1.藥物醫療: 由種種化學成分組成的藥物，它們可以把體內的諸種元素帶回平衡，使我
們的痛與病或者減輕或者消失。 
2.佛法醫療: 有賴於我們自己改進自己，把心轉向善良、有價值、明智的主題。例如，
我們也許可以發願做任何幾種類型的善事，比如以某種方式供養僧食、以某種方式出
家持戒、資助建造某一姿勢的佛像、或者以某種方式誦經坐禪。在某些情形下，當心
裏有一種好的動機昇起來，我們感到喜樂、開放的時候，它就給心賦予能量、給身體
賦予內力，藉著這些力量，我們可以緩和業已昇起的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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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幾點作爲精神食糧，供病人和救治他們的醫生思考: 

        我們生病時，自己的責任是，自我檢查，尋找病因。假如我們自己不能夠了解，
就應當去找那些了解並且願意指點我們的人。譬如他們也許會告訴我們，我們生的這
種病應當用藥物治療。我們於是應該找醫生，讓他或她有機會舒解我們的痛苦。 
        一旦得到醫生的建議，我們有兩個責任: 
        1.聽從醫囑。 
        2.給醫生完全的自由，讓他或她看怎麼合適就怎麼治。 
        我們不應當擔憂自己會康復還是死亡。那是醫生的責任。我們有一個責任，那就
是照顧自己的心——使心無病，把思想轉向善良、善巧的主題，以此增強心力，來幫
助照顧我們的醫生。當醫生與病人這樣相互幫助時，誰也不給對方造成負擔。醫生有
治療我們身體的自由，我們在心的範疇內有自由，這樣我們就會有機會減少苦痛。即
使我們死去，自己和醫生雙方都已經盡了力，醫生照顧我們的身體，我們照顧自己的
心。即使我們死去，也沒有損失什麼; 我們將有自己的內在善德可以帶著走。 
        因此，當我們以這種方式治療疾病時，才可以說，我們用了兩種療法: 藥物醫療，
這是醫生的事; 佛法醫療，這是我們自己的事。這樣一來，我們與醫生就能夠在照顧我
們生命的品質方面相互幫助。 
        這就是病人的責任。 
 
        至於醫生的責任: 作爲醫生，我們應當了解疾病的來源。假如我們知道，某種病緣
於體質，就應當給予適當的藥物治療。假如我們懂得那個疾病緣於業力，那就應當用
其它的方式，改善病人的心態。例如，我們在病床邊，可以用和善的態度，或者使病
人對於修福德有好感，鼓勵他或她供養僧食、禪定、誦經、發願出家一段時間等等，
這都是使病人的思維轉到正向的手段。這就稱爲佛法醫療。 
        在某些情形下，一種病一般需要用大量的藥物，結果只用少許藥物就會消失。有
經驗的醫生肯定見過這樣的病例。比如，某個病人病勢沉重，但假如我們能夠找到一
種辦法安慰他，提高他的心態，癥狀不僅沒有照一般情形惡化下去，反而卻減輕了; 本
來預期今天死，但病人卻可能活到下個星期或者下個月。有人踩到荊刺，以爲自己給
蛇咬了，這樣一想，疼痛立即發作。另外有人被毒百足蟲咬了，以爲自己踩到了荊
刺，這種想法可以使蟲毒不造成劇痛。假如他們接著去看一位有經驗的醫生，醫生說
是給百足蟲咬傷了，他們於是受到刺激，那個痛就會發作起來。像這樣的例子都說明
業力在致病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業』[kamma]這個詞指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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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業報[kamma vipāka, 業異熟]，或者說過去行爲的果報，它可以影響當下的身體，刺
激物質元素，引生疾病。對這些病，有時哪怕我們根據醫療原理正確地給予治療，它
們就是不退。等到該退時，那個病人也許只吞一口去邪水，它們就消失了。這在部分
程度上取決於病人的心態。這種病屬於舊業的果報。有時侯，舊業可以傳播開來，影
響心，使病人煩燥，反過來加劇身體上的疾病。有時侯病情毫無希望，病人卻痊愈
了。有時候明明有希望，病人卻死了。像這樣的情形，我們得下結論說，那個病來自
舊業。如果我們想要舒解疾病的痛苦，必須同時醫治身體的病因和心理、業力的病
因。 
2. 有時候，疾病可以發自心的新動作。這叫做業心 [kamma-citta]。舉例說，當我們感
到強烈的憤怒、仇恨、愛意、或焦躁時，心受到全力的激蕩，包裹著心的那些雜染就
會濺潑到體內，在那裏它們與身體的各種元素混合——比如在血液中，接著流向全身
的各個部位，造成虛弱與疲勞。假如這類血液在體內某個特定部位淤滯，疾病就會在
那裏昇起。心變得渾濁起來，身體的元素也渾濁起來。最起碼，我們會覺得自己精力
不足。假如我們不趕快想辦法糾正這個情形，就會生病 。

 
        我們可以在這裏作個比方: 心就好比池塘裏的一條魚。假如有人拿一根棍子在水裏翻攪，那
條魚就不得不快速繞圈，覆蓋在身上的黏液將會脫落。水就會變得渾濁，池底的爛泥將會給翻攪
上來，那條魚就看不清了。過一陣，魚的黏液與水裏的泥粒將會黏在一起，成爲水草的養料。隨
著水草的繁殖，水就成爲腐水，不能再用了。同樣地，當心的雜染全力發作時，這種心的動作
[業]的力量可以傳播開來，導致身體生病。如果體內的元素與心同時發作，這個病就很難治了
——哪怕它可以治，好轉也會極其緩慢。 
        因此，業力病在某些情形下，首先在體內昇起，接著傳播開來影響心: 這叫做業報。有時
候，它們首先在心裏昇起，傳播開來影響身體: 這叫做業心。當業力病昇起，我們了解它是來自
身體還是來自心的時候，就應當用上述兩種療法來對治，那樣將會提供解除痛苦的有效法門。 
        我自己已經親身經歷過這些要點的真實性，不過把我的體驗全部記錄下來，將是一件冗長的
麻煩事。因此，我就把這些留給有明辨的人士自己去思索。 
 

ārogya parama lābha 
無病是至上財富。 
 
pañca-mare jine natho 
patto sambodhiṃ -uttamaṃ 
arahaṃ buddho itipi so bhagavā 
namāmihaṃ  
制服了五種誘惑，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Handbook2.htm (4 of 9) [12/31/2010 10:39:33 PM]



滅苦手冊-阿姜李

我們的依止(佛陀)自證無上覺醒， 
他是阿羅漢、佛陀，故爲薄伽梵[有一切福報者]。 
我禮敬他。 

 
        你生病臥床時，可每日持誦此偈。 

 

第二篇: 人類價值
 
        世上人人希求公道。爲了給世界公道，我們大家——無論種族國籍——需要在自己的內心擁
有人類價值。人類價值並非是一種教條或者宗教。當人們出生到這世界當中時，他們就有希求公
道的本能。他們有時得到，有時得不到。這是因爲有的時候，他們讓非人的價值干擾了人的價
值。在這種情形下，那些非人的價值就妨礙他們得到所希求的公道。 
        因此，我想指點一條道路，幫助全世界的人，使自己的心與人類價值保持一致。即使我們間
或出現失誤，只要能夠盡量長時間保持不出錯，我們仍然將做得很好。 
 

        1. 於人於事的好惡，要有節制感。不要讓自己耽溺到狂熱的地步，導致你對人對物的行
爲超出界限。這種失足，在操行層次上可以損害你的名聲。在心的層次上，可以導致你受到
迷惑和欺騙。你得到的果報將會是傷害心的悲苦，這都是因爲缺乏節制這個人類價值。 
        2. 在人事交往中，不要讓自己耽於嗔怒。即使人們的行爲不可取，或者來你這裏的東西
非你所願，你仍然應當停下來考慮一下，那些人是否至少擁有某些優點，那些東西也許至少
對你有一些用處。當你能夠以這種方式對自己的心有所制約時，你就能從憤怒與不快的緊攫
中把自己松脫出來，使得慈心善念能夠代之昇起。果報將是，那些人會成爲你的朋友與同
盟; 你所得到的東西將會以其它方式爲你所用。比方說，假定你想要一把鑿子，卻得到了一
枚釘子。這意味著你的願望沒有實現，但即使如此，那枚釘子將來可以對你有其它的用處。 
此外，慈心善念能夠培育持久的鎮靜和心的安寧。因此，這個人類價值應該是我們全世界
人 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則。 
        3. 在你的一切交往之中，要保持正直與直接，對待他人時身前身後要保持一致。即使面
臨恐嚇，仍應當使你的心有一定程度的無畏。過度的無畏會導致傷害，過度的膽小也同樣有
傷害性。比如說，你在商業交往中若是讓自己被恐嚇壓倒，你的生意就會受損。如果你過於
鹵莽、放膽，也會使你在工作中出現疏失。因此，你應當有一種節制感和分寸感，使你與世
間的人和種種事物的關係能夠正當進行。只有那時你才算有了人類價值。 
        4. 在世間的人事交往之中，無論你在意、語、行中做什麼，應當首先檢查自己的動機。
只有當它們可靠合理時，你才能聽從它們、付諸行動。這將會防止你在癡迷的影響下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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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擁有審慎的念住與理性的明辨這個人類價值。能夠以此種方式行事的人，無論參與哪
個社會團體，都會有朋友。他們將會給自己經手的事物帶來增益與發展，給自己和社會帶來
進步——這是我們每個人所希求的。 

 
        我們所住的世間，在我們當中任何人出生之前早就存在了。即使我們的種種教說與宗教，也
都是在世間存在很久之後才逐漸產生的。人類世界的歷史上，有時候世間在物質與精神層次上兩
者都高度發達，給大家帶來福利; 有時候人類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如此退化，它幾乎沉到了海底。
有時候精神層次上高度發達，人們生活在和平與安定之中，而物質方面卻未發達。 
        當人類內心擁有人類價值時，物質上的進步能夠給大家帶來幸福與安樂。當人們缺乏人類價
值時——當他們濫用力量與影響，踐踏人類價值時——物質上的進步有可能摧毀全世界人類的和
平與安樂。當人們品行不端時，哪怕好的物品也會給人們帶來傷害; 當人們品行端正、公道時，
即使本身有害的物品也可以有益，這是一條基本的真諦。 
        當世間的所有人都在人類價值中牢固地確立起來時，那就仿佛我們都是朋友與親戚。假如人
們的內心沒有人類價值，哪怕家庭也會給破壞，朋友變成敵人——當小範圍的關係是這種情形
時，大規模的戰爭將不可避免。我們怎麼能夠逃脫得了? 
        因此世上每個人都應當培養人類價值，使我們都可以相互當成是朋友，在我們的行爲中體現
出善意與仁慈的態度，爲了世界的公道與公正。 
        我到此爲止所闡述的，是適用於全世界的共同原則。即使信守不同宗教的人，也應當相互幫
助。我們應當記得我們共同的人性，在人的層次上相互幫助。佛陀贊揚那些基於共同人性而幫助
他人者; 至於其它宗教，我自己曾經遇見過幾位羅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當他們來到我國時，
有禮貌、有教養、有很好的人類價值。例如，他們有些人捐款幫助造寺院。這使我對他們的宗教
好奇，我問他們時，他們說自己是基督徒。那時我覺得他們有充足的人類價值，因此在人生當中
進步得遠。 至於佛教的教導，有一條佛陀的教誡是，當我們與教外人士交往時，應當考慮我們共
同的人性，不要使宗教成爲障礙。否則，它將造成傷害。 
        這種情形下，那些熟悉人類價值的人，將完全可以適應任何社會，能夠在相互之間締造牢固
的友誼。 
        因此我請一切讀了本文的人，運用自己的明辨，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篇: 佛教之道
 
        以下討論的是佛教之道，這條道由一位受到眾多人的崇敬、被贊爲尊貴者的人所發現並爲我
們指明。學習他的教導時，我們可以自己判斷，自由地相信或者不信; 發現它們的這個人從來沒
有立下任何規矩強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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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群人懂得了某種教說能夠引導他們爲善，於是對那種教說敬仰、奉行時，它就被稱作他
們的宗教。至於佛陀的宗教或者說教義，可以總結爲三點。 
 

        1. 我們應當在意、語、行上，戒離做一切惡的、毀壞性的事，對己或對人造苦的事。即
便我們發現自己已經在做這種事，也應當努力停止。 
        2. 我們應當在內心發展一切我們知道是善良、具德的素質，維護我們已有的戒德—— 
這稱爲守護具足 [ārakkha-sampadā]——並且把不斷地發展尚未達到的戒德作爲目標。 
        3. 無論我們從事什麼活動，應當帶著純淨的心去做。我們應當使自己的心純淨、清潔。
如果我們做不到一直保持純淨，假如能夠間或使它純淨，也仍然是好的。 

 
        以上這三點都是佛陀教導的目的。 
        佛陀的教導是與世間的真正本質相一致的。他說:『 Khaya-vaya-dhamma sankhara， 
appamādena sampadetha』，意思是: 『一切造作，依其本質，一旦昇起，必然衰敗。不可失慎自
滿。要保持全副的念住、全然的警覺，你們將證得寧靜與安穩。』 
        這個意思是: 顯現於世間、從業 [kamma]昇起的一切事物，都稱爲造作 [saṅkhārā，諸行]——
構成的事物、塑造的事物、和合的事物。造作，依其本質，分爲兩類——世間層次上的造作，和
法的層次上的造作。 

1.『世間層次上的造作』是指八種世間之道: 地位、財富、贊譽、享樂，也就是我們大家都
希求的東西，然而——既然它們是造作的，不穩定、不持恒——就有可能有另一種果報的干
預: 既有了地位，我們就可能失去它。既有了財富，我們就可能失去它。既有了贊譽，我們
就可能被批評。既嘗過了來自物質財富的快樂，我們也許就變得貧• 18;倒、痛苦不堪。因
此，佛陀教導我們不可失慎，而爲這些事情所迷惑。如果我們不能夠牢記這一點，必然就會
受苦。 
2.『法的層次上的造作』是指位於我們內在的諸種元素 [dhātu,界]、蘊 [khandha,聚集體]、處 
[āyatana,感知媒介]，它們是無明和心湊合的造作的結果，在外在層次上，便昇起了法的造
作。 

A. 元素 [dhātu]: 在法的層次上被塑造成諸行 [saṅkhārā] 的元素有六種: 
(1)體內堅硬、密集的部分，比如骨胳、肌肉、皮膚，稱爲地元素。 
(2)滲透於全身各處的液體部分，比如血液，稱爲水元素。 
(3)在體內穿流的諸力，比如出入息，稱爲風元素。 
(4)給身體的所有部位賦予暖意的那個層次，稱爲火元素。 
(5)體內的空隙部位，其它元素可以移動、進出，讓空氣進出的通道，讓我們移動——
比如耳道、鼻腔、口腔——稱爲空間元素。 
(6)身體的這些層次，假如沒有意識監督它們，就好比電池沒了電，再也不能釋放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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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光、發動。只要有意識在掌管，它就能夠致使身體的各種素質與部件有利於眾
生。善與惡、福德與失德，只有在意識發出指令時才能夠昇起。因此，善惡最終來自
覺知本身。這就稱爲識元素。  
這六元素，都屬於同一類法的層次上的造作。 
 
B. 蘊[khandha]: 我們所體驗到的事件所分成的種類，稱爲五蘊: 
(1)色[form]: 我們身內、身外之一切可見的感官素材，都稱爲色蘊。 
(2)受[feeling]: 當意識與感官素材相互接觸時所昇起的樂、痛、不樂、不痛的覺受，稱
爲受蘊。 
(3)想[perception]: 對自己與外在的人與事物所作的標記與指認之動作，稱爲想蘊。 
(4)行[formations]: 心中昇起的念頭與心理構思——好、壞、對、錯，一切思維不脫此等
共性——稱爲行蘊。 
(5)識[consciousness]: 從常規設定出發的識別意識——例如，當眼看見一個視覺對象、
耳聽見一種聲音、氣息來到鼻、味道來到舌、觸感來到身、或者一個想法在知性中昇
起時——透過那些官感之一，清楚地覺知，『那是好的、那是壞的，那是微妙的、那
是精細的』: 這種形式的知識，稱爲識蘊。 
所有這五蘊，歸結爲身與心。它們是自無明昇起的法的層次上的造作。 
 
C. 處[āyatana]: 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一切善與惡的『基地』或『媒介』。感知媒介一共
有六種: 視、聽、嗅、味、觸、思。 

 
        所有這些都是法的層次上的造作。它們之昇起是無明——未穿透真實的知見——的果報。 
        因此，我們有世間層次的造作，也有法的層次上的造作。佛陀教導說，所有這些造作都是不
可靠、瞬間即逝、不穩定的。它們出現、暫住、然後消失。接著，它們再出現，繞著圈轉。這就
是無常和苦。不管它們是好是壞，一切造作都是如此作爲。我們不能迫使它們服從我們的意志。
因此佛陀教導說，它們不是我。我們一旦培養了明辨的精准功力，就能夠逐漸放松我們對這些造
作的執取。一旦我們穩住心，達到正定的地步，明晰的認知技能[明]將會在我們內心昇起。我們
將明見世間和法的層次上的造作的真相，因此將會把它們從心裏褪去。那個時候，我們的心就會
從一切造作中得到解脫，達到如佛陀所教導的那種最尊貴的喜樂，獨立於任何身心對象。 
        這兩個主題的討論盡管簡要，卻可以包容佛陀教導的各個層次。 
        總結起來說: 不放逸。警惕。不自滿。不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任何這些造作上。努力在你的內
心發展那些應當獲得、修得的德性。那就是不失慎[不放逸]的意思。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handbook.html 
最近訂正 1-1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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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李: 臨終說法一則 
1956年2月19日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Last Sermon——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8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
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1956年2月19日，奈-通曼-夏沙功女士請阿姜李-達摩達羅在波羅尼瓦寺的出離院(Nekkhamma 
House)爲桃-薩蒂雅努拉女士說法。桃-薩蒂雅女士靜臥病床，雙手合十，恭聽了這段開示——這
是她最後一次聽講法義。結束後，我走近她說，‘我希望把這段開示記下來。你若去世，我會把
它印出來，在你的葬禮上分發。’ 她眼有笑意，微微頜首同意，接著問:‘你都記得嗎?’ 我答道:‘不
完全，不過至少記得一部分。’ 於是她爲我復述了幾個要點，言語中始終對法味有喜悅與感動之
意。我因此記錄了回憶所及的這段開示總結。”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ayudo balado dhiro'ti.  
禮敬薄伽梵、阿羅漢、正等正覺者 

智者施予生命與力量...[1] 
 
        我現在爲你簡要講述佛陀教導的一個要點，助你長養體力與心力。我們大家活著，都必須依
靠體力與心力。缺了這兩樣，生命不能夠繼續。  
        身體的力量，無論我們以四類必需品、以世間財富加以滋養，仍免不了隨其本性衰敗、消
亡。它逃脫不了老、病、死。體力的存在需要心力的幫助。但是心的力量不需要依賴四類必需品
或者世間財富; 它根本不需要依靠體力。它可以完全依靠“聖財”[2]而活。因此，心力比體力更重
要。  
        自己力量不足的人，一開始必須寄希望於依靠他人，直到可以自立。依靠他人時，我們必須
仔細選擇一個好的依止，根據巴利經文: 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ñca sevana(遠離愚人，親
近智者): 意思是，我們必須選擇智者去親近。如果我們親近智者與聖賢，他們會教我們爲善。與
愚人交往，會因此受苦。  
        因此，尋找這樣的依止不算是真正的上善，因爲它就好比射鳥，也許只射中翅膀或者尾羽。
我們若真想直中目標，必須依靠另一類支柱: atta hi attano natho[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我們必須依
靠自己。這種依止，佛陀稱贊它是最高的，因爲它會教我們對自己的善惡之業有覺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Last2.htm (1 of 3) [12/31/2010 10:39:34 PM]



臨終說法-阿姜李

kammassako'mhi[業的主人]: 再也不需要寄希望於他人。  
        爲了制造這類依止，我們必須培養五種素質——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明辨力——這
稱爲五力，它會賦予我們向善的心力。這五力可歸納於戒、定、慧之下。信力歸於戒; 精進力、
念力與定力屬於定; 明辨力屬於慧。  
        有信力，等於有財富。戒德好比一塊白布，包裹著身體，使它看著美觀，又好比蓮花的花
瓣，包裹著花蕊的香氣。戒德是在我們在行爲中斬去邪惡與敗壞的素質，使得我們的舉止誠實端
正。這就是戒德，但它還不是最高的福德。身體持戒時，我們的心要端正地伴隨著它。  
        精進力意味著行事勤奮、決意、持恒、果敢、不屈不撓，這樣才有力量追求善德。  
        念力意味著審慎、自制，確保我們的意、語、行不走偏; 對善惡有自覺，使我們的行爲不退
墮到不良與不智的層次。  
        定力意味著使心牢固定駐於單一目標——一乘道，不讓它攀緣其它目標，受其影響傾斜、動
搖——無論是好是壞、過去未來——使心保持誠實與端正。  
        這三類素質一起構成了抑制了感官欲望、惡意、傷害意的端正心智。這就稱爲出離正志
(nekkhamma-sankappo): 心對感官情緒或者感官對象，無論它是善是惡，既不喜也不惱。這是一顆
離開俗世的出家之心。不論我們是否經歷出家儀式，不論住在家裏還是住在寺院，我們就稱得上
是出家了。  
        下一個素質是明辨，佛陀稱之爲最高的善德。我們有了戒德與定力，明辨會在達到初禪到四
禪的心裏昇起。是這股明辨之光，使我們看見內在與外在之法。我們可以從兩面看見自己。我們
看見生的那個側面會重生，不過還有一個側面不重生。老的那個側面會老去，不過還有一個側面
不衰老。病的那個側面會生病，不過還有一個側面不生病。死的那個側面會死去，不過那不死的
部分，它不死。這就是種姓智(gotarabhu-ñana)，好比有雙目，看見了兩個側面。無論朝哪面看，
我們都看見了，但兩面都不執取。我們只看見事物的造作本質，它們都必須經歷生老病死。不少
人觀想這四件事，明見實相，直到從無明中解脫，因此成了阿羅漢。  
        色身的本質是朝一個方向——也就是衰敗——流過去; 然而心不跟著它流。心必然依其力量
程度而上昇。凡心力大者，走得遠。執著於生者，必然投生。執著於老者必然衰老。執著於病者
必然得病。執著於死者必然死亡。但是，凡不執著於生老病死者，必然趨向於不生、不老、不
病、不死之境。  
        當我們能夠做到這一步時，就可以說在生老病死之中找到了一大塊聖財。我們不需要懼怕貧
窮。即便身體會老去，我們的心不會衰老。身體要生病死去，就讓它生病死去，但我們的心無
病，我們的心不死。對阿羅漢來說，即便有人把他的頭砸開，他的心也不會痛苦。 

* * *
        當心與世間糾纏時，必然受到衝撞，一旦衝撞，它會搖晃起來、來回滾動，好比一堆石彈。
因此，無論其他人是好是壞，我們不要在心裏積存起來，昇起愛意或者惱意。當它是別人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完全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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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蓋是五種病，抓住心、嚙食心，使它消瘦饑餓。凡是定力深的人，能夠滅盡這五種病。這
樣的人，身心必定充實——無饑餓、貧窮、匱乏之感——不會去找任何人求取福德。  
        我們得到的果報是(1)我們會得到聖財，使自己富有起來。(2)若是佛陀還活著，他必定會爲
之心悅，就好比父母看見子女自足富有，可以安枕無憂。  
        總結起來說: 世間的財富滋養體力。尊貴的財富滋養心力。因此我要求我們大家，把這段教
言用於修行，訓練自己，使我們的意、語、行精細起來，有價值、純淨、達到聖財富的層次，那
就是通往至樂的涅磐之道。 
 
中譯者注: 
[1]此爲增支部AN5.37中偈語的開頭，爲了引出下文關於心力體力的開示。 
[2]增支部AN7.6中提到七種聖財: 信念、戒德、良知[恥心]、畏惡[懂得不良意語行之傷害]、多聞、慷慨、
明辨。佛言擁有這七種財富者不貧窮、未白活。 

相關連接: 
        面對病痛與死亡文選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hand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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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李: 意識 [1]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Consciousnesses ——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7 美國慈林
寺。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
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英譯者注: 阿姜李去世前不到一年，一些弟子開始爲他的說法錄音。以下是現存九部根據錄音整
理的開示之一，也是磁帶尚存的四部開示之一。這是一場極其別致的開示，既顯示了阿姜李特有
的幽默與風格，也對＂我＂與＂非我＂的概念在修行中如何應用，作了一番生動的討論。] 

        在我們的一切行動之中，堅持與耐力是我們必須不斷對自己培育的素質。有的人本來文化程
度低下，甚至讀寫都有困難，但他們埋頭苦練，後來發現能夠讀懂甚至背誦整段的文字，這種例
子過去現在都有。他們當中甚至還有人獲得參加政府考核的資格，這類事也發生過。因此，我們
應當不斷地提醒自己，世上的一切[成就]來自努力與堅持。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聰明、愚
笨、文化低、溝通技能差——只要你心裏有堅持、耐力這些素質，你就有希望。至於那些聰明、
文雅、多聞的人: 如果缺乏堅持與耐力，不論在世間還是在佛法上，他們不可能達到目標。特別
是對我們當中那些瞄准最高喜樂，也就是以涅槃爲目標的人來說，努力與堅持是把我們牽向目標
的磁鐵。 
        當努力和堅持[2]在心裏存在時，耐力也必然得存在。爲什麼? 當你對某件事下了功夫堅持
時，必然會有障礙。如果你真正堅持下去，那些障礙必然得消失，也就是說，你一直也在用你的
耐力。如果投入了精力，但沒有耐力，你不會成功。因此，我們應當把努力放在第一，耐力放在
第二。一旦這些素質在你的內心連續協調地工作時，無論你的目標有多深多遠，佛陀預告說，你
能夠達成你的心願。這就是爲什麼他說， Viriyena dukkhamacceti: 是透過努力與堅持，人們得以
從世間解脫，達到涅槃。這是爲了確保我們正確地努力。 努力和堅持，是我們的根柢，或者說是
把我們拉向涅槃的磁鐵。 
        那是佛陀說的。不過，我們自己的妄見，受雜染的左右，偏偏跟他的教導相抵觸。換句話
說，人們不相信他。多數人相信自己，不肯相信智者的教導。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得繼續在這世間
跌跌撞撞、爬來爬去的緣故。我們只相信自己，相信我們自己的見，但是所謂“我們的”東西，是
由雜染構成的。佛陀告訴我們，是透過努力和堅持，人們才證得從苦中解脫，可是這個雜染，卻
障礙我們信任佛陀的教言。我們只聽見字句，但是聽不懂。聽見的東西僅止於耳，沒有進入心。
這說明，我們的意見與之相左。即使在你個人內心裏，也是自相矛盾。聽見的是一回事，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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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回事，兩者不一致。這種情形發生時，你開始疑惑不定。心不明事理。你的修行除了上下起
伏，對錯變幻，什麼結果也沒有。 
        這是因爲人人的心……當然，每個人只有一顆心，但是這顆心怎麼這麼多事? 這是一個極其
複雜的問題。爲什麼? 因爲若是只看表面，我們會說，每個人只有一顆心。我們只知道這麼多。
不過，如果換一種方式看，經文上告訴我們，心理意識之多，數不勝數。這就令我們思考，它是
怎麼回事? 當我們放下經文，轉過來真正觀察自己時，將會看見，人的身體不僅僅只有一種意
識。它那裏面有許許多多的意識。真正你自己的意識，你卻很少找得著。在你的身體裏面，可以
有多達三類意識。第一類，是你自己的意識，它在你受孕時，進入你母親的子宮，那時候，沒有
別的意識跟它混雜起來，共同進入。當時周圍有許許多多其它的意識，投生不成，都滅去了。那
些意識究竟有多少，數也數不清，但是在投生的競爭當中，只有一個有那個福德，投生成功，剩
下的大批意識全部退落到一邊。因此，受孕時，我們能進入人類的子宮，應該歸功於我們的福
德，它讓我們有資格立足人界。 
        一旦我們的意識這樣得到確立，它就開始發育。身體在發育。隨著它的發育，別的意識開始
不爲我們覺察地滲透進來。如果你想看一個明白的例子，可以看一看出生之後的人體。有時侯，
兩尺長蟲會從腸中排出。它若不是來自一種意識，又來自什麼? 還有那些微生物呢? 有些疾病，
實際上是小動物造成，是它們在體內造成囊腫與瘤子。傳統醫生常常說，我們的身體裏有八族，
十二支致病的動物。它們來自哪裏? 來自意識。如果沒有意識，怎麼會有動物? 動物自意識昇
起。它們有些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譬如從傷口、眼、耳、鼻、牙、肛門口大量爬進來的那些東
西，大群的東西。那它們是什麼? 它們是一種意識的形式。 
        這類意識，你可以看得明白，不過，還有一類意識更有隱伏性，沒有你看得見的身體。只有
修禪定，獲得特別能識時，你才能看見它們。那就是住在你體內的第三種意識。 
        因此，一共有三種: 你自己的意識只有一個。接下來是你的體內的許許多多的意識，它們潛
伏在那裏，多得說不准有多少。那些擁有你能看見的身體的，多得很。至於那些沒有身體，但住
在你體內的，那更是數不清。 
        正因爲它們的數量這麼多，帶著這麼多自己的目的，佛陀才教導我們，不要參與它們。它們
不是我們，不是我們的，與我們無關。有時我們好端端坐在那裏，突然心裏一件事發作，開始引
出一連串事。我們不要它發生，但那個心卻似乎在自作主張。這就是意識，這些瘋瘋癲癲的意識
動作起來滲入我們自己的意識，迫使我們服從它們的一個明例。潛伏在我們體內，自己沒有身體
的那些意識: 要知道，它們也會發怒。它們也會變得貪婪、癡迷、感受愛與恨，就和我們一樣。
它們一旦開始像這樣有所感受，又緊靠著我們，於是我們自己的意識就不自覺地跟著走。這就是
爲什麼心裏這麼多事的緣故。 
        要知道，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方說，你的兩個孩子在你跟前吵架，足以令你自己的情緒惡
劣起來。雖然你沒有一起吵，但這裏面存在一種關聯，到頭來你也有不少受傷的情緒。這就是爲
什麼經上教導我們: Yaṃ ve sevati tādiso。 你跟誰親近，結果就跟他們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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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經上教導我們，要分析事物。你的心裏有許多的心。其中一些是動物的心。攪動起來
的不是你的心，是它們的心給攪動起來了，但它們就在你的心的旁邊，結果你就朝它們的方向傾
斜。因此經上教導我們，它們是 anattā [非我]，不是我。意識非我。因此不要參與進去。我們必
須下功夫、堅持、耐心，把事情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些東西消失之時，就是心明亮、
自在之際。因爲實際上，這種事在心裏的發生，不是我們造成的。是它們造成的。如果真是我們
造成的，那麼當這些事在心裏發生時，我們應當感到喜樂滿足。當它們消失時，我們應當感到喜
樂滿足。但實際上，當這些事在心裏發生時，只有在某些情形下，我們才對它們有喜樂。其它情
形下，根本就沒有喜樂。心裏存在一種衝突。有時這些另類意識數目巨多，各有各的目的。 眾寡
懸殊，我們就開始服從它們。這時候，我們做錯事，說錯話，結果後悔。這是因爲我們在行動上
服從了它們，沒有服從我們自己的真心。 
        因此，你若想了解意識，就得把這點牢記在心。佛陀用極其簡單的言辭告訴我們，我們卻聽
不懂。他說:“意識非我。”只有四個字，我們卻不懂。 怎麼可能懂呢? 我們的心沒有在定中確立，
因此把聽見的一切全混淆了。我們只知道，意識就是我們的心。我們只會這麼想，於是什麼都附
和，站在同一邊。這是我們。那是我們。什麼都附和，因此我們不了解意識。 
        當我們開始仔細思考這些事，想知道自己真正的意識究竟是什麼樣子時，就會去檢查一下，
看那裏面是不是有對我們誠信、忠實、無欺的東西。如果有一件你樂於做的事——你懂得它是合
適的，你知道它是正確的——你去做了，把它完成了，那就是你可以信賴的。不過有些其它的
事，你並不真正喜歡做——一部分的你想做，另一部分的你不想做——發生這類矛盾時，你應當
了解，自己是在與愚者交往，是在同前來欺騙自己某些意識打交道。那時候，你必須抵制、堅
持，把那個念頭關起來。換句話說，你必須注意觀察那個意識，看它屬於哪一類。它是你自己的
意識嗎？還是另一種潛伏著的意識，是它在刺激你服從它？如果你服從了它，結果做了事後後悔
的事，那就叫做被意識欺騙。 
        當佛陀告訴我們，意識不是我，它是anattā ［非我］的時候，我們聽不懂。只有一種意識真
正是我們的。真正是我們的那個意識，是對我們忠實、誠信、無欺的。譬如，你心裏決定，明天
想去寺院聽一段法。去寺院聽法是你樂意做的一件善事。你真正從中得益。這一點你自己是明白
的。可明天到來時，你的心卻變了，因爲——它就是變了。這種情形發生時，你應當認識到，是
你的意識與某些別的意識混淆了。你應當那樣看。不要把它真當成是你的意識。那個駁回了你原
來想法的新想法，並不真是你的。它是在欺騙你。它並不真正是你。一般來說，如果什麼東西真
是你，它不會騙你。它必須對你誠信，忠實，服從你。你一旦下決心做什麼善事，必須堅持下
去，直到成功，讓你感受到喜樂爲止。那樣的思考才真正是你自己的意識。它是誠實的。它不欺
騙你。 
        不過，多數人欺騙自己。實際上，也不是他們自己騙自己。他們本來沒事，卻被這些另類意
識滲透，結果受騙。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教導我們，asevanā ca bālānaṃ，遠離愚者。如果你經常與
那類意識廝混，結果就會受苦。因此——paṇḍditānañca ——親近智者，使你的心牢固地安止，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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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想做什麼善事，要令它一路善下去，直到你達成目標。那才是你。不要讓任何其它意識進來
干擾你的事。如果你遇上任何想讓你放棄努力的想法，要認識到，你是在與愚者交往，是在與你
自己以外的意識交往。你應當那樣看。 
        如果詳細講述住在我們體內的所有那些意識，可以講很多。基本上它們分兩類：一類的想法
與我們自己的一致，一類則不一致。舉例說，當我們想做善事時，有些餓鬼與亡靈，雖然也想作
善事，但因爲沒有身體，做不成。於是爲了跟著我們一起做善事，它們就住在我們身體內。不
過，有些別的亡靈，不管我們想做什麼善事，它們都想破壞。它們可能是我們前世的宿敵：也許
過去被我們壓迫過、囚禁過，或者被我們下令處死過。我們曾經破壞他們想做的善事，因此有那
麼些舊仇宿怨想與我們清算。它們要給我們的修行道造成障礙，讓我們沒法進步。它們來在我們
耳邊悄悄地說：“停下吧，停下吧。你快要死了。你要餓壞了。快要下大雨了。日頭太烈了。太
早了。太遲了。”它們說個不停。這就是來與我們爲敵的意識。另外有些意識，過去曾經是我們
的親戚和朋友。它們想做善事，但做不了，於是住在我們體內，這樣它們可以對佛像頂禮，與我
們一起念誦。正是因爲存在這許多意識，我們的心，有些時侯，就像妖魔鬼怪一樣。我們想不出
爲什麼這種事會發生，盡管我們不想那麼做，然而它就是發生了。不過，又有的時候，我們的心
像天神一樣美好、和藹，其他人詛咒我們的母親和祖母，我們也不生氣。又有的時候，根本沒有
生氣的理由，我們卻偏偏以極其醜陋，惡劣的方式發脾氣。這些意識就是這樣：自己糊塗，又混
淆他人，是它們滲入我們的體內。你應當那樣看。 
        還有另外一類意識：那些前來收取舊業債務的的意識。它們就是那些喫我們的肉，喫我們的
鼻、耳，破壞我們容貌的菌蟲。它們喫我們的下唇，令我們露牙暴齒，難看羞恥。有時侯，它們
喫我們的耳鼻，一路啃到前額。有時侯，它們喫我們的眼、我們的手、我們的腳。有時侯，它們
喫我們的全身，令皮膚生病。這些東西，都是舊業的收債者。過去我們使它們活得痛苦，這回輪
到它們來結夥讓我們難受。過去我們可能喫了它們的皮肉，這回輪到它們來喫我們的。吃吃吃
——什麼都喫。“你這混蛋，不管你有什麼，我都要把它喫光。”它們就那麼說。我們怎麼可能把
它們除掉呢？喫我們的外面，我們看得見，於是把它們趕走，它們就跑到裏頭，在我們的肚腸裏
喫。那時候，就真不妙了：我們連看也看不見，別說除掉它們了。於是它們不停地喫啊喫，一邊
讓我們難受：喫我們的腸、喫我們的胃、喫腎、喫肝、喫肺、喫血管、喫體毛，到處喫，什麼都
喫。它們在外面喫，造成皮膚病。又作爲蠕蟲細菌在裏面喫。相互之間還打仗――畢竟那裏有許
多不同的群體。光蠕蟲就有一百零八種。種類那麼多，自然有打鬥，在我們體內騷亂。我們哪裏
有希望擋得住？有時侯，我們不自覺就屈服了。怎麼回事？因爲它們實在太多了，抵擋不住。 
        我們體內的這些眾生：有時侯它們會發怒、打架。有時在街上撞上了，便開始相互又咬又
打，於是我們前面發癢、背後發癢——抓抓撓撓的：是因爲這些蠕蟲在那裏打群架。它們在我們
體內游蕩，就像我們在外面游蕩一樣。血管像條大路，小動物在裏面游蕩。這個朝這個方向，那
個朝那個方向，兩個一碰頭，開始交談。有時講個沒完沒了，就地過夜，在那裏又喫又拉，直到
那裏腫起來：那是個小窩棚，裏面住著眾生，也就是我們體內的種種意識。事情就這樣，持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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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我們的身體，好比一個世界。世界上有海、山、樹、藤、地，身體也一樣。每一條血管是眾
生的一條路徑。它們沿著我們的血管、氣管行走。有些管道被堵塞了，像條死路。其它的管道暢
通無阻。暢通時，血液像在河溪裏一樣流動。流動時，可以開船。有船，船上就有生靈。有時會
發生撞船。那就是我們爲什麼胳膊、腿、氣管疼痛的緣故。因此不管你怎麼撫摩、按摩――這都
是住在我們體內的意識造成的。它們有的住在我們的眼窩裏，有的住在我們的耳洞裏，有的住在
我們的鼻孔裏，有的住在我們的嘴巴、喉嚨、牙齦裏。它們像人一樣，只不過我們不懂它們的語
言。它們也有職業、事業、家族、房子，還在我們體內四處有度假村。我們體內的這些意識，有
時像紅蟻黑蟻一樣，會發生打鬥、戰爭。蜥蜴與蟾蜍會打架——我是見過的。我們的身體內部也
一樣，我們到哪兒才能逃脫這一切呢？眼裏的生靈把我們的眼當成它們的家。耳裏的生靈把我們
的耳當成它們的家。血管裏的生靈把血管當成自己的家。有時候，地盤衝突，就會開戰。這就是
爲什麼體內這麼多事的緣故。有些種類的意識昇起疾病，有些意識只是在靜候機緣。舉例說，有
些無體的意識在我們血管附近呆著，等候傷口和腫泡的發生。那就是它們取得蠕蟲和細菌之身的
機緣。至於那些還沒有身體的，它們以冷顫、竦悸、癢癢、疼痛的形式，在全身到處游走。這都
是種種意識造成的事端。 
        簡要總結起來，一共有三類——三個族系，都是些龐大的族系。首先是住在我們體內的有身
體的眾生。接下來是自己沒有身體，但住在我們體內的諸種意識。然後是我們自己的意識。因此
一共有三種。這三種意識混雜在一起，我們不知道哪些意識屬於有身體的動物，哪些屬於尚無身
體的眾生，哪類意識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不知道。這件事不知道，怎麼可能了解五蘊？早課天天
都在念那個Viññāṇakkhandho——識蘊——怎麼可能懂？我們只知道念“意識，意識”，自己的意識
卻軟散、無力，像根拖在地上的繩子。跟那句“意識非我”一樣，我們只會認字。 
        只有當我們令心入定，培育明辨時，才能夠了解意識。那時候，我們就會懂得十八元素
［界，屬性］，爲首的即是 Cakkhu-dhātu，rūpa-dhātu，cakkhu-viññāṇa-dhātu——眼元素、色元
素、眼識元素。明白這三件事，需要一種來自定的智。例如，我們眼裏有多少類意識？當一種色
［形體］對眼顯現，有對該色的意識時——它真是我們的意識嗎？還是別的無體生靈的意識在摻
合？還是某個有體生靈在擋路，令我們疑惑不定？眼中昇起的，看見色的那三種意識：它們有多
少不同的的反應方式？那些反應真是我們自己的意識作出的？還是住在我們體內的有體眾生的意
識作出的？或者是無體眾生的意識出的？不知道。我們渾然不知。連這都不知道，怎麼能知道眼
元素、色元素、眼識元素？沒辦法。我們根本就沒有洞見、沒有智識、沒有明辨。 
        Sota-dhātu, 耳元素: 我們的耳，是耳識昇起的基地。什麼種類的耳識首先昇起？我們知道
嗎？不知道。一點不知道。是我們自己的意識出去聽聲嗎？是潛伏在耳內的某些小動物的意識
嗎？還是某個連身體也沒有的生靈的意識？還是它真是我們自己的意識？要仔細觀察，在了解別
的事情之前，先了解這件事。你可以根據果報來區別：有些種類的聲音你愛聽，雖然知道它是不
對的，可你還是愛聽。你應當認識到，這種事情發生時，那不是你的意識在聽，因爲它對你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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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另外有的聲音善良正確，但你不喜歡。那又是一個例子，說明不是你的意識。可能有別的
什麼東西滲透進來，在妨礙你。 
        你必須對這事小心謹慎，因爲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識群，帶著它們自己的打算。有時侯你聽
別人說話：他們說的是真語、正語，你卻不喜歡。於是你以爲這個喜不喜歡的態度是你自己的。
從來也不停下來想一想，意識非我。你從來也不停下來想一想，因此耳朵這麼聾。你沒在聽。是
某個餓鬼在替你聽，你都不自覺。因此記得了什麼？你的心不在當下、這裏、跟身體在一起，它
不在聽。餓鬼們在聽，亡靈們在聽，阿修羅們在擋路，結果說的是什麼，你自己不知道、不明
白。餓鬼和阿修羅在那裏又聽又想，你都當成是自己。因此佛陀說，無明使我們眼盲、耳聾。這
都是種種意識造成的。 
        Cakkhu-dhātu，rūpa-dhātu，cakkhu-viññāṇa-dhātu——眼元素、色元素、眼識元素: 有這三件
事。眼一見到色的瞬間，是什麼出去看？你有沒有停下來注意一下？沒有。從來沒有。因此，你
不知道它究竟是你自己的意識，還是潛伏在你眼裏的一個動物的意識，究竟它是有體還是無體。
你甚至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真的存在。這件事不懂，怎麼會有希望懂得其它?  
        Sota-dhātu，sadda-dhātu，sota-viññāṇa-dhātu——耳元素、聲元素、耳識元素: 這你也不知
道。同樣地，Ghāna-dhātu, 鼻元素: 鼻是覺知氣息，昇起意識的地方。有時侯，我們的意識喜歡某
些氣息，如法的氣息。於是我們尋尋覓覓，找那些氣息，修福德。有時我們放棄了。我們喜歡那
些氣息，但沒有跟蹤到底。我們沒有把自己的想法貫徹到底。不過，還有些氣息，我們不喜歡，
但照樣追逐。喜歡的，卻不跟隨到底。氣息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氣息在我們鼻內顯現，
意識也在我們鼻內顯現。誰知道那裏住著幾百種意識? 有時侯，它們比我們先知道。它們對我們
輸送各種錯誤訊息，欺騙我們。它們對我們說悄悄話，繼續騙我們信任他們。結果，我們閉眼跟
著它們，像一只從蜂巢取蜜的熊。它閉著眼，不停地對著蜜吸呀吸。它張不開眼，因爲蜜蜂會蟄
他的眼。我們也一樣: 當各種意識來悄悄地說:“去，去，”我們就跟著去了，還以爲是自己覺得該
去。實際上，我們就像個被附身的靈媒，不知道是什麼溜進來牽著我們到處走。 
        Jivhā-dhātu, 舌元素: 舌是味覺昇起的地方。味道來，在舌上接觸，昇起一種覺知，稱爲識。
但是昇起的那個意識: 究竟是哪個意識先昇起? 我們的味蕾裏住著眾生，要知道，它們也有識。它
們也許比我們知道的還要多。舉例說，有一種食物，我們知道喫了有害，卻還是有想喫的欲望。
爲什麼有那個欲望? 有時我們不想喫，但某個生靈的意識想喫。我們明知喫了會生病，卻仍然有
喫的欲望。這就叫做被味道欺騙。被意識欺騙。我們已經提到過了，意識有三類，那麼是哪種意
識在摻合? 它是不是我們的意識? 我們從來沒有停下來查一查。它是一種尚無身體的意識? 還是出
現在我們嘴裏，已有身體的那種? 我們不知道。不知道，因此說出來的話，盡是混亂、錯誤的。
是這些生靈指揮我們說話，講出種種話來給我們招惹麻煩。實際上，這些話我們不想說，卻脫口
而出。這說明我們在親近愚者的意識、怒魔[阿修羅]的意識，自己根本不知道。只有事後嘗到苦
果時，才明白髮生了什麼。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總輸給它們。我們不懂得五蘊中的識蘊。雖然天天
都在念 Viññāṇa anattā，anattā ——意識非我、非我，卻一點也不懂。這就是佛陀所說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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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jjā)。 
        Kāya-dhātu. 身元素也一樣: 身是觸被感受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冷、熱、軟、硬。我們知道。
這種對觸的覺知叫做意識。不過，它是誰的意識，我們從來不去查一查。因此以爲冷的是我們，
熱的是我們，實際根本不是。好比被附身的人。被附身時發生什麼? 假定某人從不沾酒。被附身
時，他會兩杯、三杯地喝——還真感到享受——當那個東西離去時，不沾酒的那個人醉倒了。爲
什麼? 是因爲有個外來意識控制了他。真正的他，過去從不沾酒，但是在外靈的控制下，飲了
酒。 
        我們的心也一樣。當這些意識鬧騰起來時，我們做出一些事來，盡管自己不願做。有些種類
的意識喜歡冷，有些喜歡熱。就像世間的動物: 有的喜歡天熱，有的喜歡天冷，有的愛喫硬食，
有的愛喫軟食。像蠕蟲、毛蟲愛喫硬的。我們體內的眾生也一樣: 有些愛喫硬的、就把我們的骨
肉一直啃到松散、跌落。有的喝我們身上的液體部分。有的喜歡熱。有的喜歡冷。於是、當它發
冷時，我們覺得真冷，但從來不停下想一想，是什麼令我們發冷。當它熱起來時，我們不知道是
什麼令我們發熱。我們就以爲那是我: 這是我、那是我。這樣一來，我們變成另一個生靈的意
識，跟著它動，自己從未察覺。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說我們沒有明辨的緣故。我們被這些意識欺騙，忘記了他的教導: 意識非
我。實際上，那裏只有一個意識，本來沒這麼複雜。 
        至於我們的心—意元素(mano-dhātu)，也是同樣道理。它被生靈控制，受種種苦迫。心裏想
出來的主意，導致思維的主意: 它們來自一個因。有時候那個因也許是其它意識對我們的沖擊
波。也許是一些有體生靈瞄准我們發出的意念。 也許是一些無體生靈有什麼賬要同我們清算，引
導我們自己的心去服從它們。這種情形發生時，你應當懂得:“噢，有滲透。”滲透進來的東西，就
是另一種生靈的情緒。也許是動物的情緒。天神的情緒。怒魔的情緒。我們必須破解它們，才會
了解。當我們這樣了解時，心裏就沒有那麼多事了。那裏只有一顆心。只有一個意識，而不是一
大堆。一是一時，應該保持一。問題是，一變成二、又變成三，如此繼續，沒完沒了。是它們妨
礙了我們的覺知。 
        無明遮蔽我們的眼，使我們不了解在我們眼球裏安家的諸種意識。無明遮蔽我們的耳: 來我
們的耳裏造屋，塞滿耳洞的所有那些動物的意識。無明遮蔽我們的鼻: 來我們鼻孔裏安家的所有
那些動物意識。無明遮蔽我們的舌: 來我們舌頭裏造起城樓的所有那些動物的意識。無明遮蔽我
們的身: 來我們每一個毛孔裏蓋房的所有那些動物的意識。至於我們自己那單一意識，它根本不
是對手。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禪修的功夫如此虛弱、松散的緣故: 我們不了解這些東西正在對我們
做什麼。它們關閉了我們的眼、耳、鼻、舌、身、心，使得我們看不見出路。結果，我們試圖培
育的素質就是長不起來。 
        等到我們能夠把無明的房屋摧毀時，才會懂得在發生什麼。 

Aneka-jāti saṃsaraṃ，sandhāvissaṃ anibbisaṃ 
Gaha-kāraṃ gave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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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少輪重生， 
我游蕩著，尋覓中 
找不到那造房者。 

 
        當我們觀想這些事，直到有所領悟時，將會看見在我們家裏安家的所有那些眾生的無窮無盡
的事。 Aneka-jāti saṃsaraṃ... 歷經多少輪重生……它們前來爭吵、鬧事、搗亂。它們想把我們的
心拉向各種各樣的傷害。 
        當我們觀想這些事，以這種方式看它們時，就會昇起無欲。 Cakkhusmiṃpi nibbindati。 對眼
無欲。 Rūpesupi nibbindati。對色無欲。 Cakkhu-viññāṇepi nibbindati。對意識無欲。我們實在厭
了。我們的心把它真當成一件厭事。 Nibbindam virajjati，virāgā vimuccati。 藉著厭離，他無欲。
藉著無欲，他解脫。我們把它們吐出[3]。眼把色吐出。它把意識吐出。它受夠了，於是把它們吐
出。 
        Sotasmiṃpi nibbindati。我們對耳有無欲感。 Saddesupi nibbindati。對聲無欲。 Sota-
viññanepi nibbindati。對耳識無欲。 Virāgā vimuccati。藉著無欲，他解脫。把它們全部吐出。當
眼把色吐出時，色不粘在眼裏，因此眼能夠透視，看得見幾裏之外。聲被吐出時，耳可以遙聽: 
我們聽得見天神在聊什麼。當鼻把香吐出時，整個世界聞著都是香的。我們的善德，當我們把它
放開時，它會朝各個方向釋放出芬芳的氣息。舌不把味吞下，而是把它吐出; 它把意識吐出。身
把觸覺吐出。熱不粘在心裏。冷不粘在心裏。身的硬、軟，等等，不粘著、不滲入。一切全被吐
出，一直包括了意識。 
        心放開它的善德。它不抓緊“善德屬於自己”的見或自滿。它吐出惡，吐出不善巧心態，使得
惡不能漏進來，浸泡心。它吐出所知的一切事，比如“那是有身體的眾生的意識……那是無身體
的眾生的意識……那是真正的我的意識。”這一切都給吐了出去。那就叫做: viññāṇasmiṃpi 
nibbindati。 對意識無欲，對心的所緣無欲。 Virāgā vimuccati，藉無欲，他解脫。一切都給吐出; 
什麼也沒咽下，因此什麼也不粘在喉嚨裏。眼不咽色、耳不咽聲、鼻不咽香、舌不咽味、身不咽
觸、心不咽想法。 Vimuccati: 解脫。不再有混亂與糾纏。那時才可以說，你就在涅槃的跟前。 
Vimuttasṃim vimuttamiti ñāṇam hoti，khī ṇā jāti，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 ——“隨著解脫，有此
智:‘解脫了。’生已終止。梵行已成就。”當我們能夠以這種方式修練時，就會明察: 什麼是動物的
意識，什麼是我們的意識，能夠把它們全部放開。那時我們才知道，我們已經從所有這三種意識
中證得解脫。 
        有體的眾生的意識，不是我們的意識。無體的眾生的意識，不是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意識，
也就是覺知這些東西的意識，它不是我們。把這些東西放開，順其自性。那時才可以說，我們了
解了五蘊、六處[六種感官媒介]。我們從世間證得解脫，睜眼。我們的眼，將能夠遠望，好比把
房子的四壁移開，我們可以看見幾百碼之外的東西。當我們的眼，沒有給粘在色上時，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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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天眼，可以遠望。當我們的耳沒有粘在聲上時，我們可以聽見遙遠的聲音。當我們的鼻沒有
粘在氣息上時，我們可以嗅一嗅天神的氣息，而不是嗅著刺鼻的人氣。當味道不粘在舌上時，我
們可以嘗一嘗天界的藥物、食物。當心不粘在觸覺上時，我們可以舒泰地活著。無論坐在哪裏，
我們都自在: 冷時自在，熱時自在，軟座上自在，硬座上自在。即使太陽曬著，我們也自在。身
體破損，我們仍然自在。這就叫做吐出我們的觸感。至於心，它吐出自己的想法。這是一顆解脫
之心: 從五蘊中解脫，從三種意識當中解脫。它們再也不能騙它了。心從苦中解脫。達到至高之
樂: 涅槃。 
        我在這裏講述的主題是意識。要把它記在心裏，訓練自己，昇起內在的智識。那時，才可以
稱你是世間解。有色身的意識住在欲界[感官世界]，從地獄一直到天界。無色身的意識，住在無
色梵天界[4]。我們自己的意識，是把我們帶到涅槃的那一個。當你了解了這三類意識時，才可以
說，你是明行足——知識與操行具足。善逝者: 善來、善去，無論住在哪裏，也是善住。那樣，
世間的一切眾生都可以得到一些解救。以什麼方式? 我們把一切交還給它們。任何想在我們體內
喫的動物可以盡管喫。我們不再占有。無論它們要什麼，愛喫什麼，盡管喫:我們不在乎。那是我
們真正的感覺。我們不再粘著。想喫我們的腸胃，就去喫。想喫糞便，拿去。想喫血，盡量喫。
我們不再占有。不管什麼種類的意識，不管它們想要什麼，盡管拿去。我們給它們獨立，放它們
自主，我們不試圖從它們那裏揩油。結果，它們得以分享我們的善德。我們體內那些無體的意識
也一樣: 它們獲得獨立。我們也獲得獨立。個個得以住在他(她)自己的房子裏，喫自己的食，睡自
己的床。各自分開居住，各各自在。 
        這就叫做“薄伽梵”[5]: 眼與色分離，色與眼分離，意識[眼識]與我分離。 
        耳與聲分離。聲與耳分離。意識與我分離。 
        鼻與香分離。香與鼻分離。意識與我分離。 
        舌與味分離。味與舌分離。意識與我分離。 
        身與觸分離，觸與身分離。意識與身分離。 
        心與想法分離，想法與心分離。意識與心分離。 
        沒有“這是我、那是我自己”的感覺。這就稱爲 Sabbe dhammā anattā——諸法非我。我們對任
何東西都不稱所有權。凡是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將從世間、從生死輪回中解脫。這就是
āsavakkhaya-ñāṇa——心中昇起的漏盡智。 
        因此，你現在聽了這些，應當拿著思考、觀想，在內心明確達成理解。那樣，你將會走上解
脫苦迫的道路，時時刻刻運用堅持與努力，淨化你自己的意識，讓它明察。正是那樣做，才會把
你引向清淨。 
        今天關於意識的討論，容我在此打住。 
中譯注: 
[1]意識: viññāṇa, 五蘊中的識蘊，據坦尼沙羅尊者，泰語的該詞又有非人的精靈[spirit]之意。阿姜李用這
個雙關語，提示聽眾，當內心存在相互衝突的意願時，如何運用非我教說，堅持爲自己真正的福利而行
動。對那些不善巧的欲望和沖動，不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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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努力與堅持: viriya,又譯精進，此處依英文直譯爲努力與堅持[effort and persistence]，換言之，是指下功
夫，不松懈。 
[3]吐出: 指不粘著以之爲食。 
[4]欲界,色界: 見佛教宇宙觀。此處未提那些有色身但人眼看不見者。 
[5]薄伽梵: bhagavā, 具足吉祥者; 世尊。據清淨道論，依語源又可解作分別。 

相關連接: 
        《非我相經》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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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那境界-阿姜放

[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放: 親身實踐 

———關於禪那境界 
回憶阿姜放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Seeing for Yourself———A monk recalls his teacher’s bootstrap 
method for navigating the jhanas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4 坦尼沙羅
比丘。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
版、重排、重印、印發。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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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文原載於英文佛學雜志《三輪》2004年冬季刊。 

        我最初開始跟我的老師阿姜放學習時，他遞給我一本禪修小冊子，便讓我去寺院後山上坐禪
了。這本小冊子是他的老師阿姜李寫的，開頭講呼吸禪定方法，結束時談到怎樣用這個方法達到
前四禪 。 
        以後的年月裏，我看見阿姜放把這本書給了他的每個新學生，無論居家人還是比丘。盡管小
冊子裏詳細講述了禪那境界，他自己卻從不曾對哪個學生說，他們已修到哪個特定境界。學生對
他講述某個重複出現的禪定經驗時，他願意討論的，並非那是什麽、而是該怎麽辦: 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哪裏、把哪些東西放下、改變什麽、保留什麽。接下來，他教學生怎樣對這個境界作一些
實驗——怎樣使它更穩定，更寂靜——以及怎樣判斷這些實驗的結果。如果學生要把個人進展與
書裏的禪那描述作對比，那是他們的事，與他無關。阿姜放從未這般多言地講過，但是以他的教
法，這個意思是很明顯的。  
        他持這個態度，道理也是很明顯的。有一次他給我講自己年輕時的禪修經驗:“那個年代與我
們現在的做法不同，沒有什麽書給你解釋一切。我開始跟阿姜李學習時，他要我把心定下來。因
此我就集中意念向下、向下、再向下，越向下越沈重、困鈍。我想，這肯定不對了。於是轉過來
把意念集中向上、向上、再向上，直到找到一種平衡，就懂了他的意思。 ” 
        像這樣的諸多經歷使阿姜放理解了: 必須親自嘗試，了解教導中哪些必須照字面意義去做、
哪些必須當成比喻; 你得自己判斷做得怎樣; 你必須有創意、願意實驗、願意冒險，去解決禪修中
出現的問題。 
        因此作爲老師，阿姜放要求弟子培養的也同樣是這些自足、創意、願意冒險、親身嘗試的素
質。他不僅談論這些素質，而且還把你逼到某個處境，不得不去發展這些素質。如果他老在一邊
替你認證: “對，你已經達到第三禪那，” 或者 “不對，那只是第二禪那”，便繞過了他要你培養的
那些素質。那樣他便代替了你，來決定你心裏發生的事; 而你就卸除了正確分析自身經驗的責
任。正如他有一次告訴我，“我要是解釋一切，你們就習慣於等著東西放在盤子裏送上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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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中發生問題，你卻沒有一點自己解決問題的經驗怎麽辦? ” 
        因此，跟著他學時，我只得在不確定中冒險。如果禪定中發生什麽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就得
堅持下去，隨時觀察，之後再作結論。即使那樣，我學會的是，對自己禪修經驗的標識，也不像
鐫刻於石一般永久。其實它更像個便條: 給自己作個方便的記號，以後熟悉了自己境界的版圖
時，可以揭下來，粘到別處。這堂課學得很有價值，自己一直應用於禪修的各方面。  
        盡管如此，阿姜放並沒有讓我獨自重新發明法輪。經驗告訴他，有些定力訓練辦法較之其它
辦法，能更有效地把心智引向這樣的境界: 你在其中可以發揮創意，精確判斷實驗結果。 他對那
些方法的推崇是很明確的。以下是他強調的要點: 
        高度的定力對內觀的開啟是絕對必要的。 阿姜放常常說，“沒有定力作爲深厚基礎，內觀不
過是概念而已。” 爲了明確觀察苦與苦因，心必須平穩、寂止。爲了保持寂止，需要有高度自在
感，只有高度定力才能夠提供。 
        在某種禪定狀態下要獲得洞見，你必須在那個狀態下保持很久。如果你不夠耐心，急著從一
個境界轉到下一個境界，或者你達到某個境界後分析得太倉促，便不曾讓它充分展現出來，也沒
有給自己機會去徹底熟悉它。 因此你必須學會這個技巧，努力培養它，用於各種情形。你從不同
側面去觀察，隨時間變化去觀察，看看到底還與最初印象相一致，是否真是喜感、空性、自在。 
        爲培養全方位觀智，最佳禪定狀態是保持全身意識的狀態。阿姜放平時不指出你達到的境界
是什麽，但是有兩個例外，那兩種情形都來自錯誤的禪定。第一種狀態是，當呼吸達到極其舒順
時，你的注意力從呼吸開始漂移到這種舒順感本身，你的念注開始模糊，對自己的身體與周遭的
知覺迷失在一團愉快的朦朧裏。出定時發現自己不能准確地指明自己剛才注意力集中之處。阿姜
放稱之爲“癡定”(moha-samadhi)。 
        第二種狀態，是我在一天晚上進入深定的情形下遭遇的，它極其精細，對任何哪怕突飛而過
的意念都不去注意或者標記。我落入這樣一個狀態，在那裏失去了任何身體覺受，內外聲音、思
想或覺知都不存在了——只留下一絲意識，出定之後知道自己當時並不曾睡著。我發現自己可以
在那裏定上許多小時; 時間卻過得飛快，兩個鐘頭快如兩分鐘。我還可以“編程序”，讓自己在某
個特定時間出定。 
        在一連七夜進入這個境界之後，我告訴了阿姜放。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喜歡它麽?” 我答，
不喜歡，因爲自己第一次出定時有點昏沈。“很好”，他說，:”只要不喜歡，你就安全了。有的人
實在喜歡，以爲那就是涅槃寂止。實際上那是無想天 (asanna-bhava)。它連正定都不是，因爲你
根本不能在那裏作觀，獲得任何明辯。但是它確有其它用處。 ” 接著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做腎臓
手術，因爲不信任那位麻醉師，便讓自己在手術期間進入了這個定境。  
        這兩個禪定誤區的錯誤，在於其覺知範圍有限。如果你的覺知整個給擋住了，如何有全方位
觀智? 然而從那以後，我曾注意到，有些人可以藉著高度專注，熟練地屏蔽大片的知覺領域，這
樣的人在心理上也慣常有分離(dissociation)與否認(denial)心態。這就是爲什麽阿姜放以阿姜李爲
榜樣，所教的呼吸禪定，要求對於呼吸能量貫通全身有著全方位意識(all-around awareness)，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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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識作實驗、對它把握自如、然後令其寂止，不干擾對於心智微妙起伏的清晰禪觀。這種全方
位意識有助於消除那些盲點，而無明常常潛伏於其中。 
        産生內觀智的理想禪定狀態，是你身在其中，也能夠分析苦(dukkha，張力 )與非苦。一旦你
能在這個狀態裏定駐下來，阿姜放會建議把注意力從專注目標上“拿開”， 不過要離得不太遠，不
至於破壞禪定。從那個角度，你可以判斷禪定中哪個層次還存在張力，然後釋放它。初始階段通
常包括檢查自己與呼吸的關係，探索體內呼吸能量的微妙層次，以便於達到更深的靜止層次。一
旦呼吸完全靜止下來，對色身的覺受開始分解，成爲無形的霧體，隨之探察到的，是對“空
間”(space)、 “覺知”(knowing)、 “合一”(oneness)等等覺受，這些便替代了色身覺受，如洋蔥般一
層層剝除。無論初始或者高級階段，基本模式是一樣的: 探察導致不必要張力的感知層次，或者
說心理造作，之後放下，找到更精細的感知層次或造作，一直到再也沒有什麽可以放下。 
        這就是爲什麽，只要你能保持穩定的覺知與全面的清醒，你在第一還是第幾禪那，是無關緊
要的，因爲你處理禪定的方式是一樣的。阿姜放要人們把注意力放在張力與放下張力的問題上，
以此向人們指出了一條道路，自己鑒定自己的境界，無需問外界權威。而且看起來，這個自我鑒
定的過程——張力(苦)、它的原因、它的止息、與止息之道——正是四聖諦所闡述的主題。如佛
陀所說，你以這些原理觀察諸法，便能夠走向徹底解脫。 

最近訂正 3-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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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的導師阿姜放-育提可，1915年出生於泰國東南部尖竹汶府靠近柬埔寨邊界的一戶小農
家。十一歲成爲孤兒，輾轉於多家寺院中被撫育成人，二十歲受比丘戒。然而，在開始學習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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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後，他意識到自己所在寺院的比丘們對佛陀的教導並不怎麽認真地實修，於是渴望找到一位
導師，能夠以一種更符合所讀的經典中的方式訓練自己。成爲比丘的第二年，他的機會來了，由
阿姜曼-布裏達陀創立的林居苦行傳統的成員阿姜李-達摩達羅，當時來到尖竹汶，在城郊一座舊
墳地裏造起一座寺院。被阿姜李的教導所吸引，他在阿姜李所屬的派系重新受戒，並加入了這座
新寺院。  
        從那時起，除了幾次例外，他在阿姜李的指導下共度了每一個雨安居，直到後者於1961年圓
寂。其中一次例外是，二戰期間他曾經在泰北森林中獨自修行五年。另一次例外是五十年代早
期，有六年時間阿姜李讓阿姜放主持尖竹汶的寺院，自己在泰國各地游方，預備在曼谷附近覓地
定居。1957年他建立了坐落於曼谷附近的新寺院——阿育王寺(Wat Asokaram)，阿姜放前去那
裏，協助完成了阿姜李一生中最後的一件主要工作。  
        阿姜李圓寂後，一般人都認爲阿姜放會成爲阿育王寺的住持。然而，到了那時，該寺院已發
展成一個如此龐大、難管的團體，他不想要這個職位。於是1965年，當住在曼谷瑪古-卡薩崔亞
冉寺(泰國王室寺院)的僧王請他在他的寺院裏度過雨安居，爲他與寺院中任何有興趣者傳授禪定
時，阿姜放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  
        他在瑪古寺一共度過了三個雨安居，在乾季則游方於鄉間，覓地隱居。盡管他對僧王極其敬
重，但對高等僧侶階層所見的權力政治生起厭倦，於是開始尋找離開的出路。1968年機會來臨，
一位名爲奈-松布恩-瑞安吉的女士向僧王捐贈土地，在離尖竹汶不遠的雷勇府沿海山區造起一座
小寺院。阿姜放自願去這所新寺院——達摩薩地寺——一直住到他們找到一位永久住持爲止。不
過，寺院所在的地區十分貧困，當地人對在那裏造起一座嚴格的禪修寺院並不熱心，因此找不到
人願意接受住持的職位。於是，1971年，就在僧王車禍去世前不久，阿姜放自己接受了達摩薩地
寺住持的職務。  
        正是此後不久的1974年4月，我初次遇見了他。達摩薩地寺當時像是個破舊的夏季野營區: 三
位比丘分住三間小茅棚，在一間單傾斜面的窩棚裏用餐; 有一間容得了兩位八戒尼的廚房; 我住在
山頂一座小木棚，朝南可以望見大海。這塊土地是在一場大火燒光了它的所有植被後不久被捐贈
的，山坡上大多爲白茅草覆蓋。年年仍有山火掃過，使樹木難以根植。不過寺院上坡的山區卻覆
蓋著一座蚊瘴重重的濃密森林。  
        條件盡管惡劣，阿姜放似乎有一種令他超越環境的明察與務實的智慧——一種我羨慕與欣賞
的內在的寧靜、喜樂與穩定。在他的指導下度過了數月的禪修之後，我回到美國，又在1976年秋
天轉回泰國出家，開始在他的訓練下認真修行。  
        在我離開的那段時間裏，他已開始發展起一個居士禪修團體，人數不多但極其誠心。1976年
初，瑪古寺的新住持請他定期回那裏傳授，因此他的餘生每年一半時間在曼谷，一半時間在雷勇
度過，直到1986年圓寂。他的學生們大部分來自曼谷的職業階層，面對現代泰國都市社會多變的
壓力，他們求助於禪修以獲得精神上的力量與慰藉。  
        我回到雷勇的最初幾年間，寺院裏極其安靜、隔離，只有少數幾位比丘，幾乎沒有來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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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巷已開始制止山火的傳播，一座新的森林正在成長。不過在1979年秋天，靜謐的氣氛開始起
了變化，一座佛塔在山坡頂部開工建造。由於這項造塔工程幾乎完全依靠自願者的勞力，人人都
參與了——比丘們、來自曼谷的居士們、還有當地的村民們。  
        一開始，我對寺院裏平靜的作息被打亂感到不滿，不過後來我逐漸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以前從來不曾想到禪修的人，都樂意來爲周末工程隊出力; 施工的休息期間，那些經常來禪修的
會跟著阿姜放去坐禪，於是新來的一起加入，不久也成爲常來禪修的人。同時，我開始學習如何
在不理想的條件下禪修這門重要的課程。阿姜放自己告訴我，他本人雖不喜歡建築工程，但是有
些人他必須幫助，只有這樣做才能夠引導他們。1982年，佛塔完成後不久，一座底部有一間傳戒
廳的大佛像的建造工作開始了，再一次，隨著佛像營造的進展，更多來出力幫忙的人被引導到禪
修上來了。  
        阿姜放的健康狀況在晚年持續惡化。在瑪古寺期間出現的一種輕微的皮膚病，變成了嚴重的
幹癬——無論西醫、泰醫、中醫都無藥可治。他仍然繼續著耗盡精力的傳授課程，不過他很少對
一大群人作開示。他偏向個別傳授。爲了引導人們開始禪修，他最喜歡的方式是與他們一起坐
禪，帶領他們走過初始的難關，然後越來越讓他們自己打坐，他就有時間指導新的學生。即使在
他的幹癬癥最嚴重的發病期間，仍然有時間作個別指導。結果他的弟子們，雖然與阿姜李和其他
著名的禪修導師比起來人數較少，但那些人都極其忠實。  
        1986年5月，佛像造成，但底部的傳戒廳尚未完成，幾天後阿姜放坐飛機去香港看一位在那
裏設立起一座禪修中心的弟子。5月14日他正在坐禪時，突然心肌梗塞。那位弟子一等覺察到發
生了什麽，立即呼叫救護車，但阿姜放被送到醫院時即被宣告死亡。  
        由於早幾年前他已要求不把身體火化，人們立即開始計劃爲他造一座陵墓。我被派給的任務
是，收集整理他的傳記材料以及凡是可作爲紀念冊內容的任何錄音開示。我驚訝地發現，我對他
的生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年輕時一起生活的人，不是已經去世，就是年屆耋耄，記憶衰退。
突然，我回到他身邊的最初幾年間他告訴我的一些軼事，變成了他的傳記內容。當時我的泰語和
對泰國文化的了解仍有待提高，不知有多少被疏漏了，一想到此便令我不安。  
        更令我不安的是，發現他的教導傳給後世的是如此之少。他通常不讓人們用錄音機記錄他的
教導，因爲他認爲，他的教導是專門爲在場的聽者即刻當下付諸實修而講的，對處於其它修行階
段的人來說可能並不正確。現有的幾卷錄音帶，來自一些簡單的介紹性開示，那是他對來寺院作
集體供養的新來者、或者對剛剛開始學習禪修的人所作的開示。 層次更深的內容則沒有被錄下
來。  
        因此，在紀念冊出版之後，我獨自開始實行一項計劃，把我能憶及的他的教導記錄下來，並
且走訪他的其他弟子，搜集同樣的材料。我一共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采訪，作了不少編輯工作，以
便萃取對普通讀者有益、又適合書面表達的教導。結果是，一本題名爲《心靈的語言》的小書刊
印出版了。接著，在我回到美國協助建立一所寺院前不久，人們找到了阿姜放的另一卷錄音帶，
在其中他對一位弟子作了較爲深入的指導。我把它筆錄下來，安排印成一本小冊子，題名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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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明辨》。  
        你手中這本書的內容便摘自這三本書。多數材料取自《心靈的語言》，不過該書有一部分內
容不得不被略去，一是因爲提到的事件爲泰國文化所獨有，二是因爲某些雙關語和字節別解無法
翻譯。阿姜放喜歡巧用語言——他的幽默感是吸引我跟隨他的最初幾件事之一——他有許多令人
難忘的言談正是如此才使之難忘。可惜的是，這些話多數在翻譯後便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解說
起來又太費力，因此我把這其中的絕大部分給略去了，只剩下幾個——比如“垃圾”的故事——讀
者得以品嘗他對文字運用的善巧。  
        除了從《心靈的語言》一書中摘取之外，我還收錄了《出世明辨》一書幾乎全部的內容，以
及紀念冊當中的主要部分。對這些內容的翻譯，並不都是直譯，因爲在某些情形下，爲了使西方
讀者讀懂，我必須換一種講述方式。不過，我一直注意盡可能准確地翻譯阿姜放本人的言談。  
        本書的編輯過程，使我有機會思考師生關係在泰國的存在形式、以及阿姜放對待他的居家與
出家弟子們的方式。他給人們提供的是一種溫暖與尊重的氛圍，弟子們因此可以與他討論生活與
心靈上的具體問題，不覺得自己被當做病人或顧客，而是單純地同樣作爲人類，阿姜放只是爲自
己提供了生命中一個堅實的參照點。自從來到西方後，我發現這種關係在我們當中不幸地十分缺
乏。我希望隨著佛教在本地確立起來，這樣的關係也開始確立起來，這將有益於我們整個社會的
心靈與精神的健康。  
        一群泰國人曾經問我，在與阿姜放接觸當中最令我欽佩的事是什麽，希望我會提到他的他心
通或者別的神通力。盡管那些東西是有的——他對我的心思解讀之多，簡直料之如神——我告訴
他們，最令我欽佩的是他的仁慈與人性: 我們在一起的這麽多年當中，他從未使我感到自己是西
方人、他是泰國人。我們的交流始終是直接的、超越文化差異的、在人對人的層次上。我知道，
他的許多弟子，盡管不會以同樣的措辭來表達，但同樣也感受到了他的這項特質。  
        我呈上本書，謹此分享我從阿姜放處學得的一些事; 並且以至深的敬意題獻給他，作爲紀
念。他曾經告訴我，沒有阿姜李，他將永遠不知生命的光明。我對他深懷同樣的感銘。 

坦尼沙羅比丘(傑弗裏-德格拉夫) 
慈林寺 
Valley Center，CA 920082-1409 
1999年1月 

 
注: 在這部增訂新版中我收錄了“福德”一章，其內容在1993年初版中多被略去。 

 

留意你所說的
 
        §平時，阿姜放是個寡言的人，他說話只是爲了應付實際情形: 如有必要，他可以給出大段的
詳細解說。沒有必要，他只說一兩個字——或者什麽也不說。他信守阿姜李的格言:“如果你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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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佛法，但他們不用心聽，或者還沒有准備好接受你想說的，那麽無論你想教的東西多麽殊勝，
仍然算是閑談，因爲它不起任何作用。”  
 
        §他對教授禪定的樂意——有時是熱心——不斷地令我驚訝，他甚至在病中亦如此。有一次
他對我解釋說:“如果人們真正用心聽，我也會用心教，無論我必須講多少，也不疲倦。實際上，
我會比開始講解時更有精神。但是，如果他們不用心聽，我講兩三個字就累了。”  
 
        §“開口說話前，問自己，是否有必要。沒有必要，就不說。這是修心的第一步——因爲，如
果你對自己的口也不能有所調禦，怎麽能指望對自己的心有所調禦?”  
 
        §有時，他表達善意的方式是挑刺——不過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從不提高嗓門，也不用嚴辭
厲語，但他的話仍然可以直刺人心。我有一次提到這件事時問他:“爲什麽當您的話紮人時，它一
直痛到心裏?” 他答道:“那是爲了使你們記得。如果言辭沒有達到聽者之心，那麽它也沒有達到言
者之意。” 
 
        §對弟子挑刺時，他會看弟子的認真程度。越認真的，他越挑剔，他認爲這種學生會從他的
話中得益最大。  
        有一位不懂得這一點的弟子，當阿姜放在曼谷生病時，曾經幫著照顧他。雖然她盡己所能地
看護他，卻不停地受他的批評，直到她想要離開的地步。碰巧另一位居家弟子來訪，阿姜放順口
對他說了一句:“一位導師批評弟子，是出於兩個原因之一: 或者要他們留下，或者要他們離開。”  
        前面那位弟子，旁聽了這句話，突然明白了，於是決定留下。  
 
        §有一則故事是阿姜放喜歡講述的——那是本生經中烏龜與天鵝的故事，講述時帶著自己添
加的細節與點評。  
        從前有兩只天鵝，每天喜歡去某個池塘棲息喝水。過了一陣，它們與住在池塘裏的一只烏龜
交上了朋友，開始把自己在空中飛行時看見的種種事物講給它聽。烏龜對那些故事心馳神往，不
久卻抑鬱起來，因爲它知道自己永遠沒有機會像天鵝那樣觀看廣闊的世界。當它把這個想法告訴
天鵝時，它們卻說:“哎，那不是問題。我們會想辦法帶你一起去。”於是它們找來一根枯枝。公天
鵝銜著枯枝的一頭，母天鵝銜著另一頭。它們讓烏龜銜著中間。一切就緒，它們就起飛了。  
        隨著它們飛上天空，烏龜看見了大地上許多、許多的事物，過去連夢中都不曾見過，一時快
樂無比。但是，當它們在一個村莊上空飛過時，被下面幾個正在玩耍的孩子看見了，他們開始大
叫:“看! 天鵝帶著烏龜! 天鵝帶著烏龜! ” 這一下，大大破壞了烏龜的心情，他終於想出一句反駁的
話:“不! 是烏龜帶著天鵝!” 可是，它一張嘴說話，就直落地面，給摔死了。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身在高處時，看緊你的嘴。”  
 
        §“垃圾”在泰國俚語中指無益閑談，有一次，阿姜放用這個詞，達到了戲劇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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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發生在一個夜晚，他在曼谷傳授[禪定]。有三個結交已久的年輕女子碰巧一齊出現在他
執教的那座廳裏; 不過她們沒有加入正在那裏的衆人，而是找了一個隱蔽的角落，交流最新的閑
話。她們正忙著交談，沒有注意到阿姜放起身活動腿腳，正從她們身邊經過，口裏銜著一根未燃
的煙，手裏拿著一盒火柴。他停了一下，擦起一根火柴，但沒有點煙，而是把燃燒的火柴扔到她
們當中。她們立即跳了起來，其中一人說:“師父! 您爲什麽這樣做? 您差點就扔著我啦! ”  
        他回答:“我看見那裏有一堆垃圾，覺得該點火燒了它。”  
 
        §有一天，阿姜放無意中聽見兩位弟子在談話，其中一人提出一個問題，另一人答復的起始
語句是:“這個，我看似乎……”阿姜放立即打斷他:“如果你不是真的知道，就說不知道，到此爲
止。爲什麽還要四處傳播你的無知?”  
 
        §“我們每個人有兩只耳，一張嘴——這說明我們應當多聽、少講。”  
 
        §“你的禪定過程中無論發生什麽，除了你的導師外，不要告訴任何人。如果你去告訴別人，
那是自吹。它難道不是雜染麽?”  
 
        §“當人們宣傳自己多好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宣傳自己多笨。”  
 
        §“如果某件東西真正好，你不需要宣傳。”  
 
        §泰國有數家比丘雜志，有點類似影星雜志，登載那些出名的和不怎麽出名的比丘、尼師、
居士禪修導師的生平事跡與言教。不過那些故事，傾向於大肆渲染神通與奇跡，以至於很難讓人
認真對待。從與負責那些雜志的編輯、記者們的偶然接觸當中，阿姜放感到，他們多數人的主要
目的是圖利。如他所說:“禪修大師們進入叢林，爲了尋法甘冒生命危險。得法之後，回來免費貢
獻給他人。可這些人坐在空調辦公室裏，腦袋裏隨便想什麽就寫什麽，然後登出來販賣。”結果
是，當他們試圖把他登在那些雜志上時，他從不與之合作。 
        有一次，一群來自名爲《超世者》雜志的記者，帶著照相機與錄音機前來采訪他。行禮之
後，他們要他的prawat，也就是個人簡歷。碰巧泰語的prawat還有警察局記錄的意思，於是阿姜
放說他沒有，因爲他從未犯罪。可那些記者不肯輕易退卻。他們說，如果不想講述生平故事，請
至少教他們一點佛法吧。這個請求是比丘不能拒絕的，於是阿姜放要他們閉眼禪修、默念“佛
陀”——意爲覺醒。他們開動了錄音機，然後坐下禪修，等著聽一場佛法開示，結果聽到的是:  
        “今天的法是兩個字: 佛與陀。如果你心裏不能記住這兩個字，那麽教你們其它東西，等於浪
費時間。” 
        說法完畢。當他們意識到這就是全部所得時，那些記者們——表情十分泄氣——收起照相機
與錄音機離去，再也不來打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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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你所吃的
 
        §“你知道，我們人類擁有長舌。坐在那裏，突然你的舌閃了出去，來到海里: 你想喫海鮮。
接著，它又在全世界閃來閃去: 你想喫外國美食。你必須訓練你的舌，使它縮回正常的尺寸。”  
 
        §“你喫東西時，要把心放在呼吸上，觀想爲什麽喫。如果你只爲了食物的口味而喫，那麽你
喫的東西會傷害你。”  
 
        §從美國旅行回來後，有一位弟子問他是否在那裏喫過披薩。他說，喫過了，而且味道不
錯。這使跟隨他出訪的一位弟子很喫驚，他說:“您只喫了兩口，我們還以爲您不喜歡。”  
        他答道:“兩口夠讓我喫飽了。你們爲什麽要我喫更多?”  
 
        §有一次，一位剛隨他習禪不久的婦女決定做一些食物供養他。爲了確定食物是他喜歡的，
她直接問道:“師父，您喜歡什麽樣的食物?”  
        他答:“夠得著的食物。”  
 
        §周五夜晚，阿姜放的一群弟子們坐在一輛小型卡車的後車架上，從曼谷開往達摩薩地寺。
另一位跟他們在一起的弟子帶了一筐桔子准備供養寺裏的比丘。路上開了一陣，有一位弟子決定
那些桔子看起來實在太好了，於是想出以下一番辯辭:“我們都是師父的孩子，是吧? 他不會讓我
們挨餓，是吧? 因此，誰不喫一只桔子，誰就不是師父的孩子。”  
        這群人當中有些守八戒的，因爲過午不食，得以逃脫這張羅網。其他的人，雖然有幾位對喫
原本是供養比丘的食物感到不妥，但個個自己拿起桔子喫了。  
        當他們到達寺院時，把事情經過告訴了阿姜放，他立即批評他們說，把供養比丘的食物，在
交給比丘之前拿走喫掉的人，將會在來世重生爲餓鬼。  
        這群人中一位婦女被這話嚇著了，她立即回道:“可是我只喫了一瓣!”  
        阿姜放答道:“那麽說，如果你打算做餓鬼，還是趁著有機會喫個飽吧。”  
 
        §1977年雨安居期間，來自雷勇城的一對夫婦幾乎每晚都來寺院習禪。奇怪的是，他們在禪
修過程中，不管發生什麽事，總是對兩人同時發生。  
        有一次他們同時發現自己喫不下東西，因爲兩人心裏都被一種食物的污穢感所占據。這種感
覺持續了三四天，也不覺得虛弱、饑餓。於是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禪定達到了什麽階段。  
        當他們再訪寺院時，對阿姜放提到了這件事，他讓他們坐下來禪修，然後告訴他們:“好，觀
想食物，看它是由什麽組成的。元素，是吧? 你的身體是由什麽組成的? 也是同樣的元素。你的
身體元素需要食物裏的元素，才能繼續生存。因此何必對食物的污穢這麽激動呢? 你的身體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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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佛陀教導我們觀想食物的污穢，是爲了使我們克服對它的癡迷——不是爲了使我們喫不下食
物。”  
        他們的厭食狀態就此結束。 

 

修法者
 
        §阿姜放有一位弟子——一位女裁縫師——被一位顧客批評道:“你修習佛法，不是嗎? 那麽爲
什麽你那麽貪心，要價那麽高? 修法的人應當只取足夠活命的收益才對。”  
        盡管她知道自己的定價是公道的，卻想不出一個好的答復，於是下一次見到阿姜放時，把這
事告訴了他。他答道:“他們再這麽說時，你告訴他們:‘聽著，我修習佛法，不是爲了當傻瓜。’”  
 
        §我最初住在達摩薩地寺時，有時可以在遠遠聽見從烏塔帕空軍基地起飛的B-52，在淩晨時
分前往柬埔寨執行轟炸使命時從高空飛過的聲音。每次聽見時，我就開始想，世上有如此多的不
公正需要去鬥爭，我有什麽權利還在這裏禪修。當我對阿姜放提起這個想法時，他說:“如果你還
沒有把自己糾正好，便試圖去糾正世界，你自己的內在善德最後會被破壞，那時你將去哪裏? 那
樣對任何人——自己也好、他人也好——都不會有益。”  
 
        §“我們一生下，便被判了死刑——只不過不知何時將輪到我們。因此不要自滿。在你仍有機
會時，立刻開始培育一切善良的品質，使它們達到圓滿。”  
 
        §“如果你想當一個好人，要確定你知道真正的善德實際在哪裏。不要光做行善的動作。”  
 
        §“我們都希望得到幸福，多數人對造起幸福的因卻不感興趣。我們只要果。但是，如果不關
心那些因，果又怎麽會來我們這裏呢?”  
 
        §我一開始跟阿姜放修習禪定時，曾經問他，人是否真的死後重生。他回答:“你開始修行時，
佛陀只要你相信一件事: 業。至於其它事，你信不信都不是真正重要的。”  
 
        §有一年雨安居——按照傳統，人們在這段時間裏，下決心特別地精進修法——開始前不
久，阿姜放的一位弟子來找他說，自己想在雨安居期間持八戒，又怕不喫晚飯會挨餓。  
        他反駁道:“爲了找到法，把它傳給我們，佛陀斷食一直到瘦得只剩下皮和骨，我們在這裏少
喫一餐飯都不能忍受。正因此，我們還在生死輪回中游來蕩去。”  
        結果，她下了決心，在雨安居三個月裏的每個布薩日——滿月、新月、半月——持守八戒。
她的確做到了。在雨安居結束時，她對自己實現了自己的決心感到十分驕傲，可下一次去看阿姜
放時，沒等她提起這個話題，他就評論道:“你要知道，你很幸運。你的雨安居只有十二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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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是三個月。”  
        聽了這話，她十分羞愧，此後的每一個雨安居裏，她從頭到尾每天持守八戒。  
 
        §另有一位弟子正在坐禪，一時失去念住，對一只正在咬她胳膊的蚊子，打了一巴掌。阿姜
放當時在場，他評論道:“你對自己的血要價很高，不是嗎? 那只蚊子只要了一滴血，你卻取了它
的命作爲抵償。”  
 
        §一位年輕人與阿姜放討論戒律，講到了第五戒，戒醉品:“佛陀禁止飲酒，是因爲多數人喝了
酒就會失去念住，對吧? 但是，如果喝酒時帶著念住，就可以喝，不是嗎，師父?”  
        “如果真有念住，” 他答道，“一開始你就不會喝。”  
 
        §比起其它戒，人們似乎對於第五戒總有更多破戒的借口。一天晚上，另一位弟子在對阿姜
放說話，另一群人則坐在他們的周圍習禪。“我守不了第五戒，”他說，“因爲我受到許多團體壓
力。工作時有聯誼活動，那群人都在喝酒。我不得不跟著一起喝。”  
        阿姜放指著周圍坐禪的人們，問道:“這群人沒有要你喝酒。爲什麽你不屈服他們的壓力?”  
 
        §那位女裁縫師看見她的朋友們在達摩薩地寺持八戒，於是決定自己也試一試。可下午過了
一半，她在穿過寺院時，經過一株番石榴樹。那些番石榴看著好不誘人，於是她摘下一顆來，咬
了一口。  
        碰巧阿姜放正站在不遠處，於是他說:“嘿。我以爲你是打算持八戒的。你嘴裏那是什麽?”  
        那位女裁縫師嚇了一跳，意識到自己破戒了。不過阿姜放安慰她說:“也不是非得持八戒，但
是有一條戒你一定得守，好吧? 你知道那條戒是什麽?”  
        “師父，我不知道。那是什麽?”  
        “諸惡莫作。我要你一生牢牢守住這條戒。”  
 
        §有位婦女來達摩薩地寺持戒、禪修一周，可到了第二天結束時，她告訴阿姜放，自己必須
回家，因爲怕家裏人沒有她不能和平相處。爲了使她斷除這種憂慮，他教她說:“你來這裏時，跟
自己說，你已經死了。你的家人，就必須得找到某種方式，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一位中年人初訪達摩薩地寺時，驚訝地看見一位美國比丘。他問阿姜放:“西方人怎麽可以出
家呢?”  
        阿姜放的回答是:“西方人難道沒有心麽?”  
 
        §有一本曼谷雜志曾經登載過一部連載自傳，作者是一位用定力治病的在家禪修者。有一段
他提到自己如何拜訪阿姜放，後者如何證實他已修得禪那。聽起來這不像是阿姜放的風格，不過
那本雜志一發刊，寺裏的來訪者異常地多起來，他們以爲阿姜放和那篇自傳的作者一樣，可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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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治病。一位婦女問他是否能治腎病，他回答:“我只治一種病，心病。”  
 
        §一位弟子請求准許把阿姜放的言教記在筆記本上，但他拒絕了，說:“你是那種怕沒喫的，老
在口袋裏裝著食物的人麽?”接著他解釋說:“如果你把它記下來，你會覺得把寫下的東西忘掉沒關
係，因爲它們都在筆記本上。結果是，所有的法都在你的筆記本上，沒有什麽留在你的心裏。”  
 
        §“經文中說，如果你仔細聽，會獲得智慧。爲了聽仔細，你的心必須安靜、寂止。你要用你
的心聽，不只是用耳聽。聽了之後，你必須把聽見的東西即刻當下用於修持。那時你就會收獲它
的利益。如果不把它用於修持，你所聽見的永遠不會變成你內在的真東西。”  
 
        §有一次，人們正在造達摩薩地寺的佛塔，參與的弟子當中有些人發生嚴重爭執。其中一位
氣得趕去把這事告訴了阿姜放，當時他正住在曼谷。等她報告完畢，阿姜放問她:“你認識碎石
麽?”  
        她喫了一驚，回答說:“認識。”  
        “你認識鑽石麽?”  
        “認識。”  
        “那麽，爲什麽你不收集鑽石? 收集那些碎石有什麽好處?”  
 
        §即使在泰國那樣的佛教國家，一些修法的年輕人發現父母也反對他們禪修，覺得應當把時
間用在更實際的事務上。有一次，那位女裁縫的父母想阻止她去瑪古寺，這使她十分氣惱。當她
把這個心情告訴阿姜放時，他提醒她:“要知道，你欠了父母很大的恩情。如果你對他們生氣、吼
叫，是在給頭頂上的地獄之火添加燃料，因此要小心。提醒自己: 如果希望有鼓勵自己禪修的父
母，爲什麽不選別人生下你呢? 既然他們是你的父母，說明你跟他們之間造過舊業。因此就讓你
的舊債耗完吧。沒有必要藉著爭執，再造更多的業。”  
 
        §通靈在泰國久爲流行，即使有些修佛法的人也喜歡參加通靈者的降神會。不過阿姜放有一
次說，“如果你想從修行中得到果報，你必須下決心把佛陀作爲你的唯一依止。不要依止其它東
西。”  
 
        §“如果你修習佛法，就不必對他人的功力或能力有神奇感。不管你做什麽、說什麽、想什
麽，讓你的心立足於理性原則。”  
 
        §“真相在你的內心。如果你對所做之事真心，就會見到真相。如果你不真心，也只會見到虛
假、仿冒的東西。” 

 
        §據阿姜放的一位弟子的講述，她第一次見到阿姜放時，他問她: “你平時去哪裏做福德?”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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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已經在那家寺院捐造了一尊佛像，又爲這家寺院的火葬廳捐款，等等。於是他問她: “爲
什麽你還沒有在心裏造福德?” 
 
        §有一次，阿姜放讓弟子芟除寺院裏過盛的雜草。不過她不情願做這件事，因此一邊除草，
一邊不停地自問: “我造了什麽業，得如此辛苦地做工?”等她做完後，他告訴她: “好了，你是有了
一些福德，不過不多。” 
        “什麽? 我做了那麽多，還沒得到很多?” 
        “你若想福德圓滿，那個福德必須一直進入你的心。” 
 
        §另一個除草的故事。有一天阿姜放指著他的小屋附近一處蔓延的雜草，對前述同一位女士
說: “你不想要這牛圈口的草麽?” 
        “牛圈口的草，是什麽意思?” 
        “在人人眼皮底下卻被忽略的福德機會，就叫做牛圈口的草” 
 
        §另有一次，阿姜放帶著一群曼谷弟子爬上山丘，清理佛塔四周。他們發現有人在那裏扔了
一大堆垃圾。一位弟子抱怨道: “誰這麽不恭敬，竟然做這樣的事?”阿姜放卻告訴她: “不管是誰，
不要批評。如果他們沒有把垃圾扔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沒有機會藉著清理它，得到這個福德
了。” 
 
        §阿姜放的名字在一本雜志上登載出來後，一天，有三位曼谷男士休工一日，開車到雷勇府
拜見他。頂禮後，聊了一陣，其中一人說: “我國仍然有比丘正善修行，因此我們可以求他們把波
羅密分給我們一點，不是嗎，師父?” 
        他回答:“是的。不過假如我們老是要求分享他們的波羅密，卻不去培育自己的，他們會以爲
我們只會行乞，以後就不要再跟我們分享了。” 
 
        §住在曼谷郊外薩木-帕幹鎮上的一位女士，通過阿姜放的弟子傳話說，她願意捐贈一大筆
錢，幫助建造達摩薩地寺的佛像，不過要求他到她家裏，在她交付支票時，給予祝福。他拒絕
去，說: “人們若想要福德，必須去找。不能指望福德來找他們。” 
 
        §另一位女士，有一次打電話給瑪古寺的辦公室，說她打算在家裏供僧，想請阿姜放來應
供，因爲她聽說他是一位聖弟子。當人們把這個請供消息轉給他時，他拒絕了，說: “她的飯難道
這麽特別，只有聖弟子才能喫嗎?” 
 
        §阿姜放的一個弟子告訴他，自己想在生日那天作一件特別的福德。他答: “爲什麽非得在你
生日那天? 其它日子做那件事難道福德會少些麽? 假如你想做福德，就在想到的那一天去做。不
要等你的生日，因爲你的死日也許先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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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放在一次提到那些不喜歡坐禪，但樂於爲寺院建築工程出力的人們時說: “輕的福德他
們不欣賞，因此得給他們找些重的福德做。只有那樣才能讓他們滿意。”  
 
        §佛塔造成後不久，阿姜放的一群弟子正坐著欣賞它，爲自己出力造塔的福德而歡喜。阿姜
放碰巧走過，聽見他們說話，似乎無所特指地隨口說了一句: “不要執取事物。你做福德時，不要
執取那個福德。你要是讓自己忘乎所以地想:‘是我親手建造了這座塔，’就得小心了。假如你碰巧
現在死了，能想到的只是:‘這座塔是我的，它是我的。’你不會和其他人一樣重生天界，反而會生
爲餓鬼，在這裏守一兩個星期的佛塔，因爲你的心盯著在物質事物上。” 
 
        §“你做善事時，要是粘在你的善德上，永遠不得自由。粘上哪裏，那就是你的有生之處。” 
 
        §佛教中有一項古老傳統——這是根據《譬喻經》的故事——每當你爲佛教佈施一件禮物，
或者做其它福德事時，你應當把這件福德回向給某個特定的目標。阿姜放時常告訴弟子，每次禪
定後作類似的回向，不過他所建議的回向因人而異。有時他建議用阿育王臨終時的祈願: “願我在
來世得以主宰我的心。” 
        有時他又會說: “沒必要作冗長的回向了。告訴你自己: 假如我必須重生，願我常聞佛陀的教
導。” 
        不過，也不是每次他都建議這類回向。有一次，一位女士告訴他，自己做福德時，想不出特
別的回向目標。他告訴她:“心若已經滿了，不想回向，就不必了。好比喫飯。不管有無發願喫
飽，只要你繼續喫，不可能不飽。” 

 

弟子與導師 
 

        §“不管你做什麽，要常常想著你的導師。如果你忘記導師，便把自己從根上砍去了。”  
 
        §“從一個導師換到另一個導師的人，根本沒有導師。”  
 
        § 有時人們向阿姜放供養一些佛牌，他會把它們分給弟子——但很少給身邊特別親近的人。
有一天，一位跟他住了好幾年的比丘忍不住抱怨道:“爲什麽您得到好佛牌時，總是給別人，從來
不給我?”  
        阿姜放答:“我已經給了你多少比佛牌更好的東西了。爲什麽你不接受它們?”  
 
        §“與導師住得近，但不懂得導師的禪修者，好比一鍋咖哩裏的勺子，永遠不會知道那鍋咖哩
有多甜、多酸、多鹹、多濃、多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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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些連日常瑣事都要請教導師的弟子，阿姜放的的比喻是:“好比小狗娃。撒了糞也要跑到
母親那裏要她舔去。他們永遠不長大。”  
 
        §“粘著老師的弟子好比小飛蟲。不管你如何趕，他們老飛回來，不讓你清靜。”  
 
        §“假若一位導師當面稱贊一位弟子，這是該弟子將達到修行極限的征兆——此生他也許不會
超過那個高度了。導師稱贊他的原因是，弟子可以對自己起碼已達到這一步而自豪。死亡時刻他
的心需要抓住好事時，有這件事可抓。”  
 
        §不少阿姜放的弟子相信他有他心通，能夠了解自己在想什麽，因爲一次又一次，他談起的
話題，正是他們當時碰巧正在想的、或者正在爲之苦惱的事。我本人就有許多這類經歷，在我編
寫本書時也有不少人對我如此講述。不過多數情形下，他說的話只對當事人有特別的意義，在此
我略過不提，請讀者見諒。不過，我想提兩個例子，因爲在我看來它們對所有修法者有益。  
        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一位年輕人——從曼谷坐公交車到雷勇幫助建造佛塔。他在通往
寺院的路口下了車，但還得步行六公里才能到達寺院。他不願走那段路，於是坐在交叉路口的面
攤邊，對自己說——仿佛是對阿姜放的挑戰——“假若師父真的很特別，願有一輛車經過這裏，
把我順路帶到寺院。”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在路口轉彎的汽車或卡車一輛也沒有，最後他
只得自己步行來到寺院。  
        到達寺院後，他來到阿姜放的小屋拜見他。但是，阿姜放一見他走近，就起身進屋，把門關
上了。這使弟子喫了一驚，不過仍然在緊閉的門前頂禮。一等到他頂禮完畢，阿姜放把門開了一
條縫，對他說:“聽著，我沒有請你來這裏。是你自己要來的。”  
        另有一次，佛塔造成後，那位年輕人在塔內坐禪，希望有一個聲音對他耳語，告訴他下一個
彩劵的中獎號碼。可是他聽見的，卻是阿姜放路過此地的真實聲音，但又好像不是特別針對
誰:“你到底把什麽作爲歸依?” 

 

活在世間
 
        §“阿姜曼曾經說:‘世人都一樣，但也不完全一樣，不過最後分析起來，都一樣。’你得好好想
一陣，才能懂得他指什麽。”  
 
        §“如果你想判斷他人，要根據他們的動機來判斷。”  
 
        §“如果你想教別人爲善，必須看他們的善能夠達到多遠。如果你硬要使他們的善，超過他們
能夠達到的程度，你才是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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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他人的過錯，是得不到什麽益處的。不如查看自己的過錯，那樣會得到更多。”  
 
        §“他人有多好多壞，是他們的事。你要專注自己的事。”  
 
        §有一位弟子對阿姜放抱怨自己在工作中面臨的種種困難。她很想辭職，獨自安安靜靜地過
日子，但境況不允許，因爲她必須供養母親。阿姜放告訴她:“如果你必須與這些事共存，就要找
到一種超越它們的活法。只有那樣你才能生存。”  
 
        §對一位受工作壓力的影響而心情鬱悶的弟子，他的忠告是:“你治辦一件工作時，不要讓工作
治辦了你。 ” 
 
        §另一位弟子，在家庭與工作上都遇到嚴重困難，阿姜放鼓勵她振作起來:“任何真實的活人，
在人生當中都會遭遇到真的、活的難題。” 
 
        §“遇到障礙時，你必須迎頭反擊。如果你輕易放棄，整個一生就會給放棄了。” 
 
        §“告訴自己，你是由心木做成的，不是由邊材做成的。”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一位年輕的護士——在工作上不得不忍受許多閑話的攻擊。一開始
她試圖不予理睬，但是當這些閑話越來越頻繁時，她的耐性開始消褪。  
        有一天，閑言冷語實在讓她心煩，於是來到瑪古寺跟阿姜放坐禪。打坐時，在視相中看見自
己不斷地退後、退後、退到無限，好像被夾在兩面平行的鏡子之間。她想，自己的許多前世裏，
也許也同樣必須忍受無數的閑言，這使她對自己的處境更不能忍受。於是她離開禪定，把自己如
何倦於成爲謠言指摘目標的想法告訴了阿姜放。爲了安慰她，他說:“要知道，這種事是世間的一
部分。哪裏有褒揚，那裏必然有批評與閑話。你既了解這個道理，爲什麽還讓自己卷入其中呢?”  
        不過她的情緒太激烈了，爭辯道:“師父，我沒有卷入他們的事。是他們要來卷入我的事!”  
        於是他拿她的話反過來問道:“你爲什麽不問問自己——誰讓你硬要來這裏投生的?” 
 
        §“如果他們說你不好，要記得，那些話僅止於唇。它們根本沒有伸出來觸及你。”  
 
        §“別人批評我們，過後全忘了，可我們卻拿著它不停地想。這就好比他們吐出些食物，我們
把它撿起來喫。那種情形下，誰是愚人?” 
 
        §“你就當有鎮石壓著耳朵，那樣就不會被聽到的一切給吹走。” 
 
        §一天，阿姜放突如其來地問:“如果你的衣服掉進糞池裏，你會把它撿回來麽?”  
        被他問著的那位婦女不懂他的意思，但知道如果答得不對，就會像個傻瓜，於是小心翼翼地
答到:“看情況。如果是我唯一的一套衣服，我就得撿起來。但如果有別的衣服，我可能就不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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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師父，您的意思是什麽?”  
        “如果你喜歡聽別人說他人壞話，即使你沒有參與他們所造的惡業，你還是收集了一些惡
臭。” 
 
        §如果弟子中有人對什麽事心懷怨恨，他會告訴他們:“你連這點小事也不能奉獻麽? 就當它是
一件禮物。回憶一下佛陀作毗桑塔羅王子時奉獻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然後問自己:‘我的這個嗔
怒根本沒有價值。爲什麽還是不能奉獻呢?’” 
 
        §“行動之前先想一想。不要做那種先行動、再思考的人。” 
 
        §“小心所謂的落井之仁: 你想幫助別人，結果沒有把他們拉上來，他們卻把你拉了下去。”  
 
        §“當人們說某件東西好時，那是他們想象中的好。不過，它是否真的總是對你也好?” 
 
        §“如果人們恨你，那時你就解放了。你可以自由來去，不需要擔心他們是否會思念你，或者
爲你的離去而難過。你回來時不需要帶給他們任何禮物。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  
 
        §“奮力贏過別人，除了帶來敵意與惡業之外，什麽也沒有。最好是贏過自己。” 
 
        §“無論你失去什麽，讓它失去，但千萬不要失去心。” 
 
        §“如果他們拿了你的東西，那麽告訴自己，你把它當作一件禮物。否則仇恨將無休無止。”  
 
        §“他們拿了你的，好過你拿了他們的。”  
 
        §“如果它真是你的，不管怎樣必然會跟著你。如果它不真是你的，何必爲這件東西那麽激
動?” 
 
        §“外在貧窮沒有一點錯，但是要確定你的內在不貧窮。要確定你在佈施、戒德、禪修上富有
——那是心的財富。”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對他抱怨說:“我看別人，他們的日子似乎都過得如此輕松。爲什麽我活得
那麽艱難?” 他的答復是:“你的‘艱難生活’和許多人的生活相比，是‘美好生活’的十倍、二十倍。你
爲什麽不看那些生活比你艱難的人?” 
 
        §有時，當他的弟子中有人生活中面臨困境時，阿姜放會教他們提醒自己:“我能怪誰呢?從來
沒有人雇我投生。是我自己願意來的。” 
 
        §“萬事都有壽命。它不會永遠存在。等到壽命終結，它自己會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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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有伴侶是苦。有一個好伴侶是真正苦，因爲有那麽多的執取。”  
 
        §“感官欲樂好比毒品: 嘗一口，就上了癮。聽說海洛因難戒，不過這比它更糟。這種癮有刻
骨之深。正是它令我們出生、而且使我們一劫又一劫地輪回生死。這個癮，除了佛陀的教導之
外，無藥可戒。” 
 
        §“我們看印度教信徒崇拜希瓦神的男根時，似乎感到怪異，實際上，世人個個崇拜希瓦神的
男根——他們崇拜性，只有印度教信徒是公開崇拜而已。性是世界的締造者。我們大家出生的原
因是，我們在心裏崇拜希瓦神的性器。”  
 
        §有一次，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受到父母的壓力，要她找一位丈夫，好安家生子，她問他:“他們
說，女人生孩子得到很多福德，因爲她給別人出生的機會，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他回答，“那狗就福德成堆了，因爲它們一次生一窩。” 
 
        §他還告訴她:“結婚不是脫離苦的辦法。實際上，你所做的，是堆積起更多的苦。佛陀教導
說，五蘊是重擔，但是如果你結了婚，突然就有了十個(蘊)得關照，接著十五個、接著二十
個……” 
 
        §“你必須作自己的依止。如果你是那種必須依止別人的人，那麽你就得和別人的看法一致，
那就意味著，你必須和他們一樣地愚笨。因此，把自己從那一切中拉出來，好好看一看自己，直
到心裏對這些事清楚起來。”  
 
        §“也許你會想:‘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他真是你的麽? 即使你的身體也不真正屬於你。”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當她身患嚴重的肝病時，夢見自己死去，來到天界。她覺得這是一個
不祥之兆，於是來到瑪古寺，把夢境告訴了阿姜放。他試圖安慰她說，這是一個僞裝起來的吉
兆。假如她大病不死，也許可能昇職。如果不能存活，也會重生善界。不過一說到這裏，她的情
緒就變得十分混亂:“可我還不願死啊!”  
        他告訴她:“聽著，等到該走的時候，你必須願意走。生命不是一根橡皮筋，任你拉長縮短。” 
 
        §“如果你對任何一種感官之樂有饑渴感，說明你的前世可能享受過。那就是你這輩子如此想
念它們的緣故。對這件事想夠了，應該足以使你昇起離欲與厭欲。” 

 

獨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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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比丘們不做任何工作，不過實際上，棄除雜染是世界上最難的工作。世間工作
有假日，但我們的工作是沒有休息日的。你必須一天二十四小時地工作。有時也許你覺得自己不
勝其力，但還得去做。你不做，誰替你做? 它是你的責任，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如果你不做，爲
什麽要靠他人的供養活命? ”  
 
        §“不管你做什麽事，要看好你的心。看見它走偏了，就要停止正在做的事，把全部注意力集
中在它的上面。照料你的心，這件事應當總是放在第一位。”  
 
        §“佛陀之法是akaliko——無時相的。我們之所以還未達到它，是因爲我們有太多的時間: 做
這的時間、做那的時間、工作的時間、休息的時間、喫飯的時間、睡覺的時間……我們的一輩子
變成了一段段時間，結果是，它們不讓我們得到機會，明見內心的真相。因此，我們必須使修行
無時相。那時，真相就會在我們的心裏出現。 
 
        §阿姜放對保持物品的清潔與秩序，一絲不苟，並且教導弟子們也必須一絲不苟，因爲這是
他的導師們教給他的方式，他知道自己從中得益。用他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把握如此明顯的事
物，怎麽能把握心那樣精細的東西?”  
 
        §服侍他的比丘——打掃他的小屋、爲他燒洗澡水、生病時照顧他，等等——必須有細致的
觀察力，因爲阿姜放把這個師生關係作爲身教的機會。與其說明東西該放哪裏，某些事該怎麽
做，他留給弟子自己從觀察中得出答案。如果那位弟子懂了，他什麽也不說。不懂，他就訓斥一
頓——但還是不解說錯在哪裏。得靠弟子自己把事情弄明白。正如阿姜放所說:“如果到了我必須
告訴你的地步，那說明我們還是陌生人。”  
 
        §一天晚上，達摩薩地寺的一位比丘看見阿姜放獨自在撿取佛塔工地周圍的廢木料，把它們
堆列整齊。那位比丘跑下來幫助他，過了一陣問他:“師父，這種工作你不該獨自做。還有許多人
呢。爲什麽不叫他們來幫忙?”  
        “我是在叫別人幫忙，”阿姜放一邊繼續撿起木條，一邊回答。  
        “叫誰啊?”那位比丘問，一邊朝周圍看了看，沒有看見別人。  
        “你。”  
 
        §我於1976年回到泰國出家時，阿姜放提醒我兩件事: 
        (1)“作一個禪修者，不只是閉眼坐禪而已。做任何事你都必須機警。”  
        (2)“如果你想學，就得像個小偷那樣思考，盤算如何偷竊知識。這個意思是，你不能只等著
導師給解釋一切。你自己必須注意看他做什麽，爲什麽那麽做——因爲他做的一切事都有原
因。”  
 
        §比丘與護持者之間的關係，需要一種平衡。阿姜放最喜歡提醒比丘弟子的一句話是:“要記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FuangAwareness2.htm (17 of 41) [12/31/2010 10:39:50 PM]



覺知之心-阿姜放

得，沒有人雇你來做比丘。你出家不是爲了成爲任何人的僕人。”不過，如果一位比丘抱怨說，
寺院的看護者沒有按照要求做事，他會說:“你出家是爲了讓別人伺候的麽?”  
 
        §“我們的生活依靠別人的支持，因此不要做給他們增加負擔的事。” 
 
        §“喫別人的供養，卻不修行的比丘，可預期下輩子重生爲水牛，耕地還債。”  
 
        §“不要以爲小戒不重要。阿姜曼說過，大木頭從來不會鑽進人們的眼裏，但細木屑會——它
會使你眼盲。”  
 
        §西方婦女得知比丘被禁止碰觸她們時，往往很生氣，她們通常把這當成是佛教歧視婦女的
跡象。不過正如阿姜放所解釋的:“佛陀不讓比丘碰觸婦女的原因，不是婦女有什麽錯。而是因爲
比丘們有錯: 他們仍然有心理雜染，因此必須把他們管住。”  
 
        §對任何想過獨身生活的人來說，異性是離開梵行道的最大誘惑。如果阿姜放在教導比丘，
他會說:“女人就像藤。一開始她們看上去如此柔弱，等到你讓自己喜歡上他們，她們就會纏上
你，把你全身牢牢綁住，直到把你拖下來爲止。”  
        教導八戒尼時，他會對她們提醒男性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八戒尼想還俗回家，知道她的父
親會爲她安排一門親事。她向阿姜放求教，他告訴她:“問問你自己。你想活在套索內，還是套索
外?”結果，她決定還是留在套索外。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想性，就把手拿到頭上摸一下，提醒自己是誰。”  
 
        §關於他與阿姜李一起度過的時光，阿姜放有許多故事可講。我最喜歡的一則是，有一次阿
姜李的曼谷弟子們決定跟他一起去森林，作一次游方禪修。他們說定在曼谷火車主站華蘭朋會
面，坐火車北上去華富裏府。然而，當人們在車站聚集起來時，發現許多人至少帶了兩大箱
的“必需品”進森林，連來自曼谷的不少比丘也帶著大件行李。見此情形，阿姜李不說什麽，只是
沿著鐵道朝北邁步走去。既然他步行，人人只得步行，但是過了不久，那群人當中負重最多的開
始抱怨了:“師父，爲什麽你要我們走路? 我們有這麽多沈重的行李要背負啊!”  
        一開始，阿姜李不說話，不過他終於一邊走，一邊告訴他們:“既然沈重，爲什麽還背著?” 這
句話的訊息，過了幾分鐘人們才領悟，不久那些人各自停下來，打開行李帶，把所有不必要的東
西都扔進了路邊的荷花池裏。當他們到達下一個車站時，阿姜李看見，行李已足夠精簡，可以帶
他們坐下一班火車北上了。  
 
        §“你住在一家寺院裏時，要當作你在獨居。這個意思是，一旦完成了集體活動——進餐、課
誦、雜務，等等——你不必與任何人有牽扯。回你的小屋去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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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居時，要當作你住在寺院裏: 訂一個作息表，然後遵守它。”  
 
        §我去阿育王寺——一所大寺院——度過我的第一個雨安居時，阿姜放告訴我:“如果他們用泰
語問你，你就用英語回答。如果他們用英語問你，你就用泰語回答。過一陣，他們就會懶得跟你
說話，不打攪你禪修了。” 
 
        §“住在一個並非人人認真禪修的寺院，是件好事，因爲它教你依靠自己。如果你只跟那些精
進的禪修者一起住，會變得不能在別處生存。” 
 
        §“我們讓難以相處的人留在寺院裏，是爲了測試，看我們的雜染是否真的都除去了。”  
 
        §“守苦行戒的目的是爲了磨滅你的雜染。如果你是爲了給人以良好印象而守苦行戒，不如不
守。”  
 
        §關於作爲禪定助緣的斷食:“對有些人來說，是有益的，對有些人來說，效果正相反——越斷
食，他們的雜染越強烈。斷絕給色身飼食，不等於也斷絕給雜染飼食，因爲雜染不來自身，它們
來自心。"  
 
        §“在一段經文中，佛陀問道:‘日與夜，逝去了、逝去了。你在做什麽?’你對他的問題怎麽
答?”  
 
        §“如果你在自己的修行合格之前教導別人，你做的事害多於利。”  
 
        §“訓練禪修者，好比訓練拳擊手: 你出拳時，力度不要超過他能夠承受的。當他反擊你時，
就會用盡全力。” 
 
        §我第一次作佛法開示前，阿姜放告訴我:“假裝你手裏拿著一把劍。聽衆當中有誰對你有批評
的想法，就把他們的頭砍去。” 
 
        §我初到達摩薩地寺的時候，由於路面條件遠不如後來，而且彎道更多，因此從曼谷到寺裏
要花一整天。有天晚上，一位婦女來訪，她租了一輛車，從曼谷開了一天，來這裏向阿姜放請教
她與家庭之間的種種問題。經過兩個小時的咨詢，她乘著那輛出租車，又一路趕了回去。  
        她走後，他對我說:“住在這裏有一件好處: 我們如果住在曼谷附近，那些手裏空閑時間多、又
不知怎麽用的人，會來閑扯一整天，浪費我們的時間。不過在這裏，當人們費了大工夫出門時，
就表明他們真正想得到我們的幫助。無論花幾個鐘頭跟他們談話，都不算浪費時間。” 
 
        §“人們來看我時，我讓他們先坐禪，學會把心靜下來。那時，我才讓他們談想談的其它事。
如果你試圖在他們的心尚未靜下來時討論事情，他們不可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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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們腦袋裏得了主意，以爲自己已經開悟而實際不是這麽回事時，不要浪費口舌去糾
正他們。如果他們對你沒有百分之百的信任，你越試著跟他們講道理，他們越固守己見。如果他
們信任你，只要一兩句話，就會醒悟過來。” 
 
        §有一次，一位跟阿姜放同住的比丘，得到父親的來信，要他還俗、回家、繼續學業、謀得
一職、成家、和世人一樣過一種正常的幸福生活。這位比丘對阿姜放提起這事，後者說:“他說這
種幸福是特別的，不過看一看——到底是什麽樣的幸福? 是你出家時離開的同一堆臭物。難道就
沒有比它更好的幸福麽?” 

 

禪修
 
        §有很多次，人們告訴阿姜放，他們的生活當中工作與責任太重，沒有時間禪修。有很多
次，他會回答:“你以爲死後會有時間嗎?”  
 
        §“你需要學的，只是禪定用詞[業處]:‘佛陀'。至於任何其它你可能去學的領域，它們永遠也
學不完，也不能帶你超越苦。不過，一旦‘佛陀'學完，那就是你得到真正喜樂的時候。”  
 
        §“心不靜，那就是它匱乏，被困難重壓的時候。它把鼠丘變成大山。不過，當心靜止時。就
沒有苦，因爲根本沒有什麽事。根本沒有大山。心裏多事時，那只是雜染多，使心受苦。”  
 
        §“如果你一心一意做任何想做的事，必然會成功。”  
 
        §“你在觀想‘佛陀'時，不需要臆測你的禪定是否會成功。如果你用心做，必定會成功。出來
擾亂你的不過是些誘惑勢力，出來表演一番。不管演的是什麽，你只需要看著——不必跟著一起
上臺。”  
 
        §“真正重要的是，使你的見與真相一致。一旦你的見端正起來，心就會立刻靜止下來。如果
你的見不端正，一切馬上出錯。修行所需要的一切——呼吸、心——已經在那裏了。因此，試著
使你的見與呼吸達成一致，你就不需要在禪修中費太多氣力了。心會靜下來，達到安止。”  
 
        §“心好比一個國王。它的種種情緒好比他的臣子。不要做一個輕易被朝臣左右的國王。”  
 
        §有一群學習阿毗達摩的居士一起來找阿姜放，想試一試他的修心教法，可是，當他要那些
人坐下來，閉上眼，專注呼吸時，他們立即退卻了，說自己不願修定，怕會卡在禪那境界，結果
重生在梵天界。他回答: “有什麽好怕的? 連不還果者也重生在梵天界。不管怎樣，重生梵天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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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生爲狗強啊。”  
 
        §阿姜放教禪修時，不喜歡事先擬定計劃。一把開頭步驟解釋完，就讓弟子們當著他的面開
始坐禪，接下來把那些步驟帶回家練習。如果禪修過程中出現什麽事，他會解釋如何應付，接著
繼續教下一步。  
        有一次，一位認識很多禪修導師的居家人來與阿姜放討論佛法，問了他許多高深的問題，意
在測驗他的修證層次。阿姜放反問他: “你自己的禪修中已經有這些體驗了嗎?”  
        “不，還沒有。”  
        “那麽，我寧可不討論這些，因爲在它們對你還不是現實時，如果我們討論它們，那只是理
論，不是真法。”  
 
        §有一位禪修者注意到自己的禪修在阿姜放的指導下進步迅速，於是便問下一步是什麽。阿
姜放答: “我不會告訴你。否則你會變成那種奇人——自己還沒有見過，就知道一切，自己還沒有
試過，就掌握一切——你繼續修，自己會知道。”  
 
        §“修行的路子是不能計劃的。心有它自己的步伐與階段，你得讓禪修跟它們保持一致。只有
那樣，你才能得到真正的果報。否則你會變成一個夾生的阿羅漢。”  
 
        §“不要把你的禪修體驗記錄成日記。如果你這樣做，就會開始爲了這事那事的發生好讓你在
日記裏寫下來而禪定。結果除了你造作出來的那些事，什麽也得不到。”  
 
        §有些人禪修不敢太認真，怕走火入魔，不過正如阿姜放有一次說: “你若想善修禪定，必須
得熱衷禪定。至於出現什麽問題，總有解決的辦法。真正可怕的是，你修得不夠，那些問題根本
沒有顯露出來。”  
 
        §“別人只能教你外在的表面，至於內在更深的層次，只有你能給自己定下規矩。你必須劃定
界限，隨時保持念住，記得自己在做什麽。就好比有一位導師無論大庭廣衆下，還是私密場合
中，到處跟著你、監護你，告訴你做什麽、不做什麽，確保你走正道。如果你的內在沒有這種導
師，這個心必然偏離正道，惹事生非、滿城行竊。”  
 
        §“堅持來自確信，明辨來自念住。”  
 
        §“修行的堅持是心的問題，不是姿勢的問題。換句話說，不管你做什麽，要使你的念住持
恒，不讓它出空檔。不管做什麽活動，要確保心繼續做它的禪定工作。”  
 
        §“開始坐禪時，你費了很長時間才把心安頓下來，不過時間一到，馬上就站起來，把它給扔
了。這就好比一步一步好不容易沿著梯子爬到二樓，接著卻從窗口跳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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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女軍官在瑪古寺跟隨阿姜放坐禪，直到她的心似乎達到格外的喜樂、明亮。可是當她
回到家裏時，不但沒有試圖保持那個心境，反而坐在那裏聽一位朋友訴苦，直到連她自己也感到
抑鬱起來。幾天後她回到瑪古寺，對阿姜放講述了這件事。他回答:“你拿金子換來了大糞。”  
 
        §另一位弟子幾個月不見，回來告訴阿姜放: “我不來的原因是，我的老板把我送去夜校讀了
一個學期，因此根本沒有時間禪修。不過現在課程學完了，除了坐禪我什麽也不想做——不想工
作，不想上學，只想讓心靜止。”  
        她以爲，阿姜放聽自己仍然如此熱心禪修一定很高興，可是他讓她失望了:“那麽說你不想工
作——那是雜染，不是嗎? 誰說人們不能一邊工作、一邊禪修?”  
 
        §“你要知道，禪定不是一個使心虛空的問題。這個心必須得做工作。如果你使它空著，那麽
任何事——好的壞的——都可以闖進去。這就好比讓你家前門大開著。什麽都可以信步走進
來。”  
 
        §一位年輕的護士一連跟著阿姜放修了幾天禪定，有一天終於問他: “爲什麽今天的坐禪不如
昨天好?”  
        他答: “禪定好比穿衣。今天你穿白的，明天穿紅的、黃的、藍的，等等。你得變化。不能老
穿同一套衣服。因此不管穿什麽顔色，只要對它有覺知。不要對它抑鬱或者興奮。”  
 
        §這位護士幾個月後，在坐禪當中， 心裏昇起一股強烈的寧靜清明之感，她覺得惡劣情緒似
乎再也不會滲入內心了。但不出所料，不良情緒後來照樣回來了。她對阿姜放提到這事時，他
說:“要像養育孩子一樣照料心。它必定有壞日子，也會有好日子。如果你只想要好的，必然會出
麻煩。因此你得中立:不要介入好的和壞的。”  
 
        §“禪修順利時，不要興奮。不順利時，不要抑鬱。只要留意去看，爲什麽好，爲什麽壞。如
果你能這樣善於觀察，要不了多久你的禪定就會修成一門技能。”  
 
        §“萬事有賴你觀察的功力。如果它們粗糙草率，你只能得到粗糙草率的果報。你的禪定沒有
進步的指望。”  
 
        §有一天，一位女青年跟著阿姜放坐禪，一切似乎進展順利。她的心清明，放松，她可以按
照阿姜放的指導，逐步觀照體內的元素，毫無困難。可是第二天，諸事不順。結束時他問她: “今
天進行得怎樣?”  
        她答: “昨天我感覺自己很聰明，今天卻感覺自己很愚笨。”  
        於是他再問她: “這個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是不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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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弟子來跟阿姜放抱怨說，自己已經修了多年，仍然什麽也沒得到。他立即答道: “禪修
不是爲了‘得到'什麽。禪修是爲了放開。”  
 
        §那位女裁縫，在跟隨阿姜放禪修幾個月後，告訴他，自己的心似乎比開始禪修前更亂。“當
然，”他告訴她:“就好比你的房子。如果每天擦亮地板，就會受不了上面有一點點塵土。房子越乾
淨，你越容易看見塵土。如果你不使心保持擦亮的境界，即使讓它出去睡在泥地裏你也不會不舒
服。不過一旦你得以在擦亮的地板上睡，那麽即使只有一丁點灰塵，你非得把它掃去不可。你不
能容忍髒亂。”  
 
        §“如果你爲他人的禪修體驗而興奮，就好比爲他人的財富而興奮。你從中得到什麽? 還是注
意培育你自己的財富吧。”  
 
        §“慈與悲，如果沒有舍作爲後盾，會導致你受苦。那就是爲什麽需要有禪那的舍支才能圓
滿。”  
 
        §“你的定，必須是正定: 在任何時候都處於恰好、平衡。無論你作什麽——坐、立、行、臥
——不要讓它有任何上下起伏。”  
 
        §“一旦你抓住這個心，它將住 於當下，不滑落到過去未來。那時，你就能夠使它按你的意願
做任何事。”  
 
        §“當你達到能抓住禪定的地步時，就像風箏終於抓住了風。它不會想降下來。”  
 
        §一天晚上，達摩薩地寺一次集體勞動之後，阿姜放帶著居家弟子們上山來到佛塔坐禪。這
群人中的一位婦女因爲做了許多事，感到精疲力竭，不過出於對他的尊重，仍然參加坐禪。她坐
在那裏，意識越來越弱、越來越小，直到她以爲自己快要死了。阿姜放碰巧走過，他說:“不要怕
死。每一次出入息你都在死。”  
        這句話給了她驅除疲勞、繼續禪定的力量。  
 
        §“禪修是在練習死亡，使你能夠把它做得正確。” 

 

呼吸
 
        §我父親來訪達摩薩地寺時，我說服他與阿姜放一起坐禪，由我擔任翻譯。開始前，我父親
問，他是基督徒這件事，是否對禪定有障礙。阿姜放向他保證說不會: “我們將專注呼吸。呼吸既
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基督教，或者任何人。它是全世界的共同財産，人人都有權觀察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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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觀呼吸，直到你能夠看見你自己的心，了解你自己的心。那時候你屬於什麽宗教，就不是個
問題了，因爲我們可以談論心，而不是討論宗教。這樣我們就可以相互了解了。”  
 
        §“你在禪定中做任何時，把它與呼吸連接起來，因爲那就是我們正在培育的整個技能的基
礎。”  
 
        §“捉心，就好比捉鰻魚。如果你只是跳到泥裏猛抓一通，它們會想方設法地滑走。你必須找
件它們喜歡的東西——比如像人們把一只死狗放在一只大陶罐裏，再把它埋在泥裏。不一會兒，
所有的鰻魚都游到罐子裏喫狗肉，接下來你只要把手堵在罐子口，看看，你就捕到了鰻魚。  
        “心也一樣。你必須找一件它喜歡的東西，因此盡量讓呼吸舒適，直到它在全身感覺舒適的
地步。心喜歡舒適，因此它自己會來，接下來就容易捕捉它了。 ”  
 
        §“你必須在任何時刻覺知呼吸，那麽喜樂就是你的。人界、天界、涅槃都在這個呼吸裏。如
果你被其它事干擾而走神，喜樂就會從你的指間溜走。因此你必須學會如何在任何時刻觀察呼
吸。注意它過得怎樣——不要把它扔下，讓它自生自滅。當你懂得它的生活方式——坐、站、
行，一切時，你就能夠從中得到你想要的。身體有身輕安，心有心輕安，常有喜樂。”  
 
        §“要知道，這呼吸能把你一路帶到涅槃。”  
 
        §“第一步只是如實地觀察呼吸。你不必在那裏對它鼓搗太多。只要隨著入息想‘佛'，隨著出
息想‘陀'。不要強迫呼吸，或者迫使心進入一種恍惚呆滯狀態。只是在那裏小心地守著每一次呼
吸。”  
 
        §“怎樣用你的觀察力熟悉呼吸? 問你自己: 你了解呼吸嗎? 呼吸是在那裏嗎? 如果看不見呼吸
[氣]是不是真的，再接著看，直到看見它就在那裏，一清二楚。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是，那就繼續。就是這麽回事。只要行事繼續真實、不虛，你的禪定一定會進步。它會越
來越有力，心會靜下來。只要明確自己正在做的事。不要多疑。如果你連自己的呼吸也要懷疑，
那就再沒別的法子了: 你會懷疑一切。不管發生什麽，你都不確定。因此，無論你做什麽，要直
接、真實，因爲一切都歸結爲你是否真實。 ”  
 
        §“一旦心跟著呼吸時，你就不必在心裏重複‘佛陀'了。就好比招呼你的水牛。一旦它來了，
何必繼續叫它的名字?”  
 
        §“使心與呼吸[氣]成爲一體。不要讓它們分開。”  
 
        §“不要做泥沼地裏的柱子。你見過泥沼地裏的柱子麽? 它前後搖擺，總也站不穩。不管你做
什麽，要牢固、一心。就像你專注呼吸一樣: 使心與它合一，像一根牢牢固定在磐石裏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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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像紅蟻咬人那樣抓緊呼吸:即使你把它的身體一直扯到與頭部分開，那個頭還是緊咬不
放。”  
 
        §我最初聽阿姜放講‘抓住'呼吸時，沒有聽懂。坐那裏綳緊身體，想抓住它，不過這只讓我感
到疲倦、不適。後來有一天，我坐公車去瑪古寺時，在車上入定，發現如果我讓呼吸順著它自己
的軌跡走時，舒適多了，心不會從那裏跑開。到達瑪古寺時，作爲一個典型的西方人，我跑去批
評他: “爲什麽你說要抓緊呼吸? 越抓緊，它越不舒服。你必須讓自然流動。”  
        他笑了起來，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抓住它，指的是，你粘著它、跟著它，確保自己不從那
裏游蕩出去。你不需要擠壓、強迫、控制它。不管它是什麽樣子，只要連續地觀察它。”  
 
        §“要達到你真正懂得呼吸的地步，不單是你對它有覺察而已。”  
 
        §“觀呼吸是因，昇起的喜樂是果。盡量把注意力放在因上。如果你不管那個因，卻對那個果
得意忘形起來，它將會耗盡，到頭來你什麽也得不著。  
        “你專注呼吸時，要以得到多少樂感爲衡量標准。如果呼吸與心同時有喜樂，你做得不錯。
如果呼吸與心哪一個感覺不舒適，那時你必須作一些調整。  
        “你禪定時，主要一件事是仔細觀察。如果你感覺不舒適，要變化呼吸，直到你感覺好起
來。如果身體有沈重感，就要觀想傳播呼吸[氣]，使身體感覺輕盈起來。告訴你自己，呼吸可以
從你每一個毛孔進出。”  
 
        §“書上說，專注身體各個部位的呼吸感，這個意思是，專注凡是體內一直存在著的覺受。”  
 
        §“呼吸可以作爲心的安止處，也可以作爲心在主動觀察的對象。當心不願意安定下來時，說
明它想運動。因此，我們給它工作做。我們使它掃描身體，觀想各個部位的呼吸感[氣感]，看看
它們與出入息如何關聯，看看哪裏能量平順流動、哪裏有阻礙。不過，要確保你的心不游蕩到體
外。讓它在內部轉，不要停，直到它累了。一旦它累了，你就可以給它找個安止的地方，不需要
你強迫，它自己會停在那裏。”  
 
        §“使呼吸粘稠起來，接著觀想它爆發開來，充滿全身。”  
 
        §阿姜放有一次告訴一位喜歡做喻伽體操和有氧健身操保持健康的弟子: “改用呼吸[氣]保持健
康。坐下來禪定，把呼吸傳播到全身每一個部位。心會得到訓練，身體會強健起來，不需要把它
扭曲成結，也不需要讓它蹦來蹦去。”  
 
        §一位跟隨阿姜放習禪的八戒尼，從小身體不佳，經常生這個病那個病的。阿姜放告訴她: 
“每天早晨你醒來時坐禪，給自己作個體檢，看看那些疼痛在哪裏。接著用你的呼吸[氣]治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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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痛會變輕，小痛會消失。不過，不要對它們是否消失看得太重。無論發生什麽，繼續檢查

身體，調節呼吸，因爲重要是，你在訓練你的念住守著呼吸，達到它有足夠力量超越疼痛。  
        “調整呼吸，直到它徹底均勻。如果你看見一道白光，把它帶入體內，讓它朝每一個毛孔爆
發出來。心會寂止，身體會失去重量。你會感到全身發白髮亮，你的心會有自在。”  
 
        §“當呼吸充滿身體時，就好比水一直灌到水缸的邊緣。即使你試圖再灌，它只能容納那麽
多。恰恰正好。”  
 
        §“禪定需要喜——一種身與心的充足感——作爲潤滑劑。否則會枯燥起來。”  
 
        §“你打坐時，必須一步一步地放開。像他們去星際太空: 太空艙必須逐節釋放助推火箭，才
能夠到達月亮。”  
 
        §“當心真正就位時，你可以放開呼吸，它哪也不會去游蕩。就好比灌水泥: 如果水泥還沒有
凝固，你不能把板模拿走，不過一旦凝固了，它就會呆在那裏，不需要任何模子了。”  
 
        §“傳播這個呼吸[氣]，直到身與心如此輕盈，身感根本就不存在了——只剩下覺知本身。心
將如澄澈的清水一樣明淨。你朝下看那個水，可以看見你自己的臉。你就能看見你心裏在發生什
麽。 ”  
 
        §“當呼吸充足、寂止時，你把它放開。接著你觀想體內的其它每一種元素——火、水、地
——逐一觀想。當它們都清楚了，你把它們放到一起，也就是，平衡它們，不讓身體太熱、太
冷、太重、太輕; 各方面恰到好處。現在你把那個放開，守著所謂的‘空間'。這就是你轉過來看覺
知本身的地方，也就是‘識'元素。一旦心像這樣合一起來，你接著可以放開那個‘合一'，看看還剩
下什麽。  
        “等到你能做這一步時，你就修練出入於各個階段，直到熟練，隨著你這麽做，能夠注意各
種心態。那就是明辨開始昇起的地方。”  
 
        §“觀你自己時，必須先觀六元素。你把它們拆開，再把它們放回到一起，好比你學ABC，把
它們組成詞語。過了一陣，你就能夠隨心所欲地造出任何字了。”  
 
        §“你要給予充足時間，保證這個基礎打得牢固。一旦牢固了，無論你想在上面造多少層樓，
都能夠迅速造起來，而且穩定不動。”  
 
        §“你說它容易，那麽是的，它是容易。你說它難，它就難。完全取決於你。”  
 
        §“阿姜李在他的方法二當中描述的呼吸禪定的基本步驟只是修持的主要綱要。置於細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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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用你自己的才智對這個綱要輪廓作變異，使它適合你的體驗。那個時候你才會得到結果。”  
 
        §“書上說，呼吸禪定對人人有益，不過並不真正如此。只有當你小心謹慎，才能得到觀呼吸
的果報。”  
 
        §“有一位著名的禪修導師曾經批評阿姜李:‘爲什麽你教人觀呼吸? 有什麽可觀的? 無非是一進
一出。那樣觀，怎麽能得到明辨?’他回答:‘如果那是他們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他們將得到的一
切。’之所以提這個問題，是因爲他不懂得如何觀呼吸。”  
 
        §“有明辨的人，任何東西拿來都可以善加利用。” 

 
        §有一年，阿姜放在曼谷因皮膚病看中醫，住在阿育王寺，一群八戒尼與在家衆每晚來跟他
學禪定。其中有人向他報告自己在禪定中看見的這個那個視相，最後一位八戒尼抱怨道:“我知道
自己沒有走神; 我一直跟著呼吸，爲什麽我不像別人那樣有視相?”  
        阿姜放回答說:“你知道你很幸運嗎? 那些有視相的人，總有這個那個的形像進來干擾。你沒
有舊業來干擾禪定，可以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修心上，不必卷入其它事情。”  
 
        §“對看見視相的人,不要有什麽神奇感。視相不是別的，只是些夢境。它們有真有假。你實在
不能信任它們。”  
 
        §有位曼谷家庭主婦跟阿姜放學禪定，聽他的其他弟子說，沒有視相的路是直路。恰好她自
己在禪定中時常出現視相，於是想知道爲什麽自己的路如此曲折。在向阿姜放請教時，他告訴
她: “禪定中有視相，就好比你走的路，邊上有茂盛的草叢。你可以一邊走一邊采，路上有點東西
可喫，你會和別人一樣到達終點。對其他人來說，他們看見了草叢也許不采，或者根本沒看見，
他們的路穿過的是荒地。”  
 
        §“修定者分兩類: 心入定後，一類人有視覺禪相，一類人有體感禪相。前一類就是那些看到
人、獸或其它形像的人。  
        “第二類人沒有視覺禪相，但他們心入定後，身體會有不尋常的覺受: 重、輕、大、小，等
等。這些人觀色身元素時，會有不同的覺受: 溫暖、清涼、沈重、虛空，等等。教這類人禪定
時，我不太擔心，因爲他們的路上沒有多少危險——除了在禪定中因爲沒有看見什麽而氣餒的危
險。  
        “我擔心的是前一類人，因爲他們有許多危險。視相會引導他們急於得出各種各樣的錯誤結
論。不學會處理視相的正確方法，會給綁住，永遠不能超過那個境界。”  
 
        §“對於視相——或者禪定中出現的任何事物: 不是要你一概不理睬，因爲某些種類的禪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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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要的訊息。當這樣的事物顯現出來時，你得調查它們是怎麽顯現的、爲什麽顯現、有什麽目
的。”  
 
        §“有視相的人，好比手持一把雙刃劍，因此必須小心。顯現出來的視相既有它們的用處，也
有它們的危險。因此要學會怎樣把它們的功能擠出來，把危險棄去。”  
 
        §一般來說，假如弟子在禪定中看見自己的身體，阿姜放會讓他們把身體分解成四元素: 土、
水、風、火; 或者分解成三十二個基本成分，接著對它點起火來，直到燒成灰燼。同樣的視相重
現時，以同樣方法對付，直到他們做起來敏捷嫻熟。  
        他有一位八戒尼弟子，每天修這個方法，可是一旦她把身體分解成三十二個部分，准備點火
燒時，另一個身體形像又在前一個旁邊冒了出來。她一准備火化第二個身體，旁邊又出現一個身
體，就這樣排成隊，像是盤子裏排著隊准備燒烤的魚一樣。她看著這些身體，實在厭煩繼續做下
去，但對阿姜放提起此事時，他卻說: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你厭煩[輪回]，但不要厭煩修
練。”  
 
        §對付禪定中所見到的自己身體形象，阿姜放傳授的另一個修法是: 專注它在子宮裏的第一
周、第二周、第三周，等等，看起來是什麽樣子。如此下推，直到出生的第一天; 接著看出生後
的第一月、第二月、第一年、第二年，等等，一直到衰老、死亡。  
        有位婦女在嘗試這個辦法，可她覺得這樣修太慢了，便改爲以五年、十年爲觀想的間隔。阿
姜放得知後，告訴她:“你跳過了所有重要的步驟，” 接著他又訂了一套新的規則:“觀想你的頭，然
後想著把頭髮一根一根地拔出來，放在你的手掌上。看你能拔出多少根。然後，再把它們一根一
根地種回去。如果你還未種完，不要離開禪定。如果你想把頭髮一束一束地拔起來，也可以。但
是你必須把它們一根一根地種回去。如果想得到任何利益，你必須這樣細修。”  
 
        §有一位弟子問阿姜放:“爲什麽我在禪定中得到的直覺，閃現如此短暫，不讓我把整個圖像看
清楚呢?” 他回答:“放唱片時，如果想要聽到整段內容，唱針必須連續地往下壓。如果不連續下
壓，你怎麽能指望覺知任何事?”  
 
        §另一位弟子在跟著阿姜放坐禪時，在定境中看見一個死人的形像，請求分享一點她修行的
福德。這讓她感到悚怯，於是告訴阿姜放:“師父，我的面前有一只鬼。”  
        “那不是一只鬼，”他回答，“那是一個人。”  
        “不，那真是一只鬼，”她堅持說。  
        “如果那是鬼，”他說，“那你也是鬼。如果你當他是人，那你也可以是人。”  
 
        §之後，他告訴她，如果再遇見那樣的事，要傳播慈心，那個形像就會離去。從那時起，她
在禪定中一看見死人的形像，立即就照這個辦法做。阿姜放得知後，教她:“等一等。不要那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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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把他們送走。首先，看一看他們處在什麽境況，然後問一問他們，是造了什麽業才變成那樣。
如果你這樣做，就會開始對法得到一些洞見。”  
 
        §幾周之後，她的視相中出現一個憔悴的女子，手中抱著一個幼小的孩子。那位女子只穿著
骯髒的破衣，孩子在不停地哭泣。弟子問那位女子，她做了什麽才變得如此悲慘，回答是，她試
圖墮胎，結果自己和孩子都死了。聽了這件事，這位弟子不禁深感同情，可無論她傳送多少慈
意，對他們似乎沒有什麽幫助，因爲他們的業如此之重。  
        她十分不安，於是把此事告訴了阿姜放。他答:“無論他們接受你的幫助與否，是他們的事，
不是你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業，有些人目前是幫不了的。你施予自己所能給的，但不必回頭
調查結果如何。盡你的責任，到此爲止。他們請求你的幫助，你施予力所能及的。他們顯現出來
讓你看，使你對業的果報了解更多。那就足夠了。你做完後，回到觀呼吸上。”  
 
        §她繼續照阿姜放的教法去做，直到有一天，她想到:“如果繼續這樣施予、施予、施予，我自
己會不會一無所存?”當她把自己的疑問告訴阿姜放時，他板著臉看了她一眼說:“唉，你的心胸狹
窄起來，真夠可以啊。”接著他解釋說:“慈心不是一件東西，像錢那樣越施予、剩下越少。它更像
是你手裏一根燃著的蠟燭。這個人請求用你的蠟燭點亮他的，那個人請求點亮她的。你點燃的蠟
燭越多，人人都會增添光明——包括你自己。”  
 
        §過了一段時間，她在視相中看見一個死者請她告訴他的子孫，以哪些方式行福德，然後回
向給他。於是在她離開定境後，請求許可去告訴那個死者的子女，但阿姜放說:“爲什麽? 你又不
是郵差。即使你是，他又沒有錢付工資給你。你有什麽證據拿給他們，說明你講的是真事? 如果
他們相信你，你會得意起來，以爲自己有什麽特別的神通力。走到哪裏，你會不停地沾沾自喜。
如果他們不相信你，你知不知道他們會說什麽?”  
        “師父，說什麽?”  
        “他們會說你不正常。”  
 
        §“視相有真有假。因此任何時候你看見一個視相，要穩坐不動，觀察它。不要被它拖走。 ”  
 
        §“你要像看電視那樣，只是看著，不要給拽進光屏裏去。 ”  
 
        §阿姜放的一些弟子有時在禪定中看見自己或友人的前世，對此十分興奮。當他們向阿姜放
講述自己的視相時，他警告說: “你不會還糾纏在過去吧? 假如還那樣，就太愚蠢了。你已經重生
無數次了。要是把你過去的白骨堆起來，比須彌山還高。把你過去爲了那些大苦小苦所流的淚加
起來，比海水還多。你以真正的明辨這樣觀想，就不會對重生有什麽喜樂感。你的心會瞄准涅
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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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阿姜放收了一大批新弟子。其中有一人想知道這是爲什麽，於是在禪定中問自
己。得出的答案是，阿姜放在某個前世有許多子女，如今重生爲他的弟子。  
        當她離開禪定後，問他爲什麽是這個情形，以爲他會告訴她，他在前世是一位妃嬪衆多的國
王，可是他卻說:“我大概是海里的一條魚，一次下了誰知道多少個魚子。”  
 
        §有天晚上，一位教師在家裏坐禪，開始回憶起前世，一直回朔到阿育王時代。在視相中，
她看見阿育王爲了一項宮廷禮節的輕微違犯，無情地責打她的父親。第二天早上，她把自己的視
相告訴了阿姜放，顯然因爲自己視相中所見，仍然對阿育王盛怒不已。  
        阿姜放既未證實、也未否認她的視相的真實性。而是針對她當下的憤怒，說道:“你看，你一
直背負著這個怨恨，長達兩千多年，它讓你得到了什麽? 去，在心裏請他原諒你，然後把這事了
結了吧。”  
 
        §“多數人不記得他們的前世，是件好事。否則事情會比現在還要複雜得多。”  
 
        §有位婦女，在還未成爲阿姜放的弟子之前，在家裏自己坐禪時，在視相中出現一個句子
——有點像巴利文，又不完全像。於是她把它描下來，從一家寺院到另一家寺院，請不同的比丘
爲她翻譯。沒有人能做到，直到後來遇見一位比丘，告訴她那是用阿羅漢的語言寫的，只有阿羅
漢才懂得說的是什麽。接著他居然厚顔爲她翻譯，之後告訴她，以後視相中出現其它句子，也可
以拿去，他會爲她解說。  
        她對此說並不完全相信，在初次見到阿姜放時碰巧提起這件事。他的反應是:“什麽? 阿羅漢
的語言? 阿羅漢的心已經超越了常規。那樣的心有什麽樣的語言?”  
 
        §“世人多數不喜歡真相。他們寧可要假相。”  
 
        §有時阿姜放的一些弟子在視相中得到這種或那種知識，於是得意起來，但他卻不批評他
們。有一天那位女裁縫師問他，爲什麽他不提醒這些人，他們的修行已經走偏了。他告訴她:“你
得看他們的成熟程度。如果他們真正成年了，你可以對他們直言。如果他們的心還是幼兒，你得
讓他們玩一陣，好比孩子得到一件新玩具。如果你對他們太嚴厲了，他們也許會氣餒，以至於徹
底放棄。隨著他們成熟起來，自己會開始了解什麽合適，什麽不合適。”  
 
        §“不要管過去未來。只管住於當下——那就足夠了。而且，即使那裏是你該住的地方，也不
該抓緊它。那你爲什麽覺得應該在那些不該住的地方抓緊事物?”  
 
        §要知道，即使你是自己的視相，也不應當相信，那麽，爲什麽還要去相信別人的視相?  
 
        §“假如你不能放開你的視相，永遠不能獲得解脫。”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FuangAwareness2.htm (30 of 41) [12/31/2010 10:39:50 PM]



覺知之心-阿姜放

        § 有個弟子問阿姜放: “在視相中看見什麽東西時，怎麽知道它是真是假?”  
        他答: “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常規意義上的真。你必須使心同時超越真與假。”  
 
        §“禪修的目的是使心清淨。其它這些東西只不過是遊戲與娛樂。 ” 

 

接近覺知 
 

        §“不管你體驗到什麽，只要對它有覺知。你不必模擬它。原始的心是無相的。它是對一切的
覺知。但是一旦與內在，外在的事物作了接觸，它們就使念住出一段空檔，使我們放開覺知、忘
記覺知本身、而呈現出隨後而來的事物的所有特徵。接著，我們隨之相應地動起來——變得快
樂、悲傷，等等。之所以這樣，是因爲我們拿著俗定真理，緊抓不放。如果我們不想受它們的影
響，必須一直守著原始覺知。這需要有強大的念住。”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感到世界待自己不公平，於是去見他，希望尋求慰藉。他告訴她:“有什麽
可以感到不公平的? 你是那個被沖擊你的事件影響到的人，就是這麽回事。想一想發生的事，你
會看見，心是一件分開的東西。各種事件來來去去，爲什麽受它們的影響? 使你的心，只守著那
個單純的覺知，這些事物來就來，不久它們會離去，因此爲什麽跟著它們?”  
 
        §“到底有什麽真正是你的? 死時，這些東西一樣也帶不走，爲什麽浪費時間想要任何東西? 
沒有什麽是你必須想要的。使你的心靜止。使它合一。沒有必要關心自己或別人的成就。只要保
持覺知，就足夠了。”  
 
        §“無論什麽擊中你，只讓它走到‘覺知’這一步。不要讓它一直進入心。”  
 
        §“你需要的，只是使你那個單純的覺知保持堅實、有力，那樣就沒有什麽能夠壓倒你。”  
 
        §“隨時守著你的覺知本身——除了睡覺時。一醒過來，立即住於覺知，要不了多久，明辨就
會昇起。”  
 
        §一位跟阿姜放習禪的婦女，修到後來，覺得自己變成了兩個人: 一個在行動、一個在觀看。
無論坐禪與否，她都有這個感覺——以至於根本不想坐禪了，因爲她覺得坐與不坐沒有什麽區
別。她向他請教這件事，他告訴她:“如果你不想坐禪，就不必坐了。只要隨時保持這個‘觀察
者’的感覺就行。閉眼而坐，只是外在的俗定。只要繼續觀察。當心與身這樣分開時，身是不能
夠對心施壓的。如果身能夠對心施加壓力，那麽心就必得受身體發生之事的影響。”  
 
        §“正確的覺知必須與呼吸成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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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覺知，意思是指雜染一升起就覺察到，指明見雜染，不隨之行動。”  
 
        §“這裏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當下。沒有男人、沒有女人、沒有任何記號。什麽也沒
有，甚至自我也沒有。所謂自我，只是一個俗定的感覺而已。”  
 
        §“一旦覺知堅實起來，你必須超越它。”  
 
        §1978年，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必須遷居香港，於是在那裏建立起一個小小的禪修中心。他在
一封來信中，請求阿姜放寫下禪修要點。他收到的復函如下:  
        “專注所有六元素: 地、水、風、火、空間、意識。當你熟悉了每一種元素時，把它們熔爲一
體，專注它們，直到它們穩定、有力。你的能量會聚集起來，直到身與心都有充沛感。當物質元
素平衡、和諧時，它們會充沛起來，心自然會放開它們，轉向合一。元素會合一，心會合一。現
在，你把注意力轉向心。專注心，直到對它有全面覺知。接著放開那個覺知，連同你得到的知
見，就不剩下什麽了。連你所覺知的當下事件也放開。那時，直觀明辨將會昇起，禪修達到終
點。”  
 
        §一天夜晚，阿姜放帶著他的一群弟子，爬到達摩薩地寺的坡頂佛塔裏坐禪。朝南望過去，
在漆黑的夜色下，可見遠方海域內漁船的燈亮。他評論道:“位於這樣的高處時，你可以看見一
切。”對一位在場聆聽的婦女，這句話有著特殊寓意，因爲她知道，他指的不止是山坡上的景
觀。 

 

觀察
 
        §“對你發生的一切都有它的原因。你善巧觀想，懂得它的因之後，就能夠超越它。” 
 
        §“我們的雜染已經讓我們受夠了苦。現在輪到我們使它們受苦了。 ” 
 
        §“有兩種人: 一種愛思考，一種不愛思考。不愛思考的人開始禪修時，你必須迫使他們觀想
事物。不迫使，他們只會像樹樁一樣卡在定境裏，什麽進步也沒有。至於那些愛思考的人，他們
實在必須強迫自己把心靜止下來。不過一旦把握了止，就不必迫使自己觀了。不管什麽觸擊心，
他們必然會立即觀。”  
 
        §能夠把雜染放開的明辨，是一種特別的明辨，不是普通的明辨。如果要放開，它需要以定
力作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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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了使洞見昇起，你必須用自己的策略。不能用別人的策略，期望得到同樣的果報。”  
 
        §“洞見昇起時，不要試圖記憶。如果是真的洞見，它們會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試圖把它們記
住，就會變成標簽與概念，妨礙新的洞見昇起。”  
 
        §一位新加坡的禪修者一次給阿姜放寫信，描述他如何把佛陀的教導應用於日常生活: 不論他
的心專注什麽，總是試圖把它看成是無常、苦、非我。阿姜放讓我寫一封回信說:“事物是否說過
它們是苦、無常、非我? 從來沒有，因此不要那樣怪罪它們。專注那個給它們貼標簽的東西，因
爲那裏才是錯誤發生之處。”  
 
        §“即便你的見也許是正確的，如果執取它們，就錯了。” 
 
        §一位海軍中尉的妻子在家裏禪修，突然出現一股強烈的沖動，想把阿姜放大肆責罵一頓。
無論她多麽努力地排除這個想法，就是不成功。幾天後，她前去請求他的原諒，他告訴她:“心可
以想好的念頭，爲什麽不能想壞的念頭? 不管它在想什麽，只要觀察它——不過如果是壞的念
頭，要確定你不按照它行動。”  
 
        §一位高中生有一次說，在禪修中，如果他的心想到好的念頭時，他會讓它們通過，但如果
想到壞的念頭時，就馬上終止它們。阿姜放告訴他:“只要觀察它們。看是誰在想好念頭、壞念
頭。好壞念頭自己會消失，因爲它們受無常、苦、非我三特徵的支配。”  
 
        §“如果心要想，讓它想，但不要受它的想法支配。”  
 
        §“雜染好比浮萍。你必須把它們推到一邊去，才能看見下面的清水。如果你不能連續地把它
們推開，它們就會挪進來再把水蓋住——不過至少你知道，下面的水是清的。”  
 
        §有位婦女對阿姜放抱怨說，她已經禪修了好長一段時間了，還不能斬斷任何雜染。他笑了
起來，說:“你不需要斬斷它們。你以爲能斬斷麽? 早在你來之前，雜染已經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了。你是那個來找它們的人。無論你來不來，它們自己存在著。誰說它們叫雜染? 它們把名字告
訴你了? 它們只是自行其道。因此，試著熟悉它們。同時看它們的利與害兩個側面。  
 
        §一天，阿姜放對一位新弟子解說如何觀察雜染的昇起、落下。碰巧她讀過大量的佛法書
籍，於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其只是這樣觀察它們，難道我不應該試圖拔除它們嗎?”  
        “如果你一心想拔除，”他回答，“它們的果可能會落到地上，又開始長起來。”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告訴他，自己已經修到這個地步，對遭遇的一切事都不在意了。他提醒
她:“只要你沒有碰上直中內在要害的事物，當然可以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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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生活中都帶著苦、苦、苦，但他們不理解苦，因此不能從苦中解脫。”  
 
        §“懂得苦的人不苦。不懂的人，是那些受苦的人。每一個生命都有苦——只要有五蘊，就得
有苦——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就可以活得自在。”  
 
        §“生病時，你有一個好機會。你可以觀察病中昇起的痛。不要只躺在那裏，而是要一邊禪
修。隨著痛的昇起，觀察它。不要讓心跟著一起痛。”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因患癌癥而接受鈷療法，後來對麻醉劑發生了過敏反應。醫生們束手無
策，於是她提出，試一試不用麻醉劑直接治療。一開始他們不願那麽做，不過，當她向他們保證
說，自己能夠用禪定的力量抵制痛感時，他們終於同意一試。  
        治療後，阿姜放去醫院看她。她告訴他，自己能夠令心入定，忍受痛苦，但這使她筋疲力
竭。他告訴她:“你可以用定力抵擋痛感，不過它浪費精力。你必須用明辨[慧]對付它，看清它不
是你。它不是你的。你的覺知是一回事，痛是另外一回事。你能夠這樣看時，情況會好起來。”  
 
        §幾個月後，這位婦女去聽一位著名的曼谷比丘說法，講到生、死、輪回之苦多如海水。她
深受影響，之後去看阿姜放，把這事告訴了他。講述之間，大海的形像有力地沖擊著她，淚水湧
了出來，於是他說:“你現在懂得它是大海了，爲什麽不乾脆跨過去，到達那一邊?”那句話足以止
住了她的淚水。  
 
        §“佛陀沒有教我們治愈各種疼痛，他教我們全知它們。”  
 
        §“疾病的確能夠妨礙你的禪定，不過如果你足夠聰明，把疾病作爲你的老師，你會看見，身
體是病的巢穴，你不應該執取它，把它當成自己的。那樣你就能拔除對身體的執取——因爲它裏
面沒有什麽屬於你。它只是一件工具，讓你用來造善業，盡量償還舊時的惡業。”  
 
        §“當你專注觀察苦時，必須達到精細的層次——直到你看見，苦在你一張開眼看事物時就昇
起了。”  
 
        §對一位必須忍受一連串疾病的婦女，他的忠告是:“用你的念住，觀身體，直到你能夠看得骨
頭落下成堆，你能夠把它們點起火來，燒得一幹二淨。那時候，問自己: 那是你的自我嗎? 那麽爲
什麽它使你感受苦痛? 那裏有任何的‘我’存在嗎? 繼續觀，直到你達到法的真正核心——直到不存
在任何屬於你的東西爲止。心在那時將會對它得到如實知見，自然地放開它。”  
 
        §“告訴你自己: 我還感受到痛苦的原因是，我仍然有一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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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一天，死亡會對你降臨，迫使你放開所有的一切。因此，你應當早早練習放開，把它
練熟了。否則——我告訴你——到那時就難了。”  
 
        §“你不需要怕死。怕生還好一些。”  
 
        §“你死時，不要讓注意力被臨終的癥狀所吸引。”  
 
        §“把心提昇到超越它的所知。”  
 
        §“無論什麽死，讓它死，但不要讓心死。” 

 

實證
 
        §[对一位禅修遇到难关的弟子的谈话录音。]  
        一旦心确立在呼吸上，接著你要尝试把心从它的所缘中——也就是呼吸中——分离出来。要
这样看: 呼吸是一种元素，是风元素的一部分。对呼吸的觉知是另一种东西。因此，你有合在一
起的两件东西。等到你能够把它们分开时——也就是，透过意识到呼吸[气]的本质是一种元素时

——心就能够独立出来。毕竟，呼吸[气]不是你，你不是呼吸。当你能够把事物这麽分开时，心
就获得了力量。它从呼吸上被释放出来，对呼吸的每一个侧面都有了智慧。念住充足时，它对呼
吸的所有侧面都有智慧，能够把自己从它们当中分离出来。  
        假若你正在这麽修时，你的心有力量，你的念住敏锐，那就是洞见升起的时候。知见在那时

会升起来，让你知道你真的放开了。不过，如果你的念住仍然薄弱，就放不开。只有当你的念住
真正有韧性时，才会有念住与洞见的同时升起。  
        这件事，你一有机会就得观。当你能够把心从它的所缘上分离出来时，它就从它的一切重负

当中获得了自由。因此，把你的注意力就往下放，放在心的部位。使它连续集中在那里，然后观

察呼吸[气]，观察是什麽在觉知呼吸。要尽你所能详细观察，最后你会看见，它们相互是分开
的。当它们分开之后，就给了你朝内进一步探索的机会。一旦你观察了这一个元素，你会发现，
你所了解的，适用于其它一切。  
        观呼吸时，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生灵、不是一个人——那麽有什麽可攀附的呢? 你不能把
它当作你的自我来抓住，因为它自行其道。观呼吸时，你会看见，它没有身——没有头、没有
腿、没有手、没有脚，什麽也没有。看见这一点时，你就如实把它放开了。  
        经文中说: Cago patinissaggo mutti analayo——舍离、弃绝、解脱、放开。你从呼吸[气]中搬
出。你撤走对它的关注。你不再把它当作你的家——因为它不是你的。你如实把它放开。你把它
交还。不管它有什麽，你把它还给自然。所有的元素——地、水、风、火、空间——你还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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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让它们回到来处。当你观察所有这五件东西时，会发现，它们不是一个生灵、不是一个
人，不是我们、不是他们。你让它们全部彻底回归原来的属性。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心，就是觉知这五种元素的那个东西。它现在要和什麽住在一起? 把你的
观察力放在觉知这个元素上，如今它独立凸显，什麽也不剩下了。检查它，看什麽是什麽，那时

候另一层洞见将会升起。  
        如果你想要能够如实放开一切事物的洞见，就必须有一种从放开的动作中升起的特别领悟。
如果没有这个领悟，你的放开只是一般的、俗定的标签或辨识。它是世间明辨。不过，当这个特
殊的领悟在放开的动作中升起时——你一放开，果报即刻对你回现，证实、确证发生的是真事
——你知道，已经放开了。接下来你体验到内在的清净。  
        这就称为出世的明辨。当领悟在内心升起，证实你的所知、所为时，那就称为出世明辨。只
要这个领悟没有升起，你的明辨仍然是世间的。因此，你就继续观察，直到所有因缘成熟起来。
等到它们成熟时，你不需要再做什麽了，因为出世明辨一升起，就彻底穿透了事物。它一点不像
世间明辨。  
        因此，我们的修行路，就是仔细观察、探索事物。不停地用心观察，直到你达到某个关键

点。当心达到这个地步时，它自己就放开了。之所以这样，是它达到了圆满——内在的佛法达到
圆满——它就放开了。一旦放开，果报立即显现。  
        因此，继续修练。没什麽可怕的。你一定会得到果报，毫无疑问。你一直在收获果报。好比
现在，你在这里坐禅时: 你知道，呼吸与心相互舒适。那就是修练的果报。虽然你还没有达到道
路的终点，你在禅修中仍然得到一种舒适与自在的感觉。心与出入息平静相处。只要心与呼吸
[气]不能分离，它们就得继续相互帮助。心帮助呼吸，呼吸帮助心，一直到它们彻底熟悉。一旦
心彻底熟悉了，它就能够放开。当它觉知时，就放开了。只要它不真正地觉知，就不能真正地放
开。  
        这里的意思是，你必须与呼吸亲近、与它在一起、逐渐了解它。随著心对它越来越熟悉，它
将能够解开它对色、受、想、行、识的执取。它的身见[自我观念]——会褪去。这就是通往自由
之道。这个出世明辨一升起，你就自由了。你将能够把自己从那些所谓‘人’、‘我’、‘男人’、‘女
人’、‘我们’、‘他们’等等一切世间的俗定真理当中脱离出来。  
        但是，只要你还不能放开，那麽还得依靠这些东西。它们是你的停靠处，不是你的归依。你
们只是一路相互倚靠、相互帮助，使你能够进步。你不能扔弃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就是你的修行
道。只要你坚持修，就不会退步。但是你一松懈，它会立即开始后退。你会被疑抓住，怀疑这个
法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必须连续对心——也就是知性本身——仔细观察。它的本性是觉知。你就看著它。它是对

一切的觉知——它觉知，但还放不开它执持为真的那些俗定认知。因此，你必须把观察集中在它
上面。朝内专注，直到心与它的所缘相互分离。只要继续观。你这样坚持下去，不松懈，疑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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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褪、消褪，最后你将在内心达到真正的归依，称为“佛陀”的、明察洞穿一切的基本觉知。这

就是作为你的终极归依，在内心显现出来的佛、法、僧。  
        这个时候，你会懂得什麽是真正的内在、什麽是真正的外在、什麽是真正的停靠处、什麽是
你的真正依止。你将能够把这些事物区分开来。  
        外在的事物只是停靠处。好比色身: 它是一个停靠处。在地、水、风、火平衡汇集的短暂时

间里，你可以在色身停歇。至于真正的归依，你已经看见了。它就是心的内部、这个基本的觉知
本身。你对呼吸的觉知，是一个层次的归依。当它与呼吸分离时，它是另一个层次的归依。至于
你的真正归依——“佛陀”——那是位于内部更深处的觉知。一旦你达到这一步，就是这麽多了。
它就是至高主宰。它的觉知明察、真实、全方位。那就是你内在的真正依止。  
        至于外在的事物，它们只是暂时的支撑，好比一根拐杖，你可以靠一阵。只要还有呼吸[气]
使它们继续活著，你可以利用它们。呼吸不复存在时，就结束了。物质元素分离开来，不再相互
依靠，于是心回到它的真正依止。那是在哪里? 那个“佛陀”觉知到底在哪里? 当我们修练心，使它
自作依止，那时在禅定之心中，将无忧无虑。  
        佛陀自己的探索正是为了这个依止。他教导所有的弟子以自己为依止，因为我们依靠他人只
能是短暂的。别人只是对我们指出这条道。但如果你想要生命中真正真实、良善的东西，你必须

依靠自己——教导自己、训练自己、在各方面依靠自己。你的苦终究来自你。你的幸福终究来自
你。好比吃东西: 你不吃，怎麽能饱? 让别人来吃，你是不可能饱起来的。要想得到饱，你必须自
己吃。修行也一样。  
        你不能让自己执持外在的事物。外在事物是无常的。不持久、不可靠。对你如此，对人人如
此。你不在活著的时候与它们分离，就在死的时候分离。你随著每一次出入息，与事物分离。你
不能把你的人生意义建筑在这些事物上——而且也不必要。你就对自己说: 这些东西在世间到处

都这样。世间给予的东西没有什麽是长久的。我们不要事情那样，它们就是那样。根本不受任何
人的控制。不仅外在事物如此，你体内的事物也一样。你想要这个色身继续活著，你不要它死，
但是它会死。你不要它变，它却不停地变。  
        这就是为什麽你必须按照佛陀教导的修练技能，训练你的心，使它有力量作自己的依止。你
不必对修行存疑，因为你在修行中需要培育的所有素质在你的内心已经存在。一切形式的善与
恶，都在你的内心。你已经知道，哪条是善道、那条是假道，你只要抓住那条善道。现在，停下
来看看自己: 你是走在正道上麽? 凡是错的，不要执持。放开它。过去、未来、别的，放开它，只
剩当下。使心随时在当下保持开放、自在，接下来，开始观。  
        你已经知道，外在的事物不是你，不是你的，但你的内在，还有许多层次你必须审视。许多
层次你必须审视。即使心也不真正是你的。它的内部还有无常、苦的事物。有时它想做这、有时

想做那，它并不真正是你的。因此不要太执取它。  
        行[行蕴,思维构造蕴]是个大问题。有时它形成善念，有时形成恶念，哪怕你知道那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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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不要想那些事，尽管如此，它们却继续在心里出现。因此，你必须把它们当成不是你的。
审视它们。它们没有什麽可依靠的。它们不长久。它们是非我的事件，因此放开它们，让它们随
顺自己的本性。  
        那里究竟有什麽是持久、牢固、可靠、真实的? 继续朝内看。念住呼吸，就在那里问你自
己。最后你会看见内心里什麽是什麽。任何时候你对修行有疑惑，或者有困难，就往下专注呼
吸，就在那里问这个心，领悟将会升起，放松你的妄见，助你通过难关。  
        不过，即使这个领悟也是无常、苦、非我。 Sabbe dhamma anatta: 诸法非我。佛陀说，升起
的一切，都是无常、非我。即使心里升起的那些领悟也不恒常。有时它们升起、有时不升起。因
此，不要太执持。在它们升起时，留意它们，接著把它们放开。让你的见变成正见: 恰好、不过

头。如果你的见过了头，对它们紧抓不放，那时它们就对你转成了错，因为你已经忽视了自己正
在做的事。  
        总而言之，你的修行中越有念住越好。随著你的念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圆满，它就变成一
件出世的东西。我们前面提到的出世明辨，就是从你的越来越圆满的念力当中升起的。  
        因此，继续训练你的念住，直到它成为大念住。 

 

解脱
 
        §“我們的修持是逆水、逆流而行。我們去哪裏? 去水流的來源。那就是修行之‘因’的那一
面。‘果’的那一面是，我們能放開，得到徹底自在。”  
 
        §“修行的進階……實際上不同的進階不會自報名稱的。是我們給它們造起名字來。只要你還
卡在這些造作的名字上，永遠不會得到自由。”  
 
        §“教導人們時，你必須依照他們的心性與能力教，不過最終他們都來到同一點: 放開。”  
 
        §“涅槃是精細的，需要許多明辨。它不是靠願力就能達到的。如果我們藉著願力能達到，世
界上人人早就達到了。”  
 
        §“有些人談論‘暫時涅槃，暫時涅槃’，涅槃怎麼可能是暫時的? 如果它是涅槃，必須是恒常
的。如果它無常，就不是涅槃。”  
 
        §“他們說涅槃是空性時，意思是，空無雜染。”  
 
        §“就在那沒有人苦、沒有人死的地方。就在那裏。在每一個人那裏。好似你的手心朝下，你
把它翻轉過來——但只有明辨者才能夠做到。如果你不聰明，就看不見，你不會逮著它，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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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生死。”  
 
        §“解脫時的心，好比空中的火元素。當火熄滅時，它並沒有消失在任何地方。它仍然彌漫在
虛空，只不過它不攀附任何火引，因此不顯現出來。”  
 
        §“當心從雜染中‘熄滅’時，它仍然在那裏，但是當新的火引來時，不再抓取火，不再附著
——甚至它自己。那就是所謂的解脫。” 

 

詞彙表
 
Abhidhamma: 阿毗達摩，巴利三藏中的第三部分，以佛陀教導中提取的分類歸納爲基礎所作的系
統論述。 
Ajaan: 導師，師尊。 
Apadana (Avadana): 譬喻經，巴利經典中一部後期記載，講述佛陀與其弟子供養前一位佛陀，並
把佈施的福德回向給某種覺悟，藉此走上修行之道的故事。 
Arahant: 阿羅漢; 應供; 尊貴者; 清淨者——即心已無有雜染之漏，故不再重生者。這是對佛陀及
證得最高果位之諸聖弟子的稱號。 
Brahma: 梵天; 色界、無色界等高等天界的居住者。此處是藉著培育戒德與禪那、以及無量的慈
悲喜舍之心修成，但非是永恒。 
Buddho: 覺醒——佛陀名號之一。 
Chedi: 尖頂紀念塔; 其中收藏著佛陀或其弟子的舍利、與他們有關的物品、或者佛經。 
Dhamma (dharma): 法: 佛陀的教導; 對那些教導的修持; 以及作爲修行果報的苦的解脫。 
Jataka: 本生經，佛教經典中記載的，據言與佛陀前生有關的故事。 
Jhana: 禪那，對一個單一身感[色]或心理概念[無色]的專注。 
Karma (kamma): 業，有意的動作——意、語、行——根據該動機的質量，行動者對其後果負
責。  
Khandha: 蘊，聚集體。五蘊乃是感識體驗的構成單元，是“自我”感的基礎。它們是: 包括色蘊(指
體感或其素材)、受蘊[指苦、樂、不苦不樂之感受]、想蘊 (指辨識與心理標籖)、行蘊(思維造作)、
識蘊(指感官意識，其中心算作第六種識)。  
Nibbana (nirvana): 涅槃。內心貪、嗔、癡的熄滅，導致從苦中的徹底解脫。 
Pali: 巴利聖典; 現存最早的佛教經典之名稱。亦指書寫這套經典的語言。 
Parami: 波羅密; 爲趨向覺醒需要培育的十種素養: 佈施、戒德、出離、明辨、精進、忍、真實、
決意、慈、舍。 
Sangha: 僧伽。跟隨佛陀的弟子團體。常規意義上，指佛教僧侶。理想意義上，指無論在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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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練成就解脫的第一種出世品質[初果]者。佛、法、僧共稱三寶。歸依三寶
—把它們作爲人生的終極指南—即成爲佛教徒的要素。 
Sumeru: 須彌山，神話中聳立於喜馬拉雅山北的宇宙中心的高山。 
Than Phaw: 尊敬的父親; 師父，泰國東南部對高年資比丘的敬愛之稱。  
Vessantara: 毗桑塔羅爲佛陀最後一世的前一生，在其中他圓滿修行佈施波羅密，放棄他的王國、
連同他最愛的妻兒。 
Wat: 寺院。 

 

附錄: 七步驟 
 

——來自阿姜李《念住呼吸》
 
有七個基本步驟: 
        一、起始作三次或七次長呼吸，隨著入息、默想『佛』，隨著出息、默想『陀』。保持禪定
用詞的音節與呼吸等長。 
        二、對每一次出入息有清晰的覺知。 
        三、隨著出息、入息，觀察它舒適與否、是窄是寬、是順暢還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長是
短、是暖是涼。呼吸若不舒順，便作調節、直至舒順爲止。例如，長入息、長出息自感不適，則
嘗試短入息、短出息。 
        一旦呼吸有舒順之感，則要讓這股舒順的呼吸感傳到身體的其它部位。起始，從後腦根部
[base of the skull]吸入氣息感，讓它沿脊柱下傳一直到底。接下來，你若是男性，則讓它沿右腿下
傳至足底，至趾尖而外出。再一次，從後腦根部吸入氣息感，讓它沿脊柱下傳，沿左腿下傳，至
趾尖而外出(女性則從左側開始，因男女經絡有別)。 
        接下來，讓來自後腦根部的呼吸[氣]下傳到雙肩，經雙肘、雙腕，至指尖而外出。 
        讓氣息自喉根進入，沿著身前的中央經絡下傳，穿過肺部、肝部，一路下傳至膀胱與直腸。 
        從前胸正中央吸氣，讓它一路下傳至腸道。 
        讓所有這些氣息感傳播開來，讓它們融會貫通、一齊流動，你的安寧感將大有增進。 
        四、學會四種調息法:  
        (1)長入息、長出息， 
        (2)長入息、短出息， 
        (3)短入息、長出息， 
        (4)短入息、短出息。 
        選擇最舒適的方式呼吸。學會以四種方式舒適地呼吸更佳，因爲你的身體狀態與呼吸時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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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五、對心的本位[bases]或者說聚焦點——那是呼吸[氣]的停靠點[ resting spots]——熟悉起
來，其中哪個部位感覺最舒適，就把你的覺知定駐在那裏。這些本位當中有以下幾個:  
        (1)鼻端;  
        (2)頭部中央; 
        (3)上顎; 
        (4)喉根; 
        (5)胸骨下端; 
        (6)臍部(或略上於臍部)。 
        如果你常患頭痛癥或神經官能癥，便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喉底以上的任何部位。不要強力呼
吸，也不要使自己進入呆滯或催眠的狀態。流暢自然地呼吸。讓心對呼吸有自在感，但不要耽於
舒適而走神。 
        六、擴展你的覺知——即你的覺受意識，使之遍及全身。 
        七、使全身各處的氣感融會貫通，讓它們一齊舒暢流動，同時使覺知保持盡可能寬廣。你對
身體的某些呼吸層次已有所了解，一旦對它們有了全面的覺知，你會開始了解其它的諸種層次。
呼吸[氣]在本質上有多種層面: 有沿著經絡流動的呼吸感[氣感]，有圍繞經絡流動的呼吸感，也有
從經絡向每個毛孔傳行的呼吸感。有益與有害的呼吸感本質上相互混雜。  
        總結起來: (1)爲了改善色身各處現存的能量，助你克服疾病與苦痛; (2)爲了澄清內心已有的
知見，以它爲基礎，培育趨向解脫與心清淨的技能——你應當把這七個步驟常記在心，因爲它們
對呼吸禪定的每一個層次都是絕對基本的。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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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阿姜查: 解脫之鑰  
1956年5月24日  

[英譯]美國無畏山寺 
[中譯]良稹 

The Key to Liberation——Teachings of Ajahn Chah 
Translated from Thai by the Sangha of Abhayagiri Monastery 

原文版權所有 ©  2002 美國無畏
山寺。 免費發行。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本文
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
印、印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
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
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
求表明作者原衷。  

        我們學習佛法的根本原因，是要找到超越苦、獲得甯靜的方法。無論你研究物質現象還是精
神現象、研究心(citta，心智，心識)或者心所(cetasikas，mental factors, 心理因素)，只有使你從苦
中解脫的方法，才是修持的正確方法，而不是其它什麽方法。這是因爲苦和苦因就在當下。
        你在觀想苦因時應當了解，我們稱爲心的這個東西，當它靜止時，那是正常狀態。一旦它動
起來，就有了行蘊(sankhara, 或譯造作)。心中升起了喜愛，那是行蘊; 升起反感，那是行蘊; 有去
這裏那裏的欲望，那是行蘊。只要你對這些蘊沒有保持念住，就很容易追逐它們、受它們影響。
一旦心動，就有了世俗行蘊(sammuti-sankhara)，當即淪陷於緣起世界。佛陀教導我們觀照的，正
是這些蘊、這些心的動態。  

        每當心有動態，它都是無常、苦、非我。佛陀要我們觀察和觀想這一點。他教導我們觀想影
響心的行蘊，觀想十二因緣: 由無明而生行蘊、由行蘊而生意識、由意識而生名色，等等。  

        你已經在書裏學習、閱讀了這個主題，盡管那裏說得正確，實際發生時你卻跟不上。好比從
樹上落下: 一眨眼你已經從樹頂摔到地面，卻一點不知落下時經過了多少根樹枝。心經曆一個客
體(arammana,對象,所緣)，受它吸引，突然你感到心情好起來，卻不知導致這個心情的原因與狀
態。當然，在某種層次上事情按照經典上描述的理論過程發生，但同時又超越了理論的局限。實
際上，沒有什麽記號告訴你現在是無明、現在是行蘊、接下來是意識、現在是名色，等等。那樣
看問題的學者們，在這個過程發生時，是沒有機會把那一系列名詞讀完的。盡管佛陀分析了意識
的瞬間，描述了各個組成部分，以便於理解，但實際發生時，我看更象是從樹上落下來。一切發
生如此之快，你不會有時間計算落下多遠，某個時刻身在何處。就知道自己 “砰”地一下砸到地
上，而且很痛!  

        内心事件的發生也類似。一般來說，你經曆苦時，看到的都是結果，也就是心裏有苦痛、悲
哀、絕望。你實際上並不知道它從哪裏來，那個你從書裏是找不到的。書裏沒有哪裏會描述你那
個苦的細節與因緣。盡管現實按照經論中描述的過程進行，但那些只讀書、卻從來沒有超越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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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能在事件實際發生時把握它的。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要安住於 “知性”(that which knows)，只觀察事物的生滅。一旦訓練意識留
駐於 “覺知”(awareness)，一旦探索了心，對心與心所的真相獲得了洞見(又譯內明)，你會把心看
成非我。 

        你會發現一切心理狀態與物質狀態終究是必須放下的，你會清楚地看到，執取或給予不必要
的重視是愚蠢的。 
 
理論與實踐 

        佛陀並沒有教導我們學習心與心所之後對它們執著起來，他只是教我們了解它們是無常、
苦、非我。因此佛教修持的根本目的，是把它們放下、放到一邊。你必須對心與升起的心所確立
和保持覺知。實際上心在過去早已習慣於遠離覺知這個天然狀態，習慣於産生行蘊(sankhara)，
行蘊又作進一步的虛構與造作。因此心已經習慣於思維的不斷繁殖，再加上各種善惡概念的影
響。佛陀教導我們把這一切放下，但是你能夠放下之前，必須學習與修行。  

        考慮八聖道，它是以智慧或者說正見爲基礎的。有了正見，接下來就有了正志、正語、正
行、正業等等。這些都需要心所，心所又從那個覺知升起。覺知好比一盞燈，有了正確的覺知，
會貫徹整個正道，産生正志、正語等等，好比燈光照亮你行走的路。無論心經曆什麽，終究得從
覺知中升起。如果這個心不存在，那麽知覺也不存在。這些是心與心所的根本特點。
        這一切都是心的現象。佛陀教導說，心就是心，它不是一個活著的個體、一個人、一個自
我、“我們”或“他們”。法就是法，它不是一個活著的個體、一個人、一個自我、“我們”或“他
們”。沒有什麽有任何實質性。這個人的存在，不管看哪個方面，無論是受、想，都在五蘊範
疇。因此都得放下。  

        禪定如同一塊木板。比方說，維巴沙那(vipassana，觀)是木板的一頭，奢摩他(samatha，止)

是另一頭。你要是把木板拿起來，只是一頭起來呢，還是兩頭都起來? 當然了，你拿起木板時，
兩頭都起來了。維巴沙那是什麽? 奢摩他是什麽? 它們就是對於心本身(的了解)。首先通過修練奢
摩他，心平靜下來、穩定下來。藉着培養奢摩他，你可以讓心有甯靜。但是，奢摩他的甯靜消失
後，便升起了苦。爲什麽苦會升起呢? 因爲來自奢摩他的那種甯靜本身是苦因。它是導致苦升起
的因。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甯靜，但修持並沒有完成。佛陀從自己的經驗裏看見了，這並不是
修持的終點。緣起的過程尚未除盡; 連續的輪回依舊存在; 聖者的修持還不曾圓滿。爲什麽不圓
滿? 因爲苦依然存在。因此他從奢摩他的甯靜出發，繼續觀照、探索，獲得洞見，直到不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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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樣的甯靜是一種行蘊，仍然是緣起的常規世界的一部分。執取於奢摩他的甯靜，意味著執
取於緣起的常規世界，只要你還執取於緣起的常規世界，你就執取於緣起重生。從奢摩他中獲得
喜樂的做法，有緣起與重生。修持奢摩他，焦躁不安感消失了，心便執著於由此而來的甯靜，但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緣起。它還會導致進一步重生。 

        緣起與輪回又升起了，當然，佛陀立刻意識到了。佛陀繼續觀照緣起與輪回背後的原因。只
要他還不曾徹底理解真相，則繼續以甯靜的心爲工具，作越來越深入的觀照。他觀照一切升起的
狀態，無論是平靜還是焦躁，直到最後他看見了，一切狀態好比一團熱鐵。五蘊就象這樣。一塊
燒得發紅的熱鐵，哪裏你可以碰一下不傷著嗎? 哪裏有清涼? 你去碰上面、下面、邊上、任何地
方，能有一小塊清涼地嗎? 顯然不能，因爲整塊鐵燒得又紅又熱。同樣，五蘊中的每一蘊，好比
熱鐵那樣灼燙。執著於心的甯靜狀態，以爲甯靜的是你，以爲有一個我在感受甯靜，都是錯誤
的。如果你以爲甯靜的是你，或者有人感受甯靜，這只是強化了有一個固定個體、有一個自我
(atta)的想法。但是自我感只是常規現實。要是你執取於“我感到甯靜” 、“我感到焦躁” 、 “我
好” 、“我壞”的想法，就說明你還會淪陷於更多的緣起重生。那會有更多的苦。樂消失了轉成苦; 

苦消失了轉成樂。你就淪陷在苦與樂、天堂與地獄之間無窮無盡的輪回裏，不得終止。 

        佛陀觀察到，心這般受習慣影響，他想到緣起重生之因依然存在，修持尚未結束。於是他加
深禪定，觀照行蘊的真相，因爲有因，便有相應的生與死，這些動態特征在心裏來回運作。他反
複觀照，看清五蘊的真相。一切物質現象、一切心理現象、一切精神思考都是五蘊。佛陀教導
說，你一旦明辨了這點，就會把它們放下，自然把它們舍棄。要對這些東西有如實知見。只要你
還不曾了解事物的真相，你就毫無選擇地受苦。你放不下它們。但是一旦徹悟了真相，理解了事
物本質，你會把它們看成幻相。這就是佛陀的意思，他解釋說，有了如實知見的心，實際上是空
的了，它本身不受任何事的羁絆。它不生不滅。它是自由的。它光明清朗，不攀緣任何外在事
物。心與外界牽扯起來，是因爲受行蘊和自我感的迷惑。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仔細觀察心智。開始時那裏有什麽? 實在什麽也沒有。緣起與重生，和心
的這些動態，並非與生俱來，也並非隨死而去。佛陀的心接觸到愉快的客體時，並不高興，接觸
到不愉快的客體時，也不反感。因爲他對心的本性有著清楚的了解與洞見。他有洞見，了解這一
切現象本身沒有什麽實質或者精髓。他把它們看成無常、苦、非我，在整個修持中保持著這個深
刻的洞見。 

        明辨諸法實相的是知性(the knowing)。這個知並不對事物産生愉快感、悲哀感。愉快的狀態
是 “生”，苦惱的狀態是 “死”。有死，那裏就有生，有生，那裏就有死。這個生死過程就是vat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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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無盡的生死輪回。 

        只要行者的心還受習慣影響，象這樣動來動去，毫無疑問緣起重生之因繼續存在，不必去問
他人。佛陀徹底觀照了行蘊的特點，結果可以放下行蘊，也放下五蘊中的每一蘊。他成了一個獨
立的觀察者，只承認其存在，不作它想。他經曆愉快的心智客體，並不爲之著迷，他只是看著，
保持對它們的了解。他經曆不愉快的心智客體，並不反感。爲什麽? 因爲他已經明辨真相，斷除
了重生的因緣與條件。維持重生的條件不存在了。他的心在修持中已經達到這個地步，對自身的
理解有了自信與確定。這樣的心已達到真正的甯靜，免除了生老病死。它無因無果，不依賴於因
果; 它獨立於緣起。一切因已不存在，已除盡了。他的心超越了生死、苦樂、善惡，超越了言辭
與概念的限制。不再有任何條件能在他的心中升起執取。任何對生死和緣起過程的執取，都與心
與心所有關。 

        心與心所確實作爲現實的一部分存在。它們確實存在於常規現實，但是佛陀觀察到，我們對
它們了解再多、相信再多，也不會真正有益。那樣並不能找到真正的甯靜。他教導我們，你一旦
了解它們，就應該把它們放下、舍棄、松開。因爲心與心所正是引導你在生活中爲善爲惡的原
因。你明智，它們引導你爲善; 你愚蠢，它們引導你作惡。心與心所就是這個世界。佛陀利用世
間事物來觀察世界，獲得如實知見後，了解了世界，自稱世間解——即明察世界者。 

        你在了解真相之前，必須培養奢摩他與維巴沙那。從書裏學習，也許可以獲得心與心所的理
論知識，但是你不能用那樣的知識來切實地斬斷貪、瞋、癡。你只研究了貪、瞋、癡的外在特
點，只会描述雜染的不同特點……貪是這樣的，怒是那樣的，等等。你了解的，只是它們的外在
特點與表面狀態，也只能在那個層次上談論它們。你也許已經得到了一些覺知(awareness)與洞
見，但重要的是，當雜染真的在心中升起時，心是不是受它們的控制，呈現它們的特點? 比方
說，你遭遇一個不喜歡的思維客體，會産生一種反應，導致心呈現某些特點。你是不是執著於那
個反應? 你能不能放下那個反應? 你一旦意識到升起的反感，“覺 知”是不是會把反感儲存起來，
還是見到後，“覺知”能立刻把它放下?  

        如果你經曆不喜歡的事，仍然把反感儲存在心裏，你必須重頭開始修。因爲你還有錯誤; 修
持不圓滿。修持達到圓滿的地步，心會自動把事放下。要這樣對待修持。你在修持時要切實深入
地探索心，獲得洞見，自證果報。如果你試圖根據理論，以意識在不同時刻的數目與各自特點來
描述心與心所，那還很不夠。真相比這要複雜得多。你真要了解這些東西，必須獲得直觀洞見，
獲得透視事物的親身理解。如果你沒有真正的洞察力，又怎麽超越理論呢? 那是沒有結果的。你
就得永遠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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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禪修是最重要的。我在個人修持中，並沒有把所有時間花在研究對心與心所的理論描述
上。我觀察 “覺知”。內心升起反感的念頭時，我問: “爲什麽有反感?” 升起喜愛的念頭時，我問: 

“爲什麽有喜愛?” 這就是禪修之道。我不了解那些精細的理論要點，也沒有對心與心所作詳細的
分析。我只是始終在對付心中那一點，直到整個解決了反感與欲喜的問題，讓它們徹底消失。不
管發生什麽，如果我能把心帶到一個地步，在那裏喜歡與不喜歡終止了，那就超越了苦。心已經
達到無論經曆什麽都保持甯靜的地步。沒有執取、粘著……它止息了。這是你的修持該瞄准的目
標。其他人要談理論，那是他們的事。不過到頭來，不管談了多少，還得回到這一點開始修。你
談得不多，也是從這一點開始修。無論你談多談少，都得回到這一點。有生，它從這裏來。有
滅，也在這裏發生。無論心念怎樣繁殖，沒有多少差別。佛陀稱這個地方爲 “知性”(that which 

knows)。它的功能是了解如實知見。等到你明辨了真相，自然就了解心與心所的行動模式了。 

        心與心所一直在欺騙你，一刻也不停。你在讀書時，只不過是在研究這個欺騙的外在形式。
你在學習那些東西時，它們同時也在騙你。找不到其它辦法來形容。即使你了解它們(的欺騙
性)，那一刻它們仍然迷惑你。事情就是這樣。佛陀並沒有讓你只了解苦和雜染的名稱，他的目
的是讓你真正找到修持的道路，引導自己超越苦。他教導我們去探索，找到苦因，從最基本的
苦，到最精細的苦。 
 
戒、定、慧 

        我個人來說，我沒有大量的理論知識，但已經可以修了。了解正道從戒德開始，就足夠了。
開始有戒德(sila)很優美。中間有奢摩他(samatha，定)很優美。最後有智慧(panna)很優美。隨著
你修行的深入，它們就出現了，雖然你仍可以把它們看成修持的三個並列部分，它們卻是一體
的。訓練的先決條件是戒德，其實也需要智慧，但我們一般說修持從戒德開始。那是基礎。只是
智慧是決定戒行有多成功、多圓滿的因素。你需要觀照自己的言行，探索因果，那都是智慧的作
用。你必須依靠智慧確立戒德。 

        根據理論，我們說先有戒德、奢摩他，後有智慧; 不過我對這個作了思考，覺得智慧是所有
其它方面的基礎。你需要完全理解你的言行對心的影響，理解有害效果是怎麽來的。你用智慧作
向導，經過推理思考，把握淨化你的言行。你的言行同時受善與惡的心理狀態影響; 了解了它們
的不同特點，就看見需要修的地方了。你會看見，要培養戒德，就得行善棄惡。一旦心放棄惡
行、培養善行，會自動朝內走，變得堅固穩妥。當心對言行不再有疑惑與不確定時，便不再動
搖，爲固守奢摩他提供了基礎。 

        這個堅固的定力又形成了修持中更有力的第二個能量來源，讓你更全面地觀察視覺、聽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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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官感。一旦心智堅定不移確立了甯靜與念住，你可以連續觀照色、受、想、行、識，觀照
色、聲、嗅、味、觸、想，看見這一切在不斷升起。結果你會對這些現象怎樣依天性而升起的真
相，獲得洞見。有了不間斷的覺知，便有了智慧升起的因。一旦有了明晰的如實知見，你那個老
的自我感會逐漸從過去的影響中拔除，轉變成智慧。到最後，戒、定、慧在修持中融合起來，成
爲持久合一的整體。 

        智慧增長了，會培養奢摩他，讓它更加穩定、不可動搖。奢摩他越堅固，戒德越堅定、越圓
滿。戒德增長了，會培養奢摩他，奢摩他增強後，又導致智慧的成熟。修持的這三個部分是很難
分開的，它們有那麽多相互重疊之處。它們共同增長，構成了佛陀所稱的正道。當戒、定、慧達
到頂峰時，正道就有足夠力量摧毀雜染。貪、瞋、癡中無論升起什麽，只有正道有力才能摧毀
它。 

        佛陀教導的作爲修持體系的四聖諦是: 苦(dukkha) 、苦因(samudaya) 、滅苦(nirodha) 、和滅
苦之道(magga)，後者指的是戒、定、慧，是訓練心智的方式。盡管我大聲講戒、定、慧，它們
卻不在外表，而是根植於心智本身。戒、定、慧要不斷起作用，不斷成熟起來。心中的正道強
大，無論經曆什麽樣的色、聲、嗅、味、觸，正道都會占上風。正道弱了，雜染便占上風。正道
強，會摧毀雜染。正道弱、雜染強，正道會給摧毀。雜染會毀滅你的心。如果面對意識裏出現的
色、受、想、行，你的念住不夠快，它們會把你摧毀。正道與雜染就這樣走在一起。修持中注意
力集中的地方是你的心。你在正道上每走一步都得與雜染爭鬥。好象你心裏有兩人在爭論，實際
上是正道與雜染在搏鬥。正道的功能是掌握心智、培養觀照佛法的技能。只要你能繼續觀照，雜
染就會輸。但是任何時候，你的修持衰退，雜染重占上風。正道消失，雜染取而代之。這兩方面
必須不斷這樣爭鬥，直到結束爭鬥、分出輸贏。 

        到最後，苦、苦因、滅苦、滅苦之道會在你的心中確立起來。那時候你就切切實實地修到了
洞察四聖諦的地步。無論升起什麽苦、無論以什麽形式，一定有因。那就是第二聖諦——苦因。
因是什麽? 是你戒、定、慧的修持弱。正道弱時，雜染便占了上風。它們控制了心時，就成爲苦
因，不可避免産生各種苦。苦升起來，意味著滅苦的那個因素消失了。正道升起的因素是戒、
定、慧。它們力道足時，正道會勢不可擋，滅除苦因。那時候，苦就屈服了，不再升起，因爲正
道的修持在斬除雜染，苦在心中止息了。爲什麽你能滅苦呢? 因爲對戒、定、慧的修持已經達到
最高階段，也意味著正道達到不可停止的地步。我說，你要能這樣修，那麽你關於心與心所的理
論知識學到哪裏都無關緊要了，因爲到頭來，一切都彙集到這一個地方。心超越了概念上的知
識，會對禪修極其自信與確定，因爲它已經不再存疑。即使它開始走偏，你不必追多遠就能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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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正道。 

        芒果樹葉是什麽樣的? 只要撿起一片葉子看看就知道了。哪怕你看了一萬片葉子，也不會比
看一片葉子了解更多。基本上它們都一樣。你看一片樹葉，就了解了所有芒果樹葉。如果你看芒
果樹幹，只要看一株就了解了所有樹幹。一切芒果樹幹都一樣。即使有千萬株，只看一株就看見
了一切。佛陀教導我們要這樣修持佛法。 

        戒、定、慧就是培養佛陀稱爲正道的方法，但是正道仍不是佛陀教導的中心。它本身不是目
標，本身並非佛陀想要的。但這個正道指向內心。好比從曼谷到農帕蓬寺這裏；你要的是到達這
個寺院，並不要這條路或者柏油材料，但是爲了旅行，你需要用到這條路。路與寺院不是一回
事。路只是通往寺院，但你要到寺院，要走這條路。你也許會說，戒、定、慧並不組成佛教的中
心，但它們確實是通往佛教中心的路。你一旦把戒、定、慧修到最高階段，結果就升起了甯靜。
這是修行的最終目標。一旦心平靜下來，即使你聽見聲音，它不打擾你。達到這樣的甯靜狀態，
你不再會在心中造出什麽了。佛陀教導我們放下。因此無論你經曆什麽，不必恐懼擔心。修行到
了真正有成果的地步，你有了親身洞見，不必去相信別人的話了。 

        佛教並不是建立在奇異能力基礎上的。它不依賴於展示各種奇迹、神通、超人素質。佛陀沒
有贊揚、鼓勵那些東西。這種能力也許存在，隨著你的禪定，也許可能發展出來，但是佛陀並沒
有加以贊揚或者鼓勵，因爲它們可能會讓人誤入迷途。他贊揚的只有那些讓自己從苦中解脫的
人。這點他們得依靠修持才能做到。我們的工具是佈施、戒德、定力、智慧。這些是我們必須培
養的。這些東西組成了指向內心之路，但是爲了到達最後目的地，必須首先有智慧來保證正道的
培養。八聖道，意味著戒、定、慧。心被雜染覆蓋，路不能暢通。正道強大，就能摧毀雜染。雜
染強大，會摧毀正道。修持就是這兩個東西在爭鬥，一直到正道終點。它們得不停地鬥，直到達
到目標。 
 
執取的危險  

        修持的工具與助緣是艱苦與困境。我們必須依靠耐心、堅韌、自制、節儉。我們必須爲自己
修，讓修持從內心出發，讓自己的心有徹底轉變。 

        不過學者們傾向於多疑。他們坐下禪定時，一旦有了一點點甯靜，就開始想，也許自己達到
了初禪。他們傾向於這樣想。思想一旦開始繁殖，心從目標轉開，禪定完全受到幹擾。過一會又
來了，以爲自己已經達到了第二禪那。不要開始繁殖那些想法。那裏沒有什麽路標告訴你禪定達
到了哪個層次。沒有路標跳出來說: “此路去農帕蓬寺。” 你一路上沒有什麽(路標)可讀。有一些
著名的老師給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禪那的描述，但這些訊息只存在於外在書本。心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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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這樣深的靜止層次，它不知道這種描述。有覺知(awareness)，但它不同於你在理論學習時獲
得的那種知識。那些學了理論的人坐下來禪定時如果還抓著學過的東西，想記下自己的經曆，想
知道自己是否達到了禪那，他們的心馬上受到幹擾，離開禪定。他們不會有真正的理解。爲什
麽? 因爲那裏有欲望。一旦欲望升起，無論你作什麽禪定，心就退卻了。你要學會怎樣放棄一切
思考與疑惑，徹底放棄、放棄一切，這個很關鍵。你應該就把當下的身、語、意作爲基礎，不要
帶別的。觀照心的狀態，不要拖著教科書跟你走。你進入的禪定境界裏沒有教科書。你試圖把它
們帶進去，也是白帶了，因爲你要真在經曆什麽時，教科書也不在那裏跟你描述了。 

        那些飽學之士，那些把所有理論記得條理分明的人，在禪定時傾向於不成功，因爲他們卡在
知識那個層次上了。實際上，心不一定可以用教科書的外在標准來衡量。如果真的達到了甯靜，
就讓它甯靜。這樣可以繼續進展，達到最高等的甯靜。我自己對理論和經文的了解是有限的。我
已經告訴一些比丘們我在第三個雨季裏的禪定情形。我對奢摩他仍有許多問題與疑惑，一直在思
考解決辦法，可是我越修，心越煩躁。情況糟到我不在禪定時反而甯靜。那時候真很困難。不過
即使困難，我沒有放棄。還是堅持禪定。在不對結果抱許多期望時，情況就好轉了。但是只要我
下決心要使心靜下來入定，情況會更糟。我就是沒有辦法。我問自己“爲什麽?”  

        之後我意識到，這個問題與呼吸一樣。如果你下決心只作短呼吸、中呼吸、或者長呼吸，似
乎是件難事。另一方面，你走路時並不意識到呼吸是進是出，卻舒適自在。我意識到修持也是一
樣。一般情形下，人們走來走去不在禪定時，他們會不會爲呼吸而苦? 不會。這不是個問題。但
是我坐下來，下定決心要讓心寂靜下來，結果自動成了粘著、成了執取。我下了這麽大的決心，
強迫以某種形式呼吸，或短或長，結果不平衡了，不能集中注意力、保持念住。於是我比禪定前
還要苦。爲什麽? 因爲我的決心本身成了執取。它關閉了覺知，我一點沒有進步。一切成了負
擔、困難，因爲我把執取帶進了禪定。 
 
“自發燃燒” 

        有一次，我在夜裏大約十一點後經行。離我所在的森林寺半裏路遠的村子裏，人們在慶祝某
個節日。我從白天開始，感覺就有些異常。我感覺特別甯靜，沒有在想什麽特別的事。經行累了
之後，去我那間小草棚裏坐下。我正坐下時，發現來不及把腿盤起，心就進入了深度甯靜。它是
自動自發的。等到我盤腿坐好，已經進入深定，我感覺堅固穩妥。倒不是我聽不見村裏人唱歌跳
舞的聲音; 我還是能聽見的。但同時，我又可以把注意力指向內心，那樣就聽不見聲音了。這真
奇怪。如果我不注意聲音，就安靜。但如果我想聽，就可以聽見，也不覺得受到幹擾。好象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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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不同的客體並列在一起，又不相互連接。我意識到，心與客體是分開、不同的，好比水壺
與痰盂。結果我理解了，心在奢摩他裏達到甯靜時，你注意聽，就可以聽，但如果你守著心，守
著空性，那裏就會安靜。聲音進入意識，你看著它的産生，就會了解到，覺知與客體是兩碼事。 

        因此我就想: “如果這不是它，又是什麽呢? 真相是這樣的嗎? 這兩個現象相互根本不連接。” 

我繼續觀想，直到我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當事物的連貫性 (santati)切斷時，結果就是心的甯靜 

(santi)。本來是連續的，現在甯靜從中出現了。這個經曆給了我繼續禪定的能量。我加緊努力禪
定，對其它一概不聞不問，心沒有一刹那離開念住。不過我想停止禪定，也很容易。一旦停下了
正式禪定，有任何懶惰、疲倦、惱火嗎? 一點沒有。心完全沒有這些雜染。剩下的是那種完全的
平衡感，或者說“恰到好處”感。要是我想停下來，不爲別的，只爲了讓色身休息一下。 

        我確實休息了一下。我只是停下了正式坐禪，心卻不曾停下。它保持同樣狀態，繼續和先前
一樣禪定。我把枕頭拉過來准備休息。躺下時，心仍然平靜。就在把頭靠上枕時，心往內走去。
我不知道它要去哪裏，但它不停地往內越走越深。好象誰打開了開關，一股電流傳來。一聲震耳
欲聾的巨響，身體從內部爆炸了。心的內在覺知在那一刻最精細。過了某一關，似乎心就放松
了，已經穿透到內在最深、最靜的地方。它停在一個絕對空性的境界。外面什麽也穿透不進、什
麽也達不到這裏。停留一陣，心退回了。我意思是，自己並沒有令它退回，我只在觀看、目睹發
生的一切。心在經曆了這些之後，逐漸退回常態。 

        一旦回到常態，問題來了: “發生了什麽? ” 升起的答案是: “這些是根據因緣與條件産生的自
然現象; 不需要擔心。” 我只這樣稍作觀想，心就接受了。停了一陣，它又朝內走去。我並不曾有
意引導心，它是在自發行動。在它繼續往內越走越深時，又碰上前面那個開關。這次身體粉碎成
極其精細的顆粒。心再一次放松，滑向深處。安靜。有一種比過去更深度的甯靜。沒有什麽可以
穿透到達這裏。心按著自己的動力，停留一陣，又自行退回了。一切自發進行。沒有人在影響、
引導它; 我沒有作意要使事件發生，或以某種方式進退。我只是守著覺知觀看。後來，心退回常
態，沒有升起疑問。我繼續觀察，心又朝內走去。第三次時，我經曆了整個世界的徹底崩潰。大
地、植被、林木、山巒、實際上整個地球看上去成了空間元素(asaka-dhatu, 空界)。不再有任何
人、任何東西留存。在這個最後階段，只有徹底的空性。 

        心繼續在裏面平靜地停留著，不受外力影響。我不知怎樣解釋，怎麽會這樣發生、爲什麽發
生。很難用別人能聽懂的方式描述這個經曆、談論這個經曆。沒有什麽可與它相比。最後一次，
心在那個狀態停留要長久得多，時間到時，它又自己退回了。我說心退回，意思並不是我在控制
它，讓它退回，它是自發的。我只是看著它回轉常態。誰能說那三次發生了什麽呢? 誰知道呢? 

你用什麽名詞描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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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摩他的力量 

        我在這裏一直同你講的是心在純淨狀態下經曆現實的情形。並沒有對心與心所作什麽理論分
析。沒有那個必要。真正需要的是對世尊教導的信心和深入修持的誠意。你得搭上性命。到時
候，整個世界會顛倒過來。你對現實世界的看法和理解會徹底改變。如果其他人在那個時候見到
你，可能以爲你發瘋了。如果發生在一個不能保持念住的人身上，他們真可能會瘋癫起來，因爲
有了這樣的經曆，一切都與過去不同了。你看世人的方式也不再相同，可你是唯一這樣見過真相
的人。你的整個現實感改變了。你考慮事物的方法也改變了。其他人這樣想，你卻那樣想。他們
這樣談論事情，你那樣談。他們朝那裏往上走，你這裏往下走。你不再與其他人一樣了。那以
後，你經常會有這個經曆，而且會持續很久。你自己去試試看吧。如果你在禪修中有過這樣的經
驗，就不會到遠處找任何東西，只要不停地觀察心就可以了。在這個層次，心最大膽也最自信。
這就是心的力量與能量。它比你想象的要有力得多。這就是奢摩他的力量。 

        在這個階段，仍然是心單獨從奢摩他獲得力量。奢摩他達到這個地步，是最深、最強的。它
不僅僅是刹那定。它達到了頂峰。你用這樣的定力作爲修持維巴沙那的基礎，就可以流暢地觀。
從這裏繼續下去，也可以用於其它途徑，例如培養神通或者奇迹。不同的苦行者與宗教修道者以
不同方式使用這種定力，比如符咒、聖水、護身符、避邪物。達到這個地步時，心可以用許多方
式加以發展，每種方式也許有自己的好處，但是它的好處象一杯好飲料: 你一旦有了，會陶醉其
中。那種好處最後沒有什麽用。 

        甯靜(指奢摩他)的心是禪修者的休息地。佛陀在這裏休息，它構成了維巴沙那、觀照真相的
基礎。在這時，你只需保持有限的一些奢摩他，把注意力放在觀察周圍的世界，連續觀照因果過
程。用清明的心，觀照一切色、聲、香、味、觸，觀照它們怎樣産生各種心情: 好、壞、愉快、
不愉快。這就好象有人爬上芒果樹，把果子搖下來，你就等在下面，收集落下的所有果實。你扔
掉爛的，保留好的。那樣你不需要花太多能量，因爲你沒有自己爬樹，只是等在下面收集果子。 

        這個意思是，心在甯靜時，你經曆的一切心理客體都會給你帶來知識與理解。因爲你有覺
知，不再圍繞這些東西進行造作與繁殖了。成敗、毀譽、臧否、苦樂，一切自行來去。有了清淨
靜止的心，又賦予了洞見，把那些念頭篩選、清理起來，是很有趣的。你經曆的這一切心智客
體，不管是毀是譽，都會對你有益。因爲別人爬上芒果樹搖動，讓果子朝你落下。你輕松地把它
們收集起來，不必怕什麽。別人爬上樹，爲你搖下芒果來，你怕什麽? 一切得失、毀譽、臧否、
苦樂，好比朝你落下的芒果。你把它們收集起來時，甯靜的心構成了觀照的基礎。有了念住，你
知道哪些果子是好的，哪些是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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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步伐 

        這樣在禪定中培養了甯靜，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對這些事物進行觀照，就能生起智慧。這就是
智慧，這就是維巴沙那。那不是什麽需要創造出來、虛構出來的東西。如果有真正的洞見，那麽
維巴沙那的修持會自然跟上來，你不用發明那些名稱與標記。有一點明辨，稱爲一點維巴沙那; 

洞見加深了，那是 “中等維巴沙那”; 對真相有徹底的知識與洞見，那是圓滿的維巴沙那。維巴沙
那的修持，是在培養智慧。它不是那麽容易的。你不能那樣去做。需要達到一定的靜止，從那裏
出發去修。一旦確立了(靜止)，維巴沙那自然而然會培養起來，升起智慧。這個不是強迫心智可
以做到的。 

        佛陀根據自己的經驗教導我們，修行必須根據客觀條件自然進行。達到這個層次後，你就讓
事情根據自己積累的善業與波羅蜜(完美)自然發展。這個意思，並不是讓你停止修持的努力，而
是你繼續修，同時要理解不管你進步是慢是快，不是可以強迫的。好比種樹，它自己知道生長的
合適進度。你執意要速成，那是幻想。好比種樹，你只有做了工，才會有結果。比如種辣椒苗，
你的責任是挖坑、種苗、澆水、施肥、防蟲。這是你的工作、你的那部分作用。接下來你要有信
心。對辣椒來說，怎麽長是它的事、不是你的事。你不能拔苗助長。自然規律不是那樣的。你的
工作就是澆水、施肥。 

        你用同樣道理進行修持，心裏就自在。無論你此生、來生證悟，並不重要。如果你對修持的
成效有信心，那麽無論進步快慢，取決於你的善業、慧根(直譯爲靈性素質)、波羅蜜。你這樣
看，就對修持感到自在。好比你駕一輛馬車，不要把車放在馬前面。又好比你耕地，卻走到了水
牛的前頭，換句話說，你的心焦躁不耐，想趕快有結果。一旦你能這樣理解、這樣修持，就不會
走到水牛前頭，而是走在它後頭。 

        因此種辣椒時，你澆水施肥，趕走來犯的螞蟻白蟻。那樣足以讓它茁壯成長了。一旦它成長
起來，你不能強迫它馬上開花。不要那樣做。那樣是無端地造苦。辣椒按自然天性生長。一旦開
花，你不要強迫它馬上結籽。那樣你做不到，只有苦。那樣實在苦。你理解了，就說明你了解自
己在修持中的作用，了解心智客體與雜染的作用了。它們各司其職。只要心不理解它的作用，總
要強迫辣椒苗在同一天裏長大、開花、結籽。 

        那樣的做法不是別的，正是samudaya，四聖諦中的苦因，執取生起了苦。如果你對這點有洞
見，就說明你在心智迷失時會有覺知。你一旦了解正確修持的方法，就能放下，讓事情按照你積
累的善業、慧根與波羅蜜自然發展。你只要繼續修，不去擔心花多久。你不去擔心要一百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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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千次重生才得證悟。無論多少世無關緊要，你要以自在的步子不停地修。 

        一旦心智入流之後(初果)，就不會回轉了。它已經超越了哪怕是最小的惡業。佛陀說，證得
入流果者(sotapanna)已進入法流，不再回轉了。修到這個地步的人，不會再落下來，重生於低等
域界(apaya)或者地獄。他們已經清楚地看見了危險與害處，切斷了一切惡業的根源，怎麽可能回
頭呢? 他們已經不可能有不善言行了。一旦言行上不再作惡，怎麽可能再落入低等域界或者地獄
呢? 他們的心已經進入了法流。 

        心一旦進入法流，你就知道自己的責任、和必須擔當的工作了。你了解修持的道路，它怎樣
進步。你知道什麽時候該努力、什麽時候該放松。你了解了身體與心智、物質與精神。哪些應當
放下抛棄，你就放下抛棄，不會猶豫不決。 
 
改變視景 

        在過去，我在修行中並沒有下功夫掌握大量的具體知識和精致理論。最重要的是，以精致的
修持，對心本身獲得清楚的理解。如果我看自己或他人的體態，感到有吸引力，就去找這個吸引
的原因。我仔細觀照色身，把它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 頭發、體毛、指甲、牙齒、皮膚、等等。
佛陀教導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觀想色身各個部分。把它們分開、拆解，把皮膚剝下、燒掉。不斷地
這樣觀想，直到心在不淨觀中靜止下來，堅定不移。比方說，你外出托缽時，就把其他比丘或者
居家衆觀想成屍體，在前面路上搖搖擺擺地走。你走路時，就努力這樣練習，讓心越來越深入地
觀想色身的無常。如果你看見一位青年女子，受她吸引，就想象一具腐爛發臭的屍體在行走。每
一次都這樣觀想，使心保持一種距離感，不會沈迷於那種吸引力。如果你這樣修，那個吸引力就
不會長久，因爲你清楚地看見了真相，不再懷疑人身不過是腐爛分解的屍體。就這樣觀想，直到
不淨感清楚地固著於心中，不再有疑。你無論走到哪裏，都不會迷失。你必須真正下決心修到這
樣的地步，也就是，你每次見到誰，就和見到一具屍體一模一樣。你看見一個女人，當她是具屍
體; 看見一個男人，當他是具屍體; 你看自己，也是具屍體。到頭來，每個人都成爲屍體。你得盡
量多花時間作這個觀想。訓練自己，直到成爲心的一部分。你真這樣做時，其實是很有趣的。但
是，如果你只埋頭於一大堆書本，很難得到結果。你得誠心修持，下定決心，直到這個修持成爲
心的一部分。 

        學習阿毗達摩可以是有益的，但是你學習時不能執著於書本。正確的讀法是，要在心裏明確
自己是爲了實現真理、超越苦而學。如今有許多不同的維巴沙那老師，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選
擇，但實際上，維巴沙那不是那麽容易的。你不能就那樣去做，必須培養牢固的戒德作爲基礎。
試試看吧。道德、戒律、行爲准則是修持的必要部分。如果你的言行不受訓練、不守紀律，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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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正道一部分，你不會成功。有人說，你不需要修奢摩他，可以直接做維巴沙那，那樣說的
人，傾向於比較懶，不願花力氣就想有結果。他們說守戒對修持不重要，但實際上，持戒本身就
難，不是隨便做得到的。如果你跳過戒行，整個修持當然就舒適方便起來。修行碰到一點困難就
跳過去，當然好了，大家都願意避開難點。 

        有一次，一位比丘來這裏請求留住，說他對禪修有興趣。他問起寺院的規矩，我解釋說，在
這個寺院裏，我們恪守毗尼律，比丘個人不能存錢、存用品。他說他修不執著。我說，我不了解
他是什麽意思。接著他問，如果他一點不看重金錢，是不是就可以存錢、用錢。我說，他要是能
找到不鹹的鹽，就可以那樣地用錢。這個比丘真是在誇誇其談，實際上，他懶得持戒，把它當成
是許多微不足道、不必要、過分精細的規矩，在他看來只是讓日子過得不舒服而已。如果他能找
到不鹹的鹽，我就相信他。如果不鹹，他得拿一籃子來吃吃看! 真可能不鹹嗎? 不執著，不是講
講、猜猜它的意義就行的。不是那樣的。這位比丘對修行是這樣的態度，很清楚不能在這裏生
活，於是他就離開，走自己的路去了。 

        你要堅持不懈地守持戒律和各種頭陀行，居家者也一樣，起碼要守五戒。努力自持，約束言
行。要盡最大的努力，你的修持就會有進步。 

        不要只因爲試了幾次，發現心靜不下來，就放棄奢摩他的修持。那樣的做法是錯的。你實在
必須訓練很長時間。爲什麽要花那麽長時間呢? 想想吧。心已經遊蕩了多少年? 你沒有修奢摩
他，過了多少年? 思緒在心中升起，把它朝這邊拉，你就奔過去了，思緒把心往那邊拉，在那裏
繁殖起來，你又奔過去了。你想終止心的流動，讓它靜止在當下，兩個月是不夠的。想一想吧。
要讓心智平靜地面對影響它的各種問題與事件，平靜地面對它所經曆的各種思維客體，需要多大
努力。你一開始修行時，心幾乎沒有什麽穩固性，一接觸到一個思維客體，就焦躁糊塗起來。爲
什麽焦躁呢? 因爲它受到執取(tanha)的影響。你不願意讓它思考。你不願意讓它經曆思維客體。
這種不願意，是一種形式的執取。它叫做執取於非有(vibhava-tanha)。你越不想焦躁，越鼓勵、
越請它進來: “我不要這個麻煩，爲什麽它來這裏? 我不要心焦躁，爲什麽會這樣?” 

        那就是了。那就是想讓心處於平靜狀態的執取。因爲你不了解自己的心。就是那樣。你總受
心智執取的羁絆，還要花老長時間才意識到自己走錯了。你想清楚時，就會看見，這一切幹擾與
焦躁，是你自己要它們來的! 是執取於不願經曆什麽、執取於甯靜、執取於不要焦躁——問題就
在這裏，這都是執取，象一塊燒紅的熱鐵。 

        好了，不用管別的，你就管自己修吧。每次你接觸一個心智客體，就去觀想它。把它扔進無
常、苦、非我這三個深溝之一裏，作觀想、探索。一般來說，我們接觸一個思維客體，它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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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開始思考。這種思考是對思維對象的反應。普通的思考與智慧是很不同的。普通的思考，本質
上會不停地、過分地進行下去。你經曆的那些思維客體，會領著你到處走，你的念頭就跟著去
了。智慧的本質是終止這樣的繁殖，使心靜止下來，哪兒也不去。你只是個知者、接受者。你在
經曆不同的心智客體時，它們會産生不同的情緒，你就對這個過程保持覺察，最後你就能看見，
這一切思考與繁殖、擔憂與評判，完全沒有任何實質、也沒有自我。這都是無常、苦、非我。這
樣修持，是從根本上切斷一切繁殖，看清它們都帶著那三個特點。結果，它就減弱下來，失去影
響力。下一次你坐禪它升起時，或者無論何時你經曆那種焦躁感，就要觀想它、不停地觀察它、
審視你的心。 

        這個過程好比放牛。有一頭牛、一位趕牛人、和一處稻秧。平時，水牛喜歡吃稻秧。你的心
好比水牛，你經曆的思維客體，好比稻秧。心裏的那個 “覺知”，好比趕牛人。修行實際上與這個
沒有什麽不同。想一想吧。你放牛時在做什麽? 你讓牛自己遊蕩，但是總在留心它。離稻秧太近
了，你就喊一聲警告它，水牛聽見了，會停下、走回來。但是你不能粗心大意。它要是倔強、不
聽警告，你就得拿趕牛棍，好好給它一下，那樣它就不敢靠近稻秧了。但是你可別睡起晌午覺
來。要是你忍不住睡一下，稻秧肯定完了。 

        修行也是這樣。你在觀心時，是那個 “覺知”在作觀察。“那些會觀察自己心智的人，能免落
心魔(Mara)的陷阱。” 不過這個“覺知”也是心，怎麽會心在看心呢? 它在遭遇情緒與情感時是怎麽
回事? 這樣想會讓你糊塗起來。心是一回事，“覺知”是另一回事。但是這個覺知來自那個心。它
知道心的狀態、 知道心在經曆思維客體、知道心與思維客體是分開的。心的這個側面，就是佛陀
所說的 “覺知”。正是覺知在觀察著心。這個覺知，也是智慧升起的地方。心呈現出思想與觀念。
它接觸一個心智客體，會去那裏停下來，呆一段時間。接觸下一個客體，又在那裏停下呆一段時
間。就象那頭水牛停一停吃點稻秧。無論它遊蕩到哪裏，你都得留心，確保它不離視野。要是它
靠近稻秧，又不聽你喊，就得不客氣馬上拿出趕牛棍來。爲了訓練它，你得強硬地對付它，讓它
逆著欲望而行。 

        心智訓練也一樣。一般情形下，它接觸到一個心智客體，馬上會抓住它。它抓住客體
時，“覺知”就得教它。你必須以明智的觀照，來訓練心; 要對每個客體進行觀想，看它有益還是
無益。你經曆另一個客體，以爲它稱心如意，心又奔過去抓住它。因此 “覺知”得一次又一次地以
明智的觀想來教它，直到能把它們放下。心的甯靜是這樣培養起來的。你會逐漸發現，無論你抓
住什麽，它的本性都是不中意的。結果，心馬上停止進一步繁殖。它失去了追逐這些東西的欲
望，因爲它不停地受到攻擊批評。你要毫不客氣地對待它。你得挑戰它，直到這些教導深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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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那就是訓練心智的方法。 

        我自從走進森林裏禪修以來，一直是這樣訓練的。我每次教僧衆時，也是這樣教，因爲我要
你們看見真相。我不要你們只看書裏的東西。要你們親身去看，用你的心去看，你是不是已經從
帶雜染的思想中解脫出來。你一旦解脫了，自己會知道。只要你還沒有解脫，就必須觀照緣起的
真相，一直觀到你徹底了解爲止。一旦有了洞見，看穿了它們，就會自動超越。有什麽事發生
了，你卡在那裏了，就去觀照它，只要還沒有超越它，便不能放棄，否則不能進步。你必須一次
又一次努力，不要讓心溜開。以我個人來說，我是這樣修持的。佛陀說，智者自知。意思是，你
必須自己修行，親身體驗，獲得洞見。你必須去了解和懂得這個自我。 

        如果你對自己的知見有信心、信賴自己，那麽其他人批評你、贊揚你，你都保持自在。無論
他們說你什麽，你照樣平靜、不起煩惱。爲什麽你能這麽放松呢? 因爲你了解自己。如果你實際
上值得批評，別人卻贊揚你，你真信嗎? 不會，你不會這樣就信了，你自己修、自己判斷。沒有
修持基礎的人受到贊揚，會信以爲真，於是高興起來、沈醉其中。同樣，你受批評時，必須自我
反省、自己檢查。他們可能不正確。也許他們說你錯了，其實是自己錯了，你一點錯沒有。如果
是這樣，就沒有必要對他們發怒，因爲他們講的不真。但是，如果他們是對的，你確實有錯，也
沒有道理對他們發怒。你能這樣想，就會完全自在、不起煩惱，因爲你以佛法看待一切，而不是
盲目從個人觀點與偏好出發作出反應。 
 
走中道 

        我是這樣修持的。這是修持的捷徑。即使你要同我爭論佛法或者阿毗達摩，我不會參與。與
其爭論，我會給你這個理由，讓你充分思考。重要的是理解佛陀的教導，修行的中心是放下。要
帶著覺知放下，而不是毫無覺知，象水牛奶牛那樣對什麽也不關心。那是不正確的。你放下，是
因爲你對常規世界與概念有了洞見，對不執取有了洞見。佛陀教導說，開始時，你要多練習、多
培養、多親近。他教導我們這樣做。你應當盡量親近佛、法、僧。他教導我們這樣開始修，帶著
誠意與決心來靠近、緊緊抓住。 

        另外，佛陀關於不要嫉妒別人的一段教導，(在佛法傳授上)有類似意義。他說，人們應該靠
自己的勞動成果謀生，用自己的奶牛水牛和田地養活自己。這樣做沒有惡業。如果你取他人財産
爲生，會造惡業。許多人聽了這個教導，信服這個教導，就去自食其力。這樣做當然有一些困難
和苦。有苦，是因爲他們得爲自己的産業流汗。因此他們去見佛陀，講述自己的苦，抱怨說，産
業正是麻煩不快的源頭。過去佛陀教導他們，困難與麻煩來自競爭，想獲得本來屬於別人的東
西。因此他們理解成如果遵照這個教導自食其力，不靠剝奪別人，那麽一切麻煩就會解決。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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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樣做時，發現還是有麻煩與困難。因此這時候，佛陀就把教導轉向另一個層次。他說實際
上，你執著任何事、過分重視任何事，無論誰的東西都有苦。別家房子著火燒起來燙，自家房子
著火也燙。那就是執著的天性。佛陀只能根據每個人的理解和智慧來教。好比教瘋子。你教瘋癫

的人時，有時適合給他一下電擊，因此你就這樣做。只要人心還處在粗糙層次，他們不會有念住
或智慧來理解教導。佛陀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修持，他就來對付我們的難題，以各種善巧方式，根
據不同情形教導人們。 

        在我的修持中，我試了各種方法觀照、審查、獲得洞見。我把性命放在了修行上，因爲我相
信，佛陀教導的正道、正果、涅槃真的存在。這些事真的有，正象佛陀所講的，以正確的修持確
實能夠達到。你必須敢於把自己推向極限，敢於訓練、敢於觀照、敢於作出根本改變。要敢於親
身去修持。 

        怎樣修持呢? 它的意思是要逆著心的傾向走。你的心這樣想，佛陀卻要你那樣走; 它那樣想，
佛陀卻要你這樣走。爲什麽佛陀說逆著天性走呢? 因爲在過去，多少年了，你的心蓋滿了雜染。
他教導說，心不可靠，因爲它尚未調伏，尚未爲法轉化。因爲這個原因，他說你不能相信它。只
要還沒有升起戒德與法，它還不清淨，缺乏明徹的洞見。你怎麽能相信它呢? 他教導我們不要依
靠尚未覺悟的心，因爲它有雜染。它一開始是雜染的奴仆，逐漸汙染，越來越久，成了雜染本
身。因此，他教導我們不要信賴心。 

        看看我們的寺院規矩和訓練規矩，這些都是讓你逆著心性而行的(助緣)。你違反心意做事，
就會有苦。當然了，一有點苦，你馬上抱怨修行太難、太麻煩了。你說做不了，但佛陀卻不那麽
想。他認爲，有苦就說明修行正確。但是你卻理解成，修行走錯了，才導致這些艱難困苦。你開
始修行，才經曆一點苦，就以爲自己一定做錯了。每個人都想感覺良好，卻不關心是不是修行的
正道。你一旦開始反對雜染和執取，苦就來了，你以爲自己做錯了，想停下。但是佛陀教導說，
你這樣修行是對的。你刺激了雜染，它發熱翻攪起來，但是你誤解了，以爲是你自己在發熱翻
攪。 

        佛陀說，是雜染給攪動起來。這是因爲雜染使修行困難，你卻不喜歡逆雜染而行。你不觀想
這些事。一般來說，人們會卡在兩個極端之一: 或者耽於官感，或者自我折磨。耽於官感的意思
是，你想服從心的一切欲望: 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你想服從自己的執取，坐得舒服、睡得越多越
好，等等。無論做什麽，你要舒服。那是感官的天性。如果你執取於感覺愉快，修持怎麽能進
步?  

        你要是耽於官感不成，或者執取快感卻不得滿足，就偏向另一個極端: 反感、發怒、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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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苦。那是自我折磨。但是經過訓練獲得甯靜的人，遠離雜染的人，卻不是這樣的。
        佛陀教導我們不要走這兩個極端。他教導說，當你有愛欲感時，應該用覺知注意它。如果你
沈溺於憤怒與仇恨，便沒有走在佛陀的腳步後面。那是在走凡夫之路，不是聖者之路。獲得甯靜
的人，不往那些方向走，他們走中道、正精進，自肆的極端在左邊，自虐的極端在右邊。 

        因此，如果你決定按一個修行僧侶的方式生活，就該走中道。那個意思是，你對喜樂苦痛不
要太在意。你把它們放下。可是你總感到自己被這兩個極端推來推去: 從這邊打你一下，又從那
邊拉你一下。好象鍾舌: 人們從這個方向打鍾，你就晃到那邊，一來一回，一次又一次。正是這
兩個極端在推你。佛陀第一次宣講時便談到了這兩個極端，因爲它們是執取紮根的地方。一半的
時間，欲望從這邊沖擊你，剩下的時間，不滿和痛苦從那邊沖擊你。正是這兩個極端始終在恐嚇
我們、推搡我們。 

        走中道的意思是，你把愉快與痛苦同時放下。要正確修持，你必須走中道。沿著佛陀的腳步
走中道是很難的，要吃些苦。如果你的心還在渴望快感，又不得滿足，那只有苦。你的一切就存
在於這兩個極端，只要你還相信它們，就會執取它們，把自己扯進去。你對某人生氣時，馬上要
找根棍子去揍他，一點不能忍耐。你喜歡某人，就徹底昏頭，想永遠和他在一起。是那樣子，對
不對? 你總走這兩個極端，從來看不見中道。但是佛陀卻教我們不走極端。他要我們慢慢地放
下。這就是滅苦之道，終止緣起重生之道。 

        這條道路通往無緣起重生、無喜無悲、無好無壞。作爲未覺悟的凡夫，還有緣起，每次你落
入緣起，就是沒有看見那個中點。你不停地奔忙，一頭紮過去，錯過中點，結果執著於喜樂那個
極端。沒有得到你想要的，一頭紮向不滿那一端，又錯過中點。你來回跑，偏看不見那個平衡
點，那裏才是和平與甯靜。你不去安住在那個非緣起重生的中點。爲什麽? 因爲你不喜歡它。牽
扯在緣起裏，就象落進一個受惡狗攻擊的域界，想爬出去逃走，頭卻給惡鹫的鐵喙撕開，卡在無
盡的地獄。緣起的真相就是那樣。 

        因此非緣起與重生的那個地方，人們並不注意。未覺悟的心，看不見那裏，結果只是來來去
去經過它。Samma patipada是佛陀走的中道，直到他從緣起與重生中解脫。它已經超越好壞，因
爲心已經放下一切。這是聖者之路。不這樣走，就不算是真正的聖者，因爲那樣不會有真正的內
在平靜。爲什麽? 因爲還牽扯在緣起與重生，還卡在生死輪回。但是中道超越了生死、高低、悲
喜、好壞。這是一條直路，一條甯靜、有紀律的路。這樣的甯靜超越了悲與喜，好心情與壞心
情。這是修持的本質。要是你的心經曆了這樣真正的甯靜，會停下來。你不會再問。沒有必要問
了。這就是爲什麽佛陀教導說，法由智者親證。你對佛陀的教導親證無疑，不需要問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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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修行 

        因此我講了自己的經驗和修行的幾個故事。我沒有那麽多外在知識，也沒有徹底研究經文。
通過實踐與探索，我自然學到了。每次欲喜升起，我就觀察它，看它把心引向哪裏。它所做的，
不過是把你拖向苦。因此你要做的，就是不停地觀照自己的心，直到逐漸培養了意識與理解，直
到親眼目睹了法。但是你必須完全有誠意，下決心去做。 

        你要是真想修行，必須下決心不要繁殖思想、不要想太多。你要是開始禪定時執意要有什麽
體驗、想達到什麽境界，最好停下來。你開始經曆一點甯靜，就想: “這就是嗎?” “我達到了嗎?” 

那你就休息一下，把所有理論知識收起來放進盒子裏、收到一邊去。不要拿來討論。在禪定中升
起的知識，不是那一類的。它是全新的一類。當你經曆一點真正的洞見時，它與理論是不同的。
比方說，你把 “貪”字寫在紙上時，它與心裏經曆的貪是不同的。“怒”也一樣。文字是一回事，真
的在心裏發生時，你沒有時間讀什麽，就直接在心裏體驗過了。 

        懂得這一點很重要。書面上的理論是對的，但是佛法必須直指內心(opanayiko)。你必須把它
化爲內在的東西。如果你不化爲內在，就不會真正獲得理解與洞見、不會親證真相。我年輕時也
那樣。盡管我沒有一直在念書，不過也考了佛法-毗尼律前三級考試。我有機會聽不同的老師談
論他們的禪修，但是一開始我並不留心，不知怎樣正確地聽。我不理解禪修大師們談論時的表達
方式。他們談的是親身經驗，描述自己怎樣在心裏而不是從書裏，直接看見了佛法。 

        後來，我自己作了更多禪定之後，開始看見真相，正和那些老師們描述的一樣。我從心裏理
解了他們的教導。最後，經過多年禪修，我意識到他們在教導中傳授的所有知識，來自親眼所
見、親身經曆。他們並不只是從書本出發說話。如果你跟著他們描述的路走，也會同樣深刻地體
證佛法。我得出結論，這是禪修的正道。也許還有其它的禪修方法，不過這對我足夠了，因此我
就堅持下去。 

        你必須堅持努力修行。一開始重要的是去做。心是不是平靜，不管它。你得接受它就是那
樣。你要注意造善業。如果你勤奮修持，不需要擔心結果怎樣。不要怕不會有結果，那樣擔心只
會妨礙心靜止下來。要堅持不懈。當然了，你要是不修，能得到什麽呢? 只有那些追求的人，才
能實現佛法。吃的人才能滿足肚饑感，而不是讀菜譜的人。每一種情緒都在欺騙你，要是你能意
識到這點，哪怕十次，也比毫無覺知要好。老是同一個人，老用同樣的事作欺騙。你要能意識到
這點，已經不錯了，因爲你開始了解真相，需要很久。雜染一直在企圖迷惑你。 

        禪修的意思是，在心中確立戒、定、慧。要觀想佛法僧三寶的品質，把其它放下。你在這裏
修的時候，便是在創造此生覺悟的因緣與條件了。要誠實、誠心、不停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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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的性質是這樣，即使你坐在椅子上，還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某個禪定目標上。一開始，
你不需要專注許多不同的事物，只注意一個簡單的目標就夠了，比如呼吸、或者隨著呼吸念一句 

“佛陀—達摩—僧伽”(Buddho，Dhammo,Sangho)這樣的禪定用語。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時，
要明確，決不以任何形式強迫呼吸。如果感覺呼吸吃力，說明你的方法不正確。如果呼吸還不舒
順，可能長短，太短，或者太用力，那就不舒服。你一旦覺得自在了，對每一次吸氣與呼氣都有
覺知，那就對了，說明你的做法正確。如果還不對，你還是困惑。你要還是困惑，就停下禪定，
重新確立呼吸念住。 

        在禪定過程中，如果有經曆靈異事物的願望，或者心變得光亮、明朗，或者你看見天宮之類
景象，不要怕。要對這類經驗保持念住，繼續禪定。有時你在禪定時，呼吸感徹底消失了。這個
感覺可能極其逼真，讓你害怕。實際上，沒有必要怕，那只是你的想法，以爲它消失了，其實呼
吸還在，只是在一個精細得多的層次上進行。過一段時間，呼吸感會自己回來。 

        一開始你就這樣修，讓心安定下來。無論何時你坐下來禪定，不管在椅子上、還是在車裏、
船裏，你把注意力放在禪定目標上，讓心馬上靜下來。你要修到這個地步，乘火車旅行，能一坐
下來馬上入定。如果你這樣徹底訓練了自己，就能在任何地方修。這說明你已經對禪修之路有了
一些熟悉，就可以觀了，用這個靜止的力量來探索你經曆的心智客體——視覺、聲音、嗅覺、味
覺、觸覺、想法等。無論感官經曆什麽，喜歡的與不喜歡的，都可以進行觀照。只要對它們有覺
知，但不要賦予意義或者解釋。如果你經曆愉快的客體，意識到愉快; 經曆討厭的客體，意識到
討厭。這些都是常規現實。是好是壞是其它，都是無常、苦、非我。它們都不值得執著、抓緊。
這個教導，或者說咒語，你要不停地對自己重複。如果你能始終看見這三個特征，智慧自然會升
起。維巴沙那的中心意思，就是把你經曆的每一件心智客體扔進這三個坑裏: 無常、苦、非我。
一開始，你就這樣修，讓心平靜下來。無論好、壞、更壞，都扔進坑裏去，不久你開始獲得知
見，升起一點智慧，那就是禪修的意義。要不斷地努力。你現在已經受五戒多年，也該在禪修上
作點實際努力。你要對現實的真相獲得洞見，那樣就可以放下、舍棄、 獲得平靜。 
 
去禪修! 

        我不擅長於對佛法進行長時間的論證。很難把一切用言辭表達出來。誰要想了解我怎樣修
行，就該來住在這裏，時間長了會了解。在過去，我到處雲遊，跟不同的老師學習佛法，學習禪
修。我去那裏並不是要別人聽我說話。我去聽各位大師講授佛法; 不是去教他們的。他們無論教
我什麽，我就聽著; 哪怕他們年輕，沒有多少名氣。我沒有覺得有必要做很多討論。重要的、值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2.htm (19 of 26) [12/31/2010 10:39:59 PM]



解脫之鑰-查阿姜
得關心的，是舍棄與放下。修行的整個目的，是舍棄與放下。進行大量的正式學習，到最後也不
會證果。一天天過去，你越來越老，要是你光知道學習文字，就象在追逐海市蜃樓，永遠不會抓
到真東西。修行有許多法門、方式，我不會批評，只要你懂得修持的真正意義與目的就行。但
是，如果有修行者不嚴守戒律，即使不一定有大錯，我可以說他們在修行中不可能獲得最終成
就。這就象繞過正道，跳過戒德、奢摩他、智慧之中的關鍵部分。有人告訴你，不要執著奢摩
他，你不要麻煩了，直接就去維巴沙那，但是從我的經驗看，要是你跳過奢摩他、只做維巴沙
那，不會成就。 

        阿姜索、阿姜曼、阿姜同如、昭昆烏巴離爲我們留下的修持方法與基礎，不要放棄。如果你
跟隨這些大師的足迹修行，就是一條最直接的覺悟之路，因爲他們親身證悟了佛法。他們沒有繞
過戒德，而是對戒律一絲不苟、無懈可擊。他們的弟子對老師、對寺院規矩、修行方法有著極大
尊重。如果老師告訴你停下，你就照辦。如果他說你做錯了、該停下，你就停下。弟子們以決心
與誠心來學習，直到親眼看見、親身經曆。結果是，那些林居大師的弟子對老師有著深切的尊重
與敬畏，因爲自己是跟隨他們的腳步，才親見、證悟了法。 

        因此，試一試我建議的方法。要是你去禪修，自己會看見、體驗結果。要是你真的努力修
行，探索真相，沒有理由不達到我講的結果。我說，你要是有正確的修行方法，舍棄、少言、放
下觀念與自滿，雜染不可能在心裏站住腳。你能心平氣和地聽那些人講不真的話，就如你能耐心
地聽別人講真話，因爲你知道怎樣自己來觀照真相。我說，要是你真正努力修行，這是可能的。
但是學者們不常來修，他們當中這樣做的人還太少。我感到有點遺憾，我們許多佛教徒是這樣，
我一直鼓勵他們切實修行，開始禪定。你們當中那些過去是學者的終於遠道而來修行，是值得贊
揚的，你們有自己的優點可以貢獻給僧團。這裏多數的鄉村寺院，重視的是經文和理論學習，可
結果是，他們學得沒完沒了、無窮無盡。他們從來沒有停下來、結束它。他們只學習“甯靜”這兩
個字，學了升起重生的東西。你要停下動態思考，好好把你的理論知識作爲對苦因進行調查研究
的基礎。心的本質與你從書裏學到的描述不差多少，是一致的。但你若是學了卻從來不修，永遠
不會真正了解。你一旦修了，便能得到深刻的知見，你在書裏學到的那些東西才變得生動清晰。
重要的是開始修行，獲得那樣的知見。 

        因此去試一試，住在森林小棚裏，努力訓練自己、體驗教導。這比只學理論要強。要修的是
在內心跟自己討論佛法，住在偏僻之處，觀察自己的心。心靜止時，放下了一切，停留在正常狀
態。當它動起來，從這個靜止的正常狀態，泛起漣漪與波動，各種思緒和想象升起，行蘊的影響
過程就啓動了。因此要小心地對它們保持覺知。一旦心離開了正常狀態，就不再是中道。它或者
執著官感，或者自我折磨。就在那裏形成了影響思維的網絡(行蘊，sankhara)。如果影響是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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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則呈現出善良的特點; 影響不良，則呈現出不良特點。這個過程就在你心裏進行。如果你
修持時保持覺知，密切觀察心智，實際上是很有趣的。這個話題，我可以高興地講一天。
        你一旦對心的動態有了覺知，就可以看影響它的過程。心受雜染的培養與訓練長大。我看心
好比一個中心地。那些我們稱爲心所的，好比來這裏的訪客。有時這 “人”來訪，有時那 “人”來
訪，有時另一個“人”來。他們都來呆在這一個地方。所有升起於心中的這些 “訪問者”，我們稱爲
心所。 

        修行之道就是喚醒心智，讓它有 “覺知”，等著觀察自己。無論何時一個訪客靠近，你得搖搖
手不許它進來。要是你整天坐在唯一的座位上，你的覺知就在中間等著所有來客，它們又能呆哪
兒呢? 這就是佛陀所說的“佛陀” (buddho): 一種堅定、不可動搖的覺知。你要是能把持這個覺知，
它就能守護心。你只要坐下來、 就在這一點確立覺知，這裏是一切訪客要來的地點，從你還是個
胎兒、到你活到現在。因此你得徹底了解它們，要這樣做。你就守著佛陀所說的覺知。所有這些
訪客會想盡辦法對你的心進行改造、虛構，影響你的經驗。當它們成功地把心扯進它們的事件中
時，心所就産生了。無論它們的性質怎樣，把心引向何方，都不重要。你的工作是了解那些訪
客。無論何時客人來，他們發現只有一把椅子，只要你占著那把椅子，它們就沒地方坐。它們來
的用意是向你灌輸點流言，卻沒地方呆下來。這些愛閑談的客人不管來多少次，總是看見同一個
家夥坐在同一個位子上接待客人，總也不挪動。下回來，還是沒位子。他們會回來多少次呢? 你
要做的，只是坐在這裏接待它們，就都了解它們了。自從你最早了解世界起，所經曆的一切，來
訪的正是這個地方。你只要了解這麽多。要是你就在這個地方觀察、覺察，就會看見佛法，培養
出穿透一切的洞見。你就自己討論、觀察、觀想佛法。 

        這才是佛法討論，我不知道別的討論方法。我還可以繼續這樣講，但是到頭來不過是講與
聽。我建議你去切實修行。你自己修時，就會有一些經驗了。有些方法告訴你怎麽走……發生這
樣，就做那樣，等等，但是你繼續修時，常常會發生不如意的情況，你得思考、調整自己的方
法。你也許要走很長的路，才看見一個路標，才意識到這條路走對了。重要的是，你通過失誤來
學習，總結經驗，直到確立起正確的修行方法，就會確信無疑。你要是還不曾找到正確的修行方
法，那麽注定會有許多疑問與障礙，你就得在那點上不停地探索。一旦調查過了、從各個角度考
慮過了、跟自己討論過了、確實給心智留下印象，你就知道怎麽做了。要是你實在卡住了，可以
問老師，他對克服障礙、訓練心智經驗多，會給你修行建議，超越困難。有一個老師可以有很大
價值。有人已經去過了，了解那裏的地形。你可以帶著疑惑找他，與他講述自己的修行。 

        考慮觀聲音。有聽、有聲音。你可以對聲音有覺知，卻沒有什麽想法。要利用這種自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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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真相，直到能把心與客體分開。能産生這個辨別力，是因爲心不出去牽涉其中。耳朵聽見
一個聲音，就觀察心是不是牽扯進去、是不是給帶走了。是不是感到心煩? 至少要了解這些，才
能做到注意聲音而不受幹擾。這就是在當下培養與確立念住。你不需要到別處去做。即使你想躲

開聲音，實際上也逃不開。只有以修行才能真正 “逃離”聲音。那就意味著要訓練心智，直到念住
堅固，官感接觸什麽能夠放下。聽仍是在聽，同時你放開客體。有念住時，放下是很自然的。你
不需要花氣力把心與客體分開，由舍棄、放下，自動分開了。哪怕你想跟蹤聲音，心也不去抓
著。 

        你一旦對色、聲、香、味、觸、法有了充分念住，就會以內在慧眼，看清它們的本質。他們
受三個普遍特點的主宰: 無常、苦、非我。比方說，你無論何時聽見一個聲音，馬上會在經曆它
的過程中洞見這三個特征。好象你不再聽見它了，你不以平常方式聽它，因爲你知道，心是一回
事，客體是另回事。但是那樣並不意味著心不再起作用了。念住始終在監視與觀察心。要是你能
修到這個地步，意味著你不管在哪裏、不管做什麽，都在培養對法的探索。這就是七覺支之一的
擇法(dhamma-vicaya)。要是心裏有了這個因素，就意味著它在自動自發地、不斷進行這樣的深度
分析。 

        要與自己討論佛法，這樣會逐漸放松你對身體、感受、辨知、思維、意識（五蘊）的執取。
在心沈浸於觀照的工作時，就沒有什麽能夠幹擾、入侵了。對於有定力的人，這個觀想與探索的
過程在心裏是自動産生的。不是什麽要你思考或者創造出來的。心會立刻熟練地朝你指的地方觀
照。 
 
建立禪修的基礎 

        你要是這樣修，還會發生一件事: 你睡覺前一旦確立了念住，就不再會習慣地打鼾、說夢
話、磨牙、或者扭動了，那些都消失了。即使你睡得很沈，醒來時好象不曾睡過，也不會覺得疲
倦或者磕睡。過去你也許會肆無忌憚地打鼾，但是真的培養了警醒之後，不會發生了。你並沒有
真的睡著，又怎能打呼呢? 念住到了這個地步，心在白天黑夜一直醒著。這就是佛陀所說的純淨
而高度的覺知: 知者、覺醒者、喜悅者、明亮者。在這個層次上，心有維持自己的能量，不會磕
睡，即它不以通常方式入睡。如果你的禪定培養到這個層次，也許可以一連兩三天不睡。即使那
時，要是你因爲身體累極了想睡時，可以集中在禪定目標上，立刻進入深度奢摩他，        你要是
有技巧，也許只需要在那裏呆上五到十分鍾，感覺好象睡了一天一夜那樣有精神。 

        說起不睡覺，要是你不擔心身體，睡覺無關緊要了。但是你應該觀照身體狀態、身體的經
曆，根據需要調整睡眠。你修到這個到層次時，不必有意告訴身體做什麽，它會告訴自己。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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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部分不停地點撥你、督促你。即使你感懈怠，卻不可能耽於那些情緒裏，因爲總有這個聲
音在鼓勵你、激勵你去努力。你會達到一個地步，修行不再停滯、而是自動進行。試試看吧。你
已經學得夠多的了，得到了足夠的教導了，現在是把你所學，用在訓練自己的時候了。 

        一開始，身遠離 (kaya-viveka>)很重要。舍利弗尊者教導說，身遠離可以升起心遠離(citta-

viveka)，心遠離可以升起遠離雜染的涅槃之心(upadhi-viveka)。有些人說，這不重要，心裏甯靜，
住哪裏都可以。那是對的，但是在修行最初階段，你應該把身遠離看成是必要的。哪天你該試
試，住到方圓幾裏不見人影的火葬林裏、或者荒涼恐怖的山頂上禪定。要獨自去，好吧? 你一整
夜都有好戲看。那時你才知道是什麽感覺。就連我年輕時也曾經以爲身遠離不太重要。那不過是
我的想法，可是一旦真去那裏修了，我就思考起佛陀的教導來。世尊鼓勵弟子在遠離人煙的荒野
裏禪修，我意識到從身遠離，升起心遠離，可以有多快。比方說你是居家人，有家庭有房子，你
有什麽身遠離呢? 一進門就是混亂與複雜，沒有身遠離。因此你離開家裏，去一個隱居地，那麽
修行氣氛就完全不同了。你一定要了解開始修行時身遠離與孤獨的重要性。之後去找一位禪修大
師指點你，他(她)會指導你、建議你，指出你誤解的地方，因爲你認爲理解正確的地方，實際上
是誤解了。錯的地方，你卻肯定自己是對的，要是你有一位善巧的老師，就能給你建議，直到看
見自己的錯誤爲止，通常它就在你以爲正確的地方，你的誤解蒙蔽了思考。 

        有些學問僧學了很多，徹底研究了經文，但是我建議人們投身於修行。學習的時間到了，可
以打開書本，學習常規理論形式; 但是與雜染爭鬥的時間到了，你得去超越理論與常規。要是你
在爭鬥時，亦步亦趨、過於注重課本模式，你不會擊敗對手。如果你真要去除雜染，就得超越書
本。現實中的修持就是這樣。書本只是作爲指導和範例。要是你過於執著書本，它們甚至會讓你
失去念住，因爲有的作者根據自己的想蘊(sanna)與行蘊(sankhara)來寫書，他們不一定理解，蘊
所做的只是在影響心。一不注意，他們就跑到遠遠的地底下見神蛇去了，等到回來後，就開始講
起蛇語，誰也不知他們在講什麽。簡直糊塗了。 

        林居大師們並沒有教我們這樣修持。也許你會想象書裏的東西刺激、有趣，實際上不是那樣
的。老師們告訴我們，修行方法是舍棄雜染、拔除觀念、去除自滿與自我感。這樣的修持，對付
的是雜染的根源。這個過程無論多難，你不要急於把從林居老師那裏繼承的東西扔掉。沒有好的
指導，心與奢摩他可能受到迷惑，不該發生的事可能會發生，我總是對這點很小心。我還是年輕
比丘、剛開始修行的幾年裏，總還不能相信自己。但是一旦禪定中獲得了更多經驗，對心的動向
有了一些洞見，就不再有疑問了。即使有異常情況出現，就讓它發生，不去抵抗它。如果你理解
了怎樣修持，這一切本身就不再具有危害性，它們成了觀想的客體，你利用它們作爲你的禪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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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繼續從容地修行。也許你還不曾試過這樣做。 

        你做過一點禪修，對不對? 有時候在禪定中，平常不該出問題的事卻會出問題。比方說，你
坐下來，下定決心: “這回不要東想西想了，我要集中注意力禪定了。” 可是那天你什麽進步也沒
有。但我們喜歡那樣的豪言壯語。實際上，我觀察到，修行常常按照自身因緣與條件發展。有的
夜晚你坐下時想: “好，今晚我起碼坐到淩晨一點，決不起身。” 你那樣一想，已經讓自己進入不
夠善巧的心態，因爲過不了多久，所有那些痛感、不適感從四面八方入侵你的感覺，你覺得難受
到快要死去的地步。實際上，心會自行設立禪定的時間限度，你不需要估側或者界定。禪修又沒
有什麽特別的停留站或時間目標。七點、八點、九點，並不是最重要的; 你只是繼續禪定、維持
甯靜，不要去強迫。你對事物不要有強制觀點或者成見，也不要太雄心勃勃地宣布這一次你一定
要怎樣，這樣迫使心智。當然了，就是那種時候，事情偏不如意。 

        你必須讓心放松下來。讓呼吸舒暢地流動，不要刻意使它太長太短。不要對它做什麽。讓身
體自在，不斷努力禪定。有個聲音會出來問:“今晚你要修幾個小時? 你什麽時候停止禪定? ” 它會
一直問你，你就打斷它: “嘿，你別打擾!” 你得一直壓服它，因爲這些都是這種那種形式的雜染，
來這裏麻煩你。不要去注意它們，要這樣反駁: “我是早是遲停下，與你無關! 我願意坐一晚上，
也不會傷害誰; 不要打擾! ” 就這樣打斷它們、自顧自禪定。心有自在感，會平靜下來，你對執著
的力量會有更好的理解，對你自己多麽容易虛構故事、給事情不應有的重視、受這種傾向的影
響，會有更好的理解。也許要花上似乎是無窮長的時間，也許過大半夜才能坐得自在，但說明你
已經找到禪定的正確方法。那樣你會有一些洞見，了解到你的粘著與執取都是雜染，它之所以存
在是因爲心卡在妄見裏。 

        有的人在坐下來禪定前，會在面前點上一注香，然後發一個大願: 香不燃盡、決不起身。接
著開始禪定，五分鍾後就覺得象是過了一個鍾頭，睜眼一看很吃驚，那根香還長著呢。他們就閉
上眼，重新開始禪定，過一會又察看香的長短。當然了，這樣一來，他們的禪修什麽進步也沒
有。不要象猴子那樣。你到頭來什麽也沒幹，整個坐禪時間裏，就在想那根香是不是燒完了。訓
練心智很容易變成這樣了，因此不要太注意時間。 

        在禪定時，不要讓欲取與雜染了解禪修規則、或者你的修持目標。那個雜染會發問: “你要怎
樣修? 要做多少? 你打算花多少努力? 要坐到多晚? ” 它會一直對你唠叨，直到你與它達成某種協
議。要是你說，打算坐到早上兩點，雜染馬上開始騷擾你。你坐了不到一個鍾頭，就焦躁起來，
不耐煩完成禪定。接著，五蓋會出來說: “你要死了有那麽糟嗎? 我以爲你真要入定呢，看你多動
搖。你發了願，卻不能保守它。” 這樣一想，就給自己造了苦。你就批評自己，結果痛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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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沒人替你挨批，出麻煩不能怪別人，你就更苦。如果你發了什麽理想主義的宏願或者下了決
心，就覺得必須守護榮譽，不成功、便成仁。根據這個風格，要做得正確，你要勇猛精進，不能
放棄誓言。另外有一種方式是，比較溫和地修持，不發什麽固定的誓言，但是不斷作穩定持續的
努力，這樣訓練自己。你會發現有時心可以靜下來，身體痛感會消退。腿上的那些僵硬與痛感會
自行消失。 
 
觀照一切 

        因此，有這麽個平衡的修行方法，要你觀照經曆的一切。你無論做什麽，要徹底觀照它，不
要放棄禪定。有些人以爲正式禪定結束後，可以休息一下，於是把禪定目標放下，停止觀照。不
要那樣做! 要不停地觀照你經曆的一切。無論接觸到善人惡人、富人窮人、名人凡人、年輕年
老，一切都要觀。把它當成禪修的一部分。觀想與探索佛法，意味著你必須觀察與反思影響心智
的各種緣起。要觀照各種心智客體，大小、好壞、黑白。要是有想法，就注意心在 “想”，注意它
實際上就那麽多。到最後，一切思維與印象都可以捆起來，當成無常、苦、非我，不去抓緊與執
取。這就是一切心智客體的墳場，把它們扔到這三個坑裏，你會看見它們的真實面目。 

        比方說，看見了 “非我”，就不會導致苦，但是它必須來自禪觀。如果你得到什麽漂亮物件，
你喜歡它，就不停地觀照那個愉快感。有可能你用了一陣，覺得夠了，想把它送人或者賣了，你
要是找不到人接受，甚至會扔了它。爲什麽? 那是因爲無常。要是賣不掉、送不掉，你開始有
苦。事情就是這樣。你這樣切切實實一路看清楚後，不管多少次它冒出來，你總能用那個經曆幫
助你超越表象。是那老一套在重複自己。你只要看見一次，以後就都看見了。 

        有時候你經曆刺耳的聲音、刺目的景象，就升起了反感。要注意那個不滿的感覺，去觀照
它。也許將來某個時刻那些感覺會變，你開始喜歡起過去不喜歡的事物。你現在喜歡的，可能是
過去産生反感的原因。有時就是那樣。一旦你意識到了、親身了解了，一切愉快、不愉快的客體
與經曆都是無常、苦、非我，你不會執著它們了。你自然而然把一切現象看成是一樣的，都有一
樣的內在屬性，用覺知中升起的佛法來看待一切。 

        好了，我在這裏談論的只是自己的修行經驗，沒什麽特別的。你來和我討論佛法，我的工作
就是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但是佛法實在不是要你把所有時間用在討論上，最好是坐下來禪修。好
比你邀朋友一起去哪裏。你問他們: “去嗎?” 他們說去，於是你們馬上走了，既簡單又不啰唆。要
那樣去修行。 
 
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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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禪定時經曆不同的禪相(nimitta)，比如天人形象，頭等重要的是密切關注心的狀
態。不要忘記這個基本原則。心必須平靜，才能經曆這些事物。要小心禪定時不要帶著想或不想
經曆禪相的願望。如果它們升起，就觀照它們，不要讓它們迷惑你。要觀想它們不是你、不屬於
你。它們是無常、苦、非我，同一切其它心智客體一樣。要是你真的經曆了它們，不要讓心對它
們太感興趣了、或者注意太久。要是它們不自行消失，你就重新確立念住。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呼
吸上，作幾次重呼吸。至少作三次特別長的呼吸，應該能把禪相除掉。你在繼續禪定時，必須這
樣不斷重新確立念住。 

        不要把這些東西當成是你、屬於你的。它們只是禪相，會欺騙心智、産生吸引、反感、恐懼
感。禪相有迷惑性、不可靠。你要是真的經曆了，不要太重視，因爲它們實在不是你。你一經曆
到任何禪相，應該馬上把注意力轉回到觀察心智本身。不要放棄這個修持的基本原則。你要是忘
記了，就容易糾纏於其中，可能受到迷惑、甚至瘋癫。你甚至可能徹底糊塗了，不能與其他人作
正常交談。不管你體驗什麽，你能信賴的、 最能確定的，是你自己的智慧。你要是經曆禪相，就
去觀心。必須甯靜地經曆它們。 

        重點是，要把禪相看成是非我。它們對有智慧的人，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對沒有智慧的人，
是有害的。不斷地練習，直到你不再爲禪相動心。它們來就來、不來就不來。不要怕它們。要是
你的智慧已經發展到可以信任自己的判斷，就沒有問題了。一開始你爲禪相所激動，因爲它們新
奇有趣，你有經曆它們的欲望。你變得對它們中意起來，這就是一種幻覺。你最好不受它們吸
引，不過它出現了，你不知怎麽辦， 不知怎麽正確地修，它就成了苦因。如果心因爲它而情緒好
起來，那就對這個好情緒確立念住，了解它是雜染，它本身是無常的。這是放下執取的明智方
法。不要這樣告訴自己: “我不要有好情緒，爲什麽心情好起來呢? ” 那樣就錯了。這是帶著妄見
禪定。就在這裏出錯了，不必遠看。沒有必要懼怕禪相、或者禪定的任何側面。我只是向你們描
述可能發生的一些事，因爲我過去有一些經驗; 不過你得帶回去，自己考慮我說的是對是錯。 

        就說到這裏。[完]
 
中譯注1:本文中的『覺知』[knowing],泰語謂Poo Roo,爲泰國林居禪修傳統特有的表達方式。阿姜查等一
些導師稱之爲“心在觀察心”。在這個狀態, 禪修者從一個分立的角度觀察五蘊,或者說,他對自身的心理活
動過程已不再完全投入或沈浸其中。這個層次還不是覺醒[buddha]或者說清淨(指不帶心理活動的純粹的)
覺知[pure knowing]。巴利聖典中部57《定支經》描述了聖正定的五因素,前四種因素即爲四禪,在描述第五
因素時,佛陀說:“正如一人觀照另一人,一位站者觀照一位坐者,或者一位坐者觀照一位臥者,更如此,比丘們,
該比丘藉著明辨,對他的觀照對象善把持,善專注,善思慮,善格知。此爲五支聖正定的第五種培育。” 此處的
觀者帶著精細的五蘊,觀照粗糙的五蘊。這種高等覺知即爲泰語所謂的Poo Roo。以上爲坦尼沙羅尊者爲中
譯者解說Poo Roo的總結。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2.htm (26 of 26) [12/31/2010 10:39:59 PM]



業-坦尼沙羅尊者

[首頁] >> [林居傳統]

業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Karma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0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Karma is one of those words we don't translate. Its 
basic meaning is simple enough — action — but 
because of the weight the Buddha's teachings give to 
the role of action, the Sanskrit word karma packs in 
so many implications that the English word action 
can't carry all its luggage. This is why we've simply 
airlifted the original word into our vocabulary. 

有些詞我們是不譯的 ，karma[業]便是其中之
一。它的基本含義很簡單 ——行動[action]
——但由於佛陀的教導中關於行動的闡述占
據了相當的比重 ，karma 這個梵文詞因此滿
載著複雜的內涵，使得“行動” [action]這個英
語單詞不勝重荷。這就是我們何以幹脆把原
詞空運過來，納入自身語彙之故。 

But when we try unpacking the connotations the 
word carries now that it has arrived in everyday 
usage, we find that most of its luggage has gotten 
mixed up in transit. In the eyes of most Americans, 
karma functions like fate — bad fate, at that: an 
inexplicable, unchangeable force coming out of our 
past, for which we are somehow vaguely responsible 
and powerless to fight. "I guess it's just my karma," 
I've heard people sigh when bad fortune strikes with 
such force that they see no alternative to resigned 
acceptance. The fatalism implicit in this statement is 
one reason why so many of us are repelled by the 
concept of karma, for it sounds like the kind of 
callous myth-making that can justify almost any 
kind of suffering or injustice in the status quo: "If 
he's poor, it's because of his karma." "If she's been 
raped, it's because of her karma." From this it seems 
a short step to saying that he or she deserves to 
suffer, and so doesn't deserve our help.

然而，如今這個詞既已成爲日常用語，我們
在拆解它的內涵時，卻發現搬運後不少含義
已混雜不清。在多數美國人看來， karma 與
命運同義——惡運是一股來自我們過去的、
不可解釋、不可改變的力量，我們對它隱隱
約約感到罪有應得、想改變它卻無能爲力。
我聽見人們在惡運突降、招架不及時，逆來
順受地歎道: “我猜這是我的 karma”。 這句話
裏隱含的宿命感，是我們當中不少人何以對
業力觀心存排斥之故，因爲聽上去像是在麻
木不仁地故作神秘，如此即可使任何苦難、
不公正之事合理化。“如果他貧窮，那是因爲
他的 karma”。 “ 如果她被強暴，那是因爲她
的 karma”。 從這裏出發，再走一小步便可以
說，他/她活該受罪，因此不值得我們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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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isperceptio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karma came to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as non-Buddhist concepts, and so ended 
up with some of their luggage. Although many 
Asian concepts of karma are fatalistic, the early 
Buddhist concept was not fatalistic at all. In fact, if 
we look closely at early Buddhist ideas of karma, 
we'll find that they give even less importance to 
myths about the past than most modern Americans 
do.

這種誤解來自於，佛教的業力觀傳到西方時
非佛教概念也同時傳入，結果前者便帶有某
些非佛教的積澱。盡管不少亞洲人的業力觀
也帶有宿命成分，在早期佛教中業力概念中
宿命感卻根本不存在。實際上，仔細審查早
期佛教的業力思想，我們會發現當時人們對
待過去的神話，其重視程度甚至低於多數現
代的美國人。 

For the early Buddhists, karma was non-linear. 
Other Indian schools believed that karma operated in 
a straight line, with actions from the past influencing 
the present, and present actions influencing the 
future. As a result, they saw little room for free will. 
Buddhists, however, saw that karma acts in feedback 
loops,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being shaped both 
by past and by present actions; present actions shape 
not only the future but also the present. This 
constant opening for present input into the causal 
process makes free will possible. This freedom is 
symbolized in the imagery the Buddhists use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flowing water. Sometimes the 
flow from the past is so strong that little can be done 
except to stand fast, but there are also times when 
the flow is gentle enough to be diverted in almost 
any direction.

對早期佛教徒來說，業力是非線性的。其它
的印度教派則相信，業力作用爲線性: 過去的
行動影響現在，現在的行動影響將來。結
果，他們認爲自由意志無多少發揮余地。然
而佛教徒卻把業力看成是一個反饋循環，當
下時刻同時由過往行動與當前行動構成；當
下的行動不僅構成未來，也構成當下。這個
始終對當前輸入開放的因果過程，使自由意
志成爲可能。佛教徒在解釋這個過程時用流
水的比喻象征這種自由：有時來自過去的水
流強勢，除鎮定之外可爲之事不多，但也有
時水流和緩，可令它朝幾乎任何方向改道而
行 。 

So, instead of promoting resigned powerlessness, the 
early Buddhist notion of karma focused on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what the mind is doing with 
every moment. Who you are — what you come from 
— is not anywhere near as important as the mind's 
motives for what it is doing right now. Even though 
the past may account for many of the inequalities we 
see in life, our measure as human beings is not the 
hand we've been dealt, for that hand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We take our own measure by how well 
we play the hand we've got. If you're suffering, you 
try not to continue the unskillful mental habits that 
would keep that particular karmic feedback going. If 
you see that other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you're in 
a position to help, you focus not on their karmic past 

因此，遠不同於鼓勵逆來順受的無奈感，早
期佛教的業力概念，側重於釋放心智在每時
每刻如何行動的潛力。你是誰、從哪裏來等
問題的重要性，遠不如心的動機如何影響當
下這個問題。盡管用過去能夠解釋許多生活
中所見的不平等，我們衡量人的價值，卻不
在已攤開在面前的那副牌上，而在隨時可以
改動的這手牌上。我們如何打出手上這副
牌，便是在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你在受
苦，便試著不再繼續缺乏善巧的思維習慣，
它使你那個特定苦業的反饋循環得以轉動不
息。如果你見到他人受苦，而你有機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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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your karmic opportunity in the present: Someday 
you may find yourself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that 
they're in now, so here's your opportunity to act in 
the way you'd like them to act toward you when that 
day comes.

助，就不要關注他們的舊業，而是注重於你
自己當下之業的(或譯行動的)機會。有一天你
或許會發現自己也身處他們現在的困境，因
此這裏就有你行動的機會，用你希望他們在
那一天到來時對待你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This belief that one's dignity is measured, not by 
one's past, but by one's present actions, flew right in 
the face of the Indian traditions of caste-based 
hierarchies, and explains why early Buddhists had 
such a field day poking fun at the pretensions and 
mythology of the brahmans. As the Buddha pointed 
out, a brahman could be a superior person not 
because he came out of a brahman womb, but only if 
he acted with truly skillful intentions.

這個主張人的尊嚴不以過去、而以當前行動
來衡量的信仰，與印度種姓制傳統背道而
馳，這也解釋了爲什麽早期佛教徒對於婆羅
門的自負與神話如此戲謔笑談。如佛陀指
出，一位婆羅門之能成爲精英，非因他生於
婆羅門之家，而只有當他真正以善巧動機行
事之時。 

We read the early Buddhist attacks on the caste 
system, and aside from their anti-racist implications, 
they often strike us as quaint. What we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y strike right at the heart of our myths 
about our own past: our obsession with defining who 
we are in terms of where we come from — our race, 
ethnic heritage, gend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sexual preference — our modern tribes. We put 
inordinate amounts of energy into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mythology of our tribe so that we 
can take vicarious pride in our tribe's good name. 
Even when we become Buddhists, the tribe comes 
first. We demand a Buddhism that honors our myths.

我們閱讀早期佛教徒對種姓制的批判，在理
解其反種姓制的寓意之外，常有一股怪異之
感。我們不曾意識到的是，這些批判正打中
了我們有關自身背景的神話——我們總是執
迷於那些代表自己來曆的事物: 種族、民族傳
統、性別、社會經濟背景、性向——即現代
種群的屬性。我們付出大量的精力，制造與
維持某個種群的神話，以便對這個種群的好
名聲持一股與有榮焉的驕傲感。哪怕成了佛
教徒，也要以這個種群優先。我們要一種推
崇那些神話的佛教。 

From the standpoint of karma, though, where we 
come from is old karma,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What we "are" is a nebulous concept at best 
— and pernicious at worst, when we use it to find 
excuses for acting on unskillful motives. The worth 
of a tribe lies only in the skillful actions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Even when those good people 
belong to our tribe, their good karma is theirs, not 
ours. And, of course, every tribe has its bad 
members, which means that the mythology of the 
tribe is a fragile thing. To hang onto anything fragile 
requires a large investment of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leading inevitably to more unskillful 

不過從業力角度看，我們從哪裏來屬於舊
業，對此我們毫無掌控。我們“是”什麽，從
好處講僅爲一團朦胧的概念，從劣處講若作
爲非善巧動機的藉口，却是有害的。一個種
群的價值僅體現於其中個別成員的善巧之
業。即便那些善士屬於我們這個種群，他們
的善業是他們的，不是我們的。此外，每一
個種群裏自然有不良成員，這意味著種群神
話有其脆弱性。緊抓任何脆弱的事物，要求
我們注入大量的貪、瞋、癡，在未來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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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on into the future. 免地導致更多非善巧之業。 

So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n karma, far from being 
a quaint relic from the past, are a direct challenge to 
a basic thrust — and basic flaw — in our culture. 
Only when we abandon our obsession with finding 
vicarious pride in our tribal past, and can take actual 
pride in the motives that underlie our present 
actions, can we say that the word karma, in its 
Buddhist sense, has recovered its luggage. And 
when we open the luggage, we'll find that it's 
brought us a gift: the gift we give ourselves and one 
another when we drop our myths about who we are, 
and can instead be honest about what we're doing 
with each moment —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 
effort to do it right.

因此，佛教的業力教導，遠非一套古舊遺
說，而是對我們文化的一個基本動力——以
及基本缺陷—— 的直接挑戰。 只有放棄執著
地從自己的種群史中尋找與有榮焉的自豪
感 ， 而是從當下行爲的動機中得到切實的自
豪 ， 我們才可以說 ，karma 這個詞已恢複了
它在佛教意義上的內涵。如此探索這個詞的
內涵，會發現它帶來了一件禮物: 當我們放下
自己是誰的神話，能夠誠實地面對每時每刻
自己的行爲，同時努力行事周正——我們便
獲得了這件既可自贈、也可贈人的禮物。  
[譯按：文中過去、現在、將來，也可譯爲前世、
現世、來世。]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modern/thanissaro/karma.html 
最近訂正 4-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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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know what happens when a fire goes out. The 
flames die down and the fire is gone for good. So 
when we first learn that the name for the goal of 
Buddhist practice, nibbana (nirvana), literally means 
the extinguishing of a fire, it's hard to imagine a 
deadlier image for a spiritual goal: utter annihilation. 
It turns out, though, that this reading of the concept 
is a mistake in translation, not so much of a word as 
of an image. What did an extinguished fire represent 
to the Indians of the Buddha's day? Anything but 
annihilation.

我們都了解火焰熄滅的情形。 火盡煙散、寂
然無迹。 因此我們初次了解到，涅槃
(nibbana/nirvana)這個詞，作爲佛教的修持目
標，其字面意思是火焰的熄滅， 會感到作爲
一個靈性追求目標，很難想象有比徹底消亡
這個形象更致命的了。 不過，對於涅槃概念
作這般理解，實際上是一個誤會，並非在文
字上，而是在形象上。對於佛陀時代的印度
人來說，熄滅之火代表了什麽? 絕對不是消
亡。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Brahmans, when a fire was 
extinguished it went into a state of latency. Rather 
than ceasing to exist, it became dormant and in that 
state — unbound from any particular fuel — it 
became diffused throughout the cosmos. When the 
Buddha used the image to explain nibbana to the 
Indian Brahmans of his day, he bypas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 extinguished fire continues to 
exist or not, and focused instead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efining a fire that doesn't burn: thus his 
statement that the person who has gone totally "out" 
can't be described.

根據古老的婆羅門信仰，火焰熄滅時進入一
個潛在階段。 它並非停止存在，而是處於靜
態，在這個不受燃料束縛的狀態下擴散開
來，彌漫於空間。 當佛陀用這個比喻對當時
印度的婆羅門人士講解涅槃之意時，繞過了
熄滅之火是否繼續存在的問題，而是側重於
說明，要定義不燃之火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關
於一個徹底“熄滅”者的稱謂，也是不可描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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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hen teaching his own disciples, the 
Buddha used nibbana more as an image of freedom. 
Apparently, all Indians at the time saw burning fire 
as agitated, dependent, and trapped, both clinging 
and being stuck to its fuel as it burned. To ignite a 
fire, one had to "seize" it. When fire let go of its 
fuel, it was "freed," released from its agitation, 
dependence, and entrapment — calm and 
unconfined. This is why Pali poetry repeatedly uses 
the image of extinguished fire as a metaphor for 
freedom. In fact, this metaphor is part of a pattern of 
fire imagery that involves two other related terms as 
well. Upadana, or clinging, also refers to the 
sustenance a fire takes from its fuel. Khandha means 
not only one of the five "heaps"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thought processes, and consciousness) 
that define all conditioned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trunk of a tree. Just as fire goes out when it stops 
clinging and taking sustenance from wood, so the 
mind is freed when it stops clinging to the khandhas.

但是，佛陀在對自己的弟子講解時，更多地
用涅槃的形象作爲自由的象征。當時的印度
人，似乎都把燃燒之火看成動蕩、有依賴
性、禁锢狀態，燃燒時既執取、又受縛於燃
料。爲了點火，必須把它“抓獲”(seize)。 火在
放棄了(let go)燃料之後，便“自由”了，從動
蕩、依賴、禁锢中獲得解脫，甯靜、不受制
約。 這就是爲什麽巴利文詩偈中反複以熄滅
之火的形象作爲自由的比喻。實際上，這個
詞屬於火的一組類比，相關詞彙另有兩個。
Upadana，意爲執著，也指火從燃料中獲得的
滋養。 Khandha，不僅指界定一切緣起經驗
的五蘊之一——形態、感受、辨知，思維、
意識，而且還指樹幹。 正如火停止執著、停
止從木料獲取滋養，便熄滅了; 心終止對五蘊
的執著時，便獲得了自由。 

Thus the image underlying nibbana is one of 
freedom. The Pali commentaries support this point 
by tracing the word nibbana to its verbal root, which 
means "unbinding." What kind of unbinding? The 
texts describe two levels. One is the unbinding in 
this lifetime, symbolized by a fire that has gone out 
but whose embers are still warm. This stands for the 
enlightened arahant, who is conscious of sights and 
sounds, sensitive to pleasure and pain, but freed 
from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The second 
level of unbinding, symbolized by a fire so totally 
out that its embers have grown cold, is what the 
arahant experiences after this life. All input from the 
senses cools away and he/she is totally freed from 
even the subtlest stresse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ence 
in space and time.

因此，涅槃這個形象之下的內涵是指自由。
巴利論藏追溯其動詞的詞根爲“解
脫”(unbinding)，也支持這個觀點。是怎樣的
解脫? 經文中描述了兩個層次。一個是此生的
解脫，以火已熄滅、余燼尚溫爲象征，這代
表已證悟的阿羅漢，有視覺聽覺，敏感於喜
樂，但已脫離了貪、瞋、癡。第二個層次的
解脫，以火焰滅盡、余燼已冷作爲象征，代
表了阿羅漢此生以後的經驗。來自感官的一
切輸入冷卻下來，他/她從時空存在的最細微
的苦與局限中獲得了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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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insists that this level is indescribable, 
even in terms of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because 
words work only for things that have limits. All he 
really says about it — apart from images and 
metaphors — is that one can have foretastes of the 
experience in this lifetime, and that it's the ultimate 
happiness, something truly worth knowing.

佛陀堅持說，這後一個層次是不可描述的，
即便以存在與非存在角度也不可能，因爲言
辭只適於有限事物。他除了以形象和比喻之
外，實際上說的只是，人在此生可以預嘗終
極喜樂的經驗，而這個經驗是真正值得了解
的。

So the next time you watch a fire going out, see it 
not as a case of annihilation, but as a lesson in how 
freedom is to be found in letting go.

因此，下一次你目睹火焰熄滅時，不要把它
作爲消亡的例證，而看成從舍棄中獲得自由
的一課。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modern/thanissaro/nibban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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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first stumbling blocks that Westerners 
often encounter when they learn about Buddhism is 
the teaching on anatta, often translated as no-self. 
This teaching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idea of there being no self doesn't fit well 
with other Buddhist teachings, such as the doctrine 
of kamma and rebirth: If there's no self, what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of kamma and takes rebirth? 
Second, it doesn't fit well with our own Judeo-
Christian background, which assumes the existence 
of an eternal soul or self as a basic presupposition: If 
there's no self, what's the purpose of a spiritual life? 
Many books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if you 
look at the Pali Canon — the earliest extant record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 you won't find them 
addressed at all. In fact, the one place where the 
Buddha was asked point-blank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 self, he refused to answer. When later asked 
why, he said that to hold either that there is a self or 
that there is no self is to fall into extreme forms of 
wrong view that make the path of Buddhist practice 
impossible. Thus the question should be put aside. 
To understand what his silence on this question says 
about the meaning of anatta, we first have to look at 
his teachings on how questions should be asked and 
answered, and how to interpret his answers.

西方人了解佛教時，一個常見的初始障礙，
即爲 anatta 教說，該詞常被譯成無我(no-
self)。此說之爲障礙其因有二。首先，“無
我”之觀念與佛陀的業力與輪回等其它教導不
甚契合: 假若“我”不存在，是什麽經曆業報重
生? 再者，它與我們自身的猶太-基督教背景
也不甚契合，該背景預設永恒的靈魂或自我
之存在爲基本前提: 假若“我”不存在，靈性生
活的目的又是什麽? 不少書籍嘗試解答上述問
題，然而查一查巴利經典——現存最早記載
佛陀言教的文獻——其中根本找不到相關論
述。實際上只有一處[1]，佛陀被當面直問: 
“我”是否存在，他卻拒絕作答。 後來有人求
解其因，他說，認定有我、無我觀念之任
一，皆落入極端妄見，不可能走上佛法修持
之道。因此，該問題應予放下。爲了理解他
對此問保持緘默代表anatta 釋義爲何，我們首
先必須對他有關如何發問答問，面對他的答
複又當如何譯解的教言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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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divided all questions into four classes: 
those that deserve a categorical (straight yes or no) 
answer; those that deserve an analytical answer, 
defining and qualifying the terms of the question; 
those that deserve a counter-question, putting the 
ball back in the questioner's court; and those that 
deserve to be put aside. The last class of question 
consists of those that don't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and stress. The first duty of a teacher, 
when asked a question, is to figure out which class 
the question belongs to, and then to respond in the 
appropriate way. You don't, for example, say yes or 
no to a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put aside. If you are 
the person asking the question and you get an 
answer, you should then determine how far the 
answer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e Buddha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who misrepresent him: 
those who draw inferences from statements that 
shouldn't have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m, and 
those who don't draw inferences from those that 
should. 

佛陀把一切問題劃分爲四類[2]: 一類值得明確
的答複， 即直答是否; 一類值得分析式的答
複，即對發問的條件作定義與限制; 一類值得
反問，即把球送回提問者的場地; 還有一類值

得舍置不答。這最後一類即爲那些不能夠止
息苦與張力的疑問。一位導師受問時的首要
責任，是判斷該問歸屬於哪一類，之後以相
應方式作答。譬如對本應舍置不答之問，便
不以是否作答。假若你是發問者，在得到答
複後，便要決定對其诠釋該走多遠。佛陀
說，誤釋他的人有兩類: 一類對不該作推論的
言句硬作推論，另一類人該作推論時卻不作
[3]。 

These are the basic ground rules for interpreting the 
Buddha's teachings, but if we look at the way most 
writers treat the anatta doctrine, we find these 
ground rules ignored. Some writers try to qualify the 
no-self interpretation by saying that the Buddha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n eternal self or a separate 
self, but this is to give an analytical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t the Buddha showed should be put 
aside. Others try to draw inferences from the few 
statements in the discourse that seem to imply that 
there is no self, but it seems safe to assume that if 
one forces those statements to give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put aside, one is drawing 
inferences where they shouldn't be drawn. 

詮解佛陀教導的基本原則便在於此，不過看
一看多數作者對 anatta 教說的詮解方式，我
們發現這些基本原則被忽略了。有些作者稱
佛陀否定的是永恒之我或獨立之我的存在，
藉此支持“無我”之铨說，不過這樣做，是對
一個佛陀表明應舍置不答的問題給出分析式
答複。又有人試圖對經文中少數幾處似寓我
不存在之意的述語作一番推論，不過可以有
把握地說，硬用那些句子來答複一個本應不
答的問題，是在作不當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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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nstead of answering "no"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self — interconnected or 
separate, eternal or not — the Buddha felt that the 
question was misguided to begin with. Why? No 
matter how you define the line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 notion of self involves an element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clinging, and thus suffering 
and stress. This holds as much for an interconnected 
self, which recognizes no "other," as it does for a 
separate self. If one identifies with all of nature, one 
is pained by every felled tree. It also holds for an 
entirely "other" universe, in which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futility would become so debilitating 
as to make the quest for happiness — one's own or 
that of others — impossible. For these reasons, the 
Buddha advised paying no attention to such 
questions as "Do I exist?" or "Don't I exist?" for 
however you answer them, they lead to suffering and 
stress.

因此，與其對“我”是否存在之問以否定作答
——無論該“我”是相互聯通之我還是各自獨
立之我，無論該“我”永恒與否——佛陀認爲
此問從一開始即有誤導性。爲什麽? 無論怎樣
劃定“我”、“他”之界，“我”的概念本身已包含
某種自我認同與執取的成分，因此即包含苦
與張力。這個道理既適於獨立之我，也適於
相互聯通之我，後者不承認“他”。假若一個
人認同自然界的一切，他便爲每一株被伐之
樹而苦。同樣，假若以整個宇宙爲“他”，此
中的隔絕感與徒勞感將如此壓抑，對幸福的
追求——無論爲己爲他——将不可能成就。
出於這些因由，佛陀的忠告是，不要關心“我
存在嗎? ” 、“我不存在嗎?”之類的問题，因爲
無論你怎樣答，都引致苦與張力。 

To avoid the suffering implicit in questions of "self" 
and "other," he offered an alternative way of 
dividing up experience: the four Noble Truths of 
stress, its cause, its cessation, and the path to its 
cessation. Rather than viewing these truths as 
pertaining to self or other, he said, one should 
recognize them simply for what they are, in and of 
themselves, as they are directly experienced, and 
then perform the duty appropriate to each. Stress 
should be comprehended, its cause abandoned, its 
cessation realized, and the path to its cessation 
developed. These duties form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anatta doctrine is best understood. If you develop 
the path of virtue,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to 
a state of calm well-being and use that calm state to 
look a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Noble Truths, the 
questions that occur to the mind are not "Is there a 
self? What is my self?" but rather "Am I suffering 
stress because I'm holding onto this particular 
phenomenon? Is it really me, myself, or mine? If it's 
stressful but not really me or mine, why hold on?" 
These last questions merit straightforward answers, 
as they then help you to comprehend stress and to 
chip away at the attachment and clinging — the 

爲了避免“我”、“他”之問本身固有之苦，他給
出了解析體驗的另一種方式: 苦、苦因、滅
苦、滅苦之道這四聖諦。 他說，與其把這些
真諦看成與我、他有關，不如對其直接體
驗、如實認知，接著分別施行相應的責任。
苦應當理解、苦因應當消除、止息應當實
現、止息之道應當長養。 這些責任構成了理
解 anatta 教說的最佳背景。假若你培育了戒
德、定力、明辨，達到某個甯靜安止之境
態，利用該止境從四聖諦的角度看待體驗，
心裏升起的問題就不是“我存在嗎? 我自己是
什麽?” 而是“我在受苦，是不是因爲我執著於
這個特定現象? 它真的是我、我自己、我的
嗎? 如果它是苦，但實際上不是我或我的，又
爲何執著? ” 後面那組問題，就值得一個直接
了當的答複了，因爲此時的答複有助於你理
解苦，鑿去致苦的粘取與執著——也就是引
生其苦的殘余的自我認同感——直到最後，
一切自我認同的痕迹消失，剩下的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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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sense of self-identification — that cause it, 
until ultimately all trace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re 
gone and all that's left is limitless freedom.

自由。

In this sense, the anatta teaching is not a doctrine of 
no-self, but a not-self strategy for shedding suffering 
by letting go of its cause, leading to the highest, 
undying happiness. At that point, questions of self, 
no-self, and not-self fall aside. Once there's the 
experience of such total freedom, where w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about what's experiencing it, or 
whether or not it's a self?

在此意義上，anatta 之教言非是一套無我(no-
self)的學說，而是一項非我(not-self)的策略
[4]，藉放下苦因、趨向至高不滅之樂，達到
離苦的目的。到那時，我、無我、非我之問
已落到一邊。一旦有如此徹底自由的體驗，
又何來誰在體驗、是否爲我之惑? 
 
中譯注: 
[1]SN 44.8 
[2]AN 4.42 
[3]AN 2.25 
[4]值得提醒讀者的是，本文從巴利詞anatta在 原
典的語境出發討論此教義在解脫道上的作用，而
不是抽象討論anatta的終極哲學意義。因此讀者
應當仔細閱讀經文(《非我相經》)，才能夠判斷
是否言之有理。 
 

相關連接:  
        《非我相經》 
        佛陀對有我無我之問的應對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notself2.html 
最近訂正 8-1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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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arely think of Buddhism as an emotional 
religion. Early Buddhism in particular is often 
depicted as centered more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heard than in the heart.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at the tradition, you'll find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been fueled by a deeply felt 
emotional core.

我們很少把佛教看成一門感性宗教，尤其早
期佛教常被形容爲，其重點在腦左前部，非
在於心。不過，你若仔細審視這個傳統，會
發現其原動力從一開始便以深切的感性爲核
心。

Think back for a moment on the story of the young 
Prince Siddhartha and his first encounters with 
aging, illness, death, and a wandering contemplative. 
It's one of the most accessible chapters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largely because of the direct, true-
to-the-heart quality of the young prince's emotions. 
He saw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as an absolute 
terror, and pinned all his hopes on the contemplative 
forest life as his only escape. As Asvaghosa, the 
great Buddhist poet, depicts the story, the young 
prince had no lack of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tried to talk him out of those perceptions, and 
Asvaghosa was wise enough to show their life-
affirming advice in a very appealing light. Still,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if he were to give in to their 
advice, he would be betraying his heart. Only by 
remaining true to his honest emotions was he able to 
embark on the path that led away from the ordinary 
values of his society and toward an unsurpassed 
Awakening into the Deathless. 

讓我們回想一下年輕的悉達多王子初次面對
老、病、死、與叢林遊方者的故事。它之成
爲佛教傳統中最廣爲人知的章節之一，主要
在於體現了年輕王子內心情感的直接與真
切。他視老、病、死爲怖畏之極，寄一切希
望於叢林梵行這條唯一的解脫之道。據佛教
大詩人馬鳴對這個故事的敘述，王子身邊試
勸他放棄己見的親友不乏其衆，作者足有智
慧地把世俗人生觀描繪得引人入勝。盡管如
此，王子意識到，屈服於勸解等於背叛自己
的真心。惟有繼續誠實地面對這些真切情
感，他才得以踏上遠離世俗價值、超越生死
的覺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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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hardly a life-affirming story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term, but it does affirm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the truth of the heart when it 
aspires to a happiness absolutely pure. The power of 
this aspiration depends on two emotions, called in 
Pali samvega and pasada. Very few of us have heard 
of them, but they're the emotions most basic to the 
Buddhist tradition. Not only did they inspire the 
young prince in his quest for Awakening, but even 
after he became the Buddha he advised his followers 
to cultivate them on a daily basis. In fact, the way he 
handled these emotions is so distinctive that it may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his 
teachings have to offer to our culture today. 

這個故事以一般意義而言，很難說是對入世
人生觀的肯定，然而它卻肯定了比生存更重
要的一件事: 心靈渴求一種絕對純淨的幸福真
諦。這股渴求之力以兩種情緒爲基礎，巴利
文稱爲厭離(samvega)與淨信(pasada)。雖然我
們當中鮮有聞者，它們卻是佛教傳統中最基
本的兩種情緒，不僅激勵著年輕的王子對覺
醒的求索，在他證悟之後，也鼓勵弟子們常
長此心。實際上，他處理這些情緒的方式如
此獨特，對於當今文化來說，是可資采納的
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Samvega was what the young Prince Siddhartha felt 
on his first exposure to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It's 
a hard word to translate because it covers such a 
complex range — at least three clusters of feelings at 
once: the oppressive sense of shock, dismay, and 
alienation that come with realizing the futility and 
meaninglessness of life as it's normally lived; a 
chastening sense of our own complacency and 
foolishness in having let ourselves live so blindly; 
and an anxious sense of urgency in trying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meaningless cycle. This is a cluster of 
feelings we've all experience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but I don't know of a 
single English term that adequately covers all three. 
It would be useful to have such a term, and maybe 
that's reason enough for simply adopting the word 
samvega into our language. 

厭離感(samvega)是年輕的悉達多王子初次面
對老、病、死之時所生的感受。這個詞很難
英譯，其內涵複雜，至少並攝了三類感受: 意
識到世俗生活的徒勞與空虛而生起的震驚、
氣餒與疏離的壓抑感; 對自耽自滿、愚癡盲目
地生活至今的自責感; 尋求脫離無謂輪回之道
的急迫感。這些感受，我們在成長過程的某
個時刻都曾經曆過，但我不認爲有哪個英語
詞彙可以同時貼切地表達這三種含義。有這
樣一個詞很實用，也許足以把它直接吸收過
來，納入我們的語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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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ore than providing a useful term, Buddhism 
also offer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the 
feelings behind it — feelings that our own culture 
finds threatening and handles very poorly. Ours, of 
course, is not the only culture threatened by feelings 
of samvega. In the Siddhartha story, the father's 
reaction to the young prince's discovery stands for 
the way most cultures try to deal with these feelings: 
He tried to convince the prince that his standards for 
happiness were impossibly high,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distract him with relationships and every 
sensual pleasure imaginable. Not only did he 
arranged an ideal marriage for the prince, but he also 
built him a palace for every season of the year, 
bought him only the best clothes and toiletries, 
sponsored a constant round of entertainments, and 
kept the servants well paid so that they could put at 
least a semblance of joy into their job of satisfying 
the prince's every whim. To put it simply, the 
strategy was to get the prince to lower his aims and 
to find satisfaction in a happiness that was less than 
absolute and not far from pure. If the young prince 
were alive today, the father would have other tools 
for dealing with the prince's dissatisfaction——
including psychotherapy and religions counseling
—— but the basic strategy would be the same: to 
distract the prince and dull his sensitivity so that he 
could settle down and become a well-adjusted, 
productive member of society.s 

佛教不僅提供了這個有用的詞彙，更提供了
對治它表達的感受的有效策略——我們的本
土文化覺察其威脅性，卻素無良方。當然，
並非僅西方文化受厭離感的威脅。在悉達多
的故事裏，面對王子的新生情緒，父王的回
應代表著多數文化的應對方式: 他試圖說服王
子，他的喜樂標准高不可及，同時試以婚姻
關系與各樣感官極樂轉移其注意力。父王不
僅替他安排了一樁理想婚姻，還爲他蓋起宮
殿，每季各居一處。不僅爲他購置華服美
飾，還使他的周圍娛樂不斷; 受到優待的仆役
們極盡能事，奉承王子的一應興致。其策略
簡單說，是令王子降低目標，從遠離絕對、
遠非清淨的世俗生活中覓得快樂。如果年輕
的王子活在今日，那位父王對付王兒的不滿
情緒則另有其招——其中會包括心理療法與
宗教咨詢——不過基本策略不變: 分散注意
力，麻醉敏感度，使他安定下來，成爲適應
社會、有事生産的一員。

Fortunately, the prince was too eagle-eyed and lion-
hearted to submit to such a strategy. And again, 
fortunately, he was born in a society that offered him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samvega that did justice to the truths of his heart. 

所幸的是，王子有著鷹眼獅心，未曾屈從此
計; 更有幸的是，他出生的社會爲他提供了尋
找厭離感的解答與求證心靈真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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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step in that solution is symbolized in the 
Siddhartha story by the prince's reaction to the 
fourth person he saw on his travels outside of the 
palace: the wandering forest contemplative. 
Compared to what he called the confining, dusty 
path of the householder's life, the prince saw the 
freedom of the comtemplative's life as the open air. 
Such a path of freedom, he felt, would allow him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answers to his life-and-death 
questions, and to live a life in line with his highest 
ideals, "as pure as a polished shell." 

在悉達多的故事裏，那個解答的初步象征，
正落在王子離宮出遊時遇見的第四人——叢
林遊方者時的反應上。較之被他稱爲“局限多
塵”的世俗生活，王子視這位行者的人生如天
空般遼闊。他感到這條自由之道將令他有機
會找尋生死問題的解答，同時過一種符合自
己最高理想的生活，“如磨光的珠貝般純
潔。”

The emotion he felt at this point is termed pasada. 
Like samvega, pasada covers another complex set of 
feelings usually translated as "clarity and serene 
confidence" ——mental states that keeps samvega 
from turning into despair. In the prince's case, he 
gained a clear sense of his predicament, together 
with a confidence that he had found the way out. 

這個時刻他感受的情緒，便稱爲淨信
(pasada)。如同厭離感，該詞也包含一組複雜
的感受，通常解作“清明與安詳的信心”——
這類心態使厭離感不至淪爲絕望。在王子的
故事裏，他對自己的困境有了清晰的了解，
同時又對找到超越老、病、死的出路升起了
信心。

As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freely admit, the 
predicament is that the cycle of birth, aging, and 
death is meaningless. They don't try to deny this fact 
and so don't ask us to be dishonest with ourselves or 
to close our eyes to reality. As one teacher has put it, 
the Buddhist recognition of the reality of suffering 
— so important that suffering is honored as the first 
noble truth — is a gift, in that it confirms our most 
sensitive and direct experience of things, an 
experience that many other traditions try to deny.

早期佛教毫不諱言，困境就在於輪回於生、
老、死的毫無意義。其教導並不試圖否認這
個事實，因此不要求我們欺騙自己，或者裝
著視而不見。如一位導師所說，佛教對現實
之苦的確認——並且鄭重其事地尊之爲第一
聖諦——是一件贈禮。它印證了我們對世事
最敏感、最直接的體驗，而這種體驗是許多
其它宗教傳統試圖否認的。

From there, the early teachings ask us to become 
even more sensitive, to the point where we see that 
the true cause of suffering is not out there — in 
society or some outside being — but in here, in the 
craving present in each individual mind. They then 
confirm that there is an end to suffering, a release 
from the cycle. And they show the way to that 
release, through developing noble qualities already 
latent in the mind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cast 
craving aside and open onto Deathlessness. Thus the 
predicament has a practical solution, a solution 
within the powers of every human being. 

從那裏出發，早期佛教要求我們進一步提高
敏感度，直到看見，造苦的真正原因不在那
裏——不在外界社會，不在他人——而在這
裏，在每個人內心的渴求。接著，它確認苦
是可以止息的，輪回是可以脫離的。同時它
指出了解脫之道——藉由長養內心潛在的尊
貴素質，直到止息渴求、趨向涅槃。因此，
困境有一條人人得以實踐的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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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so a solution open to critical scrutiny and 
testing — an indication of how confident the 
Buddha was in the solution he found to the problem 
of samvega. This is one of the aspects of authentic 
Buddhism that most attracts people who are tired of 
being told that they should try to deny the insights 
that inspired their sense of samvega in the first 
place. 

這條道之具有開放性，接受人們嚴格的審查

與檢驗，也說明佛陀本人對於解決厭離感的
難題何等有把握。對那些倦於受人勸解、拒
絕否認引生厭離感的原初洞見的人來說，這
也是真正的佛教最吸引他們的原因。

In fact, Buddhism is not only confident that it can 
handle feelings of samvega but it's also one of the 
few religions that actively cultivates them to a 
radical extent. It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ife 
demand so much dedicated effort that only strong 
samvega will keep the practicing Buddhist from 
slipping back into his or her old ways. Hence the 
recommendation that all Buddhists, both men and 
women, lay or ordained, should reflect daily on the 
facts of aging, illness, separation, and death — to 
develop feelings of samvega — and on the power of 
one's own actions, to take samvega one step further, 
to pasada. 

實際上，佛教不僅對解決厭離感的問題足有
把握，也是少數幾個鼓勵從根本上長養此心
的宗教之一。對於人生困境的解決之道要求
如此專注的修持，只有具備了強烈的厭離
感，才能夠確保行者不至松懈退步、回複舊
習。故有此番教誡，無分男女、在家出家，
每日籍省思老病離死，長養厭離之感，下一
步，藉由個人自身行動之力，將厭離升華爲
淨信。

For people whose sense of samvega is so strong that 
they want to abandon any social tie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following the path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Buddhism offers both a long-proven body of 
wisdom for them to draw from, as well as a safety 
net: the monastic sangha, an institution that enables 
them to leave lay society without having to waste 
time worrying about basic survival. For those who 
can't leave their social ties, Buddhist teaching offers 
a way to live in the world without being overcome 
by the world, following a life of generosity, virtue, 
and meditation to strengthen the noble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at will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The 
clos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maintained between 
these two branches of the Buddhist parisa, or 
following, guarantees that the monastics don't turn 
into misfits and misanthropes, and that the laity don't 
lose touch with the values that will keep their 
practice alive. 

對於厭離心強，有志於離開世俗糾葛、減少
解脫道上的障礙者，佛教既提供了一套久經
考驗的智慧體系，也提供了僧伽的安全網，
這個機構使他們得以離開居家社會，基本生
存條件無虞。對於離不開世俗關系者，佛教
提供了一套居世而不受其染的生活方式，以
佈施、持戒與禪定，增強心智中趨向解脫的
的尊貴品質。佛教僧俗(parisa)這兩個分支的
緊密共生關系，保證了僧侶們免於成爲邊緣
人與厭世者，居士們得以繼續接觸保持其修
行活力的根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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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Buddhist attitude toward life cultivates 
samvega — a strong sense of the meaninglessness of 
the cycle of birth, aging, and death — and develops 
it into pasada: a confident path to the Deathless. 
That path includes not only time-proven guidance, 
but also a social institution that nurtures it and keeps 
it alive.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our society 
desperately needs. In our current efforts at 
mainstreaming Buddhism,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one source of Buddhism's strength is its ability to 
keep one foot out of the mainstream, and that the 
traditional metaphor for the practice is that it crosses 
over the stream to the further shore.

因此，佛教的生命觀滋養厭離之心——即對
輪回於生老死的強烈的無謂感——並將之發
展爲淨信: 對涅磐之道的信心。那條道不僅包
括了久經考驗的智慧指南，還包括了延續法
脈的團體組織。這些都是我們個人與社會迫
切需要的。在當前使佛教主流化的努力當
中，我們應當記得，佛教的力量來自於不隨
波逐流，修證的傳統譬喻是跨越水流、到達
彼岸。

最近訂正 6-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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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當你親證之時......" 
 

——巴利經文的真實性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ali Sutta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2 坦尼沙羅比
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
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
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在斯裏蘭卡、緬甸與泰國盛行的上座部佛教視巴利經文爲出自佛陀之口的真實而權威性記
載。西方學者對真實性與權威性問題向有興趣，十九世紀時初聞這番指稱，始以史家手法加以檢
驗。舉凡可查的文獻與考古殘片似已遍查，史學上無懈可擊的證實證僞未曾水落石出。發掘出來
的，卻是大量的次要事實與可能性——表明巴利經典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接近佛陀教說的詳細記
載——確鑿定論則付之闕如。考古學證據表明，巴利語可能非佛陀母語，這能夠證明他與巴利母
語者交談時不曾用巴利語麽? 巴利聖典在語法上有不規則性，這說明該語言尚處未標准化的早期
階段，還是退化中的後期階段? 佛陀的生平時代處於這門語言發展過程的哪個階段? 所發現的其
它早期佛教經典片段與巴利經典字句上略有出入，但基本教義無異。這種教義上的一致性，說明
它們皆來自佛陀本人，還是有後人共謀，隨信仰與習俗的變遷對教義作過一番重整與標准化? 學
者們在這些問題上歷來急於加入某個陣營，不過他們的論證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推論、猜想與可能
性，因此整個過程便帶有不確定性。 
        不少人把這種不確定性看成是上座部對經文真實性的指稱證據不足的表現。然而，僅以此爲
理由排斥經文的教導，將令我們失去機會，驗證其中最不同凡響的斷言——人的努力，方向正確
時，可以滅盡憂苦。或許我們應當質疑史學方法論，將其結論的不確定性，視爲史學作爲佛法認
證工具的不足性。經文本身對於怎樣確認佛法的真實性與權威性，自有一番指南。在一段著名的
經文中，曾引佛陀如是之言: 

 
        “卡拉瑪人，不要只聽從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老師’的想法。 當你親自了解
了，‘這些法[dhammas]是非善巧；這些法是該受責備的；這些法受智者的
批評；這些法采納施行起來，趨向傷害與苦痛’——那時你應當棄絕它
們...... 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法是善巧的；這些法是無可責備的；這些
法受智者的贊揚；這些法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安寧與幸福’——那時你應
當進入、安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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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AN III.65 
 
        由於這段文字出自一部宗教經典，最引人矚目的向來是其中排斥宗教導師、傳聞、傳統、經
典的權威性以及堅持個人親證的句子。這些突出的反教條主義之言——曾有人稱之爲佛陀特許自
由探查的執照——往往使人們的注意力偏離該段文字中加諸於“親自了解”的嚴格限定。在質疑報
道的權威性時，它是對史學所依據的基本材料不以爲然。在質疑推論與可能的權威性時，它是對
這類手法的某些基本技巧不以爲然。在質疑邏輯推理、類比與思考認同的權威性時，它是對自由
思考的理性主義方法論不以爲然。 
        因此，確證佛法只剩兩種方式，上述經文及經典中其它教導的核心皆與之相關: 何謂善巧? 何
謂不善巧? 培養任何技能時，你都必須(1)注意你個人行爲的後果;(2)聽 聞已掌握該技能者之言。
同樣在佛法修證中，你必須(1)檢驗某個教導付諸實踐的結果;(2)把該結果與智者的意見相對照。  
        佛法有兩個方面使它具有一門技能的特點。首先，法[Dhamma]這個詞的含義不僅指教導，
而且指心理素質。因此上述段落亦可譯爲: 

 
        “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非善巧；這些素質是該受責備的；這些
素質受智者的批評；這些素質采納施行起來，趨向傷害與苦痛’——那時
你應當棄絕它們......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善巧的；這些素質是無
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贊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安寧與
幸福’——那時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實際上，這更有可能爲正確的譯法，因爲緊接著本段之後的討論，與不同心理素質影響之下
的行動後果有關: 一類是貪、嗔、癡的不善巧心態; 一類是離棄了貪、嗔、癡的善巧心態。這表明
佛法修證根本上是一門調心的技能。 
        佛法作爲一門技能，特點之二在於它的目標: 非是別的，正是苦的徹底止息。 
        盡管佛法的第二個特點令這門技能富有吸引力，它的第一個特點卻令人難以斷定有誰已掌握
該技能，具備了解說的資格與權威。我們究竟不能夠看穿他人的內心，了解其中有何等素質，修
證的內在成果如何。我們至多在其行事爲人方面探得某些線索，僅此而已。因此，如果我們仰賴
他人爲佛法作定論，將永久置身不確定之地。爲了排除不確定，唯有親證佛法，看它是否在自己
的內心帶來苦的終結。 
        傳統經文指出，對法的不確定感僅在證得入流果——即四個覺悟層次中的初級層次——之後
方能終止。盡管達到這個覺醒層次的人尚未完全沈浸於苦滅之境，他/她已親見的苦的止息程度，
足令他對佛法修證之歸宿不再有疑。因此，經文指出的趨向入流的四個要素，無怪乎同時也是經
文中推薦的四個法門，檢驗其本身是否真具權威性，是否是滅苦的真實指南。 
        相應部SNV.5中列出這四個要素爲: 

■ 結交正直者[善知識,有德者]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Authenticity2.htm (2 of 14) [12/31/2010 10:40:13 PM]



當你親證時-坦尼沙羅尊者

■ 聽聞真法 
■ 正確的專注[正思維] 
■ 依法修證

 
        經文中有關上述各要素的段落有助於說明，如何將長養技能的兩個來源——即，請教智者與
觀察自身行動的果報——適當地平衡與綜合，用於確證真法。並且由於聽聞真法在當前包括了閱
讀真法，理解四要素及相互關係，便有了閱讀經文的指南。特別是，這四要素表明，經文本身對
於如何讀經及最有效地讀經所另需的善巧背景，已有闡述。 
        隨著你探索對這些要素的詮解，會發現區區四條陳述，表面上簡單，其實不然，因爲每一個
要素同時也包含著其它幾個要素。比如，與正直之士結交對佛法修證極有助益，不過一個人能識
得正直者，需要他/她事先對佛法修證已有一些經驗。因此，這一組要素形式上似爲簡單的線性推
進，每個要素卻以複雜的方式相互關聯。這意味著佛法修證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具備對四要
素作適當的平衡與綜合的敏感與明辨。 

 
親近正直者 
        由於佛法主要由心理素質構成，任何對法的書面表述只是真法的一個蒼白影像。因此，爲懂
得佛法的全面維度，你必須尋找意、語、行之中體現法的人士，並以能夠盡量吸收法的方式與他
們親近。因此解說本要素的段落在兩方面給出了忠告: 怎樣識別正直者，一旦找到他們，最好怎
樣與他們親近。 
        正直者的首要標志是知恩。 

 
        “正直者知恩、感激他人的相助。這種知恩、這種知謝，是正直者的
第二天性。完全在正直者的層次。” 

——增支部AN II.31 
 
        知恩是正直的必要標志，原因在於不承認他人的善德與正直的人，不會花氣力培養自身的正
直。不過知恩本身不構成正直。正直的精髓在於三種素質: 真實、無傷害、明辨。 

 
        “有此情形，跋羅陀瓦伽，有一位比丘依靠某個村鎮生活。後來有個
家主或家主之子去看他，針對三類心理素質——源於貪、嗔、癡的素質
——作觀察: ‘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於貪的素質，當他的心爲之左右時，盡
管他無知，會說“我知”，盡管他無見，會說“我見”；或者他勸人行事，結
果對那人造成長遠的傷害與苦痛？’他藉著觀察，了解了:‘這位尊者並無這
類源於貪的素質……他的身業、語業並無貪意。他傳的法，深刻、不易
見、不易實現、寧靜、精細、不依賴猜測、微妙、由智者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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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MN 95 
 
        如本段經文所述，了解某人的真僞要求你對他的行爲作細致入微的觀察，到達有自信推斷此
人心理素質的地步。這個層次的自信，反過來要求你不僅有觀察力，而且有明辨力，願意付出時
間，因爲正如另一段經文裏指出，靈性正直的外表是可以僞裝的。 

 
        拘薩羅國王波斯匿去見世尊，到達後頂禮，坐於一邊。接著有七位卷
髮沙門、七位大雄沙門、七位裸身沙門、七位單布沙門、七位蓄著長指
甲、長體毛的游方者從離世尊不遠處走過......看見他們後，波斯匿王袒露
一肩，右膝下跪，合掌於心前向沙門致敬，對他們三次自報姓名:“尊者
們，我是國王波斯匿-拘薩羅。尊者們，我是國王波斯匿-拘薩羅。尊者
們，我是國王波斯匿-拘薩羅。”那些沙門離開後不久，他回到世尊身邊，
到達時頂禮，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世尊說:“世上的阿羅漢或趨阿羅漢
道者當中，有這些人麽?” 
        “陛下身爲在家人，享受感官之樂、生活於成群的妻兒之間、享用喀
西布料與檀香、以花環香粉油膏爲飾、受用金銀: 了解這些人是否是阿羅
漢或趨阿羅漢道者，對您來說是很難的。 
        [1]“藉著共同生活，一個人的戒德才爲人所知，並且只有經長期而非
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了解。 
        [2]“藉著交往，一個人的純淨才爲人所知...... 
        [3]“藉著逆境，一個人的忍耐才爲人所知...... 
        [4]“藉著討論，一個人的明辨才爲人所知，並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
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了解。”  
        “多麽驚人，世尊! 多麽驚奇! 善哉世尊之言!......世尊，這些人是我的
暗探，是我的巡探，出視鄉間歸來。他們先行，我隨後。當他們擦去塵
泥、沐浴敷香、重整須發、穿上白衣後，便會擁有、備有五條感官之欲
了。” 

——自說經Ud VI.2 
 
        增支部ANIV.192擴充了這些觀點，說明識別正直者的能力需要你本人擁有強烈的正直感。實
際上，MN110堅持說，如果你想識得他人的正直，你必須是一位行動上、觀點上、友誼上的正直
者。 

 
聽聞真法 
        你一旦盡己所能判斷某人體現了正直，經文建議你聽聞其法，既爲相知——進一步檢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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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性——也爲參學，了解法可能是什麽。有關聞法之道與真法的識別之道，經文上也有建議。 
        中部MN95建議你親近正直者，增長恭敬之心，仔細注意他們說法。 
        相應部SNVI.2與增支部AN.VIII.2中解釋了恭敬的目的: 它是參學的前提。這兩段並未對該點
詳加闡述，不過道理是相當明顯的。師從己所敬仰者，易於效法己所不敬者。恭敬開啟心智，放
松先入之見，利於接納新知識與新技能。同時，一位擁有寶貴教導的人，更願意指點心存敬意之
士，而非不恭不敬之輩。不過，恭敬不一定指對教導的全面贊同。聞法的部分原因終究在於檢驗
傳法者的觀點正確與否。只有當你把教導付諸實踐，嘗得善果時方可充分贊同。這就是爲什麽律
藏中從不要求弟子宣誓服從師尊之故。這裏的恭敬，以小部Sn.9中的經句來講，乃是遠離固執之
意。或者，以增支部ANVI.88中的經句來講，是指“遵循教導的耐心”: 願以開明之心傾聽並付出必
要的時間與精力，認真地一試聽上去合理的教導。 
        衡量教導的合理性，可按照上述中部MN110中解釋正直觀念的中心原則。該原則即是對業力
即人類行爲之效應的信賴: 人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動機決定了行爲的質量——即善巧與否——
而行爲必有果報，行爲的質量決定著果報的質量。一個不信這些原則的人是不可信任的。 
        由於辨別善巧與不善巧乃是業力原則的核心——同時也是滅苦之道的核心——MN135建議，
向候選導師求解以下問題: 

 
       “何謂善巧? 何謂不善巧? 何謂有咎? 何謂無咎? 何應長養? 何不應長
養? 我已行之舉，何將有長期傷害與痛苦? 我已行之舉，何將有長期安寧
與幸福?” 

 
        經文中舉出了幾個解答範例，堪稱判斷正直與否的最起碼的共同標准。這些教導基本上包括
的是止息生活中粗相層次憂苦的“可行方案”。 
 

        “何謂不善巧? 奪取生命爲不善巧，不予而取......不當性事......說謊......
辱罵......讒言......閑談爲不善巧。覬覦......惡意......妄見爲不善巧。 此爲不
善巧。 
        “何謂不善巧之根? 貪爲不善巧之根，嗔爲不善巧之根，癡爲不善巧
之根。此爲不善巧之根。 
        “何謂善巧? 戒奪取生命爲善巧，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說
謊......辱罵......讒言......閑談爲善巧。離覬覦......離惡意......離妄見爲善巧。
此爲善巧。 
        “何謂善巧之根? 離貪爲善巧之根，離嗔爲善巧之根，離癡爲善巧之
根。此爲善巧之根。” 

——中部M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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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件事受智者與真善士的褒揚。哪三件？佈施……出家……事奉
父母。這三件事受智者與真善士的褒揚。” 

——增支部AN III.45 
 
        不過，真法有一個維度，遠遠超越了最低的共同標准。重複中部MN95的經文，它“深刻、不
易見、不易實現、寧靜、精細、不依賴猜測、微妙、由智者親證”。善巧的原則——你在個人行
動中可檢驗的因果關係——在這個維度中依然適用，不過這個層次裏，“可行”的標准相應地更微
妙、更精細。有兩個著名的段落闡明了這些標准: 

 
        “喬達彌，你了解的法[dhammas]中，‘這些法趨向欲求、非 趨無欲；
趨向束縛、非趨解縛；趨向堆積、非趨褪脫；趨向自大、非趨謙虛；趨向
不滿、非趨滿足；趨向糾纏、非趨退隱；趨向懶惰、非趨勤奮；趨向沈
贅、非趨輕松’: 你可以確認‘這不是法[Dhamma]，這不是律，這不是師尊
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法中，‘這些法趨向無欲、非趨欲求；趨向解
縛、非趨束縛；趨向褪脫、非趨堆積；趨向謙虛、非趨自大；趨向滿足、
非趨不滿；趨向退隱、非趨糾纏；趨向勤奮、非趨懶惰；趨向輕松、非趨
沈贅’: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增支部AN VIII.53 
 

       “優波離，你了解的法中，‘這些法不趨向徹底的厭離、無欲、止息、
寧靜、直觀智、自覺醒、也不趨向解脫’: 你可以確認:‘這不是法，這不是
律，這不是師尊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法中，‘這些法趨向徹底的厭
離、無欲、止息、寧靜、直觀智、自覺醒、解脫’: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
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增支部AN VII.80 
 
        對上述兩段裏前一段的部分原則，增支部AN VIII.30 有所擴展。不過我們在此主要看兩段落
的交叉點——即真法必須趨向無欲，解脫束縛——因爲覺悟真實性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來自無
欲且斬斷心智束縛[分結]。 

 
        “有這十種束縛......自我觀念[身見]、不確定感[疑]、執取戒律與修持
教條[戒禁取]、感官欲望、惡意：這是五種低層次束縛。五種高層次束縛
[五上分結]是什麽？對色界的貪欲、對無色界的貪欲、自滿、掉舉[焦躁]、
無明：這是五種高層次束縛。” 

——增支部AN 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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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部MN118的解說，入流果者斬斷了前三種束縛; 達到第二個覺醒層次的一還者，繼之
削弱了貪、嗔、癡; 達到第三個覺醒層次的不還者斬斷了感官之欲與惡意的束縛; 達到覺醒最高層
次的阿羅漢斷盡了餘下的五種束縛。 當然，某個教導是否真正趨向這個方向，唯一證明終究在
於，把該教導付諸實踐時你是否確實開始在內心斬斷這些束縛。不過修練之初，你可以作思考推
理，看看相信該教導指明了正確方向，是否理由充足。 

 
        “聽見法，他記住了法。記住法，他深解法義。深解法義，他藉思索
法義而認同了。藉思索法義達成認同，他昇起願望。隨著願望昇起，他有
決心。有決心，他作辨析(原注: 巴利直譯爲: 稱量，比較)。” 

——中部MN 95 
 
        對教導的思索、分析、比較過程，須以正確的態度、發詢正確的問題爲基礎。如增支部
ANII.25指出，某些教導其涵義需作推論，其它則無需推論，混淆某個教導在兩類中的歸屬乃是
嚴重失誤。這就是下一個入流要素的作用。 

 
正確的專注 
        中部MN2根據思考法義時跟蹤的主題，區分正確與不正確的專注。 

 
        “有此情形，一位未受教育的凡夫，分不清什麽意念適於專注、什麽
意念不適於專注。 因此，他不專注正當意念、而專注不當意念。什麽意
念不適於專注、他卻專注? 無論什麽意念，當他專注時，未昇起的官感欲
漏昇起、已昇起的官感欲漏增長; 未昇起的緣起之漏昇起……未昇起的無
明之漏昇起、已昇起的無明之漏增長。他如此作不當專注: ‘我有過去? 我
無過去? 我過去是什麽? 我過去怎樣? 我已是什麽了，過去又曾是什麽? 我
會去未來嗎? 我未來是什麽? 我未來怎樣? 我已是什麽了，未來又將是什
麽?’ 或者，他對即刻當下有內在疑惑: ‘我存在嗎? 我不存在嗎? 我是什麽? 
我怎樣? 這個生靈從哪裏來？會去那裏？’ 
        “隨著他如此作不當專注，內心便昇起六種觀念之一: ‘我有自我’的觀
念在內心昇起，他以之爲真確，或者，‘我無自我’的觀念……或者，‘正是
藉著自我，我感知自我’的觀念……或者，‘正是藉著自我，我感知非我’的
觀念……或者，‘正是藉著非我，我感知自我’的觀念在內心昇起，他以之
爲真確，再不然他存此觀念：‘我這個自我——也就是對此處彼處善惡果
報的覺知者——是常住、永存、固有、不變、持之永恒的。’ 這就稱爲觀
念的叢林、觀念的荒野、觀念的變形、觀念的扭曲、觀念的束縛。爲觀念
所捆綁、未受教育的凡夫不能從生、老、死 、憂、哀、痛、悲、慘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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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我告訴你們，他不能從苦中解脫。 
        “一位受良好教育的聖者弟子……明辨什麽意念適於專注、什麽意念
不適於專注。因此，他不關注不當意念、而關注正當意念。什麽意念適於
專注? 無論什麽意念，當他專注時，未昇起的感官欲漏不昇起、已昇起的
感官欲漏被舍離……未昇起的緣起之漏不昇起……未昇起的無明之漏不昇
起、已昇起的無明之漏被舍離。他如此作正當專注: ‘這是苦……這是苦的
起源……這是苦的止息……這是苦 的止息之道。’ 隨著他作正當專注，三
種束縛斷絕了: 自我觀念、疑、對戒律與修持教條的執取[戒禁取]。’’ 

——中部MN2 
 
        佛教歷史上一些最無益的爭論，便起於忽視這段有關正誤專注對象的教導。佛教徒們過去徒
勞無功地爭論了多少世紀，今日還在爭論如何定義本體特徵——即“我是誰”的答案——或者，人
是否有自我——即“我存在什麽? 我不存在什麽?”的答案。此類爭論的無益性在本段經文中已反復
點明: 對這些問題的任何解答，皆陷於佛法本欲斬斷的束縛。 
        爲了回避這些爭論，經文建議把注意力集中於四聖諦——苦、苦因、苦的止息及止息之道
——它們構成了正確的專注對象。這些真諦與善巧直接相關，後者把現實分爲兩組變量: 因與
果，善巧與不善巧。苦起源於不善巧之因，苦爲其果。滅苦之道爲善巧之因，苦滅爲果。從這些
方面體察經驗，便是作正確的專注，其方式有助於斬斷體現不善巧的心理束縛。 
        譬如，相應部SN 56.11 定義苦諦爲五取蘊——對 於色、受、想、行、識的執取——並斷言此
諦的理解方式，當趨向於對執取的無欲。這也是正確的專注的功能之一。 
 

        一位有德的比丘，應正確地專注五取蘊，視其爲無常、苦、疾病、腫
瘤、箭頭、痛、傷口、異物、分解物、空性、非我。因爲一位有德的比丘
正確地專注五取蘊，視其爲無常……非我，便有可能證得入流果。” 

——相應部SN 22.122  
        因此，正確的專注意味著一種觀法方式，不僅指法義教說的表達，而且指法直接呈現於心智
的體驗。 

 
依法修證 
        你一旦藉由正確的專注嘗得法味，剩下的一步便是依法修證。如同入流的前兩個要素，這個
過程是雙重的: 依法改進你的行動(而非是試著改變佛法以適應你的偏好)，並隨著法的實踐，使你
對法的理解更爲細致。 
        中部MN61對修證之道提供了明確的指南。 
 

        “你覺得如何，羅喉羅，鏡子有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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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用於觀照。” 
        “同樣地，羅喉羅，對於身業、語業、意業也應當反復觀照。 
        “每當你想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的這個身業——它會
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麽?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它會是一種
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身業你絕對不適合作。但是，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致害己……它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
樂果、樂報，那麽任何那樣的身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的這個身業——是在
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嗎?’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你應當放棄。
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並不……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身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
它導致了害己、害人、或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
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的修行同伴懺悔、披露、公開。懺悔後，
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曾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
於清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同理於語業與意業，不過最後有關心理動態的段落說:] 
        “你在作了某個意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
它導致了害己、害人、或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業，有苦果、苦報，
那麽你應當對此有憂惱、可恥、厭棄感。有了憂惱、可恥、厭棄感之後，
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曾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的意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
於清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中部MN 61 
 
        這段經文裏推薦的自我檢驗過程，包含著入流的前三個要素中討論過的原則。你必須正確地
專注自己的動機與行爲極其果報，知其善巧與否。你若注意到任何身業或意業導致傷害性結果，
便要親近一位正直者，聽一聽他的指點。如此，你便把如是說Iti 16 & 17中建議的有關覺悟的最
重要的內在與外在原則——正確的專注與可敬者的友誼——結合了起來。卡拉瑪經中建議的也是
這兩個原則，此非偶然。 
        不過這類自我檢驗，與入流的第一要素之間還有一個共同點: 即正直之心的必要性。正如你
的正直是你有能力識別他人正直的一個前提，它也是你有能力判斷自己的動機本質及行爲後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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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前提。通常這是人們對自己最不誠實的兩個經驗領域。不過，爲了依法修證，你必須抵制任
何不夠徹底誠實的習慣性傾向。這就是爲什麽，作爲上述忠告的序言，佛陀在該經裏講述了誠實
的重要性，把它作爲聖道行者最基本的重要素質。 
        盡管羅喉羅接受上述教誡時據說尚爲幼童，中部MN19卻認爲，這其中包含的原則可以一路
引導人們趨向徹底解脫。這當然也意味著趨向初級覺醒的入流之果。 
        入流常稱爲法眼的昇起。入流果者法眼之所見，總是以同樣言辭表達爲:“凡是緣起的，皆會
止息。”律藏中有一段文字表明，“凡是緣起的”這個概念，是與瞥見了“凡是緣起”的對立面——換
句話說，是無造作、不死維度——同時出現的。 
 

        (證得入流果之後) 游方者舍利弗立即去找游方者木犍連。游方者木犍
連見他從遠處走來，便說:“賢友，你眼目明亮、膚色純淨。可是已證見不
死[Deathless]?” 
        “是的，賢友，我證見了。” 

——毗尼律大品Mv I.23.5 
 
        經文中僅以最粗略的筆法描述不死維度的經歷。寥寥數語意在表明，不死維度超越了多數語
言表達的範疇。不過，有幾處提示，說明不死維度不是什麽。 
        首先，它不能以存在與不存在的狀態來描述。 

 
        摩訶俱希羅: 隨著六個接觸域場[spheres of contact]不留餘跡的止息與
消逝(原注: 指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另有它物麽? 
        舍利弗: 賢友，不可那麽說。 
        摩訶俱希羅: 隨著六個接觸域場的不留餘跡的止息與消逝，別無它物
麽? 
        舍利弗: 賢友，不可那麽說。 
        摩訶俱希羅: .....既有亦無它物麽? 
        舍利弗: 賢友，不可那麽說。 
        摩訶俱希羅: ......既非有亦非無它物麽? 
        舍利弗: 賢友，不可那麽說。 
        摩訶俱希羅: 問及......是否仍有它物，你說，‘賢友，不可那麽說。'問
及.......是否別無它物，......是否同時既有亦無它物......是否同時非有非無它
物，你說，‘賢友，不可那麽說。' 那麽此話怎解? 
        舍利弗: 說......仍有它物......別無它物......既有亦無它物......既非有亦非
無它物，他是在把不複雜之事複雜化。六個接觸域場無論到達多遠，複雜
性就到達多遠。隨著六個接觸域場的不留餘跡的終止與消逝，複雜性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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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緩和下來。 
——增支部AN IV.174 

 
        第二，不死的維度並非是毫無覺知，不過這裏的覺知據其定義必然有異於五種造作之蘊裏的
識蘊。 
 

        “比丘們，當了解眼[視覺]終止與色想[形色的心理識記]消逝之維度。
當了解耳終止與聲想消逝之維度......鼻終止與香想消逝之維度......舌終止與
味想消逝之維......身終止與觸想消逝之維度......意終止與想法/現象之想消
逝之維度: 當了解那個維度。” 

——相應部SN 35.117 
 

        “既然已親證指定的程度與指定對象的程度、表達的程度與表達對象
的程度、描述的程度與描述對象的程度、分辨的程度與分辨對象的程度、
輪回流轉的程度: 該比丘對之親證而後解脫。(如果說，)他的觀點是，‘對
之親證而後解脫的比丘，不見不知，'那是錯誤的。” 

——長部DN 15 
 

無特徵、無終極、周遭光明的意識， 
此處，水、地、火、風無所駐， 
此處，長、斷、粗、細、淨、穢、名、色皆止息， 
隨著識(蘊)的止息，一切在此止息。 

——長部DN 11 
 

        “無特徵、無終極、周遭光明的意識，不參與地之堅硬、水之液流、
火之光明、風之呼動、天神之神性(歷經一系列層次不等的神性)等等一切
的一切(即六種官感域場)。” 

——中部MN 49 
 

        “更如此，婆蹉，任何以色......受......想.....行.....識描述如來者會這樣描
述: 如來已出離，如拔起的棕櫚，生機已失、永不再生。婆蹉，如來已脫
離色....受......想......行......識的類別，如大海，深奧、無限、不可測。” 

——中部MN 72 
 

        “巴戶那，如來自十事中解放、脫離、解脫，安住於無限的覺知。哪
十事? 如來從形態[色]中解放、脫離、解脫，住於無限的覺知。如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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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識......生......老......死......雜染中解放、脫離、解脫，住於
無限的覺知。 
        “正如一朵紅色、藍色、白色蓮花，生於水、長於水、昇出水面之
上、直立而不沾於水，同樣地，如來——自此十事中解放、脫離、解脫
——住於無限的覺知。” 

——增支部AN X.81 
 
        這些語句非出自一位在無意識狀態中找到解脫的人之口。 
        最後，盡管涅磐有時稱無相[without feature]、無極[without end]的意識，不可將它與非色界禪
定裏的識無邊處混淆起來。兩者之間主要差別之一在於，識無邊處由造作與意志而生(見中部
MN140)。不過居於該維度時，意志的因素極其微弱的，只有層次極其精細的明辨方能探得。檢
驗的方法之一乃是看你對知性[knowing]是否有任何認同。如果是，該狀態則仍有造作我、造作屬
我之感。另一個檢驗方法是，看這個覺知是否包容一切或爲一切的來源。如果是，該心理狀態依
然存在造作，因爲當不死維度徹底把握之時，會把包容它物或發源它物的無限覺知，當成一種無
明的自滿。 
 

        “比丘們，有此情形，一位寡聞的凡夫......感知解脫爲解脫。在感知解
脫爲解脫時，他構想[conceive]解脫之事、他構想解脫內之事、他構想來
自解脫之事、他構想解脫爲‘我的’、他欣喜於解脫。爲什麽? 我告訴你
們，因爲他還不曾理解它...... 
        “一位阿羅漢比丘，滅盡心漏——修證圓滿、完成任務、放下重負、
達到真正目標、摧毀了緣起的束縛、以正智解脫......直證解脫而知解脫。
既由直證解脫而知解脫，他不構想解脫之事、不構想解脫內部之事、不構
想來自解脫之事、不把解脫構想爲‘我的'、不欣喜於解脫。爲什麽? 我告
訴你們，因爲他已理解了它。” 

——中部MN 1 
 
        然而，類似於對喬達彌與優波離的教誨，入流體驗的真正測試 ，非是對它的描述，而是它生
起的果報。經文上有兩種描述方式: 一是入流者特有的四個素養，二是入流時自動斷除的三種束
縛。 據增支部ANX.92，這四個素養爲: 對佛陀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對法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對僧
伽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以及“聖者欣賞的善德——不破不壞、無暇無疵、利於解脫、受智者贊
揚、清淨無染、趨向正定。”三種束縛爲: 自我觀念、疑、對戒律與修持的執取[身見、疑、戒禁
取]。 
        這兩組要素在初果道的體驗上有其相通之處。由於這條道——八聖道——趨向入流之果，你
注意到，雖然一般行動[業]在造作的經驗層次上會招致樂、痛、或兩者混雜的果報，八聖道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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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種行動[業]形式，它不制造任何前述之果，反而導致行動[業]的止息(見增支部ANIV.237)。
這個經歷斷除了對佛陀覺悟的真實性的任何存疑，從而確保對佛、法、僧的信念不再動搖。既已
親見一般行動在造作層次上的後果，便不敢破壞聖者欣賞的五戒之德(見增支部ANVIII39)。且因
不死維度乃是行動(業)的終止，便不會執取戒律與修持，將其作爲目標本身。由於經歷不死維度
時已親見色、受、想、行、識蘊的消退，便再也不會圍繞它們構造起任何個人觀念了。 
        盡管傳統記載中入流帶來的一系列果報，提供了判斷個人修證成就的嚴格標准，經文上——
以及現存佛教傳統中——報道過不少高估個人成就之例。因此，當你有了類似成就時，必須仔細
審查它，要測試心智，看一看三種束縛是否真已斷除。由於該成就本身是對經文的權威性與真實
性以及導師的正直性的證實或證僞，最後確認你的成就只剩一個標准，那就是你本人的正直，希
望它在聖道上已充分長養。法在終極意義上，乃是體現於個人整體的一種心靈素養，根據這個原
則，到頭來你評估法是否真實的唯一之道，是你本人真實與否。 
        由於入流之果將給你的生命帶來如此巨大的變遷，它值得以一切正直去贏得並且確認它。 
 

        接著，世尊用指尖拿起一小塊土，對比丘們說，“比丘們，你們認爲
怎樣？我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塊土，比起大地，哪個土更多？” 
        “世尊，大地之土要多得多。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塊土，與大地之
土相比，根本不算什麽。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塊土，與大地之土相比，
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有了具足見的聖者弟子，一個已經突破、入
流的人，苦與緊張總體的終結與止息，要遠遠大多了。所剩下至多七次的
輪回，根本不算什麽：與過去的那一團苦相比，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
之一、千萬分之一。比丘們，那就是突破、入法流的益處。那就是得法眼
的大益處。” 

——相應部SN XIII.1 
 
        對一個已脫離如此深重之苦的人來說，歷史上的佛陀問題已無關緊要。如果真正的不死維度
非是歷史佛陀的成就，它卻是一位真正佛陀的必然成就。趨向這個證悟的法，不可能來自他人。
相應部SN XXII.87 中引用佛陀之語:“見法者見我”，這就是說，佛陀真正重要的那一面，揭示著
徹底自由、徹底滅苦的那一面，是一個可證的目標。 
 

君臨整個地球， 
昇入天界， 
統治一切域界: 
入流的果報， 
勝於它們。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Authenticity2.htm (13 of 14) [12/31/2010 10:40:13 PM]



當你親證時-坦尼沙羅尊者

——法句經Dhp 178 
 
        這些斷言極其大膽，顯然須由較史家手法更大膽的方式加以檢驗。經文中指出，只有具備了
由謹慎訓導與修練而成就的絕對誠實正直的個性，才足以擔當。既然“法”兼有教說與心理素質之
意，心性真實方可衡量教說的真實，是合乎邏輯的。唯有真實的人方能了解經文稱言的真實性。
此言似有排他或精英主義傾向，實際不然。掌握史學方法論所必要的教育並非對人人開放，正直
卻相反——只要你願意培養。經文上說，真實的人會得到生命中最好的。唯一的問題是，你是否
足夠真實，想知它正確與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authenticity.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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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信仰與覺醒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Faith in Awakening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從未強求任何人報以無條件的信仰。對於生長背景中的主流宗教確作此強求的人來說，
這是佛教最具吸引力的特點之一。對這一點特別有好感的，是那些反感於宗教組織的信條，支持
科學實證觀點，認爲除非有可檢驗的物質證據、餘皆不值一信的人士。在這種傾向之下，佛陀對
卡拉瑪人的著名告誡常被解讀爲，鼓勵我們隨順個人的喜好信或拒信。 
 

不要僅聽從報告、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感、可能

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導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

質是善巧的；這些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贊揚；這些素質

采納施行起來，趨向安寧與幸福’——那時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增
支部 III.65) 

 
        不少現代作者援引這段經文，甚至於說，信仰在佛教傳統中毫無地位，正確的佛家態度乃是
置疑一切。不過，佛陀盡管在信仰問題上提倡寬容與健康的存疑，他也提到一個有條件的必要
性: 如果你誠心想滅苦——那是條件——你應當對某些事付出信賴，將其作爲工作假設，接下來
沿著他的修持之道加以驗證。對卡拉瑪人的忠告，實際上正包含著這個關鍵的提示，即你必須參
考智者的評估。 這個提示使佛陀的忠告具備了平衡性: 正如你不應毫無保留地信賴外在權威，你
也不應毫無保留地信賴自己的邏輯與感覺，如果它們與實踐及他人的真正智慧相左。早期經文中
另有一段也清楚表明，我們可以對照佛陀及其覺悟弟子所樹立的言行典範，藉此識別智者。對符
合標准者，正確的態度乃是信賴: 
 

作爲一位對導師的教說有信心、深解、奉行的弟子，如法的是:‘世尊爲

師，我爲弟子; 是世尊有知見 ，而不是我。’ (中部70) 
 
        佛陀曾反復提到，正是對一位導師的信心促使你向那位導師求教。堅信世尊的正自覺醒，乃
是任何人追求覺醒所必要的五力之一。由於這個信力支撐著精進、正念、正定與明辨，它引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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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趨向涅磐[the Deathless]。 
        如此，佛陀有關信仰與實證的告誡之間存在一種張力。我所認識的亞洲佛教徒當中鮮少有人
對此感到不妥，然而西方佛教徒們——在他們生長的文化環境裏，宗教信仰與科學實證長期處於
紛爭狀態——卻甚爲不安。在與我討論時，他們常常沿用自身文化之中基督教與科學實證觀的衝
突在歷史上的調和方式，試作一番化解。有三種廣義觀點引人注目，因其既如此普遍，又如此具
西方特色。這些觀點對佛陀關於信仰與實證的立場詮解，其方式有意無意，皆可在宗教與科學這
場現代西方紛爭之中找到相應的陣營。 
        第一種詮解源自於西方文化中徹底排斥信仰之正當性的分流。據此觀點，佛陀是一位體現著
維多利亞時代理想的無畏的不可知論者，他擺脫了信仰的幼稚慰籍，主張以純科學的方式訓練與
增強個人心智。由於他的法門完全關注於當下，過去與未來的命題與其訊息徹底無關。因此，任
何涉及信仰的教義，譬如舊業、來世重生、獨立於即刻感官輸入的無緣起之樂，皆系後人對經文
的附贅; 無信仰的佛教主義者當效仿佛陀，勉力將其剔除。 
        第二種詮解源自於西方文化中既排斥基督教教條或任何宗教組織的權威性、同時又承認信仰
於心靈健康之必要性的分流。這個觀點把佛陀描繪成一位浪漫主義年代的英雄人物，他理解信仰
在確立一種內在完整感或外在相通感過程之中的主觀重要性，不論其信仰對象爲何。換句話說，
只要對某個信仰感受深切並且個人受益，該信仰指向何處，是無關緊要的。照這個觀點，信仰佛
陀的覺醒僅意味著，相信他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智識，其內容是否同樣適合於你，並無相關意義。
如果你覺得業力與輪回的教導給自己帶來慰籍，那麽盡管去信。否則，不信也罷。重要的是情感
上，你從個人信仰裏獲得復健、滋養與力量。 
        第三種詮解包容了以上兩種觀點，不過，一改佛陀的英雄形象，視其爲受歷史背景局限之
士。他與我們多有類似，在當時的世界觀背景之下，探索有意義的人生。他對業力與輪回的見
解，不過是取材於古印度原始科學的若干設想; 他的修持之道，則是在該設想之下妥善充實度過
一生的嘗試。假使活在今天，他也會以類似於西方人詮解單神宗教信仰的方式，試將其個人的價
值觀契合於現代科學的新發現。 
        這個立場包含的前提是，科學關乎事實，宗教關乎價值。科學提供確鑿數據，宗教對之提供
意涵。因此，每一個佛教徒當行佛陀之所行: 接受科學爲我輩業已證明的鐵板事實，繼之在佛教
傳統——及舉凡相宜的另類傳統裏——搜求奧義與價值，爲該事實賦解添注，在此過程之中鍛造
出一個現代的新佛教。 
        這三種觀點的每一種，從西方視角來看或許理所當然，然而無一公正地體現我們所了解的佛
陀以及他有關信仰與實證的教導。在強調佛陀不欲強加於人的態度上，三者固然正確，然而，由
於這些觀點把一己的假設強加於佛陀的教導與行爲，便誤讀了那種不情願的涵義。佛陀絕非一位
不可知論者，他斷言某些觀念值得信、其餘不值得信，足有其理由; 他的業力、輪回與涅磐教導
與當時的主流世界觀背道而馳。他既非維多利亞式或浪漫主義式的主人公，也非受歷史背景局限
之輩，而是一位在諸多成就之中兼以鮮明的方式把握了信仰與實證問題的大德。不過，要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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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式，我們首先必須從西方文化戰場上退下，在一個更基本的場景之下，僅從個人心智的運作
角度審視信仰與實證。 
        盡管我們寧願相信自己在決策時鑿鑿有據，實際上我們所作的每一個決定，同時有賴於信仰
與實證。即便在經驗依據性最強的決策之中，我們的視野仍受時間坐標的限制。正如克爾凱郭爾
[Kierkegaard]曾經評論說，我們朝前生活，朝後理解。任何一個頭腦精明的企業家會告訴你，無
論我們對過去的了解何等充分，未來必須仰仗信念。何況我們時常被動決策，並無時間與機會搜
集充足的資訊作出有把握的選擇。其它情形下，我們訊息過量，有如醫者面對病人化驗單上釋義
衝突的數據，必須作出信念的一躍，決定哪些數據需要重視、哪些可以暫略。 
        然而，信仰在我們的諸多決策之中另有一番更深刻的作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評
論說，生活中的真相有兩類: 一類的有效性與我們的行動無關，另一類的真實性有賴於我們的作
爲。第一類真相——即觀察家的真相[truths of the observer]——包括的是物質世界的行爲事實: 原
子如何組成分子，星球如何爆炸。第二類真相——即意志的真相[truths of the will]——包括了技
能、交往、商業投資、任何需要你付出努力才能成真的事件。對觀察家的真相來說，在合理證據
出現之前持存疑態度爲佳。不過對意志的真相來說，沒有你注入信念，且常是面臨無望前景之下
的信念，該事件難以成真。例如，你若不堅信做一名鋼琴家值得，自己具備了優秀琴手的素質，
此事不會發生。意志的真相與我們對幸福真諦的追求最具相關性。不少真實的勵志故事裏，主人
公正是那些逆著堆積如山的經驗證據而行——種族歧視、貧困、殘障——爲自己創造這類真相的
人。在這種情形下，真相的實現需要信仰主動貶值就近的事實。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究決策心理，便會進入一個科學實驗不可證知的領域: 我們確實在行動，
抑或行爲僅是幻覺? 我們的行爲由物理法則或由外在智能先驗地確定，還是我們擁有自由意志? 
因果關係確實存在，或僅屬虛構? 即便最精密的科學實驗也永無可能解答上述問題之任一，不過
我們一旦意識到了，只要在意、語、行中投入精力，就得有個態度。 
        佛陀有關實證與信念的教導，正集中於這些領域。盡管第一聖諦要求我們觀察苦、及至了解
苦，我們必須相信他的斷言，即觀察苦的真相是我們一生中時時刻刻最重要的決策指南。由於第
三聖諦——苦的止息——屬於意志的真相，我們必須相信這是一個值得的目標，可及的目標。由
於第四聖諦——苦的止息之道——爲行動[業]與技能的長養之道，我們必須相信自己的行動具有
真實性、相信我們有自由意志、相信心的運作存在一種因果模式，掌握該門技能之後可以證知。
如佛陀所說，這條道引向對四聖諦的直接體驗，不過你只有帶著信念修持，才能夠親證自知。換
句話說，“信仰”在佛教內涵裏，意味著相信你的行動[業]能夠趨向滅苦的直接體證。 
        佛陀把這些教導傳給了前來尋求幸福真諦的人們。因此他無須任何脅迫: 他的教導假定聽者
已投身於探索。當我們理解了他對於人們探索的目的與對象的看法，便能夠理解他的忠告，如何
運用信仰與實證使之有成。最有效的理解方式，乃是審視佛陀爲闡明正確的探索方式所作的五個
比喻。 
        第一個比喻描述的探索形式至爲生硬與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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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壯漢抓著另一人的手臂，把他拖到一堆炭火上。佛陀說: “此人會不

會這樣那樣地扭曲身體?” 
 
        身體的扭曲代表對苦的反應。我們既不關心自己的苦是否有先決性，也不關心自己的做法是
否有成功的指望，只作一番脫逃的竭力掙紮。此屬本能反應。 
        佛陀教導說，這種反應有兩重意義: 其一爲困惑不解——“爲什麽我遭此苦?” ——其二爲探索
苦的止息。他言及自己所傳的一切僅關乎苦與苦的止息，正是對這雙重反應作答，即在苦與苦的
終結問題上爲我們解惑，同時指明滅苦之道，成就我們的探索。佛陀並不支持以下說法: 苦來自
抵制苦時的掙紮; 正是對滅苦的求索妨礙我們看見早已存在的寧靜。按照上述比喻，僅只放松下
來全盤接受當下，意味著放松地進入活活焚燒的未來。 
        第二個比喻: 
 

一個尋找果子的人爬到樹上，喫夠了，又在衣裏塞滿果子帶回。他在那裏

時，另一個尋找果子的人走了過來。第二個人爬不了樹，卻有一把斧，於

是他把樹砍倒。如果第一個人不急速離樹，他可能摔落，斷臂、斷腿、甚

至死亡。 
 
        這個比喻說明在錯誤的地帶即感官欲樂中尋求幸福真諦的危險。如果幸福仰仗於他人可以奪
走的事物，你便把自己置於險境。如佛陀所言，我們希望在感官欲樂中尋求快樂，非因它們曾令
我們有過真正的滿足，而因我們想象不出逃離苦痛的別策。如果讓自己相信另一種選擇的存在，
我們或許更願意質疑自己對渴求與執取的強烈信仰。我們或許更願意去尋找那個另類選擇並且試
行一番。如以下第三個比喻指出，求索有方則必有所得。 
 

有一個取牛奶者試以扭動牛角得到牛奶。另一個取牛奶者試以擠動牛乳得

到牛奶。 
 
        這個比喻意在回應人對苦的解脫無可作爲這個觀點。佛陀說，如同那位擠動牛乳的人，我們
只要循照正確的方法，即能夠獲得解脫。  
        正確的方法起始於正確的理解，信仰佛陀的覺醒正在此處顯其深意。佛陀有一次說過，他不
曾把覺醒的一切告訴我們。他傳給我們的，譬如掌中之葉; 他所了解的，譬如林中之葉。盡管如
此，這一掌之葉涵攝了助人覺醒的全部課程; 正確的理解起始於學習那些特定的課程。 
        最重要的一課，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信念，正是覺醒事件本身。佛陀經由自身努力成就了覺
醒，非因他是超人，而因他長養了人人皆有潛力培養的那些精神素質。因此，信仰他的覺醒，意
味著對你自己的覺醒潛力有信心。 
        不過，他在覺醒時了解的具體智識也同等重要。並非他僅只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東西，至於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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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適合你可以完全是兩瑪事。無論怎樣扭動牛角，它不會流出牛奶。佛陀的洞見穿透了事物的規
律以及運作的意義，這些洞見適用於古今前後的每一個人。 
        佛陀以最精簡的形式總結他的覺醒經驗時，專講了緣起法則，它解釋了我們生活的世界裏因
果怎樣塑造事件、然而事物又不完全由過去先驗地決定。 
        這個原則實爲雙重，因爲我們的生活中交織著兩類因果。第一類是，某一種努力導致即刻果
報: 有此，即有彼; 無此，即無彼。例如，打開立體音響，便有聲音; 關閉它，聲音終止。第二類
因果關係是，某一種因隨著時間推移而顯現其果報: 此的昇起導致彼的昇起; 此的止息導致彼的止
息。如果你現在學習，會長期地擁有知識。如果你的大腦受傷，其負面影響也將長期顯現。 
        應用於業或者說有動機的行爲時，這個雙重原則的意義如下: 任何時刻的經驗由三部分組成: 
(1)來自過去動機[舊業]的樂痛果報，(2)當下的動機[現業]，(3)當下動機即時呈現的樂痛果報。因
此當下並非完全由過去塑造。實際上，你的當下樂痛經歷的最重要的塑造因素，在於你怎樣以當
下的動機，對過往動機提供的原材料進行造作。而你當下的動機完全可以是自由的。 
        因果之中何以有自由意志便在於此。同時，業果規律使我們得以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規律
之中的這等自由，開啟了心智修煉之門，藉由親證，趨向滅苦。我們修習佈施、戒德、禪定，是
爲了學習個人動機的力量，特別是爲了能夠看見在動機極其善巧以至於當下動機止息之時的情
形。只有當它們止息時，你才會親見其力量何等強大。再者，止息之處正是不死與無輪回[不生
不滅]——即苦的止息——之處。從那裏，你可以回到動機，但從此不再是它們的俘虜與奴隸。 
        在闡述有關業力與苦的教導時，佛陀以經驗證據作爲支持——比如他曾提到，對他人悲苦的
反應，怎樣有賴於對此人的愛執——然而佛陀從不試圖給出全套的經驗證明。實際上，他曾經多
次笑談同時代某些大雄教徒，他們聲稱殺人、偷盜、行不當性事者會在即時即刻遭受業報，試圖
借此證明他們那套更有決定論傾向的業力說。佛陀問:“你可曾見過一個人，因爲殺死君王之敵、
盜取君王之敵的財産、以巧妙的謊言娛樂君王，而得君王的獎賞?”盡管業力的基本原理相當簡單
——善巧的動機趨向喜樂、不善巧的動機趨向苦痛——業力依照因果雙重原理展現的過程卻有如
曼德布羅特分形圖[Mandelbrot set]一般複雜之極，試圖從經驗角度確定整個過程，會令你陷入混
亂。 
        因此，佛陀回避了業力教導的經驗證明，提供的是一個務實證明: 如果你相信他有關因果、
業力、輪回、四聖諦的教導，你會怎樣行動? 你會怎樣生活? 你是否傾向於更有責任心與同情心? 
反過來，如果你相信任何其它選擇——譬如苦樂由客觀命運或神明主宰之說、或者萬物隨機、無
因而生之論——該類信仰在邏輯上會引導你怎樣行動? 循其道而行之，是否有可能讓你以自力止
息苦痛? 是否承認個人修持的意義? 反過來，如果你對於人類行爲的效力拒絕采納一個自恰的觀
點，你有無可能踏上一條艱苦的修持之路，一直走到底? 
        佛陀用的是這類推理思路，激勵人們對他的覺醒昇起信心、也對我們自己對幸福真諦的求索
昇起信心。 
        第四個比喻強調的是不接受任何次於真法之教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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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尋找心材的人走入林中，來到一株有心材的樹前，但他不取心材，

卻取了邊材、叉枝、樹皮而歸。 
 
        涅磐乃聖道之心材，相信其可能性，方令你不受邊材、樹皮之樂的羈絆，這裏的邊材與樹
皮，是指來自佈施、持戒的滿足感，以及深度禪定的寧靜、相通與合一感。然而，涅磐卻與我們
經歷的任何事毫無關聯。它就在那裏，卻爲我們對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的欲望所屏蔽。爲了觸及
它，我們必須放棄對動態的習慣性執取。相信此事可能且爲至樂，需要大幅度的一躍。 
        佛陀在世時願作此一躍者甚衆，然而也有不少不情願者，寧可滿足於枝叉與邊材，只想學會
怎樣合家幸福地安度此生、來世投生天界。他們說，涅磐可以等一等。面對涅磐教說如此誠實而
溫和的抵制，佛陀是樂於滿足其要求的。 
        然而，有些婆羅門與天神，沾沾自得於輪回世界的無限合一與悲心體驗，以爲他們的邊材勝
於佛陀教導的涅磐心材，對這類更爲強烈的抵制，他便不那麽容忍了。對於那類情形，佛陀舉其
所能，以神通與智慧挫敗他們的驕傲，因爲他知道，那類觀點徹底關閉了覺醒之門。如果你把邊
材當作心材，便不會另求上善。當邊材破壞時，你會認定心木是一個謊言。但是，如果你意識到
自己用的是樹皮與邊材，便開啟了可能性，有一天會回過頭來試一試心材。 
        當然，更好的做法是，你把佛陀的涅磐教導作爲此生的直接挑戰，好似他在說:“給你這個機
會。你能證明我錯了麽?”  
        第五個比喻: 
 

一位有經驗的捕象者在找大公象，他在森林裏發現一個碩大的象足印。但

他並不急於肯定此爲大公象足印。爲什麽? 因爲有大足的矮雌象; 這可能

是它們的足跡。他跟蹤而行，看見高樹上有擦痕與象牙鑿痕，但仍不急於

肯定此爲大公象的痕跡。爲什麽? 因爲有牙長體高的雌象; 這可能是它們

的痕跡。他繼續跟蹤，終於在樹下或空地裏見到一頭大公象。那時他才確

定， 自己已找到了大公象。 
 
        在講解這個比喻時佛陀指出，修持的一切先行步驟——出家後隱居修行; 恪守戒律; 約束感
官、長養知足感與深度定力; 修得宿世智與生死智——只是覺醒的足印與痕跡。只有當你沿著他
走的路初嘗覺醒滋味時，才會真正了解，你對他的覺醒所信不虛。接觸到苦滅的維度時，你意識
到，佛陀對它的教導不僅真實、而且有用: 他知而所言，且能夠爲你指點彼境。 
        這個比喻把健康的信念與誠實的存疑相結合，其方式值得注意。以此信念爲指南的行持，是
在驗證該信念，如同檢驗某個工作假設。你需要有信念方能堅持求索，不過你還需要有誠實才能
夠識得信仰終結、知見昇起之處。這就是爲什麽佛教涵義裏的信仰與實證是不可分割的。不同於
單神宗教——其信仰核心在於仰仗外力，存疑意味著排斥該力——對於佛陀覺醒的信念，始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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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覺醒-坦尼沙羅尊者

回你個人行動[業]的力量: 你是否有足夠的力量，控制自己的動機令其無害? 無害的動機是否給予
你完全放下動機的自由? 你能解答這些問題的唯一方式，是對個人的動機有嚴謹慎密的誠實，去
探測哪怕最細微的傷害、甚至於探測動機本身最細微的動態。只有那時你才能確知涅磐，它徹底
不受動機的影響。不過，如果你對不了解的事物聲稱了解，在探測這些現象時如何信賴自己? 你
必須使自己的誠實對得起你試以證實的精細真諦。 
        這就是爲什麽科學永不能夠對覺醒真諦作有效評判之故，因爲那條道關乎之事，乃是外在實
驗者不可觸及的。盡管他人也許同情你的苦，這個苦本身的體驗你卻不能與任何人共享。你的動
機的誠實與善巧，是你內心的對話，也純粹是你個人的心事。科學家可以檢測代表痛苦與意念活
動的神經數據，然而沒有任何外在的指標能夠衡量該痛苦的覺受如何、以及你的動機對話的誠實
程度。至於涅磐，它半點物質對應也無。因此，經驗測量至多達到的僅是地面的足跡與樹上的鑿
痕。 
        爲了抓獲大公象，你必須以佛陀的弟子舍利弗爲榜樣。他一路跟蹤，不急於作不誠實的結
論，直到他看見了內心的大象。接著，佛陀問他:“你相信這五力——信力、精進力、念力、定
力、明辨力——趨向涅磐麽?”舍利弗可以誠實地回答:“不，我不信。我確知 。” 
        正如在另一部經中舍利弗說，他的證道是經驗性的，然而它如此內向，所接觸的維度不僅外
在官感、就連感知心智功能的意識，亦不能觸及。如想證實他的知見，你必須在能夠達到該維度
的唯一地點——你的內心——接觸它。這是佛陀的法門有別於現代經驗主義的兩點之一。 
        另一點與求證者的誠實度有關。 
        信仰佛陀的覺醒，其功能類似於科學實驗裏的一個工作假設，不過較之科學，驗證這個假設
所要求的誠實度更深刻、更非同一般。你必須將你自己——你所感知的一切形式的自我意識——
投入這個實驗。只有當你拆除對內在外在自我感的一切執取，方能證明掩蓋著涅磐的正是執取的
動態。佛陀從未強求任何人對此項實驗作出承諾，既因爲你不能脅迫人們對自己誠實，也因爲他
理解，那堆燃燒的炭火本身已足具脅迫之力。 
[譯者注: 原文標題有雙重含義，一爲信仰在覺悟道上的作用，一爲對覺醒的信念，中譯難以簡明完整地
表達，故改爲信仰與覺悟，取兩者關係促人深思之意。]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Faith2.htm (7 of 7) [12/31/2010 10:40:17 PM]



浪漫主義-坦尼沙羅尊者

[首頁] >> [林居傳統]

佛教浪漫主義之根蒂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Roots of Buddhist Romanticism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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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版權所有 ©  2006 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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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不少西方人在接觸佛教之初，對其中某些似爲核心的概念——相通性、完整性、超越
自我等——有一股怪異的熟悉感。然而他們也許不曾意識到，那些概念貌似相熟，因其確
實相熟。它們多非出自佛陀的教說，而是來自西方心理學這道法門[Dhamma gate,，意謂佛
法理解方便之門]，佛陀的言辭向來由其過濾。尋根究底，這些概念與其說來自佛法，不如說
更多來自於西方文化自身: 其暗藏根蒂即爲德國浪漫主義思想。 
        德國浪漫主義者雖已身死名逝，其觀念仍活躍至今。之所以保存下來，原因在於，是
他們率先探索了生長於現代社會的感受。他們對問題的分析連同其薦策，至今似有真意。 
        他們認爲，現代社會否定了人格的完整性，致使人性淪喪。勞力分工引生出斷裂與隔
離之感; 官僚體制導致了嚴控與桎梏之感。浪漫主義者提出，唯有創造性的藝術行爲，才
能夠對治這些感受。藝術創造令分裂的自我得到統合，使個體的界限消融於一種擴大的自
我感，一種與人類、與大自然的相互連通感之中。人類在無拘無束、發自內心地從事創造
活動時最具人性。正是心靈創意的表達，使人們相互溝通。盡管不少浪漫主義者認爲宗教
的機構與教條致使人格淪喪，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轉而尋求宗教體驗——一種與整個大自然
心物合一的直接感受——以之爲人性回複的主要源泉。 
        心理學與心理療法在西方發展爲學科時，吸收了不少浪漫主義思想，將其廣泛傳播，
普及於文化階層。其結果是，人格完整、自我實現、相互連通等概念，以及完整感的治療
力、自發、諧趣、靈動感等等，久已成爲我們呼吸空氣的一部分。另有一個我們熟知的觀
念亦與之同源，即: 宗教主要是對感性體驗的訴求，宗教教義則是對該體驗的創造性表
達。 
        這些觀念除了影響心理學之外，也活躍了基督教開明派與猶太教改革派的思想; 他們
提出，爲使宗教體驗保持生命與活力，必須針對每一代新人，對傳統教義作出有創意的新
解。因此，佛法西傳時，很自然地，人們也帶著這些觀念解之釋之。亞洲導師們——不少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Romantic2.htm (1 of 7) [12/31/2010 10:40:20 PM]



浪漫主義-坦尼沙羅尊者

人來西方之前所受的西式教育使他們已吸收了浪漫主義思想——發現透過強調對立於“我執
獨裁”的自發與靈動等主題，他們更能與西方聽衆溝通。西方弟子們則感到，把十二因緣作
爲相互連通概念的別解更爲投契; 把非我教義理解爲否定一己之小我、肯定包容宇宙之大
我，便易於接受。 
        實際上，浪漫主義的宗教生活觀遠不止再造了個別的佛法教說，它影響著西方人對佛
法修持目的的全面看法。來自各個佛教傳統的西方導師們皆主張，佛教修持的目的在於達
到一種超越二元性的創意靈動境界。轉引一位作者之言:“ (佛陀教導說，)消解我們在相互
之間、與世界之間豎起的屏障，是最有益的人生…… [無我性]表現爲探索、適應、幽默、諧
趣……從容放松地面對未知的能力。”又如另一位作者曾言: “當我們的本體[identity]擴大到
包容一切時，我們身隨世界的起舞，仍在其中找到一份甯靜。”再舉第三例: “我們余生的工
作，便是開放心懷，接納那個廣袤，並將它表達出來。” 
        正如中國人以道教爲佛法理解之門——這個本土傳統提供的概念曾助他們理解佛法
——我們西方人則有浪漫主義作爲我們的理解門。不過，漢傳佛教的經驗包含了常爲我們
忽視的一課。在對佛教的興趣持續了三個世紀之後，他們意識到，佛教與道教旨趣有異。
隨著對兩者歧義的發掘，他們開始以佛教的概念質疑根植於道家的先見。這就是佛教何以
未被道教同化，反爲中國文化注入真正新鮮的內涵之故。問題是我們西方能否從漢傳佛教
的先例中學習，開始以佛法的概念質疑我們的理解之門，看清這道門與真法之間的相似度
究竟有多少。否則我們便有以門爲法，永不能跨越門戶直達真法的危險。 
        在廣義上，浪漫主義與佛法對精神生活的看法有類似性。兩者皆視宗教爲人類活動的
産物，非神性幹預的作品。兩者皆認爲，宗教的精髓在於經驗性與實用性; 宗教的功能是
作爲對治人類心靈病症的醫藥。不過，審視這兩個傳統的曆史根蒂，你會發現，不僅於宗
教體驗之本質，而且於所對治的心靈病症及痊愈之本質上，兩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這些差異非僅爲史海逸聞，它們影響著行者帶入禪修的預想。心智即便全然安住於當
下時，仍帶著以往的假定，凡有體驗時依其判斷哪些值得重視，這是佛教業力教說的內涵
之一。這些先見只要不受檢驗，便繼續存持不爲我們所知的影響力。爲了解卸該力，我們
對佛教浪漫主義——即透過浪漫主義之門示現之法——有必要究其根蒂。爲使此番審視合
乎佛法的因果原理，我們必須朝兩個方向深究: 面向曆史，探索浪漫主義思想的緣起; 面向
當下，探索此時此地浪漫主義思想維持吸引力的土壤。 
        浪漫主義者的原始靈感取自一個意想不到的來源——康德; 這位枯瘦的老教授每日散
步如此准時，鄰居們可隨其身影校准鍾表。他在《判斷力批判》中教導說，審美的創造與
感受是人類心靈的最高級活動，因爲只有它們才能夠對治人類經驗的二分法。弗雷德裏克-
席勒(1759-1805)可謂最有影響力的浪漫主義哲學家，他對該主題作了進一步闡述，提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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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遊戲沖動”是人類自由的終極表達，它同時超越了獸性沖動與理性原則，把兩者相互
結合。他說，人“只有在遊戲時才是完整的”。 
        在席勒看來，這種遊戲沖動不僅使人格趨向完善，同時也有助於化解與他人及整個大
自然的隔閡。一個擁有自我完善所必要的內在自由者，本能地希望他人亦體驗同樣的自
由。此種溝通感解釋了浪漫主義人士聲援與同情各國受壓迫者推翻其統治者的政治綱領。
在他們看來，內在心靈的完整性在社會與政治活動領域裏能夠締造團結，不啻爲其價值的
印證。 
        席勒視人格的完善爲無止境的追求: 完美的人格永不能夠達到。有意義的人生是一個
人格不斷完善的過程。道路即目標。 
        該過程也完全是無模式、無限制的。遊戲沖動既然本質上自由，每個人的自我完善途
徑因而亦有個別性與獨特性。 
        席勒的同道弗雷德裏克-施萊爾馬赫(1768-1834)把這些概念應用於宗教，作結論說，宗
教如同其它藝術形式，是一種人類的創造，其最大功能在於治療人的個性與社會之間的隔
裂。他把宗教的精髓定義爲“對於無限[the infinite]的情感與品嘗”，宗教起始於接納性的心
靈境界，在那裏意識對無限開放。感受該無限之後，引發一類創意的想象活動，把該感受
對己對人作出表達。由於這些創造活動——以及緣此而生的一切宗教教義——於經驗現實
已存在差距，故而經曆著不斷的完善與流變。 
        從《論宗教》中引用數段，可略識施萊爾馬赫的思想。 
 

        “個人不僅是全體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展現。心靈有如宇宙，
不僅接納、而且創造。凡達到大於自我之境界者會領悟到，他在 失
卻自我時，並未損失什麽。一位真正有宗教感的人，與其信仰個體
在死後永生，甯可盡力消彌個性，活在這同一體[the One, 指上帝]之
中，活在全體之中。 
        “宗教主要在何處找到? 在人與世界活生生的接觸成形爲感受之
處。真正有宗教感的人能夠包容對此種感受的不同表達，即便表達
者遲疑不決地采用了無神論的形式。在他們看來，情感之中無神性
的直接存在，總是較這種遲疑不決的表達方式更無宗教感。堅持唯
一特定之神性概念爲真，是遠有悖於宗教精神的。”

 
        席勒與施萊爾馬赫對拉爾夫-華多-愛默生的影響之深在後者的作品中顯而易見。我們
時常聽說愛默生曾受東方宗教的影響，實際上他的佛教與印度教涉讀，只是爲他早年學習
歐洲浪漫主義的心得提供了印證的章節與文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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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過去帶入千眼的當下，常住於新的一天。偉大的靈魂絕不受
常規的局限。天才、美德、生命的精髓，存在於所謂的自發或直覺
之中。每個人深知，他的被動感受值得全然的信賴。” 
        “世界缺少團結，其因在人自身的不和諧……我們生活在斷續、
分離、零散與破碎之中。同時，人的內心卻有著”完整”的靈魂、睿
智的沈默、萬物的美感，每一個部分與之均等相通，這便是永恒的
合一 [the eternal One]。我們存在於這個深刻的力量中，我們皆有它
的祝福，它不僅時時刻刻自足完美，而且見與所見、觀者與場景，
交融爲一體。”

 
        浪漫主義者與超經驗主義者的作品目前在文學與神學課堂之外傳閱不多。他們的思想
繼續活躍於大衆文化，主要原因是爲心理學吸收，以一套既更爲科學、又易於大衆理解的
語彙加以表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轉譯者即是威廉-詹姆斯，他在一個世紀前的1902年以
《宗教經驗種種》一書的出版，爲宗教心理學奠定了當今的模式。詹姆斯的宗教同情跨越
了西方文化，不僅延至佛教與印度教，甚至超越當時公認的宗教，包容了十九世紀版的新
時代運動——心靈成長運動 [mental culture movement]。對多元性的興趣使他具有驚人的後
現代性。 
        盡管如此，詹姆斯仍然受當時活躍的思想潮流影響，這體現在他把大量素材轉化爲宗
教心理學科的方式上。盡管他以科學家的身份發言，與其思想淵源至深的卻是浪漫主義。 
        與浪漫主義者一脈相承，他主張宗教體驗的功能，是爲了對治“分裂的自我”之感，塑
造一個較爲健全與適應社會的本體自我。不過爲具科學性起見，宗教心理學對宗教體驗內
容之真僞，不可持肯定或否定的立場。例如，不少宗教體驗給人以宇宙合一的強烈信念，
科學的觀察家固應接受合一的感受爲事實，但不應以之爲宇宙合一的實證，反之，他們應
當判斷每一種體驗對人格的影響。多少世紀以來宗教體驗曾引發諸多相互沖突的真理指
稱，詹姆斯對之並無困擾。在他的看來，不同的個性需要不同的良藥，對治各自的心靈創
傷。 
        詹姆斯取材於循道主義[Methodism]，把一切宗教體驗劃分爲兩類——皈依與成聖——
從浪漫主義角度加以詮解。對循道主義者來說，這兩類體驗關乎靈魂與上帝的關系。皈依
指把靈魂歸置於神的旨意之下，成聖是使靈魂的一切行爲契合神的旨意。把這個分類法應
用於其他宗教時，詹姆斯剔除了涉及上帝的部分，剩下一個更具浪漫主義傾向的定義: 皈
依指人格的統一; 成聖代表該統一持續地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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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詹姆斯在判斷這兩類體驗的世間效應時，也以浪漫主義者爲樣板。當皈依的體
驗促進健康的成聖時——即在混亂沖突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人格的完整，成爲人類社會有道
德感與責任感的成員——它便是健康的。用心理學術語來說，詹姆斯視皈依爲通常在青少
年時期經曆的心理突破的極端範例。他同意浪漫主義者，認爲人格的完善不應視爲必達目
標，而應作爲一個終生努力的過程。 
        繼詹姆斯之後的宗教心理學家們設計了一套更具科學性的語彙來分析素材。不過，他
們仍保留了由詹姆斯引入該領域的不少浪漫主義觀念。 
        例如，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中， 卡爾-榮格同意，宗教之適宜功效在於治療人格
的分裂，不過他觀察到，基本人格的兩極分裂普遍存在: 一方面是狹隘、畏懼的自我，另
一方面是較爲明智、開放的潛意識。因此，他視宗教爲心理療法的原型。實際上，他對心
理健康的定義較詹姆斯更接近於浪漫主義。榮格援引席勒關於人類在遊戲時最有人性的斷
言，把培養自發性與靈活性既作爲人格統合的方式，也作爲健康的人格在一生中內在外在
永無休止的完善過程的表達。 
        榮格有別於詹姆斯之處在於，他認爲完美的人格超越了道德准則的生硬約束。盡管榮
格本人不曾使用“負面接受力” [negative capability] 一詞，他對濟慈提出的這種能力甚爲欣
賞，即，能夠自在地面對不確定與奧秘，不試圖強求有封閉性的確定感。因此，榮格建議
借鑒宗教之中任何有助於人格完善的教導，同時，擯棄任何壓抑完美人格之自發性的教
義。 
        亞伯拉罕-馬斯洛爲美國“超個人心理學”之父，他在《宗教、價值觀與高峰體驗》
(1970)中，把宗教體驗劃分爲同於詹姆斯的兩類。不過，試圖脫離任何特定的傳統，他把
兩類体驗依時間軸上的展開圖型命名爲高峰體驗[peak-experiences]與高原體驗[plateau-
experiences]，如今它們已屬常用語彙。高峰體驗的認同與合一感較爲短暫，不僅來自宗教
領域，也可來自體育、性愛與藝術。高原體驗的心物一元感更趨穩定、且遠爲持久。 
        馬斯洛認爲高峰體驗的傳統釋義之不可取在於，它與文化背景重疊，使體驗的本質含
糊不明。他假定一切高峰體驗無論其原因背景如何，基本上等同，故將其還原爲共有的心
理特征，例如完整感、超越二分法、遊戲性、輕松感。他發現如此還原後，若非轉換爲高
原體驗，這些心理特征便無持久價值。爲具持久性，他認爲有必要以心理治療助其完善: 
把這些心理素質的培養，納入咨訊與教育體系之中，實現人在智力、體力、社交與性方面
的全部潛力——在一個視人生百態皆爲神聖，高原體驗習以爲常的社會裏。 
        這三位宗教心理學者雖各有異，浪漫主義宗教觀卻因有他們加蓋的科學圖章得以繼續
活躍於西方。透過他們的影響，塑造了人本主義心理學，並且——透過人本主義心理學
——塑造了不少美國人帶入佛法的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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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我們把這些先見與原始佛法原理作比較時會發現，其中存在著根本差異。兩
者的反差在靈性生活的三個中心問題上尤其突出: 何爲宗教體驗的精髓? 何爲宗教體驗所對
治的根本痼疾? 何爲治愈之內涵? 
        宗教體驗的本質: 對人本主義心理學，同樣也對浪漫主義來說，宗教體驗是一類直接
感受，非是對客觀真相的發現。基本覺受是一種超越了內在外在一切隔閡的心物合一感。
這些體驗分兩類: 在高峰體驗中，合一感突破了分裂與二元性; 在高原體驗中，從這股合一
感出發，透過修練，塑造出健康的自我感，以之支配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動。 
        然而，早期記載的佛法卻把修練合一感與健康的自我感置於最強烈的宗教體驗之前。
藉由佈施與戒德的修持，長養起健康的自我感。而合一感——無論高峰、高原體驗——可
在世间層次的禪定(原注: 即禪那)中達到，它是正道的一部分，但非修持之目標。終極的宗
教經驗——覺醒——卻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它的描述方式非以感受、而以知見: 善巧把
握貫穿於行動與果報的因果原理，之後親證超越因果、止息諸苦之維度。 
        根本的心靈痼疾: 浪漫主義與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爲，苦的根源在於人格的破碎感，它
不僅制造了內在的界限——在理性與情感之間、身與心之間、自我與陰影之間——也制造
了外在的界限，使我們與人類、自然、整個宇宙相互隔離。然而，佛法教導我們，苦的根
源在於執取，而最基本的執取形式正是自我的認同，無論這個自我感有限無限、靈活靜
止、完整破碎。 
        成功的靈性對治: 浪漫主義與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爲，完美終極的痊愈是永不可及的。
反之， 對治是一個不斷進行的個人完善過程。覺悟者的標志是擁有一個擴大、靈活的自我
感，不受僵化的道德規範所滯礙。在相互連通的背景之下，以自感合理的心念爲主要指
南，他如一位舞者，輕松自若地穿行於人生的角色與韻律之間。對“何爲真我?”之問既已找
到創意性的解答，此後對人生的其它奧秘再無求索之必要。 
        然而，佛法教導的是，徹底覺醒即等於痊愈，開放於超越時空的無緣起維度之時，任
務便完成了。接下來覺悟者的足迹是“不可尋探”的，然而他不可能逾越基本的道德准則。
這樣的人意識到， “何爲真我?”乃構思不當之問; 藉由直觀體驗，他自知死時將從時空中徹
底解脫。         
        兩個傳統逐點比較之下，很明顯——從早期佛教的角度——浪漫主義與人本主義心理
學的靈性修持觀有片面與局限性。這就意味著，佛教浪漫主義循照浪漫主義原理表達佛法
時，它對佛教內涵的觀點亦是片面而局限的。 
        對不少人來說這些局限無關緊要，因爲他們親近佛教浪漫主義的原因與其說關乎曆
史，不如說發自現實。現代社會的隔離症狀之嚴重，遠甚於浪漫主義者當年的所知所聞。
它使我們依賴於越來越多的人，依賴的範圍越來越大，且此種依賴大多隱而不露。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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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來自於商家，不過貨品如何來到店堂、誰負責連續供給，我們對此並無所知。這個錯
綜交織的網絡，在調查記者的追蹤之下，僅從田間到我們手中的成品這串事實本身，讀來
便如一篇曝光文章。舉例來說，我們的絨衣來自烏孜別克斯坦的棉花，在伊朗紡成線，在
南朝鮮織成衣，在肯塔基儲倉——這是一個相互連通的不穩定網絡，對勞工同時也對被廉
價勞力擠出制造網絡的人們來說，其中之苦不可低估。 
        無論對細節了解與否，我們直覺地意識到整個系統制造的割裂與不穩定性，於是我們
當中不少人向往一種完整感。對得益於現代生活隱含之依賴性者來說，需要的是一種對相
互連通之可靠與良性的肯定感——即便未趨良性，亦可藉有效改革令其轉善。他們想聽的
是，自己可以安心信賴相互連通原理，不必懼怕它會轉過來傷害自己，或令自己失望。當
佛教浪漫主義與這等需求相契時，便開啓了提供慰籍的那部分佛法領域之門。心理治療的
工作因此得到擴展，這是何以有如此衆多的心理治療師爲自己、也應病人之需而接受佛法
修持之故，這也是何以其中一些人自身也成爲佛法導師之故。 
        然而，對於佛法中某些挑戰以相通感爲終極幸福之冀望的領域，佛教浪漫主義也助長
門戶的封閉。傳統佛法主張出離與舍棄，理由是，一切相通感在根本上是不穩定的，任何
以之爲基礎的幸福乃是致苦之因。真正的喜樂必須超越這種相互依賴與相互連通，達到無
緣起。作爲答辯，浪漫主義論者以這些教導對宗教體驗或非爲必要、或不足以表達爲由，
貼上二元論的標簽，於是下結論可將其安全忽略。如此一來，便封閉了佛法中意欲解決合
一感達成後余下之苦的根本領域。 
        這道浪漫主義門戶把兩類本可從佛法修持中得大益者拒之門外。 
        1)那些看出相互連通感不能夠止息苦，正在探索根本的止息之道者。 
        2)那些來自不抱幻想、身處劣境的社會群體，對延續此種現代相通性少有利害投資，
對有效的改革或在體系內尋求喜樂已放棄希望者。 
        對這兩類人來說，佛教浪漫主義觀念其樂觀似不實際，其薦策似過輕巧。作爲佛法理
解之門，不如說它朝這些人迎面關起。 
        佛教浪漫主義如同現代生活的諸多産物，其根蒂埋沒已久。我們何以不識其究竟，也
未嘗意會以偏代全之過患，即爲此故。美國社會若非有重大變遷，佛教浪漫主義自當延
存。我們需要的是開啓更多的門戶與窗口，使佛法至今爲浪漫主義所隱晦的一些根本側面
明朗起來。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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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有親友罹病或不久於世，我識得的人士中，當無人勸你寡情處之。人人同意，你應盡慈
悲之心。問題是，如何把慈悲轉爲具體行動，此中少有共識。對某些人來說，慈悲意味著盡可能
延續生命;對另一些人來說，意味著當生存質量低於某個水准時，由輔助自殺或安樂死終結生命。
這兩個群體並不承認對方以慈悲爲懷。前者謂後者有殺生之罪; 後者視前者冷酷無情。 
        對我們這些在兩極間的混沌域界裏摸索的人來說，可靠的指南並不多。我們的文化對疾病與
死亡無思考之意趣，結果是，面對病者與瀕死者，我們一籌莫展。會有人建議你只管順著感覺
走，不過感覺這事有不可靠、易走偏的傾向。有些事感覺對頭，只因它令你舒適，無關乎真正裨
益他人。延長生命的願望，也許掩藏著你對自身死亡的深度恐懼; 終結悲慘的生命，或僅是你不
堪目睹苦難的藉口。即便有人建議以正念爲本，你也許會發現，那些貌似自發的靈感，實際上仍
受制於你的潛在而未經檢驗的生死先見。 
        這就是面對病者與臨終者，何以單一句心存慈悲或正念的薦言是不夠的。我們的慈悲心需要
經受教育: 目睹生死，如何思考自身行爲之後果，我們需要忠告; 借鑒以往悟透此道者如何行事，
我們需要範例。 
        帶著這個想法，我查閱了巴利經典——佛陀教說現存的最早記載——看一看從佛陀的親身典
範中能夠學到什麽。畢竟，佛陀常自喻醫者，稱其法爲對治世間之苦的良藥。在他看來，我們在
某個微妙層次上皆陷於病患或瀕死之態，盡當慈悲以待。不過，這位醫者面對疾病與死亡的血肉
之苦，曾給予何等忠告? 面對生理上的病者與臨終者，又曾如何處之? 
        你或許了解佛陀與阿難尊者遇見一位比丘病臥於汙穢中無人照顧的故事。世尊在洗濯這位弟
子後，召集起衆比丘，呵責他們不該離棄兄弟，並以“凡願瞻視我者，當瞻視病者”之語，大力敦
促弟子效仿其道。他制定戒律，使瞻病者另有僧食，減輕負擔以資鼓勵。然而，佛陀並不贊同醫
學應不惜一切代價延續生命之說。佛制比丘律對拒絕看護病中與臨終同伴者，或在其康複或過世
前棄之而去者，僅罰以小過; 對不采納或中斷某項療法者並無懲戒。因此據比丘律，放棄延長生
命之舉不屬破戒。然而，刻意終止病人性命者，即便出於慈悲動機，亦將被逐出僧團，此生再不
許出家; 因此安樂死或輔助自殺是絕無許可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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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意味著兩者之間的域 界乃是真正的慈悲當施行之地。佛陀對理想護理的定義可資借鑒: 
你有資格照料病者，如果(1)你懂得如何調制藥物;(2)你懂得如何有益於病人的痊愈，揚益祛害;(3)
你的動機出自慈悲而非物質利益;(4)你對清洗屎尿唾嘔等穢物無不適之感;(5)你勝任適時說法。 
        上述五條件之中，巴利經典裏最常討論的是第五項: 如何說法，對病者與臨終者方可謂有益
與慈悲? 如何說法算不得慈悲? 
        此處仍由反例界定正解之域。毗尼律的範例中，有若幹比丘相信死亡勝於悲慘地苟活，於是
建議病人一心求死; 病人依言死去，佛陀將比丘逐出僧團。因此，在佛陀看來，說服病人放松對
生命的執取、放棄求生意志，算不得慈悲。一反勸病人接受死亡，佛陀重視的是助病人領悟苦與
苦滅的洞見。 
        這是因爲，佛陀視生命的每時每刻爲修法並從中得益的機緣。各個修道傳統中普遍存在的一
項原則是，對當下苦痛升起片刻的洞見，遠勝於以瞋心面對當下、轉寄希望於來世。這個原則既
適於命終，也適於生命的任何時刻。實際上，佛陀鼓勵比丘即便健康無恙，也應隨時觀想死亡每
時每刻的潛在迫近，以修持的緊迫感，全然專注於當下。你若學會視每時每刻爲生命的最後一
瞬，當命終時分真正來臨時，必能有備以對。 
        不過，最常見的情形是，病者與臨終者向未生活於精進修持的警寤感之下，對這些人，初步
建議的目標是，掃清任何妨礙從當下學法的情感障礙。巴利經文中提到過兩類障礙: 一爲身後之
憂，二爲怖畏死亡。在一篇感人的經文中，某男子病似將死，其妻慰之: 他過世後，她會養活自
己與子女; 她不再嫁; 她會繼續修習佛法。每個承諾之後，她重複以下疊句:“因此你死時勿需擔
憂。憂患者死得痛苦。世尊告誡不可懷憂而死。”該男子病情意外好轉，雖未痊愈，仍往詣世尊
告以妻之慰語。佛陀評論說，有此明智慈悲之妻何其有幸。 
        至於對死亡的怖畏，佛陀提示說，這類怖畏的主因乃是對以往傷害與酷行的回憶。因此在毗
尼律中，比丘們爲安慰臨終的同伴，常嘱其憶念某個正面事件——譬如他最高的禪定成就——將
心念定駐其中。亞洲佛教國家中與此一脈相承的常見做法是，提醒臨終者此生所修的佈施與戒
行。即便他積聚不了透視當下所必要的正念與警醒，任何有助於緩解憂慮、阻擋恐懼的法義開
示，方爲真正的慈悲之道。 
        不過，佛陀評論說，怖畏死亡另有三個原因: 執取色身、執取感官之樂、對無緣起的涅磐缺
乏直觀洞見。他對病者與臨終者的進一步教導，便著重於如何根除這些怖畏之因。他曾在走訪病
房時教導病中的比丘，臨近死亡時保持正念與警醒。與其心系康複，不若觀照當下所體驗的覺受
——痛受、樂受、不痛不樂受——之動態。譬如，觀察某處痛受時，應專注其無常，接著專注一
切痛受的反複消解。接下來把同樣的專意警覺用於觀察樂受與不痛不樂受。這等專注的穩定性會
帶來一股獨立於感官覺受的自在之意，從這個獨立點出發，可培養對色身與任何覺受的無欲與舍
離。隨著舍離，會升起對法的真正洞見，因其爲不死之法，故將止息對死亡的一切怖畏。 
        另有一次，舍利弗尊者探望佛陀的一位著名護持者——臨終的給孤獨。聞長者病勢沈重，建
議他自我修練:“我不執取眼; 我的意識不依賴於眼。我不執取耳; 我的意識不依賴於耳。”同理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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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根、六塵[直譯爲六類感官媒介與對象]及任何有賴於它們的心理事件。盡管給孤獨未能按舍
利弗的指點升起這類獨立的覺知，他請求把這段教導傳給其他居士，理由是，其中會有人領悟受
益。 
        以上荐言顯然皆成型於佛陀對心智如何影響死亡與重生的教導，不過，這不等於它們僅對自
稱佛教徒者有益。無論宗教信仰爲何，面對明顯的苦痛時，必然重視任何藉觀照痛受減輕苦痛的
教導。有精力跟隨這些步驟時，必願一試。若在精進中證得涅磐，他是不會計較是否當冠以佛教
之名的。 
        這一點可由另一個故事來說明，主人公是舍利弗與一位臨終的婆羅門長者。舍利弗因考慮婆
羅門向往與梵天合一，於是傳此人四梵住——無量的慈悲喜舍之心。遵從這些教導，那位婆羅門
死後重生爲一位梵天。不過，佛陀後來卻責 备舍利弗未教他把定力聚焦於痛受，因他若修習此
道，本可經曆涅磐，毋需重生。 
        這些教導的突出之處在於，佛陀眼中，臨終之法與他傳予常人之法無異。苦因在每一種情形
下是相同的，滅苦之道亦然: 理解苦、棄絕苦因、實現苦的止息、長養止息的心理素質。唯一區
別是，死亡的迫近使傳法既易又難——傳法之易在於，病人無雜務牽累，對了悟與解脫苦的必要
性有切身之見; 難的是，病人身心可能過於衰弱，又因恐懼憂慮，難以把教導付諸實修。不管怎
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死亡的瞬間，佛陀甯可你少耽於情勢的困窘，盡可能關注解脫的契機。
即便在痛苦中瞥得瞬間的洞見，也勝於百年無恙。 
        以我來說，綜觀師長與個人對上述指南的實用，主要經驗有兩條。首先，病中與臨終時從佛
法中得益最大者，是那些不受以往酷行與傷害回憶所困者，以及那些病前已作禪定或靜心修持
者。即便那種修持非屬佛教，他們對佛陀的苦集滅道之說會有直覺的響應，從中得益、減輕苦
痛。此中一課: 只要你懂得自己不免一死，那麽避免酷行、自修禪定、對病痛與死亡有備以對，
實屬良策。正如我的導師阿姜放曾言，你修禪定時，正是在練習死亡——如何維持正念與警醒、
如何忍受痛苦、如何制服雜念、甚至證得涅磐——當死亡迫臨時，你能夠善巧而行。 
        經驗之二是，你若想助他人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也必須棄絕對色身與感官欲樂的執取、避免
酷行、證得涅磐的直觀洞見，藉此克服你自己對死亡的恐懼。隨著怖畏的消解，你對臨終者說法
的成效將大有增長。你會鎮定面對死亡的生理恐怖，與臨終者的需求直接溝通。你的言辭更有份
量，因爲它們來自實證。你的慈悲心所受的教育，非來自書本與感覺，而來自對什麽死、什麽不
死的明確洞見。 
        這兩條經驗歸結爲: 以禪修爲對己對人的慈悲之道，哪怕死亡看似遙遠。如此，臨終時你能
夠減輕護理者的負擔。若有瞻病送終之需時，你的慈悲有真助益，你的說法也更有效。

最近訂正 2-1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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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婆夷清-那那容筆名高選隆[Khao-suan-luang]，可說是二十世紀泰國最傑出的女性佛法導
師。1901年出生於曼谷以西叻丕府一個華商家庭，她在一母所生的五個子女中排行老大，加上繼
母後來所出，則居八子女之首。母親信仰甚篤，從小便教給她晚課、守戒等基本的佛教行持。據
她後來回憶，六歲時目睹母親孕期與分娩時經受的苦難，滿心怖畏厭離，以至於初見那新生兒
——“一個安睡著、頭髮黑黑的紅色小東西”——竟逃家三日之久。她在年歲不大時即立意絕不屈
就在她看來無異於奴役的婚姻生活，個中緣由與這段經歷、加上後來父母離異必經之痛不無關
係。 
        青少年時期，她靠經營小生意贍養年老的父親，餘時專心閱讀佛法，修習禪定。她的禪修卓
有進展，在老父命終那年教他坐禪，居然成效可觀。父親死後，她繼續經商，期待有足夠積蓄後
退隱，餘生全力修行。她的姑母與姑丈在叻丕城外皇苑山 [泰語高選隆.原注] 的叢林附近有一棟
小屋，兩人亦有志於佛教修行，她時常去該處閉關。1945年二戰後生活漸趨正常，她結束生意，
與姑母姑丈遷居山林，三人開始全力禪修。一處廢棄的僧寮原是他們爲自己准備的小小閉關之
地，後來逐漸發展爲女眾禪修中心，至今仍有活力。 
        當時這個閉關之居的生活甚爲節儉，因早期罕有外來資助。不過，即便後來該中心遠近聞
名、頗有建樹之後，同樣的簡樸生活仍保持著，以其益於克服貪欲、驕慢等雜染，又使心有卸重
之樂。在該中心修習的女性皆食素，戒煙草、咖啡、茶葉、檳榔等刺激物。她們每日聚會、誦
經、集體坐禪、討論修行。優婆夷清體力尚健時，會主持一些專門的參修晤談，成員們彙報各自
的修證，之後由她開示其中要點。本書收集的多數談話便是這類聚會的錄音記載。 
        中心成立的早期，親友們在特別的日子裏結伴前來護持並聽優婆夷清說法。她的開示與修持
有高水准的消息傳開後，來訪者越來越多，加入這個團體的女性也越來越多。1950年泰國引進磁
帶錄音後，法友們開始爲她的說法錄音，1956年其中一群人把她的錄音整記印刷成一本小冊子，
免費發行。至60年代中期，以高選隆爲筆名發行的免費佛法文獻——優婆夷清的詩偈與說法——
已勢如潮水。更多的人受吸引前來她的中心，自此確立了她作爲泰國著名的佛法導師(無分男女)
之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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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婆夷清可說是位自學成就者。雖然在青年時代常常拜訪寺院，從中學得禪定入門，她以獨
自修習爲主，從未正式求師。她所受的教育多來自閱讀——巴利經文與當代導師的著作——並以
絕對誠實之心，親自體證，嚴格檢驗。她的後期教導顯示受佛使比丘著作的影響，但將其見解加
以演變，獨具個人風格。 
        她在晚年患白內障終至失明，但仍修行不懈，同時繼續接待有志於佛法的來訪者。她於1978
年去世，身前指定人選，把中心交付一個小組。她的妹子優婆夷宛當時已擔當起中心的主要護持
者與協調者，在優婆夷清過世幾個月後加入該團體，不久成爲負責人，直到1993年去世。如今該
中心再次由集體管理，已發展爲可容納60人長住的修行團體。 
        近來有關女性在佛教中的作用論著甚豐，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優婆夷清雖在個人修行與爲其
他女性提供修行機會方面卓有成就，有關泰國佛教女性的社會歷史類書籍中卻未提她的名字與她
所創建的團體。這就說明，作爲修道的佛教與作爲社會歷史現象的主流佛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
的，我們在討論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問題時，有必要記住這個區別。 
        一項又一項的研究表明，主流佛教，無論居士僧侶，在所傳入的各類社會中流變適應——如
此徹底，以至於在某些情形下，原始教義已被完全扭曲。從佛教傳統最早的幾個世紀起直到現
代，一些群體既受佛陀教導的感化，同時又寧可改造那些教導以方便一己之需、而非以教導爲標
准改造自身，於是創造出所謂的“品牌佛教”。這就解釋了當我們在比較各類佛教——譬如日本佛
教、西藏佛教、泰國佛教等時所發現的大幅度差異，同時也解釋了何以不同國家的眾多佛門女性
屈就於多樣的社會角色。 
        不過，真正的佛教修證，即便在名義上的佛教社會中，歷來是逆世間觀念而行的。無論何
地，社會的主要目標是爲了自身的延續。其世間價值的設計，乃是以維持其成員在持續的經濟中
直接間接地有用與多產爲本。多數宗教透過強調利他主義爲其最高的宗教情操，允許自身爲這些
價值觀念本土化[domesticated]，主流佛教亦無例外。所傳之處，本土化的結果是，絕大多數僧侶
與居士投身於形式不一的社會服務，以博愛與事奉他人的成功度，衡量個人的靈性價值。 
        然而，佛陀指出的實修並未賦予利他主義以如此之高的價值。實際上，他對那些專爲個人的
靈性福利而修持者的贊揚，勝於對那些爲他人犧牲個人靈性福利者(增支部4.95)——這一教導是
主流佛教特別是大乘傳統中的主流佛教傾向於抑制的。修行的真道在於尋求出世之樂，一種內心
獨有、徹底超越世間、不一定以任何社會功利形式表達的不滅之樂[undying happiness]。成就此道
者或有擔教，或有不教。擔教者被認爲高於不教者，然而那些不擔教者，又被稱高於自身尚未有
成即演教宏化者。因此個人修道所成，非其社會功能，方爲衡量個人價值的真正標准。  
        主流佛教，以其易被本土化之程度，常與佛教的真修實證背道而馳。女性對此的感觸主要在
於，她們沒有與男性均等的出家機會，面對現存的機會，又多受阻撓。比丘尼僧伽傳統由佛陀創
立，上座部承傳近千年前因戰事與饑饉而遭中斷，佛陀對其復興並未提供機制。(同理於比丘僧
伽的承傳。萬一中斷，也是無可恢復的。)因此在上座部佛教國家中女性僅有的出家機會是成爲
八戒女或十戒女[指離家梵行的女居士，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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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類持戒女無正式組織，她們的地位與修行機會因地點不同，差異頗大。在泰國，最有
利的地區是叻丕府與鄰界的佛丕府——或許是受當地孟族文化的影響——傳統上長期存在一些深
受尊敬的獨立女庵。不過即便在那裏，教育質量隨庵不同也有大幅度差異。不少女性寧可選擇附
屬於[男]寺院的持戒女團體，這也是泰國其它地區的基本模式。 
        寺院爲持戒女提供的機會，就修行的自由時間與教學質量而言，也同樣因地而異。對附屬於
寺院的持戒女團體來說，一個主要的過患是，持戒女的地位明顯地處於男僧之下，不過在好一些
的寺院裏，這種情形因重視佛陀對座次的教言而有所改善: 這僅是爲僧團決策過程的次第連貫性
而設計的社團規範，座次並不意味著個人的價值，因此這種排列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持性別歧視態度的比丘固然是存在的，他們把男性處境的優越誤解爲男性性別的優越，不過
所幸的是，持戒女無須起誓服從，若發現氣氛壓抑，可自由轉換團體。在較好的寺院裏，修持精
深的持戒女得到住持的公開同意，可以攝受大批個人弟子。例如當前曼谷最活躍的佛法導師中有
一位名爲阿瑪若-瑪立拉的女性，放棄醫師生涯，加入了一個附屬於泰國東北禪修寺院的持戒女
團體。經過幾年的修習，經寺院住持的支持，她開始擔教，如今出版的書籍數量可觀。不過，這
樣的個人實屬罕見，不少持戒女發現自己淪爲獨身主婦[意謂忙於寺院雜務，譯注]——在她們看來
雖比實際的家庭主婦自由得多，仍遠不能滿足全力修道之願。 
        盡管泰國女性的禪修機會遠非理想，也應注意到，主流佛教對男眾修行亦多有障礙。出家之
門對男性雖敞開無阻，比丘們發現自己很少受到鼓勵，全力投身禪修。村居寺院的比丘長期以來
被敦促學醫，以便擔當起村內郎中之職，或者被鼓勵研究占星術，以便爲村人卜相算命。這兩項
活動雖受戒律禁止，卻極受居家人歡迎——以至於直到近前，一位村居比丘若非承擔兩者其一，
則不免被視爲逃避職責。城市學院僧們長期以來被告知，涅槃之路已不復存在，全力修行無異於
浪費時間，把主要精力投入行政職務，餘時略習禪定，方爲最有收獲的僧侶生涯。 
        除此之外，父母們雖從小鼓勵其子短期出家，然而當他們加入僧團後一旦流露出放棄家業、
永爲僧侶的意向時，常轉而施壓，令其還俗。即便是樂見其子永久爲僧的家庭，也常勸他們放棄
林居修行的艱苦生活。 
        在某些情形下，主流佛教之狀態對修證的障礙已如此顯著，人們開始嘗試體制改革。在上座
部傳統中，這類改革僅在高階比丘得到在位政治力量的支持，從上到下引進時方見成功。這個模
式的經典範例爲第一次集結，這是在佛陀入滅的第一年內，爲把世尊的教導標准化以便記誦傳
世，由王權護持，專門召集的聚會。在君主專制政體下，這類模式的改革可以做得相當徹底，有
時簡直是鐵面無情。不過近代這種改革在範圍上有限得多，並且只在以下情形下取得一定成效，
即: 倡導時不以強制，而以增進機緣爲形式——例如，提供更可靠的經文版本、改進教育水准與
設施、支持戒律的嚴格持守等。當然，無論這類改革如何實施，它們只限於外相，因涅槃的證悟
非法令所能飭知。 
        泰國持戒女協會爲這類改革運動的一個現代實例，它在泰國王后與全國高階僧侶的主持下成
立，目的是爲全國的持戒女提供一個組織架構。它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爲少數女眾提供了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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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機會，然而它的建會目的並未達到。協會負責人員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持戒女，我個人了解
的持戒女當中多數卻回避入會，因爲她們不覺得協會的領導本人值得敬仰，也因爲在她們看來，
入會並無顯見之得，卻犧牲了個人的獨立性。這個觀點也許源自於泰國邊遠地區人們的常見態度:
與中央官僚權力機構的接觸越少越好。 
        至於從下至上引入的衝突式改革，它們從未受到上座部傳統的認可，在上座部佛教史上也從
未記載過成功之例。經典中僅有一次提到這類改革，那就是提婆達多分裂僧團事件，起因與加嚴
某些戒律標准的改革要求有關。經典中對他這項嘗試的記載，采用了如此強烈的負面措辭，以至
於該事件在上座部心態中記憶猶新，使得絕大多數佛教徒不願提倡衝突式改革，無論看上去何等
合理。這也是有道理的: 任何需要以衝突方式迫使他人接受一己之見的人，不可避免地喪失了無
欲、謙遜、不與人糾纏、淡泊知足、退隱等素質——這正是佛陀制定的、衡量某個動議與其倡導
者是否如法的標准。 

        此外，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人們爲政治動機作幌而推行宗教改革，當他們的野心受挫時，
便拋棄其追隨者使之無所依恃。即便某些事例中的對抗型改革者本質上似有利他之心，他/她總傾
向於誇大該項改革的社會效益以贏得支持，因此就損傷了這項改革與實修的關係。此類事件的經
驗使上座部佛教徒對衝突性的改革總體上持謹慎態度。 
        因此，既然體制改革的機會有限，對那些爲數不多、不惜脫離主流佛教決意修行的男女來
說，唯一所剩的途徑，便是追隨佛陀本人的足跡，走上一條可稱爲個人或者說獨立的改革之路: 
放棄社會流行的價值觀，獨自出走，忍受社會的非難與邊緣地帶的艱苦生活，尋找任何生活與行
持於主流價值之外的可靠的禪定導師。若無這等導師，專意求道之士則必須單人匹馬地修練，盡
己所能恪守經文之教——這是爲了防止被自身的雜染引上歧路——從根本上依止佛、法、僧。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頗具常識性智慧。但凡只肯在物質資糧、地位與贊譽——佛陀稱之
爲世間誘餌——有保障的條件下修道者，多半是不能夠付出修證本身所要求的奉獻與自律的。 
        因此，從修證角度上講，主流佛教所起的功能是激勵真正專意求道者離開主流、走進叢林，
那裏是佛教的發源地。至於那些寧願居於社會者，主流佛教滿足了他們的社會與宗教需要，同時
使他們對那些出世求道者，傾向於有某種敬畏與尊重之感，非單以迷失者視之。 
        這就意味著真正的佛教修證，歷來徘徊於社會與歷史的邊緣——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教
史歷來徘徊於修證的邊緣。查看佛陀第一代弟子之後的歷史記載，我們發現只有少數幾則修行僧
尼的軼聞。載入史冊的僧侶唯有學問僧、爭議事件的參與者、以及傳教僧。當前有人把尼眾[在
佛教史上]的默默無聞視爲第一代弟子之後傑出的比丘尼師不復存在的證據。然而，印度山奇上
座部佛塔上的銘文所羅列的主要捐資者當中有一些比丘尼的名字，這僅在該尼師擁有大批弟子信
眾的[Sanci,現存最早的佛寺遺址,其中最早的佛塔由阿育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譯注]情形下才有可能。
因此可以公平地認爲，著名比丘尼導師固然存在，然而她們專意修行，不事學術，並且——亦如
專意修行的比丘——由於禪定上的成就乃是史家無從評判之事，她們的名字與言教在歷史記載中
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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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原典到現代的這段時間裏，對於某個特定年代中男女的修行機緣，我們只能作一番
推測。盡管如此，根據對泰國狀況的考察——在它受西方顯著影響之前——可能存在著以下動
態: 禪修傳統傾向於維持至多兩三代，它們起始於甘願忍受開拓佛法修行道之艱辛的魅力型先
驅。由於精進成果的正確性需要多年的檢驗——並非所有的開拓者皆已滅盡愚癡與不誠實——他
們的角色要求具有偉大的獻身精神。實際上，大規模的護持若來之過早，可能使該運動流產。假
如時間證明，先驅者們的確忠實體現了正道修行，那麼隨其教導與修持之名聲的傳播，會開始吸
引弟子與護持者。有了護持，艱苦不再迫人;生活輕松起來，修持也隨之松懈，一兩代之內便衰退
到不再激發護持的地步，最終該傳統，連同開創者言教之記憶，一並消失。 
        在某些情形下，這類傳統在消失前，其榜樣可能形成一股影響力，促進廣泛變革，主流宗教
在慚愧與激勵之下，至少暫時對真修實證轉持正面態度。其它情形下，修行傳統只影響一個有限
的圈子，之後無波而止。當然對受益者來說，歷史影響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即便僅有一人得益，
證得涅槃之法，該傳統便成功了。 
        當前在泰國，我們正目睹這個過程以數條線索展開，主要不同之處在於，現代媒體爲我們提
供了各修行傳統中多位導師的說法與行持記錄。在僧伽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修行傳統乃是由兩位農
家之子阿姜索-堪塔西羅與阿姜曼-布裏達陀於上世紀末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下確立的林居傳統，當
時泰國的中央官僚集權正積極地壓制任何政治與宗教上的獨立運動。我們手中無阿姜索說法的直
接記錄，僅有一兩本阿姜曼的開示小冊子，但卻有著兩人承傳弟子成卷成冊的教導。女眾當中主
要有優婆夷清的修行傳統。盡管她本人已去世，該中心的女眾每夜聆聽她的錄音，繼續免費印發
她的開示，使她的言教活躍於世。 
        這兩個傳統皆有其脆弱性: 林居傳統正因其盛名，示現出不久可能趨向消失之相，高選隆中
心的女眾們則面臨著魅力型領導去世後禪修水准能維持多久的問題。此外，大眾媒體的出現——
特別是電視的出現，傾向於使形象比內涵更具影響，使性格較品格更顯份量——必然改變佛教主
流與佛教修道的動態，其趨勢不盡樂觀。雖如此，這兩個傳統至少都保存了一份記載——其中一
部分以本書形式體現——既可激勵後代，也啟示我們，無論何樣的品牌佛教把握主流，不可避免
地引向歧途，佛教修證之道仍可被任何男女行者重新開啟。 
(本文爲英譯優婆夷清的開示集前言) 

最近訂正 11-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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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正見 
(節譯自《以善巧業爲依止》)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Right View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1 坦尼沙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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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權聲明。 

正见的教导 
        經文告訴我們，佛陀覺醒後，在頭七周裏體驗著那種喜樂與自由。接著決定把證得該喜樂的
途徑傳給他人。他的教導以引生自覺醒體驗的三種智爲根本。由於他對業與離業道的分析之中，
正見居核心位置，他的教導特別著重於三智洞穿過程中所得的兩種正見: 一種形式來自第二智，
它趣向良好的重生; 一種形式來自第三智，它導致永遠斷 離生死輪回。 
        佛陀把第一種正見層次稱爲世俗正見。他用以下句子表達: 
 

有佈施、有供養、有奉獻。善業惡業有果有報。有此世來世、有父母、有自行輪

回的衆生; 有僧侶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
MN117(中部) 

 
        這段文字意謂: 佈施是有福德的; 善與惡的道德品質爲宇宙本身固有，非僅爲社會俗定; 死後
生命續存; 人對父母真正有道義上的債務; 有出家人端正修行，對這些事已證得真正的直覺智。這
些信念構成了奉行善巧業道的最低先決條件，它們將引生輪回中的喜樂果報。因此可以說，這是
以重生於喜樂境界爲目的的正見。 
        佛陀把他稱爲出世正見的第二種正見層次簡單表達爲: 
 

苦之智、苦因之智、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之智。——DN22(長部) 
 
        換句話說，這個層次的正見由四聖諦之智構成，可稱之爲以徹底脫離輪回爲目的的正見。 
        正如第三智從前兩智引生而出，這第二層次的正見也從前一層次發展而來，其目的假若脫離
了世俗的善惡之業及其善惡果報的背景，是不可理解的。正見的這兩個層次，對業力本質從不同
視角提供了完整、互補的描繪。前一層次的正見視業力爲作用於每個人多少次生命故事的宇宙法
則。第二層次的正見視業力爲作用於即刻當下的法則，觀察的心理框架不帶著我與他、存在與非
存在等類別，種種的故事與宇宙觀，本質上即是在作此種分類。 
        爲了理解這兩個正見層次如何在構建佛陀教導的形式與內容方面相互補充，我們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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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常用的演教模式“次第說法”[anupubbi-katha]，它以善惡業力法則爲開端，藉著佈施、戒德、
天界、過患、出離等主題，逐步上升，以四聖諦主題爲終結。次第說法方式有若幹理由，主要歸
結爲四聖諦過於抽象，與我們似無直接相關性，並且，除非在合適的背景之下看問題，脫離重生
這個目標並無道理。次第說法的作用就是提供這種相關與背景。 
        從正見的第一層次開始，佛陀把善業在兩個主要類別之下描述: 佈施與戒德。這兩個類別共
同延展開來，幾乎可以覆蓋任何一種身、語、意的善行。例如，佈施不僅包括給予物質上的禮
物，而且也包括施予時間、知識、感恩、原宥。戒德以五戒開始——戒殺生、偷盜、不當性事、
說謊、使用醉品，再包括戒五種錯誤的活命方式——販賣奴隸、醉品、毒藥、武器、將被宰殺爲
食的動物，接下來覆蓋了對一切有害行爲的戒離;[十善業道]。因此，從佈施與戒德這兩類來看，
善行意味著戒離有害的行爲[業]、造作有益的行爲[業]。 
        佛陀在描述了善業之後，接著描述它們的酬報，也就是依照業力普遍原則的果報。此處的酬
報既包括在這個世界可見的，也包括下個世界可預期的。佛教經文對來自善業的即刻當下的安甯
感與重生天界带来的精致喜樂，都有著引人入勝的描述。這些描述也寓 含了業力原則的黑暗那一
面: 來自惡行的自然懲罰，同樣既在這個世界、也在下個世界: 在諸層地獄與其它低等重生——如
成爲畜生——再回到這個世界，當他回複爲人態時繼續。 
        然而——因爲有限的業不能提供無限的果報——業的回報，無論好壞，皆非永恒。這一點自
然而然地引向下一主題: 整個輪回重生的過患。在輪回中沒有哪種幸福是永久的，即便是最精致
的天界享樂，當善業耗盡時，也必然終結，他不得不重曆低等域界生存的艱難困苦。業力造作背
後的心極其易變，這說明個體在重生界的軌迹不一定總在上升。實際上，正如佛陀在回憶自己的
宿世時看見，從一生到下一生的軌迹，充滿了漫無目的的上下起伏， 如擲向空中的枝條: 有時這
頭著地、有時那頭、有時中間。這多少次投擲的軌迹之中，所經曆的苦痛難以計量。 
        這些觀想自然地引向說法的下一主題: 出離。既然理解了輪回之中哪怕極致喜樂的瞬逝性，
敏 覺的聽衆即作好准備，贊同放棄对輪回內部任何喜樂 的追求、轉而培育解脫道的主張了。經
文把這個心理准備比喻爲把一塊布洗淨，得以善吸染料。正是這個時候，佛陀帶領聽衆超越世俗
正見，開講出世層次。 
        描述這個次第說法步驟的經文把這一步簡單描述爲:“諸佛特有的教導: 苦、苦因、苦的止息與
止息道”，也就是四聖諦。不過，四聖諦只是經文中教導的相互關聯的三種出世正見之一。它們
是: (1)此/彼依緣性[idappaccayata]; (2)緣起法則[paticcasamuppada]; (3)四聖諦[ariya sacca]。爲了
對佛陀對業力本質的教導得見其完整面貌，我們應當三者都看。 
 
此/彼依緣性 
        最基本的正見形式就是佛陀修持善巧業的過程中發現的因果反饋原理。他稱之爲“此/彼依緣
性”，因爲它以直接呈現於覺知的方式——即內心可指爲“此”、“彼”的事件——來解釋體驗，而不
是以覺知之外的原則。他把這個原則以貌似簡單的公式表達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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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此是，則彼是。 

(2)從此的升起，來彼的升起。 

(3)當此不是，則彼不是。 

(4)從此的止息，來彼的止息。”
 
        此公式的譯解可以有多種方式，只有一種貼切地反映了公式的措辭，同時又反映了經文描述
因果關系具體例子時其方式的複雜與流動性。 那就是把該公式視爲兩重因果律的交互運作。一種
具曆時性[diachronic]，作用於一段時間; 另一種具同步性[synchronic]，作用於單一瞬間。這兩個
原則結合起來構成了一種非線性模式。曆時性原則——以(2)與(4)爲一對——把事件沿時間軸連
接起來; 同步原則——以(1)與(3)爲一對——把對象與當下的事件連接起來。這兩個原則相互交
接，使任一事件受到兩套條件的影響: 來自過去的輸入與來自當下的輸入。 
        盡管每項原則貌似簡單，兩者的相互作用，使後果極其複雜。首先，每一個動作[業]既有即
刻當下的反彈，同時也有延及未來的回報。根據該動作的強度，這些回報或者持續短暫，或者持
續長久。因此，每一個事件所發生的背景，決定於過去長時間範圍內發生之諸事件的效應以及當
下諸動作之效應的總合。這些效應可以相互強化，可以無甚相關地共存，也可以相互消彌。因
此，盡管有可能預測某種類型的動作傾向於給出某種類型的果報——譬如，發自嗔怒的行動將導
致痛苦——但無法預測，該果報將在何時、何地令被感受。 
使該系統更爲複雜的是: 兩種因果律相遇在內心。心藉著它的觀念[見]與動機，使此雙重因果律繼
續活躍。心藉著它的感受力，受由它啓動之諸因的果報的影響。隨著心對自己的行動之果報作出
反應，兩重因果律便構成了自我反饋。這些反應可以構成正反饋，強化原輸入與果報，如同把話
筒放在由它輸入的揚聲器旁邊時發出嘯聲一般。它們也可以構成負反饋，抵消原輸入，譬如恒溫
調節器在室溫過高時把加熱器關閉，又在低溫時開動。因爲這些業的回報可以是即刻性的，心當
即可對它們作出反應，這些反饋循環的運轉，有時會很快失控; 其它時候，它們可以對個人的行
爲提供善巧的控制。例如，某人出於嗔怒而行動，該動作給予他即刻的不適感[現時苦果]，對此
他的反應，可以是進一步發怒，於是制造出滾雪球式的效應。另一方面，他可以領悟到，這種不
適感是由嗔怒造成的，於是馬上試圖停止怒意。不過，有的時候，他過去的行動果報，也許可能
隱蔽當前的不適感，使得他對它根本不作反應。這就意味著，盡管習慣性行動與其果報之間的關
系具有一般的模式，某個特定動作與它的諸果報之間，並無一一對應或一報還一報的既定關系。
反之，果報由該行動的整個背景決定，受它之前、之後的行動[業]，以及當他作此行動或體驗其
果報時的心態的影響。 
        以這種方式，兩重因果律的結合——也就是過去的影響與即刻當下的影響——解釋了因果關
系在即刻體驗層次上的複雜性。不過，兩者的結合也開啓了找到一個系統化的方式、打破該因果
網絡的可能性。假若因與果完全是線性的，那麽宇宙將完全是先驗決定的，對於從因果機制中的
逃脫則無可作爲。假若它們完全是同步的，那麽從一刻到下一刻即毫無相關性，一切事件將是隨
機的; 此網絡可以無緣無故地徹底破壞，又可以自發地重新形成。然而，在這兩個模式的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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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下，人可以從觀察過去的因果模式中學習，再把洞見應用於拆解作用於當下的同樣的因果模
式。假若他的洞見爲真，則可以脫離這些模式獲得自由。這就使藉八聖道培育高等善巧層次之
業，再從業力循環中徹底解脫成爲可能。 
        再者，此/彼依緣性的非線性，解釋了爲什麽高等善巧，在專注即刻當下時，能夠成功地引向
業的終結，是業構成了對整個宇宙的體驗。一切非線性過程皆體現所謂的“尺度不變性”[scale 
invariance] [1]，意謂，某個過程的行爲，在更大與更小尺度上的表現都是相似的。譬如，想了解
某個非線性過程的大型模式，他只需要專注它在更小、更易觀察的尺度上的行爲，就可以看見同
樣模式的運作。就業來說，他只需要在培育高等善巧[禪修]時，專注業在即刻當下的過程，隨著
他從其中的解脫，跨越時空的大範圍問題也將會明朗起來。 
 
緣起法則 
        緣起法則的教導，有助於對這一點提供更詳細的指南，確切地表明業力循環在何處提供入
口，允許更善巧的當下輸入。如此，它既解釋了在培育高等善巧時，專注這個動作的重要性，也
解釋了把正確地專注當下體驗的過程中，以行動[業]爲指南的重要性。 
        緣起法則說明，宇宙在被禪修者直接體驗的觀察背景之下，完全容攝在即刻呈現於覺知的因
素內: 五蘊(色、受、想、行、識)、六處(五種官感加上心)。諸因緣的標准序列如下: 老、病、死
之苦緣於生; 而生緣於有; 如此下推，經過執取、渴求、受、官感接觸、六處、名色(心與身之現
象)、官感意識、心理造作、直到無明。盡管該序列讀來似乎具線性模式，這些詞語的准確定義
表明，它充滿了許多反饋循環。因爲它的非線性，故而在若幹尺度上運作: 譬如“生”，既指有機
體的出生，也指內心一種存在感[有]的出生。  
        在這個序列當中，包含著佛陀對業力與重生的終極分析。譬如，業的系聯[nexus]——執取、
有、生——解釋了生的發生域界。業(它包括在名色的諸因素中)升起五蘊，後者構成了渴求與執
取的對象。一旦執取，就會在三界之任一——欲界、色界、非色界——“來有”。這些界，不僅指
宇宙尺度之存在態的層次，而且指出心理狀態的層次。生與有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入睡與做夢的
過程作比喻。隨著昏沈帶領心與清醒時的現實失去接觸，另一個時空的夢像將在其中顯現。這個
圖像的顯現即稱爲“有”。進入這幅圖像，在其中擔當起一個腳色或身份——的動作，就是“生”。
巴利經典的注疏認爲，正是同樣的過程使得重生在色身壞死後發生。同時，入睡與出生的比喻解
釋了何以從“有”中解脫被稱爲“覺醒”。 
        一旦在某個界出生，名色與意識的系聯解釋了活性有機體在該界內的升起與存活。沒有意
識，心與身之有機體會死去。沒有心與身之有機體，則意識無處著陸與發展。這個系聯也解釋了
能夠引向善巧業的反饋循環。“名”包括了專注、動機、感受、辨識、接觸等亞因子，它們正是業
與果的作用過程中的那些因子。善巧的第一課是，一個行動的精髓是它的動機: 一個以求高等善
巧爲動機的行動所生之果報，將不同於一個以貪、嗔、癡爲動機所生的果報。反過來，動機又受
到對他之處境的專注動作正確與否的影響。專注的動作越少爲癡所迷惑，就將以正確的角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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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思]得越清楚。專注與動機的組合，又決定了該動作的受與色(身體事件)之果報的質量。行動越
善巧，這些果報會越精致。辨識[想]隨著那些果報升起，某些比另一些更適當。專注的動作選擇
去注意哪些，接著反饋入另一輪的行動[業]循環。整個循環之能夠進行，是因爲它的所有因子都
與意識接觸。 
        名、色、與意識的這種相互作用，爲如何終結業的循環本身所具有的苦這個困境，提供了解
答。假若他僅僅試圖透過一個直接的動機來終止循環，那麽這個動機本身就是一件業，因此成爲
循環繼續的因。不過，假若他能夠隨著意識與循環中的諸接觸自然而然地褪離而作觀察，這個雙
重束縛可以解脫。這裏所要求的，非是不動，而是越來越正確地專注業力本身的過程。當他對這
個過程的專注與把握達到完整全面時，就會出現一個稱爲“非造作”[atammayata]的平衡，在其中
業的諸過程與意識的接觸——此時意識仍然具足——自然地脫離。一位現代導師把這個脫離過程
比作果子熟透時自然地脫離果樹。這就是業的循環如何在覺醒的瞬間得以終止。 
        這個分析表明，解脫之最重要的障礙是無明，它使專注不能夠全然辨知。佛陀跟蹤無明這個
升起心理造作過程的元素，發現歸根到底它是對四聖諦的無明: 聖諦的內容、每項聖諦相應的責
任、與對那些責任的掌握。當此無明被徹底克服時，維持循環的渴求無可抓取，因爲它所有的可
能對象都被如實知見——爲苦。無處著陸，渴求消失，輪回即能夠終止。 
 
四聖諦 
        由於正是四聖諦之智終止了無明與渴求，佛陀最經常地以此表達出世正見。這些真諦把業力
分析直接聚焦在苦的問題上: 人們自造生命體驗之敘事，其核心正是這些問題。正如佛陀在第二
智中提到，他的宿世回憶包括了每一生的樂痛體驗，而多數人在回顧自己的生命時，也傾向於注
意這些問題。然而，四聖諦並未簡單地停留在苦的叙事上: 而是從一位學技者求解難題的角度出
發。對於試圖把握高等善巧的禪修者來說，這就意味著，這些真諦不可能藉不參與地旁觀而全
知。只有敏感地參與念住、定力、明辨等善巧功能的培育過程——對影響該過程的諸心理因素的
因果關系獲得實踐性的把握——他才有可能消滅妨礙業力止息的無明。因此，只有通過把善巧培
育到終極程度，才能把輪回帶到某個平衡點，得到消解的果報。 
 
中譯注 
[1]scale invariance,「尺度不變性」爲直譯,意謂: 性質不隨尺度而變。視覺例子可見維基百科中同名條目與
曼德博(Mandelbrot)分形圖。 
本文來自原作者解說三歸依的文集《歸依》之尾篇《以善巧業爲依止》的四節段。文中小號字體爲譯者
加。

相關連接:  
        正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refuge.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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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of going for refuge marks the point where 
one commits oneself to taking the Dhamma, or the 
Buddha's teaching, as the primary guide to one's life. 
To understand why this commitment is called a 
"refuge," it's helpful to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custom.

歸依之舉，標志著一個人作出承諾，把佛法
或者說佛陀的教導作爲自己生活的主要指
南。爲了理解這項承諾何以被稱爲”歸依”，
審視該傳統的曆史淵源是有益的。

In pre-Buddhist India, going for refuge meant 
proclaiming one's allegiance to a patron — a 
powerful person or god — submitting to the patron's 
directives in hopes of receiving protection from 
danger in retur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career, his new followers adopted this 
custom to express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but in the Buddhist context 
this custom took on a new meaning.

在佛教出現之前的印度， “歸依”意味著對某
位保護者——當權者或者神明——宣示忠
誠，服從該保護者的指示，以期換得遠離危
險的安穩庇護。在佛陀傳法生涯的早期，他
的新弟子們沿襲了這個傳統，以表達自己對
佛、法、僧的忠誠，不過在佛教語境之中，
該傳統有其新意。  

Buddhism is not a theistic religion — the Buddha is 
not a god — and so a person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ist sense is not asking for the Buddha 
personally to intervene to provide protection. Still, 
one of the Buddha's central teachings is that human 
life is fraught with dangers — from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 and so the concept of refuge is 
central to the path of practice, in that the practice is 
aimed at gaining release from those dangers. 
Because the mind is the source both of the dangers 
and of release, there is a need for two levels of 
refuge: external refuges, which provide models and 
guidelines so that we can identify which qualities in 
the mind lead to danger and which to release; and 

佛教不是一個奉神的宗教——佛陀不是一位
神祗——因此一個人歸依，在佛教意義上，
並非是請求佛陀親自介入，提供庇護。雖如
此，佛陀的一條核心教導是，人生布滿了危
險——指來自貪、嗔、癡的危險——故此，
歸依的概念對修證之道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因爲修持的目的正是爲了脫離這些危險。由
於心既是危險的來源，又是解脫的來源，我
們需要在兩個層次上歸依: 外在層次的歸依爲
我們提供榜樣與指南，我們得以認清心的哪
些素質引生危險，哪些素質引生解脫; 內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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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refuges, i.e., the qualities leading to release 
that we develop in our own mind in imitation of our 
external models. The internal level is where true 
refuge is found.

次的歸依，則是效仿我們的外在榜樣，在自
己內心培育起來的趨向解脫的素質。這個內
在層次才是歸依的真正實現處。  

Although the tradition of going to refuge is an 
ancient practice, it is still relevant for our own 
practice today, for we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internal dangers that faced people in the Buddha's 
time. We still need the same protection as they. 
When a Buddhist takes refuge, it is essentially an act 
of taking refuge in the doctrine of karma: It's an act 
of submission in that one is committed to living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actions based on skillful 
intentions lead to happiness, while actions based on 
unskillful intentions lead to suffering; it's an act of 
claiming protection in that, by following the 
teaching, one hopes to avoid the misfortunes that 
bad karma engenders. To take refuge in this way 
ultimately means to take refuge in the quality of our 
own intentions, for that's where the essence of karma 
lies.

盡管歸依的傳統古已有之，今日它對我們自
己的修行仍具相關性，因爲我們面臨著與佛
陀時代的人們同樣的內在危險。我們仍然需
要同樣的庇護。當一位佛教徒歸依時，基本
上這是對業力法則的一種歸依: 之所以爲遵
奉，因爲他承諾在人生中遵奉善業[以善巧動
機爲基礎的行爲]趨向幸福，不善業趨向苦痛
的原則。之所以爲庇護，因爲藉著服從教
導，他希望避開惡業招致的不幸。以這種方
式作歸依，終究意味著歸依我們自己的動機
的質量，因爲那就是業的精髓。  

The refuges in Buddhism — both on the internal and 
on the external levels — are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lso known as the Triple Gem. They are 
called gems both because they are valuable and 
because, in ancient times, gems were believed to 
have protective powers. The Triple Gem outdoes 
other gems in this respect because its protective 
powers can be put to the test and can lead further 
than those of any physical gem, all the way to 
absolute freedom from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realm 
of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佛教的歸依——內在、外在兩個層次上——
都是指佛、法、僧，亦稱三寶。之所以被稱
爲寶，既因爲它們有價值，也因爲在古代，
人們相信寶石具有種種護佑力量。三寶於此
處勝於諸寶，因其保護力可被驗證，並且功
效之遠爲礦物寶石所不及，它能把我們一直
帶到徹底脫離老、病、死之不安穩的自由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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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on the external level, refers to 
Siddhattha Gotama, the Indian prince who 
renounced his royal titles and went into the forest, 
meditating until he ultimately gained Awakening.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means, not taking refuge 
in him as a person, but taking refuge in the fact of 
his Awakening: placing trust in the belief that he did 
awaken to the truth, that he did so by developing 
qualities that we too can develop, and that the truths 
to which he awoke provide the best perspective for 
the conduct of our life.

佛陀，在外在層次上，指的是悉達多-喬達
摩，那位舍棄了王族頭銜，進入叢林禪修，
最終證得覺醒的印度王子。歸依佛陀，並非
意味著把他作爲個人而歸依，而是對他的覺
醒的歸依，也就是置信於: 他的確覺悟真相、
他的覺醒是藉著培育我們亦可培育的諸種素
質、他所悟得的真諦爲我們的人生行動提供
了最佳視野。

The Dhamma, on the external level, refers to the 
path of practice the Buddha taught to this followers. 
This, in turn,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words 
of his teachings, the act of putting those teachings 
into practice, and the attainment of Awakening as 
the result of that practice. This three-way division of 
the word "Dhamma" acts as a map showing how to 
take the external refuges and make them internal: 
learning about the teachings, using them to develop 
the qualities that the Buddha himself used to attain 
Awakening, and then realizing the same release 
from danger that he found in the quality of 
Deathlessness that we can touch within.

法， 在外在層次上，指的是佛陀傳給弟子們
的修證之道。它又分爲三層: 他的教言、依此
教言的實修、修成的覺醒體證。對“法”一詞
作此三部區分[1]，如一幅地圖，指明了從外
在歸依出發，將其內在化的轉變方式: 即，學
習教言，把它們應用於培育佛陀本人藉之證
悟的諸種素質，接下來，在由他發現的、我
們亦能從內心觸及的不死素質之中，同樣地
實現解脫，遠離危險。

The word Sangha, on the external level, has two 
senses: conventional and ideal. In its ideal sense, the 
Sangha consists of all people, lay or ordained, who 
have practiced the Dhamma to the point of gaining 
at least a glimpse of the Deathless. In a conventional 
sense, Sangha denotes the communities of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The two meanings overlap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identical. Some members of the ideal 
Sangha are not ordained; some monks and nuns have 
yet to touch the Deathless. All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become 
members of the Buddha's four-fold assembly 
(parisa) of followers: monks, nuns, male lay 
devotees, and female lay devotees. Although there'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all Buddhist followers are 
members of the Sangha, this is not the case. Only 
those who are ordained are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only those who have glimpsed 

僧伽一詞，在外在層次上有常規與理想兩種
意義。在理想意義上，僧伽由所有修練到至
少瞥見不死之法者構成，不論在家、出家。
在常規意義上，僧伽指出家的比丘與比丘尼
組成的團體。這兩種意義有重疊，但不一定
等同。有的理想僧伽的成員並未出家; 有的比
丘與比丘尼尚未觸及不死。所有歸依佛、
法、僧者，皆屬於佛教四衆弟子(parisa)的成
員: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
(女居士)。盡管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爲所有佛教
徒都是僧伽的一分子，其實不然。只有出家
者，才是常規僧伽的成員; 只有已瞥見不死
者，才是理想僧伽的成員。不過，上述兩種
僧伽以外的信衆，作爲佛陀的四衆成員，仍
都是真正的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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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less are members of the ideal Sangha. 
Nevertheless, any followers who don't belong to the 
Sangha in either sense of the word still count as 
genuine Buddhists in that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Buddha's parisa.
When taking refuge in the external Sangha, one 
takes refuge in both senses of the Sangha, but the 
two senses provide different levels of refuge.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has helped keep the teaching 
alive for more than 2,500 years. Without them, we 
would never have learned what the Buddha taught. 
However, not all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are reliable models of behavior. So when 
looking for guidance in the conduct of our lives, we 
must look to the living and recorded examples 
provided by the ideal Sangha. Without their 
example, we would not know (1) that Awakening is 
available to all, and not just to the Buddha; and (2) 
how Awakening expresses itself in real life.

當一個人歸依外在的僧伽時，他歸依的是兩
種意義上的僧伽，但這兩種意義提供了不同
層次的歸依。常規僧伽協助延續著教言的生
命力，長達兩千五百多年。沒有他們，我們
不可能了解佛陀教導的是什麽。然而，並非
常規僧伽的所有成員都是可靠的行爲楷模。
因此，當我們尋找人生的操行指南時，必須
以在世的和記載中的理想僧伽作爲楷模。沒
有他們作出的典範，我們不會了解(1)覺醒不
僅只有佛陀才能成就，而是對人人開放; (2)覺
醒在真實生活中如何體現。

On the internal level,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re the skillful qualities we develop in our 
own minds in imitation of our external models. For 
instance, the Buddha was a person of wisdom, 
purity, and compassion. When we develop wisdom, 
purity, and compassion in our own minds, they form 
our refuge on an internal level. The Buddha tasted 
Awakening by developing conviction, persistence,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When 
we develop these same qualities to the point of 
attaining Awakening too, that Awakening is our 
ultimate refuge. This is the point where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Triple Gem become one: beyond the 
reach of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and thus totally 
secure.

在內在層次上，佛、法、僧是我們效仿外在
的榜樣，在自己的內心培育起來的善巧素
質。譬如，佛陀是一位智慧、清淨、慈悲
者。當我們在自己的內心培育起智慧、清
淨、慈悲時，它們就構成了我們在內在層次
上的歸依。佛陀藉著培育信念，精進、念
住、定力、明辨，嘗得覺悟之果。當我們培
育同樣這些素質、達到同樣的覺醒時，該覺
醒就是我們的終極歸依。就在此處三寶的三
側面合而爲一: 超越了貪、嗔、癡之所及，故
此徹底安穩。

(本文來自原作者解說三歸依的文集《歸依》首篇。)
[1]中譯注:“法”一詞的三部區分,指pariyatti,patipatti,pativedha,即,教理、實踐、證得; 或學法、修法、證
法。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refuge.html 
最近訂正 1-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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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問答選]

坦尼沙羅尊者 
答佛教雜志讀者問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7 坦尼沙羅比丘。免費發
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http://www.
theravadacn.org ， 流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
本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2007年7月，美國佛教雜志《三輪》網絡版的“導師問答欄”請讀者向坦尼沙羅尊者提問，編者把收集到的問題轉給
尊者，請他答複後，在網絡上刊出。筆者征得尊者同意，全文中譯如下: 
 

 
1.TK321問: 從佛教角度看，如何克服抑郁症? 祝福您。TK  
答: 第一步，參與一些益己益人的活動。這樣做，有助於你以一種肯定業力原則[直譯:肯定善行價值的原則]的方式，
與人類重新建立起聯系。舉個好例子: 下決心每天做一件佈施。找那些顯然用得上你的幫助的人作佈施——不管是
金錢上的捐贈，還是時間、知識上的貢獻。一次不需要做很多。一開始你可以著重幫助那些平常接觸不到的人。你
還可以找一位朋友加入你的這項活動，這樣可以幫助你堅持下去，直到看見自己心態開始發生好轉。 
        第二步，去野外停留一段時間，走出你的舊環境，從新的角度省視人生。如前所述，你可以找一位同情你的益
友結伴同行，使你在野外的時間裏思路不致重蹈覆轍。(傳統上，這是比丘或比丘尼們在禅修遭遇障礙時的對治法
門，不過我發現它對在家者的多種抑郁心態也同樣有效。) 
        第三步，等到你的精力與心理專注力開始恢複一些，接下來要學會把抑郁症拆成小零件，分而治之。換句話
說，不把“抑郁”作爲一個沈重的大難題來對待，而是學會識別抑郁發作的具體症狀。這就要求學會觀察症狀的顯現
與消失。一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注意什麽樣的呼吸最有滋養感。隨著你試著維持那股滋養性的呼吸，將會
開始注意到，抑郁的陣發症狀是怎麽來的，又是怎麽消失的，它們是怎麽影響呼吸和體內總的能量感，身體方面的
症狀接下來又怎麽能夠引發一系列的心理症狀。(我曾經有一位患抑郁症的弟子，在抑郁開始發作時，先是在胃部有
一種特別的感覺。他竭力抵制那種感覺，想把它推出體外，然而那樣做，卻使自己十分疲勞。隨著身體的疲勞，心
理症狀成爲主宰。因爲這種交戰極其消耗精力，結果那一天他就會臥床不起。我告訴他，不要抵制那些症狀，而是
試著使呼吸保持一種舒適的節奏，同時讓這些症狀在全身消散開去。他發現，隨著胃部那些不適感的消散，抑郁的
症狀也緩解了。藉著回避硬戰，他沒有讓自己陷入疲勞。逐漸地，這些發作變得不那麽難以應付了。) 
        不管怎樣，要點是，學會如何觀察症狀，又不與之認同。抑郁症與一切有害情緒一樣，你與之認同、指稱爲
我時，它便贏得力量。這意味著，你不僅必須觀察症狀的發生與消失，而且還必須觀察你在這場抑郁症中投入了多
大的自我感。一旦你能夠看見(1)你從抑郁中得到的是什麽;(2)它怎樣不值得你的付出;(3)設想出另類思維方式，質疑
以往構造自我身份的方式，改換方式，構造一個新的、更善巧的自我，也就是，成爲一名觀察者，既能夠與這些症
狀共存，又不爲之壓倒。這裏的關鍵是，不僅觀察症狀，而且觀察給這些症狀增添力量的那些思維假設與思維模
式。這使你能夠質疑那些假設，並且設計出新的思維方式，使你對那些假設的質疑生效。 
        因此這第三步當中，你對抑郁症的內在問題的對治，是從兩方面進行的，既透過身——學習新的、更有滋養性
的呼吸方式，引導體內能量的流動; 又透過心——學習新的、更有滋養性的方式，思考與構造自我感。 
        也祝福你。 

 
2.elizabethg 問: 佛教如何幫助戒除酒精與尼古丁的瘾習?  
答: 瘾習的對治與抑郁症的對治，方式差別不大。因此你不妨參考對TK321提問的答複。 
        禅修——特別是觀呼吸——能使你在身體出現某些症狀、引發酒精或尼古丁的瘾欲時，爲你提供身體舒適感的
替代性渠道，不跟著那些症狀走。它也給心提供一個安居處，讓心得以從那個角度，對推動你屈服舊瘾習的那些症
狀如何升起做觀察。 你可以尋找線索，看某種渴求如何開始、它的發展階段、以及你對舊瘾實際上可以
說“要”或“不要”的那些選擇點。具體地說，這樣的觀察，能讓你質疑“我現在有這種感覺，爲了消除這種感覺，唯一
的辦法是屈服於瘾習”的邏輯。如果你正確地禅修，它會助你在應付這種感覺的另類方式上，增長起素養。這種素
養的一部分來源只在於，你允許自己設想: 其他途徑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你能夠把握它們。瘾習常常由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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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你不能想象另類途徑，或者你不能想象自己能夠采納另類途徑。正確地培育禅修，能夠爲你提供開啓這兩種
可能性的堅實基礎。同時隨著觀呼吸培養起來的這種新素養對你表明，那些另類新途徑當中，有些是真實可行的。 

 
3.raymm問: 佛教對於培養良好的新習慣，放棄舊時的壞習慣?  
答: 我在對TK321與elizabethg的答複中討論了一些基本的原則，因此不妨參閱。在此再講幾條原則: 
        首先，親近持良好習慣者。 
        第二，向這樣的人請教，他們是如何培養那些習慣的。坦率告知自己在戒除陋習時遇到的困難。 
        最後，學會客觀地审察你自己的行爲[業]，注意你的行爲何時有害，何時有益。如果你看見它們有害，不要嚴
責自己，也不要自陷於過度的悔恨與否認中。只是注意自己對其果報感到不樂，因此需要改變那個因。接下來，針
對同樣情形如果再次發生時你將如何思考與行動的問題，設想出另一種方式。把習慣的培養與放棄問題，當成一門
技能來把握。回憶你擅長的任何一門體育或手工技能，觀想當初你是如何對那門技藝精通起來的。接下來，把同樣
的態度，帶入到你的一切行動當中。在中部61當中，佛陀對他的幼子羅喉羅給予了一些忠告。他的教導看似簡單，
如果你堅守這些原則，它們是行之有效的。

 
4.Justinhoneyford問: 佛教如何幫助我徹底戒除大麻，不再犯瘾? 因爲老實說，我現在甯可抽大麻也不願熬著，三年
來我一直嘗試戒除，可一心只想大麻。 
答: 試著不把你自己想成渴求的受害者。反之，試著看你正在做什麽，使這股渴求保持其活力。渴求通常仰仗這樣
一句說詞:“我有如此這般的一組不舒服的身體或心理感受，能夠去掉這種感受的唯一方式，是抽點上好的大麻。”你
看見這種想法升起時，就要試著換一套說詞。 
        首先，把那“一組”感覺拆解開來。它們非得一起來麽? 或者只你是習慣地把它們湊在一起? 試著對每一種感覺分
而治之，它就不那麽咄咄逼人了。  
        善修呼吸禅定，特別是阿姜李所傳授的呼吸禅法，可以使人從中學會單憑著調息，對體內能量流加以調整，在
面對身心的諸多不適感時，就有一個應付它們的支點。掌握這門技能，有助於拆解另一半說詞: 爲了消除那種感
受，唯一的方式是麻痹自己。因爲你已經有了證明，存在另一種幹淨的能量源，那種能源的過患少多了。 
        有時侯，你可能發現自己退回到刺激渴求增生的舊習慣中，特別是當你未保持全副的念住或警覺時。不過，一
旦發現自己這麽做， 就可以用上述辦法連續拆解。那樣，它就不那麽有說服力，你也不那麽感到被牽制了。 

 
5.TK321問: 大家好。有什麽辦法在日常世界中有效地生起耐心?  
答: 首先，確定你不在給當下，增添過去與未來的重負。換句話說，不要一味想這個不可忍受的情形已經持續了
多久 ，也不要推測它還會持續多久。否則，你會使當下沈重不堪，趨向崩潰。 
        因此，只專注你當下面對的事件。此時此刻，你能忍受麽? 
        那樣就把問題引向第二點: 你在專注當下時，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能忍受的地方。那樣，不可忍受的那些側面在
心裏就不會那麽沈重了。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對減輕這個狀況能夠做什麽的問題上——哪怕只做很小的一件事——而
不是放在對那些擋路石的困擾不安上。 
        你做的善事有一天必有善果，哪怕它看起來微不足道，哪怕當下沒有顯示果報，將來必然會有結果——試著對
此培育起信心。 

 
6.b215y問: 我們爲什麽說謊? 故意的謊言，被揭穿的恐懼，繼續欺騙的需要，對真相的回避: 我們爲什麽這麽做? 
答: 因爲有時候我們從說謊中獲得近期利益。未修練的心有一個普遍傾向，那就是，選擇凡是它能找到的權益之
計，也就是寸光之利。 
        正如佛陀所說，智慧不單是一個了解某件事給出的果報將會是善是惡的問題。它更是指一種決策能力: 某件事
即使你不愛做，但自知將引生善果，你能夠說服自己去做。某件事即使你愛做，但自知將引生惡果，你能夠說服自
己不做。 
        當你想擺脫某個不善巧或不健康的陋習時，不能只看它的過患。還必須觀察，直到你看清楚: 自己從中得到的
即刻便利是什麽。假若你看不見那個便利，你不會領悟。如果不領悟，你不能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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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wishes問: 有人告訴我，佛教中沒有神; 又有人告訴我，佛教一直是有神的。許多西方人似乎被那個無神說所吸
引，但這是否是西方人的誤解? 
答: 神祗在早期經文中是有的，但不是作爲崇拜的對象，也不是必須服從的權威。他們與佛教所要解決的真正問
題——如何修心，使之不再造苦——基本上是無關的。 
        早期經文中提到的神祗，範圍之大，從類似於[西方傳說中的]仙人、天使的樹精與天人，一直到自以爲是宇宙締
造者的梵天大神。這些神祗是因爲過去的福德而投生於所在的境界，當他們的福德耗盡時就墜落了。(你過去也可能
是一位神，現在又回來做人了。記得這一點，有助於你對神祗不那麽有敬畏惶然之感。) 
        有時神祗有助益，有時沒有; 有時他們被形容爲多智，有時卻被描述爲無知、虛僞。(有一段經文中提到，一位
女樹精見 到一位比丘從河裏沐浴後上岸，便從樹叢中出來向他求偶。另外一段經文中，一位比丘在視相中看見一位
自稱宇宙締造者的大梵天，便問他色界在何處終止，這位梵天反複說:“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
無所不見、無所不能、全權之尊主、制造者、創造者、主宰者、任命者與統治者、一切已生與來生[有情]之父”。這
位比丘——不同於約伯[譯按:見聖經約伯記]——答 道: 此非我之所問。最後，那位梵天抓著比丘的胳膊，把他拉到
一邊，承認自己不知如何答複，但不想當著崇拜他的下屬之面承認自己的無知，令其失望。) 
        因此，根據早期經文的描寫，諸神祗同我們一樣，並未脫離貪、嗔、癡。這一點上，他們遠不及佛陀與他的阿
羅漢弟子們。早期經典建議我們，禮遇神祗，祝其幸福，這同我們對其它衆生的態度是一樣的。但經典並不建議我
們服從神祗，或者只因爲某個神靈在你面前顯現並主張某種教說，便加以信奉。佛教注重的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能
否帶著對業力原理的適度信心，運用自己的智性。神祗是佛教宇宙風景中的一部分，但他們不一定是聖道的指南。 

 
8.Dharmabum問: 我有一個關於禱告的問題。當我們想要把某人牢記在心，祝願他們得到護佑與安甯時，我們應當
祈禱麽? 我們應當向誰或什麽作禱告?  
答: 佛教——至少是佛陀教導的佛教——沒有任何你對之禱告的對象。然而，佛教的確建議你，應當把把他人包容
在心，祝願他們幸福、安甯。這項願望——特別是心處於高度入定狀態下發願時——力量比你所想象的還要大。它
在世界上制造出更好的氣氛，當你有意識地給他人以良好祝願時，你會發現更容易找到機會，真正地幫助他們。 

 
9.Wondering問: 我想把我的行爲或思維的福德，轉送給另一個人，是否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我怎麽做? 謝謝。 
答: 一般來說，福德的轉移要求: 
        (1)行福德者把一件善業的福德回向給另一人。 
        (2)而另一人，在得知前者的善行時，有贊同之意。  
如果另一人不知道、或者不贊同，該福德就沒有得到轉移。不過，你可以祝福他人，不論他們知道與否，都能夠利
益他們。如果你與另一人的關系，可以讓你不帶尴尬或難堪地告訴他(她): “我昨天禅修了，”或者“我上星期爲慈善
事業捐了一筆款，把福德回向給了你，”那麽盡管告訴他。如果關系不是那樣，你或者可以建議那個人同你一起行
福德事，或者對那人傳佈慈心。 
        只有一種情形，不需要當面轉告，受者自動知道該福德的轉移: 那就是當後者已死亡並往生餓鬼界的情形。回
向給餓鬼的福德，如果他們贊同，據說可以自動收到。這是他們那個境界的食物。該教導來自一部經(增支
部10:177)。其中有一位婆羅門來見佛陀，說自己一直在把福德回向給死去的親戚，他想知道那些福德是否真的送到
了他們那裏。佛陀回答說，如果他們是餓鬼，那麽就收到了。至於被供奉的親戚投生其它域界的情形，他回向的善
意本身，導致他自己的福德的增進。那位婆羅門於是問: 如果我的親戚當中沒有餓鬼呢? 佛陀答: 每一個活人都有餓
鬼親戚。因此，要注意把你所有善業的福德回向給你已故的親朋。 

 
10.Juliana問: 我妹妹對我既嫉妒又競爭。她的孩子們需要我時，我都幫過忙。她比我小十六歲; 我感到自己被當作
了負面母親的投影。她過去敵視我的母親，如今母親年老有病，於是妹妹對她講和了…… 
答: 試著安慰自己，你爲她和她的孩子們所做的善事，從長遠來看，將不會白費。不要讓她態度裏的毒素，毒害你
的態度。 

 
11.fcabitza問: 假定惡行既已造成後，其業力不能夠影響生命。在佛教的道德觀裏，是否存在一種“公平”的概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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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一報還一報、各人受其應得之回報意義上的公平)? 鴿子在老鷹的欺壓下如何保護自己(或者如何回應)?  
答: 我們有時談論業力的公平性，不過業力的運作形式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公平性並不對應。以下稍作解釋。 
        業是動機[意志]。每一時刻體驗的業力由三部分構成: 舊業的果報、當下之業、以及當下之業的果報。這就意
味著，當下並非完全由過去緣定。例如，面對舊日的惡業果報，你可以采取一種善巧的互動方式，那樣做感受的
苦，較之你若以不善巧方式作出回應將可能感受的苦，程度上要緩和。這就是爲什麽，佛陀從未說某人因某個特定
的業而“應得”苦痛。該業必然依其動機的質量生起果報，但是爲了那些果報被體驗到，需要在它們結果的過程中，
與之互動。這就意味著，過去作了壞事的人所受的業報之苦，在程度上不及被他傷害者所受之苦，是有可能的。如
果他或她回心轉意，善修禅定，那麽當那些有害的業開始結果時，這位禅修者的新技能將會減輕該果報的痛苦一
面，甚至有可能把它完全遮去。 
        另一方面，我們一般的公平感所依據的概念是: 整個事件存在著有始有末、情節明確的線索。在那樣的明確限
定之中你可以計算，是誰挑起事端，誰作了數量爲X的善事或惡事，誰做的事多於或少於X，等等。接著你可以作
一個清算。不過，輪回的初始點連佛陀也不能確定，事件的發展，沒有一個明確的起點。誰從他人那裏受了數量爲
X的苦，誰又必須賠償數量爲X的苦，這筆帳你是算不清的。某些業在結生果報，另一些業在結生果報，兩者以某
種方式在互動，就是這麽回事。由於我們在一天當中按照如此繁多的動機在行動——對於這些動機，我們有時完全
清醒、有時只是半醒——因此每個人的業力種子庫當中存儲之業，量巨而質雜。這就是爲什麽佛陀說，你要想追究
業力運作的全部，不免會陷入精神困境。 
        這也是爲什麽，佛教不怎麽以確立公平[伸張正義]爲志業。常常我們所做的糾錯之舉，本身亦不正確。因此，與
其試圖糾錯，不如你盡量做對——以盡量無傷害的形式——並且盡量防止錯事的發生。 
        至於被老鷹攻擊的鴿子問題，佛陀允許比丘們在受威脅時，爲了自衛可以還擊，但是他忠告說，不要屈服於
嗔怒，不要對威脅者升起惡意。最重要的是，他們回擊時不應帶著殺心。同樣原則也適用於居士。這就意味著，你
可以保護自己——只要你不破壞殺生、偷盜等戒律、只要你能夠保持心智清醒，把注意力放在終止他人的不善巧行
爲上，而不是放在報複上。做起來必須十分小心，但是隨著修練，並非是我們人類所不可及的。 
        重要的是必須記得: 如果你能夠想到的打敗老鷹的唯一辦法是破戒，那麽就讓他們贏得那一場戰役。如法句經
所說，戰勝千人，不若戰勝自己。 

 
12.mark問: 感謝您藉著寫作與開示提供的教導。我是一名癌症科醫生，正在試圖理解: 如何把業力的教導應用於疾
病的苦痛? 兒童晚期癌症的痛苦，如何與過去的動機相關?  
答: 事情並非是，各人有一份業力的單本帳目，我們看人時，看見的是他們過去所有善業惡業的總帳。而是，我們
應當把每一件舊業看成一粒種子，並且記得人人都有一個巨大的種子庫。有些種子發芽快，有些長久隨眠。同時，
每個人隨著每一個有動機的行動，又在繼續制造新的種子。任何一個時刻我們看到的，只是那些當下正在發芽與結
果的種子。我們不了解那個果報會持續多久，是否還會有與之相克的其它種子正等著壓倒我們當下所見的種子。  
        就疾病來說，這意味著，疾病的痛苦是那些正在異熟結果的舊業與現業的種子的總和。該種痛苦可能很快終
止，也可能長久持續。我們並無先見。我們不能說，此人活該痛苦，因爲，在他或她的種子庫裏，可能有許多尚未
發芽的善業種子。我們自己的種子庫或許也儲存著種種尚未發芽的怪異種子，因此即使我們現在沒有痛苦，也不能
藉著業力原理，判斷自己高於正在受苦的人。這只是某個時刻誰的種子碰巧發芽的問題。 
        佛陀在討論自己的導師角色時，曾經以醫生自比，他面臨的疾病有三類: 一類病不用藥物亦將消退，一類病用
藥亦不能消退，還有一類病惟用醫藥方見消退。如他所說，面臨某個疾病時，醫生無法了解它屬於哪一類，因此必
須把它們都當作第三類加以治療。換句話說，你必須假定此人有帶來該疾病之痛苦的業——或許是前世的業——
然而，它也許是即將終結的弱業，另一個在適當治療下允許此病消退的種子即將取而代之。 
        因此作爲一名醫生，你應當視每一個病例有痊愈潛力，加以治療，哪怕那些明顯是晚期的病例。盡量使痛苦保
持最低，因爲患病不意味著那個人“應得”痛苦(見對fcabitza的答複)。你自己要造善業，使得你將來萬一處在同樣情
形下時，也能找到一位明智而有同情心的醫生爲你治療。

 
13.DrJonno問: 對待囚犯，您的立場是什麽? 最惡的人，難道也有一粒善種麽? 這又如何影響您對死刑等方面的思考?  
答: 有關業力的教導表明，在每一個時刻我們都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動機。這就意味著——潛在地——任何人都可以
從他/她的錯誤中學習，作出改變自己行爲[業]的決定。 
        如何對待囚犯，可以從佛陀對僧伽成員設置的罰過方式中找到相應的態度。這些方式包括: 批評、卸職、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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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與整個僧伽隔離等。每一種情形下，處罰的目的都是爲了讓違犯者改過，而不是爲了報複。換言之，我們希
望被處罰的人學會改正自己的行爲。我們不是要讓他爲自己的錯事作出“償還”。然而，佛陀也知道有些人尚未准備
好改過自新。這種情形下，他們被隔離出僧伽，一直等到能夠吸取教訓爲止，這樣他們不會傷害僧伽的其他成員，
把後者拖入其妄見之中。與囚禁對應的，是那些實在不肯悔改的人，那些人需要被關到不能傷害他人的地方。 
        至於死刑，故意殺人(或任何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沒有藉口的。殺死一個人，就切斷了此人改邪歸正的一
切可能的機會。 

 
14.Cassandra問: 如果對輪回重生持懷疑態度，是否仍可以視自己爲佛教徒?  
答: 要看你是什麽樣的懷疑論者。如果你心裏對輪回重生之說徹底關閉，認爲那件事絕對不可能，那麽就佛教當中
你信奉的那部分，你可以視自己爲佛教的同情者。如果你開明地認爲輪回重生有可能成立，但自己還不確定，那麽
你可以視自己爲佛教團體的成員。 
        順便說一下，對於輪回重生，佛陀從未給出過經驗性證明。他只給出了一個務實性證明: 把輪回作爲工作假
設，來做一項實驗。你在作日常選擇時，把輪回當作實有，在這個背景下作選擇。看一看，這個實驗促使你培養
的意、語、行是善是惡，養成的心理素質是善是惡。負責任的懷疑論——指對事情不確定、但願意化工夫了解其真
相的那種——應當願意試一下那個實驗。

 
15.fcabitza問: 西方式的佛法(指更多懷疑論成分、以禅修爲中心、較少側重儀軌與上師)，是否有可能? 從東方角
度看，常以之爲不如法。什麽時候會有一乘，擁有足夠的生命力，助禅修者滅苦?  
答: 正如不存在一種純粹泰國式或中國式的佛法，對於是否會有一種純粹西方式的佛法，我表示懷疑。例如，泰系
佛教當中就有廣泛多樣的修法。我選擇林居傳統是因爲，與其它形式的泰國佛教相比，它的絕大部分行持就是禅
修，儀軌形式較少。(就上座部總體來說，不存在傳心印/灌頂[Dharma transmission]的傳統，這意味著它不以上師爲
中心，這一點與藏傳或禅宗教派中可見的形式不同。) 因此，你所主張的西方式佛教的特色，在一些亞洲佛教傳統
中本來就存在著，并且已顯示其有效性。 
        你的主張當中未受檢驗的，是懷疑論那部分。“懷疑論者的佛教” [Agnostic Buddhism]這個詞實際上是一個悖
論，因爲“佛陀”的意思之一是“覺悟者”。佛陀覺悟了什麽? 他覺悟了因果律，也就是動機[意志]在造作體驗當中的作
用——簡單說，即是業力原理。你若想從修持中獲得最大利益，那麽在修持早期、初嘗覺醒之前，必須把這項原理
作爲工作假設。業力原理解釋了修心的理由——動機[業]來自心，因果律確定了動機的可訓練性——並且，它讓你
把注意力集中在動機本身，也就是作爲修練焦點的心元素。不把這些原理當成工作假設来接受，你的禅修很容易被
雜 念帶偏。 
        接受業力教導的基本假設，以之爲信念，並沒有什麽真正難點，也沒有什麽反西方之處，因爲接受這些假設所
需的信念，並非是公然違背邏輯推理的那種。它們完全合乎情理，不過除非加以檢驗，你並不真正了解它們。所謂
業是真實的，我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我們的行爲必有其果報，那些果報由行爲所包含的動機所決定，我們可以從
過去的錯誤中學習，使自己的行爲更趨善巧: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生活中多多少少遵循的原則。佛陀只不過建議我
們在一切意、語、行當中一貫奉行而已。對這個原理的信念要求你承擔責任，同時也 賦予你改變人生軌迹的力量
——這股力量可以一直把你帶到苦的終結。 
        具有西方特色的佛法途徑將會逐漸發展出來，其中一些將行之有效，這一點我不懷疑。不過，懷疑論者的那部
分——特別是不願一試上文中我對Cassandra建議的實驗的那種懷疑論——是走不了多遠的。 

 
16.diheaberlin問:我如何與一位導師確立師生關系? 是否直接問他願意做我的導師嗎?  
答: 首先，你對這位導師要有充分了解，確信他/她體現了四種素質: 信念、佈施、戒德、明辨。這就要求你仔細觀察
他的行動，你自己也努力培育這些素質。同時，把他/她的教導付諸實修，看看得到什麽果報。如果遇到困難，就去
問他。要注意他對認真的提問如何答複，因爲這是對一位良師的重要檢驗。一旦你得到解答， 就把它用於實修。再
遇到困難，回去再問新的問題。只要你覺得這樣的關系對你有助益，就繼續下去。那樣，你不需要問，就已經確立
了師生關系，假若後來發現出了錯，也可以以最少的責難終結這個關系。 
        還有，對那些在你還未充分了解他們之前堅持要你作出終身承諾的導師，要謹慎。 (相關連接: 經文選讀——如
何判斷導師)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Q&A2.htm (5 of 10) [12/31/2010 10:40:35 PM]



答問-坦尼沙羅尊者

 
17.stefan問: 禅修會使我成爲更好的人嗎? 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爲我讀到，在亞洲，居家人禅修是很少見的。  
答: 你這裏涉及了三個問題。 
        第一:“亞洲佛教居家弟子是否禅修?” 這取決於你所說的是哪一種佛教。在上座部國家中，認真的佛教居士都作
禅修。至於絕大多數對個人佛教修持不十分認真的，他們當中也有人禅修。對每一個佛教居家弟子來說，無論亞洲
也好，西方也好，問題只是: 對真正幸福的追求，他想多認真? 
        第二:“多數人不做的事，是否就是有益的?” 有許多善良、有益的行爲，在這個世界上相當少見——佈施、持
戒、明智的自禦，就說這幾樣——不過那不說明它不是好東西。你不能把多數人做什麽當成你在心智領域的指南。 
        第三:“禅修會使我成爲更好的人嗎?” 當你正確地禅修時，你會變得更有念住、警覺、慈悲、明辨，因此隨著你
的禅修，你變得更好，也更喜樂。禅修成果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並非是自動的——就好比某人去健身房鍛煉，卻不用
他練成的體力在家裏幫忙一樣——不過如果你決定把你修得的內在力量付諸於你的其它活動時，你會得益，你周圍
的人也會得益。

 
18.howardmass問: 是否存在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征兆，引導你進入更佳的禅境，或者讓你知道你走對了路子?  
答: 當你專注呼吸[氣]時，對哪一種呼吸對身與心有滋養、健康效應，要試著敏感起來。學會自由地調息——使它
長些、短些、快些、慢些、深些，淺些，等等——直到你發現一種恰好的節奏。接下來，學會如何維持那股“恰到
好處”感。接下來，觀想自己允許它在全身傳播。當你能夠維持那種全身覺知感時候，你在身與心兩方面都會得到
禅定的滋養，那就是你的路子走對的征兆。至於此後“下一步是什麽”，這個“下一步是什麽”來自於學會在任何情形
下維持這股滋養感，既在禅修坐墊上，也在離開坐墊之後。這好比給果樹澆水。果子成熟起來，不是因爲你停止
澆水，把果子漆成熟狀。它成熟起來，是因爲你繼續澆灌，同時對那株樹除了水之外還需要什麽，培養起了敏感度。 

 
19.chris_gimblett問: 親愛的坦尼沙羅比丘，我一直在禅修，至今兩年了，最近我的坐禅時間增加到[一日]兩次，每
次半小時。我開始做一些栩栩如生的夢，有時讓人煩惱。這個情況是否不正常? 慈心祝福。  
答: 一個有用的比喻是，把你的心看作一池水。早期階段的禅修使表面平靜下來，這就使陷在池水深處的毒氣上
升、逸出。這個階段也許會繼續一段時間，不過完全正常，它會過去的。 

 
20.denenbsa問: 假定你發現修持中的禅定那部分使生活的其余部分更糟(例如更不耐煩、發怒)，是否停一段時間比
較有益?  
答:把你的禅定方式拿來仔細審視一下是有益的，既要檢查你帶入禅定的動機(是否是爲了逃避日常現實?)，也要檢
查你的具體修法。有些禅定修法，如果你沒有適當的指導，有可能激發起不善巧的情緒，因此你不妨以試一種比平
靜或舒適的法門，例如給howardmass講過的觀呼吸修法。 
        至於你的態度: 你來禅定，目的不應是逃避生活的其它部分，而是學習一些技能，用來面對生活的挑戰，不受
其苦。拿觀呼吸爲例: 一旦你在坐墊上學會如何以滋養性方式呼吸，在你離開坐墊，面對當日事務時，要試著維持
那種滋養性呼吸。如果你失去那種滋養感，不要責怪當日的事件。只是告訴自己，對自己的執取在何處，你學了一
堂重要的課。接下來，下決心在那類事件再次發生時，更爲謹慎、明察。 

 
21.blueblessed問: 我剛從第二次爲期十天的內觀密集禅修班回來。不但平時那個寬容的我不見了，而且不管誰抱怨
生活事件，我都不耐煩，以至於他們才講半句就被我打斷。我這是怎麽了?  
答: 看一看我給denenbsa的答複，那一位問的是同樣的問題。下次你去密集禅修，在最後一天試著花些時間培育
慈心。 

 
22.DharmaSeeker問: 佛教與佛教徒似乎在禅修時觀想身體的可厭、肮髒。爲什麽? 既然它只是無常的俗定。  
答:問題的關鍵不是身體，而是淫欲。想一想人們的心被淫欲控制時做出的種種愚蠢、害人之事。如果你想把自己從
那種奴役中解脫出來，就有必要褪除舊的習慣——即把淫欲的對象看成富有吸引力的舊習——把那個對象看個完
整，看清楚皮膚下面是什麽。那樣，當你的淫欲試圖影響你時，你可以質疑它的真僞，你可以轉過來直接看淫欲
本身，學會觀察它的運作。接下來，當你看見它如何地不可靠，它的誘惑與其過患相比得不償失時，你就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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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坦尼沙羅尊者

它。一旦那個禅修法門完成了它的工作，你就不再需要它了。 
        順便說一句，俗定的觀念無關緊要這個想法，要小心對待。誤用了它，會造成大損失。因此找一找身體的正面
用途，也就是，身體的呼吸能量[氣能]是可以被把握的，它引生的強烈的喜感充滿全身，滋養心智，爲聖道修行提
供力量。同時，要審慎面對心藉用身體促生淫欲感與執取的傾向。佛陀總是要你從兩方面看事物，讓你善用俗定事
物獲得最大利益，又不陷於它們的危險。畢竟，如果沒有俗定，就沒有終結俗定的聖道。故當善加利用。 

 
23.meditator問: 我修的是“無選擇的覺知”[choiceless awareness]。據我的理解，只有體驗，沒有體驗者。然而當我
專注 甯靜時，似乎還是有一個與甯靜分立的“我”。我怎樣才能與甯靜 合一，不再有“我”?  
答: 除了一位徹底覺醒者，否則自我感在所有禅定層次中都以細微的形式存在。即使當“我”已經與對象融爲一體
時，仍然存在一種細微的自我感。因此，在禅修時你所要做的，是確保你的自我感有善巧性: 明智、慈悲、純淨。 
        此外，你應當了解，佛陀從未說過體驗者不存在。他也從未說過體驗者存在。反之，他建議把注意力放在當下
升起的任何動機的品質上，明察哪些動機激發苦、哪些不激發苦。如果你學會避離造苦的動機，這樣做讓你對更細
微的動機所引生的更細微的苦處，越來越敏感起來，那麽你的善巧的自我感，將會把你引向最終不需要造作自我感
的地步。 
        與此同時，懂得動機包含著選擇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即使當你選擇不專注任何特定的對象，不圍繞該對象
造作“我”時，那裏仍然有動機，仍然有選擇。因此對你如何理解“無選擇的覺知”， 要作一些更細致的觀察。如果實
際上存在著選擇，你卻不以之爲選擇，你將永遠不能從它們當中解脫。 

 
24.mfranowicz問: 佛教的目標之一是以平和心面對一切境遇，無情緒反應嗎? 還是說，能夠感受全部的情緒，但不
執取它們?  
答:有關情緒，佛陀最詳盡的討論是在中部137。他一開始，描述了如何利用悲哀、喜悅、舍離等情緒作爲聖道助
緣。(是的，哪怕悲哀也可以作爲助緣，比如，當你想到自己尚未達到目標而爲之難過時，該情緒激發你對修行付出
更多的精力。)接下來，他描述了自己作爲導師的相關情緒。他說，當他的聽衆不聽從他的教言時，他既無滿意感，
也無不滿意感，他的心住於無擾、警覺。當他的聽衆聽從他的教言時，他有滿意感，但即使那時，他的心住於無
擾、警覺。因此總結起來說，徹底覺醒者是完全沒有造苦的情緒的; 當正面情緒升起時，他/她亦不受牽擾。 

 
25.herbert W Smith問: 怖畏的本質是什麽? 是否有明智的怖畏? 怖畏是否總是關乎未來? 如果處在當下，是否會有
怖畏?  
答: 怖畏有三種成分: 對危險的辨知，對面臨該危險的虛弱感的辨知，以及逃脫的欲望。有些怖畏是明智的，比如當
你意識到自己未脫老、病 、死，爲將來不受苦迫的准備工作尚未完成時升起的怖畏。這種怖畏是明智的，因爲它激
發你審慎，投身於修行，使你能夠放開置你於虛弱與險境的那些執取。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當下，可以遮蔽怖
畏——有的時候你可能需要那麽做——但是它不能斬斷執取。爲了斬斷執取，你需要增強心的信力、精進力、念
力、定力、明辨力，使它能夠牢固獨立，無需任何執取。 
        若想多了解這個主題，我寫過《遠離怖畏》一文，不妨一閱。 

 
26.klimax問: 作爲一位富有洞見的多産作者，您對於如何促進西方人接受上座部佛教有何看法? 在《破碎的佛陀》
一文中，達彌卡法師提供了詳細的看法，您是否有所共見?  
答: 有兩點必須牢記在心: 
        (1)上座部佛教不是一件我們試圖販賣的商品。這是一套修練心智、達到滅苦的體系。這個傳統曆經多少個世紀
傳了下來，是因爲它行之有效。如果人們不受其吸引，也許是因爲他們尚未准備好修練。這不意味著修練系統需要
改頭換面。 
        (2)上座部佛教並非是一個統一體。上座部佛教當中，有不少分枝似乎已失去原始的修練法門而迷失方向。自古
至今接觸這個傳統的人當中，對它有所曲解、有所濫用者爲數不少。據我所知，這種情形在任何人類機構中至少在
某種程度上都曾經發生過。作爲個人，要看我們自己的決定，是做一個拾糞人，收集濫用本傳統者的錯誤，還是把
時間用在尋找修練系統中仍然保存著的金子上。我鼓勵的是後一種，因爲它助我們按照本傳統存在的目 的對其善加
利用。我們可以把其余部分，留給其他願意采納的人。如果我們出去糾正他人，結果並不能收拾自己真正應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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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攤，也就是我們內心的不淨。 
        我在泰國與上座部佛教的最初接觸，並不那麽激勵人心，不過我有幸遇見了一位導師——阿姜放-育提可——他
本人的非凡範例，顯示出上座部佛教包涵著我在別處未曾值遇的寶藏。他的榜樣也激勵我相信，那個古老的傳統仍
然行之有效，並且對我也可能行之有效。他從未自稱代表整個上座部佛教，在我成爲上座部佛教僧侶時，也未被要
求宣誓忠實上座部佛教的一切。我現在主要考慮的，是延續這個修練系統，把它傳給其他可能從中得益者。有關上
座部佛教的誤解不勝枚舉，因此我的文字著重於對本傳統作盡可能准確的閳述。人們選擇這個修練系統與否，是他
們自己的選擇，不過我所要做的是確保人們至少在訊息充分的情形下作出選擇。 

 
27.justinhoneyford問: 在上座部佛教裏，我常有這種感覺: 作爲在家修行者，就像是二等公民。我們只是做供養食物
之類的事。爲什麽我會有這種感覺? 就連佛陀在他的經文中也給人這種感覺。  
答: 上座部佛教沒有公民，而是有自願者。佈施是自發自願的。作爲居士，假若你想把自己佈施給禅修，是完全可
以的。聖典中記載佛陀給居士作禅修開示的經文爲數可觀; 還有的經文記載佛陀談到他的許多居家聖弟子。相應部
還有一系列有關家主質多的經文，他是一位不還者。其中有的還提到他曾爲比丘們說法。這部經不僅被比丘們記載
下來，而且多少世紀以來由比丘們代代傳續。因此，這個傳統對居士並無不敬。 
        上座部佛教傳統當中，僧侶居士之別與內在潛力或價值並無關系。這是一個禮物經濟當中不同的角色與分工的
問題。僧侶爲了全力修行，放棄了金錢經濟中的一切生産角色。居家人支持他們修行，是因爲他們作爲居家人，得
益於周圍有全職修行人的存在。當社會的價值觀混亂起來時，他們得以親近另類傳統——聖者的傳統——之中的修
練者們，這個傳統崇尚人的內在善德，而不是他們的美貌、財富、社會地位。實際上，多數上座部居家護持者們認
爲參與這樣的交換是一種殊榮，較之不參與這種交流、沒有機會親近那些全力修行者的人來說，他們更富足。

 
28.MrKif問: 我可以信任一個收費教授佛教“課程”的組織嗎? 還是佛教應當免費傳授? 我不介意付錢上禅修課，但是
想對佛教了解得更深入。  
答: 法起始於佈施。佛陀免費傳法，把它作爲佈施的一種形式。如果一位導師不能對他/她所傳授的佈施之法身體
力行，你要想一想他/她所把握的高深佛法又有多少。 
        當然，佛法免費傳授時，也不能保證是真品——某些經濟富裕、無須依靠他人的導師對佛法有奇思異想亦不無
可能——不過免費的佛法，較之於包裝販售的佛法，更有可能忠實原始教義。 

 
29.b215y問: 爲什麽很難找到像諾亞-列維這樣的導師? 他與聽衆的溝通方式很有特色，讓你不覺得自己是一位正欲
入門的外人。他的語言帶著泥土的質感，使得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聽懂。  
答: 良師不能夠批量生産。做一位良師需要誠實、正直——具備你在一位善知識身上應當找到的一切良好素質。佛
陀對此列出了四項: 信念、佈施、戒德、明辨。這些素質是不可能大規模生産的。如果你發現一位導師擁有這些
素質，應當爲之慶幸。常常有一位就足夠了。只是要確保你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向那位導師學習。多數人度過一生，
未覓得任何良師。 

 
30.bapanda問: 作一位小說家，因爲言語不真，是否是妄業? 根據想象構思故事，是否等於說謊?  
答: 小說的寫作，只要你做到以下兩條， 即可算是正業。 
        (1)你表明自己的文字是虛構的(譬如小說開端常見的“本文所有事件人物純屬虛構”的免責聲明)那樣，該小說就
不算是妄語，因爲你一開始就承認描述的是自己想象出來的東西。 
        (2)你在寫作時，帶著不刺激讀者的貪、嗔 、癡的動機。反之，你嘗試激發起他們心中良好的素質，令他們在讀
完後不僅有所娛樂，而且更有智慧、更具慈悲等等。 

 
31.pema2問: 我喜歡做白日夢，沈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裏，盡管這樣做增進我的創意，卻似乎不怎麽有念住。您對
於念住與想象在靈修道上的價值，有什麽看法?  
答: 想象的最佳用處是，想象你如何克服人生的困難、修行的困難。換句話說，你試著想象行動的可能性，接著加
以實踐，看是否引生你 希望在內心深處找到的真樂。這樣的想象有目的性，因爲它開啓新的可能性。沒有這種想
象，禅修就變成一個枯燥、機械的過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Q&A2.htm (8 of 10) [12/31/2010 10:40:35 PM]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A6%C2%AE%C3%A7%E2%80%B0%C2%A9%C3%A7%C2%B6%E2%80%9C%C3%A6%C2%BF%C5%B8


答問-坦尼沙羅尊者

        至於“失念”的想象，你得問一問自己，除了短暫的快樂之外，你從中實際能得到什麽。生命太短促了，不要迷
失在不能提供持久喜樂的活動中把它虛擲。 

 
32.Rond問: 我了解佛教有關世界是幻覺的概念，不過，既然物質存在與在其中的行動是不可忽略的事實，那麽對於
在現實的虛幻之中確立意志奉行他的法，佛教徒又怎麽解釋?  
答: 佛陀從未說過世界是幻覺。他的言教當中看上去離那句話最接近的，是他說，如果你在受、想、識等東西裏尋
找任何實質性的精髓，就好比在一團泡沫、一個氣泡、一座海市蜃樓、一株香蕉樹、一場魔術表演當中尋找實質性
東西一樣。他並未說這些東西不是真的——即使香蕉樹也有其真實性——而只是說，你不能把長久的幸福建築在那
些東西上。 
        關於我們對世界的體驗，他說，重要的是要了解，它是我們的行爲與動機的産物，而且我們透過非善巧行爲造
成的痛苦，是一個真谛。它不是虛幻性的。以滅苦的方式行動的潛力，也 同樣是一個真谛。這就是他的四聖谛之中
的兩谛。因此，我們必須確立意志，使我們的行爲與動機盡可能善巧，這樣做，既使得我們能夠在世界內部活命卻
不造苦，也使得我們最終能夠從行爲與動機當中解脫。那是件善事嗎? 它真正可能嗎? 除非你真正確立探索的意志，
是不會知道的。 

 
33.AUGUSTpg2問: 雖然我似乎懂得了緣起和空無內在實質性的概念[緣起性空]，我卻不喜歡empty[空性]這個詞。您
能建議別的詞嗎? 我想到 ephemeral[瞬逝]和insubstantial[無實質]，那兩個詞怎麽樣? 我愛讀您翻譯的衆多經文，
謝謝。  
答: 不謝。 
        佛陀以兩種方式使用“空性”這個詞。從禅修角度，他講的是定的精細層次，在其中空無低 等定力層次裏存在的
細微張力與擾動。從感官體驗角度，他講的是，我們的官感與其對象都是空無“我”或“屬我”——換句話說，那裏沒
有什麽內在的“我”或“我的”。 
        至於蘊涵“空無內在本質”[性空]的那種“空”，那是後來由龍樹提出的。當時他與另外一些佛教哲學家辯論，那些
人說，每一種體驗都具有內在本質。他的反駁是，假若事物有內在本質，就不會升起、消逝。更重要的是，假若苦
有內在本質，就不可能從中獲得解脫。基本上，他想要表達的，就是佛陀已經用更簡單的話說過的: 事物依緣而
起。(龍樹本人，當他把常規層次上的空性等同爲緣起時[dependent co-arising,十二因緣]，就繞到了這裏。)如果你想
從苦中解脫，只要終結它的緣，那麽作爲果報，它就會止息。 
        因此，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語境裏的“empty”[空]，可以用conditioned[依緣]替代，因爲這個詞有一個實用性。它把
你指向那些因與緣，特別是你力量所及範圍內的因與緣，你可以朝著正面方向改變它們。Insubstantial 與ephemeral
的意思無非是: 事物變化得快速。它們沒有告訴你，朝哪裏看才能獲得解脫。 

 
34.equalizer問: 您對印度教的“不二”之道[Advaita path]有什麽想法? 其精髓:“我就是那”。換言之，我，融合在真、
覺知、純淨的意識、梵、或佛性當中。且不論它是哪個教，它與您所代表的修行道之間，本質上是否存在調和性?  
答: 佛陀教導說，以任何方式定義自我——哪怕以純淨的意識、或是佛性、還是別的——等於是限制你自己。而且
這樣做，妨礙你觀察自己內心因果的運作方式。你若自認性惡，就不會相信自己有培育善法的內在資源。如果你自
認性善，則難以理解心的善惡狀態何以不穩定、有賴緣起: 常常這導致自滿，以爲你內在的善將會照應一切。 
        因此，把關於本性或認同的思考放在一邊，佛陀建議說，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即刻當下的問題上: 出於自身無
明，不懂得苦因及如何改變行事方式達到苦的止息，你在給自己造成無謂的苦迫。當你沿著這條道走到終點時，將
會證得徹底、非緣起、超越時空的幸福。正如我的一位導師阿姜蘇瓦特曾經說，達到非緣起的幸福時，究竟是誰在
體驗、或著它是什麽，就不成其問題了，你不會爲此議辯。 

 
35.ananda問: 當今這個時代，徹底覺醒是否可能? 現在那些高年資導師們，多數人老老實實地說，他們仍然走在修
行道上。現有的教導和對經典的诠解，難道不因此值得嚴肅質疑嗎?  
答: 我不能替其它傳統發言，不過在泰國林居傳統當中，有數位阿姜——有些相當年輕——被承認已證得徹底覺
醒。因此它仍然是可能的——如果你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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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jumpalagi問: 經常看見awakening [覺醒]、enlightenment[開悟]、nirvana[涅槃]，這幾個詞被替換使用。它們是否
真的可以互換嗎? 如果不是，它們之間有什麽區別? 了解這一點重要嗎? 謝謝。  
答: Awakening和enlightenment，這兩個詞都被用作巴利文/梵文bodhi一詞的英譯。菩提尊者[Ven.Bodhi]或許可以說
對這個詞具有專門的興趣☺，他選用 enlightenment，因爲巴利聖典中bodhi一詞經常與光的比喻相關。我選
擇awakening，既因爲它最接近bodhi的巴利詞根的涵義，也爲了避免與十八世紀European Enlightenment[歐洲啓蒙運
動]中的用词混淆起來。 
        Nirvana是徹底自由。Bodhi是趣向它和發現它的體驗。 兩者區別的重要性只在於，趣向自由體驗的體驗，對於
估測該自由是否徹底，有其重要性。正如一部巴利經文中說，首先是法住智[直譯:法的有規則性]，接著是涅磐智。在
佛陀對自身覺醒的敘述當中，法住智包括了宿世智、生死智、漏盡智[直譯:對前世的智識、對衆生如何隨其業力死
亡重生的智識，對欲、見 、有、無明如何止息的智識]。在其它經文的記載中，法住智意味著緣起智，簡要說是知
見了，對因果的"無明"如何引生不善巧的動機[intentions]，而對因果的明了又如何導致一切動機的善巧，直至一切動
機[業]的終結。只有對動機獲得此等洞見，覺醒[awakening/enlightenment]才是真實不虛的。只有那時，才會有徹底
的自由，即，真正的涅槃。 

 
37.millionmeditatorsit: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全世界超過一百萬的人將爲和平而靜坐。請您加入我們，並且邀請
您的朋友加入好嗎?  
答:我和朋友們每天爲和平而靜坐。不過謝謝你的邀請。 

 
38.bohemeanne問: 我丈夫對色情材料有瘾癖。有不少基督教網站爲戒除這種瘾習提供幫助，但我找不到可以幫助他
的佛教網站，您可否介紹一二?  
答: 傳統上，佛教對淫欲的對治是觀身不淨: 看清楚，一切人體——即使是表面上最具吸引力的人體——是由種種醜
陋部分構成(想象把你的所有內腸取出，展示於餐桌的情形); 並且，觀想一切人體都不免將化爲死屍。若想更多了解
這個禅修法門，可以在www.accesstoinsight.org[通往內覺網站]檢索“Body”[身體]、“Asuba”[不淨]、“Sensuality”[感官欲
樂]等條目。除了上述查閱涉及的內容外，該網站還有一份《身隨念》的經文選讀，以及阿姜蘇瓦特開示集《一握
之沙》裏的一篇《我的這個身體》。(那份經文選讀顯示出，早期佛教談到身體這個主題時，並非完全采取負面
態度。) 
        我本人無互聯網連接，不過有人告訴我，www.luangta.com網站有一組死亡腐爛的屍體圖片，作爲這類觀想的輔
助材料。傳統上，不淨觀是在一位有經驗的導師指導下進行的，因爲如果做的不善巧，可能引生一些極其壓抑沮喪
的心理狀態。 
        對治淫欲的一個不太傳統的做法是，修練無量慈心。養成這樣一個習慣: 一見某人的圖片，就祝願此人找到真
正的內在甯靜。一旦這個修持成爲習慣，再看色情圖片會有不樂感，因爲，眼看這位你衷心祝願擁有真正幸福的人
在作這等糟蹋自己的事，會升起極度的不諧合感。 
        若想更多了解無量慈心的修法，可在“通往內覺”網站中檢索“Metta”[慈心]及名爲“Merit”的經文選讀。 

相關連接:  
http://www.tricycle.com/ME2/dirmod.
asp?
sid=&nm=&type=news&mod=News&mid=9A02E3B96F2A415ABC72CB5F516B4C10&tier=3&nid=1A3498B8BA444D8481270912E2F7011D 
最近訂正 7-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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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was like a doctor, treating the spiritual 
ills of the human race. The path of practice he taught 
was like a course of therapy for suffering hearts and 
minds. This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Buddha and 
his teachings dates back to the earliest texts, and yet 
is also very current. Buddhist meditation practice is 
often advertised as a form of healing, and quite a 
few psychotherapists now recommend that their 
patients try meditation as part of their treatment.

佛陀好比是一位對治人類精神疾症的醫者。
他教導的修行之道，好比是治愈心意之苦的
療程。對佛陀及教說的此番解意，可上溯至
最早的經典，卻又相當地應時。佛教禅修常
常被人們宣傳爲療愈之道，如今頗有幾位心
理診療師建議病人嘗試禅修，以之爲療法的
一部分。 

Experience has shown, though, that meditation on its 
own cannot provide a total therapy. It requires 
outside support. Modern meditator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so wounded by mass civilization that they 
lack the resilience, persistence and self-esteem 
needed before concentration and insight practices 
can be genuinely therapeutic.Many teachers, 
noticing this problem, have decided that  the 
Buddhist path is insufficient for our particular needs. 
To make up for this insufficiency they have 
experimented with ways of supplementing 
meditation practice, combining it with such things as 
myth, poetry, psychotherapy, social activism, sweat 
lodges, mourning rituals, and even drumming. The 
problem, though, may not be that there is anything 
lacking in the Buddhist path, but that we simply 
haven't been following the Buddha's full course of 
therapy.

然而經驗表明，禅修本身，是不足以成爲一
套完整療法的。尤其是，現代禅修者受大衆
文明的創傷之深，以至於缺乏必要的堅韌、
精進與自尊，達不到真正有療愈性的止觀境
界。不少禅修導師注意到這個問題，於是斷
定，佛教禅修之道不足以滿足我們的特定需
要。爲了彌補這項不足，他們嘗試了種種輔
助形式，添加了神話、詩歌、心理療法、社
會活動、[印第安人的]發汗屋、哀悼儀軌、乃
至鼓藝等形式，把它們與禅修結合在一起。
然而，問題未必出在佛教之道有什麽缺陷，
而是我們還沒有完全貫徹佛陀的整套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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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s path consisted not only of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insight practices, 
but also of virtue, beginning with the five precepts. 
In fact, the precepts constitute the first step in the 
path. There is a modern tendency to dismiss the five 
precepts as Sunday-school rules bound to old 
cultural norms that no longer apply to our modern 
society, but this misses the role that the Buddha 
intended for them: They are part of a course of 
therapy for wounded minds. In particular, they are 
aimed at curing two ailments that underlie low self-
esteem: regret and denial.

佛陀的修行道不僅包括了念、定、內明的修
練，還包括以五戒爲起點的持戒。實際上，
戒德構成了行道的初階。現代人往往把五戒
當作[基督教]主日校規加以排斥，認爲這些戒
律來自已不適應我們的現代社會的舊式傳統
規範。然而，這種說法忽視了佛陀制定戒律
的本意: 戒律是受傷心靈的對治療程的一部
分，特別是針對自卑心理的兩種病根——悔
恨與否認。

When our actions don't measure up to certain 
standards of behavior, we either (1) regret the 
actions or (2) engage in one of two kinds of denial, 
either (a) denying that our actions did in fact happen 
or (b) denying that the standards of measurement are 
really valid. These reactions are like wounds in the 
mind. Regret is an open wound, tender to the touch, 
while denial is like hardened, twisted scar tissue 
around a tender spot. When the mind is wounded in 
these ways, it can't settle down comfortably in the 
present, for it finds itself resting on raw, exposed 
flesh or calcified knots. Even when it's forced to stay 
in the present, it's there only in a tensed, contorted 
and partial way, and so the insights it gains tend to 
be contorted and partial as well. Only if the mind is 
free of wounds and scars can it be expected to settle 
down comfortably and freely in the present, and to 
give rise to undistorted discernment.

當我們的行爲未能達到某些操行標准時，我
們或者爲之悔恨，或者作兩種形式之一的否
認，一是否認該行爲確實發生，二是否認該
標准的有效性。這些反應，就像是心的諸種
傷創。悔恨的傷創是開放性的，一碰就痛; 否
認的傷創則好比是某個痛點周圍的痂疥，硬
化扭曲。心以這些形式受創之後，就難以安
住當下，因爲它發現自己停歇之處，不是生
疼外露的血肉，就是鈣化堅硬的糾結。即使
強迫它住在當下，它也只能以一種緊張、扭
曲、片面的方式呆在那裏，那麼它得到的洞
見，往往也是扭曲、片面的。心只有去除了
傷創疤痕時，才能夠指望它舒適、安適地住
於當下，昇起真如明辨。

This is where the five precepts come in: They are 
designed to heal these wounds and scars. Healthy 
self-esteem comes from living up to a set of 
standards that are practical, clear-cut, humane, and 
worthy of respect; the five precepts are formu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provide just such a set of 
standards.

這便是五戒的用處所在: 它們是爲了治愈這些
傷創與疤痕而設計的。健康的自尊來自於踐
行一套實用、明確、合乎人性、值得敬重的
准則; 五戒的制定方式，正是爲我們提供了這
樣的一套准則。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HealingPower2.htm (2 of 6) [12/31/2010 10:40:38 PM]



戒律療愈-坦尼沙羅尊者

Practical: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precepts are 
simple — no intentional killing, stealing, having 
illicit sex, lying, or taking intoxicants. It's entirely 
possible to live in line with these standards. Not 
always easy or convenient, but always possible. I 
have seen efforts to translate the precepts into 
standards that sound more lofty or noble — taking 
the second precept, for example, to mean no abuse 
of the planet's resources — but even the people who 
reformulate the precepts in this way admi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up to them. Anyone who has dealt 
with psychologically damaged people knows that 
very often the damage comes from having been 
presented with impossible standards to live by. If 
you can give people standards that take a little effort 
and mindfulness, but are possible to meet, their self-
esteem soars dramatically as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are actually capable of meeting those standards. 
They can then face more demanding tasks with 
confidence.

實用: 戒律所定的標准可謂簡單——不有意地
殺生、偷盜、行不當性事、說謊、用醉品。
遵照這套准則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盡管
並不總是容易、方便，卻總是可行的。我見
過有人把戒律譯解成聽起來越發崇高、聖善
的標准——舉第二戒來說，把它讀成不濫用
地球的資源——但是，就連那些如此另解戒
律的人自己也承認，奉行那些標准是不可能
的。凡是與心靈受創者打過交道的人都知
道，那種傷創常常來自被要求奉行一套不可
能達成的標准。如果你能夠給出一套需要付
出一些努力和念住，但有可能達到的標准，
那麼當人們發現自己的確有能力達到那些標
准時，他們的自尊感將會大幅度提昇。接下
來就能夠懷著自信，面對難度更高的任
務。。 
 

Clear-cut: The precepts are formulated with no ifs, 
ands, or buts. This means that they give very clear 
guidance, with no room for waffling or less-than-
honest rationalizations. An action either fits in with 
the precepts or it doesn't. Again, standards of this 
sort are very healthy to live by. Anyone who has 
raised children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y may 
complain about hard and fast rules, they actually feel 
more secure with them than with rules that are vague 
and always open to negotiation. Clear-cut rules don't 
allow for unspoken agendas to come sneaking in the 
back door of the mind. If, for example, the precept 
against killing allowed you to kill living beings 
when their presence is inconvenient, that would 
place your convenience on a higher level than your 
compassion for life. Convenience would become 
your unspoken standard — and as we all know, 
unspoken standards provide huge tracts of fertile 
ground for hypocrisy and denial to grow. If, 
however, you stick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precepts, 
then as the Buddha says, you are providing 

明確: 戒律的條文不帶假如、而且、但是之類
的虛詞。這意味著給出的指南是極其明確
的，無可適從的含糊與不足誠實的強辯，在
此並無餘地。一件行爲要麼符合戒律，要麼
違背戒律。如前所述，這類標准奉行起來是
十分健康的。凡是有過教養孩童經驗的人都
知道，孩子們也許會抱怨嚴格刻板的規矩，
但實際上，這種規矩比起那些含糊不明、多
有回旋餘地的規矩，他們覺得更有安全感。
明確的規矩不允許隱秘用心的存在。舉例來
說，假設殺生戒允許你在其它生靈的存在對
你不便時把它們殺死，那樣就把你的方便放
在了高於你對生命的慈悲的位置。方便與否
即成爲你的潛在標准——我們都知道，秘而
不宣的潛規則爲虛僞和否認的滋長提供了大
片的沃土。不過，你若是堅守戒律界定的標
准，那麼如佛陀所言，你就給眾生提供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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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mited safety for the lives of all. There are no 
conditions under which you would take the lives of 
any living beings, no matter how inconvenient they 
might be. In terms of the other precepts, you are 
providing unlimited safety for their possessions and 
sexuality, and unlimited truthfulness and 
mindfulness in y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When you find that you can trust yourself in matters 
like these, you gain an undeniably healthy sense of 
self-respect.

量的安穩。沒有任何條件能讓你奪取生命，
無論機緣何等不便。你所持的另外幾條戒，
也讓你對眾生的財物安全和性安全，提供了
無量的保障，也讓你在與眾生的交流之中，
爲他們提供了無量的誠實和念住。當你發
現，自己在這類事情上能夠信任自己時，便
獲得了一種自尊感，無可否認，它是健康
的。  
 

Humane: The precepts are humane both to the 
person who observes them and to the people affected 
by his or her actions. If you observe them, you are 
aligning yourself with the doctrine of karma, which 
teach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s shaping y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re the intentional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you choose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is means that you are not insignificant. Every time 
you take a choice — at home, at work, at play — 
you are exercising your power in the on-going 
fashioning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inciple allows you to measure yourself in terms 
that are entirely under your control: your intentional 
actions in the present moment. In other words, they 
don't force you to measure yourself in terms of your 
looks, strength, brains, financial prowess, or any 
other criteria that depend less on your present karma 
than they do on karma from the past. Also, they 
don't play on feelings of guilt or force you to 
bemoan your past lapses. Instead, they focus your 
attention on the ever-present possibility of living up 
to your standards in the here and now. If you are 
living with people who observe the precepts, you 
find that your dealings with them are not a cause for 
mistrust or fear. They regard your desire for 
happiness as akin to theirs. Their worth as 
individuals does not depend on situations in which 
there have to be winners and losers. When they talk 
about developing loving-kindness and mindfulness 
in their meditation, you see it reflected in their 
actions. In this way the precepts foster not only 

合乎人性: 戒律即對持戒者，也對受其行爲
影響者來說，都是合乎人性的。你若持 守戒
律，就等於是遵奉業力原則。根據業力原
則，在影響你如何體驗世界的力量當中，最
重要的是你在當下選擇的動機的 思考、言
語、身行。這意味著你並非是無可作爲的。
每作一次選擇——在家、在職、遊戲時——
你都在世界的持續造作當中行使著你的力
量。同時，這項原則允許你，從完全由你掌
控——即你 的當下動機——的角度，衡量自
己。換句話說，業力原則並不迫使你從相
貌、氣力、腦力、商業才乾等等更多地依賴
你的舊業而不是現業 的角度衡量自己。再
者，戒律不刺激負疚感，也不逼著你痛悔舊
時失誤，而是令你把注意力放在即刻當下一
直存在著的圓滿持戒的可能性上。如果你與
持戒者共同生活，就會發現同這些人交往，
不會是引生不信任或恐懼的因緣。他們把你
對幸福的欲求視爲己出。他們的個人價值不
依賴於那些必須分出輸贏的場合。當他們談
論在禪修中發展慈心和念住時，你發現這也
體現在他們的行爲上。以這種方式，戒律滋
養的不僅僅是健康的個體，而且也滋養著一
個健康的社會——一個自尊與互敬並行不悖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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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individuals, but also a healthy society — a 
society in which the self-respect and mutual respect 
are not at odds.

 

Worthy of respect: When you adopt a set of 
standards,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ose standards 
they are and to see where those standards come 
from, for in effect you are joining their group, 
looking for their approval, and accepting their 
criteria for right and wrong. In this case, you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group to join: the Buddha 
and his noble disciples. The five precepts are called 
"standards appealing to the noble ones." From what 
the texts tell us of the noble ones, they are not 
people who accept standards simply on the basis of 
popularity. They have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to 
see what leads to true happiness, and have seen for 
themselves, for example, that all lying is 
pathological, and that any sex outside of a stable, 
committed relationship is unsafe at any speed. Other 
people may not respect you for living by the five 
precepts, but noble ones do, and their respect is 
worth more than that of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值得敬重: 當你采納一套准則時，了解它們
由什麼人制定、看清其出處，是十分重要
的，因爲在效果上，等於你是在加入那些人
的團體，尋求他們的贊許，接受他們的對錯
標准。在這裏，沒有比佛陀和聖弟子的團體
更值得加入的了。五戒被稱爲“聖者贊許的准
則”。根據經典對聖者的描述，他們不是那種
因爲某種准則普遍流行便予以接納信受的
人。爲了覓得真樂之道，他們投注了自己的
生命。並且，對於一切妄語都是病態，穩
定、負責的性關係之外的性事俱不安穩等等
諸如此類的例子他們已經親眼見過。別人對
你持守五戒也許不以爲然，但聖者們必然會
敬重此事。他們的敬重較之世上任何人的敬
重，價值更高。 
 

Now, many people find it cold comfort to join such 
an abstract group,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not yet 
met any noble ones in person. It's hard to be good-
hearted and generous when the society immediately 
around you openly laughs at those qualities and 
values such things as sexual prowess or predatory 
business skills instead. This is where Buddhist 
communities can come in. It would be very useful if 
Buddhist groups would openly part ways with the 
prevailing amoral tenor of our culture and let it be 
known in a kindly way that they value 
goodheartedness and restraint among their members. 
In doing so, they would provide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the full-scale adoption of the 
Buddha's course of therapy: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in a life of virtuous 
action. Where we have such environments, we find 
that meditation needs no myth or make-believe to 
support it,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a well-

誠然，不少人覺得加入這麼一個抽象的團
體，得到的慰勉溫暖不足，特別是當他們還
沒有親自遇到一位聖者時。在周遭社會公然
訕笑善心、佈施等素養，推崇性能力和商業
霸略的情形下，維持自己的善心和佈施確不
容易。佛教諸團體的價值正在於此。如果它
能夠公開地與環境中的不良主調分道而行，
善意地肯定對本團體成員的善心和自律的珍
視，那將是十分有益的。這樣做，他們將爲
全面采納佛陀的療程——那就是，在行爲守
戒的生活之中，修習定力與明辨——提供了
健康的環境。哪裏有這樣的環境，我們就會
發現，禪修不需要神話或假想的輔助，因爲
它紮根於正善而活的現實。你可以看一看自
己奉行的標准，接下來舒適地修練呼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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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d life. You can look at the standards by which 
you live, and then breathe in and out comfortably — 
not as a flower or a mountain, but as a full-fledged, 
responsible human being. For that's what you are.

氣——不是像一朵花或一座山那樣[1]，而是
像一個成熟、負責的人那樣。因爲你就是那
樣的人。  

[1]譯注: 此處意指持戒者無需前文所述的種種輔助手段,而是藉觀想自身的戒德,升起喜樂滿足,修出入息
念。 
最近訂正 10-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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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1]爲佛家洞見之焦點——眾所周知之下，已經衍生出一句耳熟的快語:“佛教不就是講無
常麼?”不盡爲人知的是，這一焦點有其框架; 無常既不是洞見的發端，也不是它的終結。本著追
求真樂的願望，評估無常，進發一問，乃是洞見之起點; 成就一種超越無常的福樂，方爲洞見之
終結。當這個框架被遺忘時，人們爲此教說自創語境，並且常以爲佛陀的上下文與之等同。目下
歸托於佛說的語境有以下兩種: 
 

        無常的洞見，教會我們不帶執取地接納我們的種種體驗——在即刻當
下充分品嘗其力度，藉之得到最大的收獲，同時亦完全懂得，不久我們必
須把它放下，轉而接納下一個體驗，無論它是什麼。 
 
        無常的洞見，教給我們希望。因爲無常包含在事物的本質當中，沒有
什麼是固定不變的，哪怕我們的自我身份也一樣。無論處境何等惡劣，任
何事都是有可能的。無論想做什麼的事，我們都能夠做到; 無論想住於什
麼世界，我們都能夠創造; 無論想做什麼樣的人，我們都能夠成就。 

 
        上述第一種詮解提供的智慧，是指當你有現時、個人的愉快體驗時，雖寧其無變，卻懂得如
何消費; 第二種無常詮解提供的智慧，是指當你希望變化時，懂得如何去生產變化。這兩種解釋
雖然有時被當作互補的洞見並列提出，其間卻存在一個實際性的衝突: 假若諸體驗如此瞬逝可
變，生產它們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 對於良性的變化，我們若不能夠全 然安住於它們帶來的果
報，又如何能找到真正的希望? 我們豈非是在自造失望? 
        或者，這正是人生無可回避的悖論之一? 來自多種文化傳統的古語民諺似乎同此一說，勸告
我們以謹慎的歡悅和冷靜的舍離應對無常: 修練自己不執取自己的行爲果報，接受繼續盡善地生
產瞬逝之樂的必要性，不要質疑，因爲除此之外的選擇惟有怠惰與絕望。這一觀點時常也歸托爲
佛陀之見。 
        然而，佛陀並非是不加質疑接受一切之輩。他的智慧在於意識到，生產喜樂的努力，只有在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AllAboutChanges2.htm (1 of 5) [12/31/2010 10:40:40 PM]



佛教無常觀-坦尼沙羅尊者

該變化[無常]過程可以被善加經營，達到一種不變之樂時，才有其價值。否則，我們便是強制勞
動營裏的終身囚犯，被迫不停地生產著可娛的體驗來平息饑餓，同時卻發現它們如此空無實質，
永不能令我們滿足。 
        從此番領悟出發，引發以下一問，在佛陀的看來，方是洞見之起點: 
        “什麼事，當我做時，將引向我的長遠的福樂?” 
        這一問，可謂是衷心真切，發問的動機是一切行動背後的那個欲求: 達到付出所值的福樂層
次。因爲發問者領悟到，活命需要付出精力，如若不慎，多少次生命可以虛度。正是這一問，連
同其中蘊涵著的領悟與願望，爲佛陀的無常觀提供了背景。仔細審視，我們就會在其中找到他對
無常之生產與消費的一切洞見的種子。 
        “什麼事，當我做時，將會趨向……”此問的前半句，注重的是人的業[行爲]的生產，及其潛
在的果報。覺悟前的佛陀離家走進叢林，探索的正是這個問題: 人之業[行爲]可以成就的最高極限
是什麼? 它是否有可能引向一個超越無常的維度? 他的覺醒即是對這種可能性的證實——前提
是，如果能把業發展到適當的善巧層次。他於是教導說，存在著對應於四種善巧層次的四類業: 
其中的三類，在時間與空間的周期之中，分別生產出樂、苦、兩者混合的體驗; 第四類業則引向
超越業、達到時空維度之外的一個福樂層次，從而便消除了進一步生產任何福樂的需要。 
        由於生產與消費的諸種活動要求有時間與空間，那麼超越時空的福樂，據其本質，則既不是
造作的，也不會消費掉。因此，當佛陀達到了那種福樂，走出了生產與消費的種種模式之外時，
他就能夠回過頭來看一看，這些活動在常規體驗之中究竟起著何等泛濫的作用。他看見，我們對
當下的體驗是一種活動 [an activity]——是某種每時每刻地、從舊業提供的原材料當中造作或者說
生產出來的東西。我們甚至還造作出自我身份，也就是我們的自我感。同時，我們試圖在自產品
中消費但凡可 以覓得的任何喜樂——盡管在消費喜樂的欲望支配之下，我們往往吞下了苦痛。每
時每刻，生產與消費相互交織: 我們一面生產體驗，一面消費體驗; 一面在消費體驗，同時又在生
產體驗。我們消費樂與痛的方式，根據我們的善巧程度，在當下與未來，又可以產生出進一步的
樂與痛。 
        佛陀之問的後半句當中，“我的/長遠的/福樂” ——這三個詞組，爲衡量我們追求真樂或者說
真福的善巧層次提供了標准。(原注: 巴利詞 sukha 在此可譯爲樂、福、適意、喜。) 把這幾個標准
應用於我們消費的那些體驗: 它們若非是長遠性的，則無論何等愉快，都不是真樂。若非真樂，
便無理由稱其爲“我的”。 
        這一洞見構成了佛陀教導之三相的基礎，目的是爲了對受縛於時空之常規體驗引導出一種離
欲感。三者之首的 anicca ——無常——爲此說之軸心。 Anicca 適用於一切變化的事物。該詞常
被譯爲 impermanent——不永久，實則它是 nicca ——可變/善變——的否定，意思是: constant
——恒穩;  dependable——可靠。一切善變的事物自非恒穩。“不永久”與“不恒穩”，兩者的區別看
起來只是語義上的，不過這一區別對於 anicca 在佛陀教導中的用法來說，卻是至關重要。正如早
期經文中反復指出的那樣，如果某事物是 anicca ，那麼其它兩個特徵自動跟上: 它便是 d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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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便是 anattā ——非我，也就是說，不值得稱之爲我或我的[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即非我
所]。 
        如果我們把 anicca 譯爲 impermanent——不永久，那麼這三相之間的關聯性似乎有爭論餘
地。不過，我們若把它譯成 inconstant——不恒穩，並且從佛陀原來的那一問出發審視三相，個
中的關聯性便清晰起來。如果你想爲長久的福樂尋求一個可靠的基礎，那麼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善
變的事物上，顯然是寄托到了苦處——就譬如坐到一把不穩定、隨時可能折腿的椅子上試圖放松
一樣。如果你領悟到，你的自我感是某種由意志與造作生成的東西——而且是你選擇制造了它
——那麼就沒有什麼必要的理由，圍繞任何無常、苦迫的體驗，繼續制造“我”、“我的”了。你將
轉求上善。你不會把制造那種體驗作爲你的修持目標。 
        那麼對那些無常、苦迫的體驗，又如何處置? 你可以視其爲一無可取加以擯棄，不過那就浪
費了。到底你已經勞煩把它們造作了; 況且實際上，正是藉著對這類體驗的應用，你才能夠達到
目標。因此，你可以學著把它們作 爲達到目標的工具; 它們的作用，則取決於生產這些體驗所付
出的活動是什麼種類: 其中一類生產出有助於達到目標的福樂，另一類則於目標無益。有益的活
動，佛陀名之爲“道”，它們包括佈施的動作[業]、持戒的動作[業]、禪那或者說定的動作[業]。盡
管這些活動也服從三相，但較之一般感官欲樂的生產與消費之業[動作]， 它們生產出的福樂相對
地更爲穩定、安全，具有更深的滿足與滋養。因此，如果你瞄准的是一種無常循環之內的福樂，
那就應當在佈施、持戒、禪定的活動中生產那種福樂。不過，如果你寧願瞄准一種超越無常的福
樂，這些活動藉著發展覺悟所必要的心智的清晰度，也同樣有助於你。總之，它們是值得作爲技
能加以掌握的。它們是你的一套基本工具，因此你要使它們保持性能良好，隨時可用。 
        至於其它的樂與痛——譬如涉及感官欲樂之追求的，以及純粹隨身心之存在而來的樂與痛
——可以把它們作爲你用諸工具加以處理的對象，作爲趨向覺醒的明辨所利用的原材料。從三相
角度細心審視——觀察它們究竟何以無常、苦、非我——你對繼續生產與消費這些東西的傾向會
漸次減弱。你會看清，造作它們的癮習性沖動，完全源自於愛、嗔、癡等諸態中體現的饑餓與無
明。當這些領悟對造作出來的體驗與造作的過程昇起離欲時，你便進入了趨向不死[the Deathless]
的第四種業道。 
        這條道包含兩個重要的轉折。第一個轉折來到的情形是，對感官樂痛的一切愛與嗔已被離
棄，僅餘下對定境之樂的執取。到了這一步，你就轉過來同樣從你過去用來審視感官體驗的三相
角度，審視定境之樂。此處的困難是，你已對定的堅實性已依賴過強，不願尋找它的過患。同
時，入定之心的無常[不恒穩]，較之感官之欲，遠更爲精細。不過，一旦你克服了尋找那種無常
[不恒穩]的不願感，探得的那一日必然來臨。那時，心就能夠傾向不死。 
        那便是第二個轉折的發生點。如經文中指出，心在遭遇不死時，可能視其爲心之所緣[mind-

object]——即一種心理素質 [dhamma,法]——接著造作一股對它的貪愛與喜悅之受。於是，生產與
消費這股貪與樂的那個造作起來的自我感，便阻礙了徹底覺醒之道。在這一步，三相的邏輯必須
作一個新的轉折。原來的邏輯——“凡是無常的皆苦，凡是苦的皆非我”——開放的可能性有: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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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恒穩的可以是(1)安適; (2)我。前一種可能性確實成立: 凡是恒穩的，確實安適; 不死實際上正是
終極的安適。不過這第二種可能性卻非是對待恒穩事物的善巧方式: 抓緊恒穩作爲自我，便卡在
了執取上。爲了超越時空，必須超越對自我的生產與消費的造作，這就是何以聖道的終結洞見
是:“一切法”——無論恒穩與否——“皆非我”。 
        當這一洞見完成其工作即克服對不死的愛或樂時，徹底的覺醒便達成了。那時，即便聖道也
被放開，而不死則繼續著，不過它不再是心的一個所緣。它就在那裏，根本就先於時空的造作，
又遠離時空的造作。一切爲自己的幸福而生產和消費的動作終止了，因爲已經找到了一種無時相
的安寧。並且，在此福 樂之中，一切心所都已經被放下，恒穩與無常、苦與樂、我與非我，都已
不再是問題了。 
        因此，佛教無常觀的語境是這樣的: 它是逼近目標的一個途徑，這途徑既看重[2]人的努力的
潛在效能，也看重人的那個基本欲求，即期望力有所值，期望無常[的業]有可能引向一種超越無
常的福樂。洞見無常的焦點，在於發展趨向真樂的善巧技能。它對三相——無常、苦、非我——
的應用，不是爲了對存在作幾句抽象斷言，而是爲了引導對[求樂之]技能的掌握，爲了指點對行
道進展的估量。以這種方式應用時，三相便引向一種超越三相、超越諸種生產與消費活動、超越
整個時空的福樂。 
        當我們理解了三相的這個語境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常常誤托於佛陀的有關無常的生產與
消費的洞見，僅有一半的真實性。就生產來說: 盡管以足夠的耐心與毅力，我們可以從當下的原
材料當中，生產出幾乎任何東西，包括驚人的一組自我身份，問題是: 什麼才是值得生產的? 我們
執迷不悟，用生產和消費無常的喜樂和無常的自我，已經把自己囚禁住了，然而，卻存在這樣一
種可能性: 利用變化[無常]，逃脫這個牢獄，達到一種超越時空的福樂。我們是想善用那種可能
性，還是想在射入囚室的陽光之中吹肥皂泡以度過餘下的時光，試圖從它們轉瞬破滅的飄旋模式
中得到喜樂? 
        這個問題與消費的智慧是相關的: 從我們無常的體驗中盡量有所收獲的意思，並不是接納或
者汲取其力度。反之，它意味著面對它們所提供的樂與痛，不將其本身作爲瞬逝的追求目的，而
是當作覺醒的工具。隨著每一個時刻，我們都在被提供著原材料——有的可愛、有的可厭。與其
欣喜地接納它，或者厭惡地拋棄它，我們可以學著善用它，來生產出開啟獄門的鑰匙。 
        至於所謂對業之果報不予執持的那份智慧: 在佛陀的上下文裏，這個觀念只有在我們深切關
注自身行爲的果報，希望把握趨向真正自由的因果過程時，它才講得通。換句話說，我們不幼稚
地強求自己的業無論善巧與否一律有即刻的樂果，塞入鎖中的每一件物事定然能自動地把門打
開。假若我們過去造就了不善巧業，並且導致了不良的果報，我們要坦承過失，發掘出那些事何
以爲過失的緣由，從而能夠學會如何在下一次發生時加以改正。只有當我們具備了耐心，能夠客
觀地看待自己的業果時，我們才能夠藉著對無效之鑰的研究，最終造出那把有用之鑰。 
        以這個態度，我們可以盡善地利用無常的過程，發展出把自己從無窮無盡地生產與消費的牢
獄中解脫出來的那種技能。隨著解脫，我們便投入真樂的自由之中，這種福樂如此真實，它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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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我們引向該境界的那原始一問的言辭之所及。再沒有什麼是我們必須作的了; “我的”和“屬
我”的感覺已經棄絕; 甚至那意味著時間的“長遠”一詞，也被無時相所抹去。餘下的福樂遠遠超越
了受縛於時空的福樂概念可以描述的範疇。徹底獨立於心之諸所緣，它不可污染、不可改變、無
限、清淨。經文上告訴我們，它甚至超越了“全部”與“一切”所描述的範圍。 
        佛教的整個修持目的正在於此。 
 
(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文集《清淨之心》) 

譯注: 
[1]無常，巴利語 anicca,英譯多爲impermanence, inconstancy,有乾脆譯成change者。本文中作者是對流行於
西方佛教圈子裏的若干無常觀的演繹所作的一番評說，因此延用的是change。尊者本人對 anicca 的英譯
是inconstancy,理由在文中已作解釋。 
[2]此句的看重，原文是take seriously，意爲重視，嚴肅對待，還可以解釋爲較真，不以之爲虛談。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三辨識》 
        《非我相經》 
最近訂正 11-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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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頁 ] >> [林居傳統]

業與輪回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Kamma & Rebirth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我們生入這個世界時，不曾隨帶一本手冊。沒有誰給我們解釋生命中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
事有必要了解。什麼時候感到痛苦，什麼時候感到相對安適，這我們是知道的，不過，我們知道
的大概就是那麼多了。隨著年齡漸長，會有人給我們解說。人類較之動物的一個優勢就在這裏。
沒有誰給一只狗或一只貓解說生活之道。在馬克－吐溫那篇絕妙的小說裏，倒是有那位狗母親給
她的孩子們解說人類的世界。 那當然是文學的杜撰。故事的有趣之處是，那位狗母親的知識混淆
不堪。“Presbyterian” [長老會教友]是狗的一個品種; “heroism” [英雄行爲]的意思是“農業”——諸如
此類。實際上，訊息混淆，也是人類世界的危險之一。父母從小教給了我們一些事，他們也可能
把那些東西全搞混了。 
        因此，有很多事我們不知道，而我們又必須在沒有確定訊息的情形下作出許多決定。生命之
中，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這一生又是怎麼回事？它是一個漫長故事中的一段，還是只有發生在此
時此地的生、老、死——這一個故事，全部的故事？我們的業[行動]又是怎麼回事？我們似乎是
在決定采取什麼行動，我們似乎是在作某些選擇，那些選擇似乎產生一些果報，那些果報又似乎
存在某種規律。有些業似乎引生善果，有些業似乎引生惡果。不過，真相實如所見嗎？我們真不
知道。　 
        於是我們發現自己在按照什麼引生樂、什麼引生痛的假設行動——樂與痛，那兩件事，我們
在體驗時確實是知道的。不過問題是，對喜樂的追求是否真正值得，還是我們該去找別的東西？
這些問題，無一有可靠證明，於是我們按照種種假設[無確證的行事邏輯]行動。 
        你來禪修時，已經是在按照某些假設行動了。假設之一是，修心是值得的。那就意味著你相
信，你的業[行動]是重要的，知見和修練將對自己如何行動，起關鍵性的影響。那就是相當大的
幾個假設，不過，審視自己的生命，你知道，過去按照那幾個假設行事時，曾經給自己帶來了至
少是部分的福樂。 
        那就叫做一個務實性的證明。它不是一個經驗性的證明。經驗性的證明，應該能夠跟蹤從我
們作出決定，到付諸行動，又從該行動，到體驗果報的那股能量的軌跡。你必須帶著對照組做這
個實驗，還要能夠以極其准確的方式測量喜樂。不過那是做不到的。所有那些號稱已在不同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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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者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和收入層次者當中做過的幸福感測驗：你要人們在1到10的範圍內，
給自己的幸福感打分時，那算什麼科學？你的8與另一個人1到10範圍內的8相比，又是什麼？ 
        因此，這些問題的任何一個，都不存在真正的經驗性證明。然而卻存在著一種個人的務實性
證明。你會發現，當你按某種假設行事時，似乎會產生某種特定的果報，而某些假設會比其它假
設，引生出更好的果報。佛陀要你照之行動的就是那類證明。他教導了業的原則，他說，業是真
實的，是你的動機決定了業的果報。在佛陀的時代，有些人說，業是不真實的，它只是貌似存在
而已。不過佛陀卻說，看一看那些人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是按照業不存在的假設生活的嗎？他們
在不同的行動軌跡中，挑選擇取，就此舍彼，這表明，在務實層次上，他們仍然相信業[行動]是
重要的，某些業比其它業可取，某些業比其它業善巧。諸業[諸種行動]對你的福樂[喜樂,幸福,安適]
的確是有影響的。 
        當時還有人說，你的業並不真正引生樂與痛。樂與痛是自生的、是隨機的。然而，那些人偏
又推究出一個理論，解說爲什麼是這個道理，爲什麼有必要信這個理論，怎樣循照那個信仰生
活。換句話說，他們還是相信知見是重要的，業是重要的，某一種業比另一種業更可取。 
        佛陀所建議的業的看待方式是以下這種：是什麼樣的一組信仰，引導你以某種善巧方式行
動，得到了善果報？有一種你自己才能知道的或大或小的福樂感。你不能把自己的福樂與他人的
福樂作比。不過，你可以朝內觀省。 
        因此，佛陀從未試圖爲他的業的教導、輪回的教導提供一個經驗性的證明。那些聲稱科學已
然證明兩者之一、或者自己已然用某種經驗方式予以證明的人們，並非是在幫襯佛陀的教言。這
些東西實際上是不能證明的，真正懂得經驗證明的人將會因爲那種聲稱而看低佛陀的教言。佛陀
本人沒有試圖給出一個經驗性的證明。但是，他的確說過，如果你以某種方式行動，將會在生命
中得到一種更大的安適感、更大的福樂感。而這些行動[業]必然是要依賴某些特定假設的。 
        譬如，輪回的問題：如果你相信這一生，就是我們的一切，而且生命的結局並無確定，你會
坐在這裏禪修嗎？也許會，也許不會。那都是相當隨機的。你會慈心待人嗎？也許會，也許不
會。不過，如果你確實遵照這樣一個假設行動——即，此生是一個更長的故事的一部分，該故事
由你的業塑造而成，而你的業又是由你的心塑造而成——你一定會投入更多的精力修心，使它更
仔細、更謹慎。你會付出但凡需要的時間和精力，把心置於良好的狀態。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建議我們把他的業與輪回的教導當作一個工作假設的道理之一。他說，他
在覺醒的過程中他得知，此生實是一個由許多次生命構成的更長故事的一部分，那個故事已經進
行了漫長的時間，而且有潛能在未來漫長的時間裏繼續下去。換句話說，輪回的原理是真實不虛
的; 修心的目的之一是爲了最終止息那個故事的說法也是真實不虛的，因爲當輪回不復存在時，
將會來一種更大的福樂。不過，他也說，即使這件事不是真的，藉著假設它是真的，你仍然會度
過更喜樂、更美好的一生。 
        因此，當你對佛陀在這些主題上的教導有疑思時，要記得，我們大家都按照假設行動。問題
是，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那些假設沒有被清晰地表達出來，或者照之行動的假設已被清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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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其種種後果我們還沒有弄懂厘清。這就意味著，當我們遇見一個表達完整清晰的假設時，也
許反而感到怪異。我們必須回顧自身：對業、對生命、對福樂、對因果關係在生命中的作用，我
們自己的假設是什麼？接著再問，有哪些假設，當我們照之行動，當我們使自己的行爲與那個信
仰一貫一致時，真正引生了最大程度的福樂？ 
        那就是信仰在佛陀教導中的作用。對我們西方許多人來說，信仰這個詞已擔上了一個惡名。
某些圈子裏，它被作爲一種美德推給我們：某個特定的主張或思想越不合理，你對它越有信仰，
則越優秀——這是對人類心靈的折辱。我們必須把不合理、不自恰[自相矛盾]的教說當作信仰，
對它們的信任程度，必須超過對顯現在眼前或內心的證據的信任——這種告知不啻爲一種折辱。 
        所幸的是，那不是佛陀教導信仰的方式。對他來說，即便經過推理接受某些事物，也仍然是
一種信仰。僅僅因爲某事合理，不能保證它就是真的。不過，當某件事合理時，照之行動而無內
在衝突，就容易多了。他還要你在信受某事時，提醒自己你真正知道的是多麼少。你照之行動的
那些假設也許看上去是最合理的，而且至今爲止在你的經驗中以之爲行動准則也許給出過最好的
果報，然而，你越明白這不構成真正的知見，越會促使自己繼續修練，直到獲得真知。 
        佛陀舉過一個林中獵象人的例子。那位獵象人想抓獲一頭大公象爲自己做工。於是他進入森
林，看見了一些大號的象足印。正因爲他是位經驗豐富的獵象人，他沒有即刻冒然得出結論：這
必然是大公象的足印。畢竟，還有一些大足的矮雌象。它們幹不了他的活。不過，他懂得那些足
印有可能屬於大公象，於是繼續跟隨。你注意到，他是在跟隨。他沒有說：“哎，我不確知，不
如放棄吧。只有當我知道它將引向一頭大公象時，我才願意跟隨下去。”他要一頭大公象，但不
確定它在哪裏。這條線索看上去最有可能，於是他就追蹤下去。接著，他看見樹幹的高處有一些
擦痕。再一次，他沒有冒然作出那必然屬於大公象的結論，因爲還有一些帶牙的高雌象，可能是
它們留下的。不過他繼續跟蹤那些足印。最後他來到一塊空地上，在那裏親眼看見了一頭大公
象。那時他才確知，自己已經找到了想要找的大公象。 
        佛法修證也是同一個道理。當你體驗到禪樂時，當你證得神通時：那只是一些足印和擦痕。
真實的東西是當你體驗不死之時。你意識到，你照之行動的那些假設——業的力量、因果的真諦
——從佛陀時代到現在，一直是有效的。你假設，自己如果以某種方式行動，果報傾向於服從某
種模式，你假設，在這短暫不定的生命之中把時間盡量用在修心上是值得的：你發現，那些假設
生效了。它們把你引入一種你自己確知的真樂。你知道這種喜樂不依賴五蘊，不依靠時空。這種
喜樂將不會被身體的死亡觸及。那時你才知道，自己找到了那頭大公象。 
        那時你才真正知道，佛陀的教導是真實不虛的。因此，你意識到自己對某些事加以信受，但
對之並無真知——懂得這一點，就要激勵自己繼續修持。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疑問，都不應視爲罪
咎或某種必須加以否定的東西，因爲那樣做會在心裏制造出許多不誠實。反之，你承認它們的存
在，以此激發自己進一步修練，直到有一天親證自知，確定無疑。 
        以這種方式，佛陀關於業與輪回的教導對你的才智不是一種折辱，反是一種激勵，促使你運
用自己的才智，把自己從投生在其中的無明狀態下解脫出來，知見不死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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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輪回-坦尼沙羅尊者

(根據2008年2月29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最近訂正 3-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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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坦尼沙羅尊者

[首 頁 ] >> [林居傳統]

這條道有目標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Path has a Goal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在教導修證時，把它比作了一條道，言下之意之一是，這條道有一個可達的目標。你走
這條道，是因爲它會把你領到你想去的地方。道理似乎明顯，不過我們卻讀到多少人在說，道路
即是目標[the path is the goal]，或者說，那是一條無目標之道[path without a goal]。那是什麼道?　
它談不上是一條道。不知那些話怎麼講。 
        想一想佛陀追求覺醒的故事: 它不是別的，就是一個道與目標的故事。首先，他掌握了若干
極其高等的禪定層次——他的幾位早期導師把它們當作目標教給了他。一個是無所有緯度，一個
是非想非非想緯度。然而，佛陀意識到，這兩項成就都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標。於是他離開了那幾
位導師，去嘗試尋找另一條修練之道，那條道必須把他引向自己的目標——不死，一種恒常不
變，遠離老、病 、死的安樂。 
        於是，他一度嘗試了極端苦行之道，沒有成功——試了整整六年，可想他所寄予的成功期望
有多大。一個人不會讓自己經受如此嚴酷的折磨，除非他相信這樣做將會有所回報，或者，除非
他對自己的堅忍生出某種驕傲。然而，六年之後，他意識到，那條道達不到目標，給不出果報。
於是他甘願放下那份投入，放下那股驕傲，另求上善。 
        就在那時，他憶想起兒時父親執犁耕作期間，自己坐在樹下進入初禪的情形。心裏昇起一
問: 這可是那條道? 他的心給出了直覺的答復: 是的。 
        於是他沿著那條道行走，發現它包含的不止是禪那的修練——那只是正道要素[道支]之一。
當他最終達到不死時，意識到這條道另有七項要素。他之所以知道，是因爲這些要素共同協作，
把他帶到了不死。這條道的確把他領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因此，他所傳的第一件事便是道，並
且餘生以之爲他的教導核心。 
        佛陀後來有一次把自己比作一位穿行於密林，找到一條古道的人。這條道已經被亂草覆蓋，
不過他沿道而行，發現它引向一座昔日繁華的古都。樓宇略頹，猶尚可居。仍不失爲一座輝煌的
都邑。於是他走出森林，告諸國王: 命手下掃清道路，它將把你帶往這座美妙、輝煌的都邑。 
        因此，遍佈於佛陀言教的一個比喻是，如果你沿著這條道行走，將會到 達某個極其殊勝的境
地: 遠離老、病 、死; 全然無爲的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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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坦尼沙羅尊者

        不過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佛陀早期的成就，也就是無所有緯度和非想非非想緯度，又當
如何看待? 畢竟，佛陀在其它數部經中的確指出，這些境界也是可以用作修行道的。以之爲基
礎，可以發展趨向解脫的明辨。那麼對待佛陀早期禪定成就的正確態度是什麼? 
        首先要記得，佛陀的幾位早期導師把這些成就當成了目標。一旦達到，就停止了，就修完
了。你可以繼續練習這些境界，不過除此無他了。你不能沿這些道去任何地方。然而，佛陀把它
們視爲引向某種更高遠的目標的途徑。換句話說，他用它們作爲進一步作觀的基礎。他沒有把它
們看成目標，而是把它們當成道。他沒有把目標與道等同。他作出了明確的區分。 
        這就好比某人艱難跋涉，穿過一座叢林，終於來到一條平坦大道上。可是他沒有沿著那條道
去一個好地方，而是在路上躺了下來。那就是佛陀過去那幾位導師的做法。你知道躺在路上會發
生什麼。你會給撞倒。老、病、死隨時會碾壓過來。 
        因此，當你到達那條大道時，要沿著道走下去。你發展定，同時發展所有其它聖道的道支，
接著你會發現，它的確引向某種特別的東西。因此，不管你聽到什麼無目標之道、道路即目標之
類的談論......就在最近，我讀到某位靜坐三十年的禪修者寫的文章。他自稱富有經驗，又說，一
直以來什麼進展也沒有，然而自己覺得很好，因爲禪修的整個意義就在於此: 意識到無處可去。
我不知道哪個更教人氣餒: 是這麼長時間裏他修得如此糟糕，還是他做一位糟糕的禪修者感覺如
此良好。 
        那種人，你是不能太信任的。你不能把他們當作向導。佛陀教導的是證果的種種技能。他
說，那就是衡量任何修練的標准——它所引向的果報。在教導卡拉瑪人時，他告訴他們，當你親
自看見，按照某種做法趨向一種無咎之樂時，就繼續做下去。如果你看見，某條道受到智者的贊
揚，就繼續走那條道。如果某種做法引向根植於貪、嗔 、癡的不善巧的行爲，引向殺生等破戒的
行爲，引向妄見、惡意等等之任一時: 要意識到那條道會把你引向惡趣，因此不要朝那裏走。要
沿著確實給出善果報的那條道行走。 
        因與果、業與報的這整個關係模式，就是我們的指南。它是我們檢驗什麼是善道、什麼不是
善道的標准。因此，當有人吹噓他們有一條不引生果報的道路時，你知道他們不是在走一條善
道。你要找一條引生果報的道、一條不看低欲得善果者的道。你聽人說：“你想要安樂？一種無
緣起的安樂？真可憐。”——那種說法是很可悲的。想要一種徹底無咎的安樂、一種不從任何人
那裏拿走任何東西的安樂，有什麼錯？如果你沒有那種樂，你在生命中能找到的樂，就是會從他
人那裏拿走什麼的那種。 
        前一陣我讀到一位[西方的佛教]導師說，他不願意活在一個沒有苦的世界裏，因爲那樣他就
不能發揮同情心——那是一種十分自私的願望。你希望存在受苦的人，因此你可以享受對他們的
同情？你的幸福感需要以他人的痛苦爲食？最好的理想是，走一條不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依賴任何
人的修行道。然後你可以把那條道指點給他人。如果他們受到觸動，也可以修。那就是佛陀的教
導方式，至今未有出其右者。 
        因此，有一個目標，並沒有錯。正如佛陀所說，來自意識到自己尚未達到目標的悲哀，遠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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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坦尼沙羅尊者

於耽享感官之樂。他講到世間或家主之悲，與出離者之悲。家主之樂，與出離者之樂。家主之
舍，與出離者之舍。家主之悲是意識到，自己想要愉悅的色、聲、香、味、觸，卻只得到不樂。
對多數人來說，解決的辦法是去找樂，也就是家主之樂。 
        然而，佛陀沒有建議那樣一條道。他建議，如果你有家主之悲，要試著代之以出離者之悲。
換句話說，即使外面的情形不舒適，那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還沒有在內心找到一
種不死之樂。當你想到自己尚未達到不死時所來的悲哀，就要激勵自己朝正確的方向努力: 修練
趨向出離者之樂的那條道。那是當你意識到自己在內心修成的素質確實引向覺醒時昇起之樂。從
那裏出發，你走向出離者之舍，也就是當你證得目標時心的平靜。 
        人們常常以不成熟的態度對待目標，那就是爲什麼有些導師說，禪修時，要放下一切關於目
標[證果]的想法。對短期禪修[班]來講這也許不失爲一種有用的態度，不過長期下去，會導致這
樣一些禪修者: 他們的禪修體驗是什麼進步也沒有，同時又對那個沒有進步產生一股反常的驕傲
感。長遠角度的解決辦法是，對你的目標，培育起成熟的態度，你意識到盡管修道也許費時，但
你懂得這是一條善道，它的方向是正確的，从中得到欣慰。這才是確然會引生果報的成熟態度。
有一種不死之樂，藉著你的精進能夠得到。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不能夠。 
(根據2008年2月29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最近訂正 3-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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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一言蔽之論修持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Practice In a Wor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9-2009 坦尼
沙羅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
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
印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
與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
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
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本可以用幾句關於涅磐空性之樂的鼓勵性言辭，結束他的傳法生涯，但他沒有那樣做。
他的臨終之言是一句告誡: “藉由appamada[1]，成就圓滿。”(SN6.15) “藉由appamada”的常見英譯
—— 諸如 untiringly/不怠地、earnestly/熱忱地、with diligence/勤奮地，等等—— 轉達的涵義是持
續、堅定的努力。這些譯法給人的印象是，佛陀的最後啟示爲“堅持修練”。不過，這個詞在數種
亞洲語言中的譯意卻另有曲折。斯裏蘭卡注疏中把appamada譯成“不松弛的具念”; 泰文將之譯成
審慎、警惕、謹慎、當心。聖典本身在另一場合把appamada定義爲謹慎地守護心，不落入染垢心
態，同時增強信、精進、念、定、明辨等心理素養(SN48.56)[2]。根據這些詮釋，佛陀的最後啟

示並非僅是指“堅持”，他的意思是:“不可自滿。警惕危險。守護心的良善素質。不可失足於戒備
松懈。” 
        這些詮釋同樣也有助於理解佛陀強調appamada之重要性的其它情形，譬如他曾經說，
appamada是通往涅磐之道，又說，一切善法[善巧之心理素質]根 植於appamada、匯聚於
appamada、以appamada爲首。單以“持續的努力”作解，是不能滿足appamada一詞在這些段落裏
的作用的，因爲不智的努力有可能造成各種各樣的破壞。不過，有了警惕與審慎所提供的必要視
野，則可以使努力不離正軌: 警惕與審慎令我們對自己造苦—— 對己對人造成無謂之苦—— 的潛
力保持警戒; 同時又教會我們信任自己—— 假若慎微得當，我們有能力止息那些苦。 
        謹慎與信任的這一兼行感，乃是以堅信業力原理爲基礎的—— 也就是說: 堅信我們的諸業不
可輕視，造苦與不造苦的區別事關重大; 堅信善巧與非善巧業的諸原則具有充分的模式，令我們
能夠從自己的錯誤中學到有用的教訓。同時，正是這種謹慎與信任的兼行感，使得appamada在修
道中的功能如此重要，它既提供了踏上善巧業道的原初動力，也提供了令我們行道不偏、直趨涅
磐的內在制衡。沒有對聖道的深度信任，則難以嘗試修證; 沒有對任何有爲之樂的潛在危險的深
刻意識，則易於退失。 
        這主要的危險當然在於，心有自我欺騙的創意潛能。不過，佛陀不同於眾多其他的宗教人
物，他並未僅僅建議我們，若不能信賴自己，則應當置信於他。反之，他爲我們提供了修練自
己、長養可信度的方式，也就是審視最傾向於對自己說謊之處—— 即我們的動機，我們的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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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蔽之論修持-坦尼沙羅尊者

[行爲的果報]。 佛陀在初次教誡幼子羅睺羅時曾經告訴他，在執行動機之前應當首先觀想，只有
在看見欲做之事不會造成傷害時才可以實行。在行動過程之中，他應當觀想其即刻果報，假若正
在導致任何意外的傷害，他應當停止。在行動之後，他應當觀想其長期果報，假若看見造成了傷
害，他應當下決心不再重犯。如未見傷害，他應當以之爲樂，繼續修持。 
        這正是有關正直[integrity,質直]的基本教誡: 學會看清何處可以信賴自己，何處尚不可信賴，
同時—— 藉著反復親身地檢驗業果原理—— 使自己成爲可以一貫信賴自己的人。隨著你發展出
這種內在的正直，你對遇到的任何教說或導師作一番評估，也就容易起來，因爲在這裏，佛陀也
同樣建議采取警惕的態度，用業果原理加以檢驗。評估教說的方式，是看你把它們用於實際時是
否造成傷害。評估導師的方式，不是看他們是否具有特殊力量、神聖權威、或開悟傳印，而是看
他們的行爲[業]是否造成傷害。 
        審慎檢驗，這一模式不僅適用於粗相行爲[業]，而且適用於心的最細微的運作: 你對感官刺激
的反應，你最精深的禪定或非禪定體驗。無論你正在做什麼—— 特別是當你似乎不在做什麼時
—— 不可自滿。仔細地、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造成的哪怕最細微的苦或擾動，學
會放開導致該苦的你的現行動作[業]。如此繼續下去，直到不再有什麼可以放下。 
        你的審慎感/appamada便是以這種方式，確保你一路走向涅磐。借用一句熟悉的比喻: 假若修
持如同建房，那麼審慎/appamada不僅是地基，也是牆與屋頂。 

[1]appamada: 古漢譯不放逸。 

最近訂正 8-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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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你出生在一個亞洲佛教家庭，父母教給你有關佛教的第一件事，不是某個哲學原則，而
是禮敬的姿勢:  見到一座佛像、一位比丘或比丘尼時，雙手合十於心前行禮。該動作一開始顯然
是機械性的，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將學得相應的禮敬心態。如果你學得快，父母將把它視爲
孩子聰慧的一個征兆，因爲禮敬對任何學習能力來說，都是最基本的。 
        長大一點，他們也許會教給你這一姿勢的寓意:  雙手合攏，形如蓮苞，那是代表你的心，你
把它拿出來，接受訓練，使它變得明智。父母的期望是，隨著你對佛教修證的果報熟悉起來，你
的禮敬最終將轉爲恭敬與崇敬。以這種方式，他們對西方人的那個老問題——佛教的哲學一面和
宗教一面哪個先行——給出了一個快捷的應答。在他們的眼裏，禮敬的宗教態度，對於增長任何
哲學性的理解，都是必要的。對他們來說，兩者並無衝突，而是相互促進。 
        這與典型的西方態度不啻爲鮮明的對照。西方人在佛教的宗教與哲學這兩個側面之間，看見
了一種根本的差異。哲學的那一面似乎如此理性，給自力賦予的價值如此崇高，佛陀覺醒的核心
洞見——因果法則——又是如此抽象。似乎沒有什麼內在理由，從一門開端如此抽象的哲學當
中，會發展出一種虔誠[devotionalism]，其深度不亞於種種奉神宗教裏可見的任何相應態度。 
        不過，假若我們看一看巴利聖典中講述的虔誠——以禮敬、敬服、恭敬、敬拜、崇敬這一詞
語群所表達的那個態度——就會發現，聖典中關於禮敬的道理，不僅根植於佛陀覺醒的核心洞見
——也就是被稱爲此/彼依緣性[Idappaccayatā]的因果法則——並且，爲了學會與把握這一因果法
則，禮敬也是一個必備的前提。 
        表面上看，把一種因果論與禮敬聯系起來，似乎令人奇怪，然而兩者的確是密切交織的。所
謂禮敬，就是你對生命中舉足輕重的事物發展起來的那種態度。因果關係的種種理論對你講述的
是，真正重要的東西是否存在，假若存在，它究竟是什麼，它又如何重要。假若你相信存在一位
上帝，他將賜你幸福，你自然會對那位上帝致以禮敬和恭敬。假若你認爲幸福完全靠自己發願，
那麼你最大的敬意，將會保留給你自己的願力。至於禮敬是“如何”地重要:  假若你認爲真樂絕無
可能，或者你把它看成是預先注定的，或者全然隨機的，那麼禮敬就沒有必要了，因爲它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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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結局不起什麼改變性的作用。不過，假若你視真樂爲可能，視其諸因緣爲不安穩，它們取
決於、有賴於你的態度，那麼爲了使那些因緣保持健康、興盛，你自然會對它致以必需的關注和
敬意。 
        聖典有關禮敬的記載形式也反映了這一點。佛陀在世時，居家弟子對佛陀與僧伽的禮敬方式
是多種多樣的，僧伽成員們對佛陀和彼此之間的禮敬方式則較爲規範，這在經典中都有詳細敘
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法的禮敬儀軌。佛教比丘和比丘尼被禁止對不示以禮敬的人說法。據記
載，佛陀本人對五比丘初次傳法時，也是等到他們不再把他當作同儕對待時才開講的。 

        這一禮敬儀軌當然也可能是一種文化的附屬品，一種從佛陀時代的社會中未經甄選沿襲下來
的產物，不過聖典中的一些段落表明，情形並非如此。佛教是古印度宣稱奉行自然真實法則、拒
絕主流文化規範的沙門運動之一。這些運動對主流習俗的取舍是相當自由的。佛教文獻對其它沙
門運動的描述中，對那些既不敬道外、也不敬彼此的人士不乏針貶。他們的聚會喧鬧、嘈雜、失
控，顯示出弟子對師尊缺乏敬意。此番描述之後，接下來作爲對照，講述的是佛教徒聚會時的親
切與禮敬。這表示佛教徒對一般的禮敬習俗是可以摒棄的，但他們有意識地選擇沒有那麼做。 
        這一選擇依據的是佛教徒對禮敬作爲求學前行的透徹了解。從自己尊敬的人那裏學，比從自
己不敬的人那裏學要容易。禮敬令心開啟，令先入之見松褪，爲接納新的智識與技能騰出空間。
同時，珍視自己的智識的人們，與其把它教給不敬者，也更願意傳給示以禮敬者。 
        不過，佛陀強調的那種學，並非僅僅是獲取訊息，而是學一門徹底解脫苦迫的技能。禮敬與
因果的連接處正在這裏，因爲佛教因果論的核心，講的正是一門技能如何有可能學會的問題。 
        正如控制論所揭示的，大體上，學，只在有反饋之處才有可能; 而一門技能的學會，則進一
步要求具備這樣一種能力:  監視反饋，並且對如何隨之修正行爲作出抉擇。佛陀在因果律上的諸
種發現，解釋的正是這些因素如何起作用，起的是什麼作用。至於“如何”起作用，他是以一個因
果公式來表達的;  起“什麼”作用，他是藉著分析業——業的塑造因素，業能給出的果報範圍——
來表達的。 
        佛陀的因果公式，簡單來說就是指: 每一時刻由三件事構成: 來自舊業的果報; 現業; 還有來自
現業的即刻果報。該原理看來簡單，後果卻十分複雜。你作的每一個業[動作]，在當下都有種種
回應，後者又會影響到未來。根據該業的強度，那些影響可以維持一小段時間，也可以長久存
在。因此，每一個有爲體驗的形成，都是來自兩類效應的綜合，一是來自漫長時間跨度內的舊業
的諸果報，二是現業[當下行爲]的諸果報。 
        因與果的長期性，給每一時刻設置了某些限制。當下並非是一塊未曾塗抹的空白版，因爲部
分程度上它的成形受過去的影響。不過，當下即刻的因果效應，卻給自由意志提供了餘地。並非
一切都由過去決定。任何時刻下，你都可以往系統內添注新的輸入，把你的生命朝著一 個新的方
向推挪。盡管如此，自由意志的餘地也並非大到可以使因果轉爲任意。輸進系統的每一個“此”會
產生一類特定的“彼”。諸事件依照某些可辨的模式發生，而這些模式是可以掌握的。 
        是什麼使這一過程連續運作? 這個“什麼”，正是使反饋和監視反饋成爲可能的因素。其核心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Respect2.htm (2 of 6) [12/31/2010 10:40:49 PM]



坦尼沙羅尊者-禮敬

成分即是“動機”[intention, 意向,意志,心意]，佛陀指出它就是業的精髓。而動機又是由專注的諸動作
[acts of attention]——對辨識[perception]發問，從問中造出諸見——構成的。由於你可以觀察自己那
些動機的果報，於是就有了一個內在的反饋回路，讓你可以學。由於專注可以發問，它就能監視
反饋，決定如何善用。再者，由於你的種種動機——它們受諸見的指引，爲當下提供著新的輸入
——接下來可以重塑你的體驗，你的學習能力因此可以起到影響性的作用:  你可以改變自己的作
爲，增進善巧技能，然後收獲果報——獲得越來越高的喜樂。 
        那種喜樂能走多遠? 佛陀在自證覺醒的過程中發現，對善巧的追求最終可以趨向超越時空、
超越緣起重生的範疇。根據這個發現，他指出了四種業: 前三種給出的是輪回內部的樂、痛、混
合果報，第四種業則趨向超越一切業，達到重生的終結。換句話說，這一因果律的操作方式，使
得業既可以使輪回繼續，也可以使它止息。由於輪回界的極樂也是無常、不可靠的，佛陀教導
說，最有價值的業道是第四種——這種業導致了他本人的覺醒——一勞永逸地終止業。 
        這條業道所需的技能是來自: 調協專注和動機[attention and intention]的諸種構成因素，使之先
趨向輪回界內的樂果，而後，在超世層次上，趨向苦迫的徹底解脫。相應地，它要求你對人生的
因果法則持一定的態度。這就是禮敬的素養起關鍵作用的地方，因爲假若你對三件事——你自
己、作用於你生命中的因果法則、他人對該法則的洞見——不致以相稱的敬意，你不可能凝聚起
必要的志向，去把握那門因果法則，並且看清自己的善巧潛力能走多遠。 
       敬重自己: 在此/彼依緣性的語境中，它有兩個意思: 
        一、由於第四種業是可行的，你可以敬重你的那個欲求——對無爲之樂的欲求——不必視之
爲不實的空想[指無奈地放棄]。 
        二、由於動機與專注在體驗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你可以敬重自己的的能力——發展善
巧的能力——去領悟和把握因果現實，直至證得真樂。 
        不過，敬重自己的內涵並未到此爲止。你不僅可以敬重自己對真樂的欲求，敬重成就它的能
力，而且，假若你不想受制於必將把你牽往別處的眾多力量——宗教的、世俗的、社會的、你內
在的——你必須對兩者致以敬意。 
        盡管多數宗教傳統認爲真樂是可能的，卻不認爲憑著人的善巧有能力成就。它們一般都把希
望寄托在神力上。至於世俗文化，它們根本不信無爲之樂是可能的。它們教我們去爭取有爲之
樂，同時對來自金錢、權力、交往、財富、社團情感的喜樂的種種固有局限視而不見。世俗文化
對待超世價值往往冷嘲熱諷，當宗教偶像倒塌時，當宗教追求者示現出不相稱的弱點時每每哂然
一笑。  
        這些世俗態度，滋長我們自己的不善巧素質，滋長我們追求易得快感的欲望，也滋長對忠告
我們有能力證得上善的人士的不耐煩。不過，無論世俗態度也好，一般的宗教態度也好，都在教
我們低估自己的善巧心態的力量。諸如念住、定力、明辨等素質，當它們一開始在內心昇起時，
也許不怎麼特別——又小、又弱，似同生長在雜草叢裏的一株株楓苗。假若我們對它們不加以守
護，不致以特別的敬意，那麼不是雜草把它們扼殺，就是我們自己把它們踩在腳底。結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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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會懂得它們可以提供多少蔭涼。 
        不過，假若我們對證得真樂的自力致以高度的敬意，有兩個重要的道德素養就將會主導心
智，守護善法: 一是畏惡，對於未竭盡所能發展善巧時將要遭受之苦的關切;  二是知恥，恥於放
棄至高的幸福目標而選擇低就。知恥作爲自敬的附屬，看起來或許怪異，不過兩者在健康狀態下
是相互配合的。人需要自敬才能識得某種行爲軌跡之低下，恥於爲之。爲了防止自敬轉化爲頑固
的自驕，則需要對自己的錯誤有羞恥感。 
        這就是禮敬的第二個側面——敬重因果律——發揮作用之處。此/彼依緣性並非是一個自由式
的過程。每一個不善巧的“此”都連著一個不樂的“彼”。強扭這一相關性，非讓它趨向樂果是不可
能的;  按照一己偏好，設計一條脫離因果體驗的自選的解脫之道，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自敬必
須包容對諸因實際如何產生諸果的敬意。傳統上，這種敬意是以佛陀在遺言中強調的審慎這一素
質來表達的。審慎意味著深切意識到，假若自己在動機上有所疏失，便會受苦。假若你真正愛自
己，就必須密切關注現實運作的真法則，並且相應行事。你自己的所想所感，並非都值得禮敬。
即便佛陀本人也並未設計了佛教或此/彼依緣性，他發現了它們。他並未依照個人的[好惡]取舍來
觀察現實，而是重排自己的取舍，使之能夠充分利用憑著細心與誠實自觀業果所得的知見。 
        這一點，正反映在他對卡拉瑪人的教言中(AN3.65)。 盡管這部經常常被引用，作爲佛陀許可
人們跟著自己的對錯感走的空白通行證，實際上經文內容是相當不同的:  不可只奉行傳統，也不
可只依照自己的偏向。假若你藉著觀察自己的業與果看見，依照某種心態行事導致了傷害與苦，
就應當放棄它，下決心不再奉行。這個標准是十分嚴格的，它要求你把法置於自己預設的偏向之
前，也要求你對任何顛倒次序、置個人偏向於首位的傾向審之慎之。 
        換句話說，對來自你自己諸業的樂與痛，你不能只是享受前者，抵制後者。你必須從樂與痛
兩者中學，把它們當作因果鏈中的事件致以敬意，看看它們能教給你些什麼。這就是爲什麼佛陀
把 dukkha ——痛、緊張、苦——稱爲聖諦，把入定之心所生的樂，也稱爲聖諦的緣故。即刻體
驗的這些側面，包含著一些課程，這些課程可以把心引向聖成就。 
        不過，《卡拉瑪經》並沒有停止在即時的體驗上。它進一步宣稱，你在觀察自業之中的因果
過程時，還應當把你的观察用智者的教導對照證實。禮敬的這第三個側面——敬重他人的洞見
——也是以此/彼依緣性的模式爲根據的。由於諸因緣與其果報之間往往相隔著漫長的時光，某些
重要的相關性容易看不見。同時，明辨的主要障礙——癡迷——是心理素質當中自己最難探測
的。人在癡迷時，不自知其癡。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對他人的洞見示以禮敬，有可能那些洞見
將助你看穿自己的無明。畢竟，動機與專注對他們的覺知也是即時呈現的。他們的洞見也許正是
你破除由自己的無明之業給自己制造起來的障礙所需要的。 
        關於禮敬他人，佛陀的教言是雙向的:  首先顯然是對修行道上走在你前頭的那些人的禮敬。
正如佛陀曾經說過，可敬者[善知識]的友誼是聖道修行的全部，因爲他們的言辭與榜樣將助你踏
上解脫之道。這不意味著你必須服從他們的教言，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只是，你若對自己負
責，就必須對他們的話恭敬地聽一聽，誠實地試一試——特別是，當他們的忠告不順耳時，你應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Respect2.htm (4 of 6) [12/31/2010 10:40:49 PM]



坦尼沙羅尊者-禮敬

當禮敬。正如《法句經》中所說: 
 
看見你的過失， 
而批評你的智者， 
把他們當成 
指出寶藏的向導。 
要跟隨這樣的 
聖賢，因爲 
跟著這樣一位聖賢 
有益無害。 

 
        你對掌握聖道者致以禮敬的同時，也是在對你想在內心培養的那些素養致以禮敬。而且，當
那些人看見，你敬重他們，也敬重自己的內在善法時，將更願意與你分享他們的智慧，而且更著
意分享其中的精髓。這就是爲什麼佛教傳統如此重視禮敬的緣故——不僅重視禮敬的情感，而且
重視它的表達。假若你不能迫使自己對他人以對方能夠識得的方式表達禮敬，那麼你的心裏是有
抵觸的。反過來，他們也將置疑你的求學誠願。佛教的僧伽戒律何以如此重視對導師與上座的禮
敬儀軌，道理就在這裏。 
        不過，禮敬的教導也包含著另一方向的內容。佛教比丘和比丘尼被禁止對任何批評他們的人
示以不敬，不論批評者是否已證得覺醒，也不論批評的理由是否充分。對待這樣的批評者，哪怕
不值得敬師的禮節，也值得常規的禮節。即便是未覺醒者，也有可能觀察到有價值的真相片段。
假若你開明地接受批評，也許就能聽見有價值的洞見，隔了一堵不敬之牆，可能就聽不見它了。
佛教文獻中——從最早期直到現代——記載人們偶然從某個不太可能的來源聽到一句話或一首歌
而證悟的故事可以說是層出不窮。一個持正確禮敬態度的人，可以從萬事中學——能夠善用任何
事物，正是真明辨的標志。 
        禮敬之道的最精細善巧，乃是學會如何平衡這三種禮敬: 禮敬自己; 禮敬因果真諦; 禮敬他
人。這一平衡對任何技能來說都是最基本的。假若你想成爲一位陶藝工，你不僅必須求學於師
傅，還必須學自於個人的的作業和觀察，還需要學自於陶土本身。接下來，你必須權衡所有這些
要素，親自把握這門手藝。假若在佛法修道過程中，你的自敬超過了你對因果真諦或他人洞見的
敬意，你會發現自己難以接受他人的批評，也難以自嘲自己的愚蠢。這將使你不可能學成。另一
方面，假若你對師尊的禮敬超過了你的自敬或者你對真諦的敬意，就可能受騙，對經典稱之
爲“由智者親見”的真諦閉眼不見。 
        在佛教修行和手工技藝的修練這兩個過程當中，禮敬所起的類似作用，解釋了爲什麼不少佛
教導師要求弟子掌握一門手工技藝，作爲禪修的前行或組成部分。一個沒有手工技能的人，對禮
敬的平衡方式，很少會有直覺性的理解。佛陀所傳的技能不同於其它技能之處，在於它引生自由
的徹底程度。那種自由之外，剩下的選擇——也就是無窮無盡的生死輪回之苦——兩者的區別如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Respect2.htm (5 of 6) [12/31/2010 10:40:49 PM]



坦尼沙羅尊者-禮敬

此極端，我們不難理解，堅心追求那種自由的人對它的禮敬何以也是如此極端。我們更可以理
解，那些已成就解脫者對它的禮敬程度是何等的絕對。他們懷著至爲虔誠、衷心的感激，對自己
內在外在的所有導師俯首頂禮。目睹他們以這種態度俯首頂禮，是何等地令人振作。 
        因此，當佛教徒家長教育孩子對佛、法、僧表達禮敬時，他們不是在教一個日後將會消弭的
習慣。當然孩子也需要發覺對那份禮敬的最佳理解和應用，不過至少父母已幫助孩子開啟了大
門，讓他們得以從自己的觀察力、從真諦、從他人洞見中學。而當那扇門——當他的心——對真
正值得禮敬的東西開啟時，所有尊貴、善良的品質都將得以隨之而入。 

相关连接: 菩提尊者: 佛法的兩面性 
最近訂正 8-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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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只有苦，和苦的止息。” 
 
        Dukkha——張力、痛、苦的經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正如佛陀曾經評說的，面對苦的複
雜性，我們以兩種方式作出反應: 
 

§1. “什麼是苦的結果? 有此情形，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憊，便悲
傷、痛悼、哀歎、捶胸、混亂起來。或者，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
憊，便外出求索:‘有誰了解止息這苦痛的一兩個辦法?’ 比丘們，我告訴你
們，該苦或者導致混亂、或者導致求索。” —AN6.63(增支部) 

 
        問題是，那種混亂往往指導著求索，於是引生出更多的苦迫。爲了解決這一困境，佛陀在覺
醒之後，畢生致力於指明一條可靠的滅苦之道。在總結他的全部教義時，佛陀說: 無論過去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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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講的只是苦和苦的止息。 
        佛陀擔教四十五年，主旨就在於此。 對苦與苦的止息，在某些場合下他會給出簡要的解釋，
另外一些場合下，他會作出較爲詳細的說明。其中最詳細的解釋，被稱作緣起說——paṭicca 
samuppāda  。 這份對最終導致苦的諸支因緣的詳細總結，揭示了爲什麼苦迫的體驗可以是如此
令人混亂，因爲諸支因緣之間的作用可以是極其複雜的。本書旨在解說這些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藉此顯示它們如何可以爲一條趨向苦滅的修練之道提供焦點。不過首先，我們把緣起的諸要素羅
列於下——足以讓讀者對緣起的形狀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足以展示緣起的結構可以是何等難以
把握。這些要素在書中將會有更詳細的解說。它們在這裏的次第編號以最根本的因緣——無明
——爲開端，這是因爲無明是導致其它因緣促生苦迫的最關鍵的因緣。 

 
1.“無明”: 未從四聖諦——苦、苦集、苦滅、苦滅之道——的角度觀察事物。 
2.“行”[造作]: 有意地塑造種種身心狀態的過程。分以下三類: 

a)身行: 出入息; 
b)語行: 尋想[尋]與評估[伺]; 
c)心行: 受 ——樂、痛、非樂非痛的覺受態;  
             辨識[想] ——以記憶與識別爲目的對感官對象施加的心理標簽 。 

3.在六種感官媒介即眼、耳 、鼻、舌、身、意處的“識”。 
4.“名色”: 心理與身體的現象。 

心理現象[名]包括: 
a)受; 
b)辨識[想]; 
c)動機[起心]; 
d)觸; 
e)專注[意著於.作意於] 。 
身體現象[色]包括四大元素——也就是構成身體動力感的四種屬性——以及來自它們的
任何身體現象: 
f)地——固性; 
g)水——液性; 
h)風——能量與動性; 
i)火——暖性 。 

5.“六內處”: 六種內在的感官媒介，即 眼、耳、鼻、舌、身、意。 
6.在六種感官媒介上的“觸”。發生在感官與感官所緣相遇時——例如，當眼遭遇一種形色時
——在該感官處就爲一個識的動作造了緣。感官、所緣、識的動作: 三者都算作觸。 
7.在六種感官媒介的接觸基礎上產生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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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六處之所緣的“渴愛”。此愛可以聚焦在六處之任一，並且可以呈現爲以下三種形式之任
一。

a) 欲愛——渴愛感官欲望; 
b) 有愛——渴愛在某個體驗世界中采取某一身份[認同]; 
c) 非有愛——渴愛在某個體驗世界裏的身份的終結。。 

9. “取”: 對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貪執和愉樂。此取可以呈現爲以下四種形式之任一: 
a)欲取[執取感官欲樂]; 
b)見取[執取看法]; 
c)戒禁取——對習慣與修法的執取; 
d)我語取——對自我之說的執取。

10.“有”[成爲]，可以發生在三個層次之任一: 
a)欲界層次; 
b)色界層次; 
c)無色界層次。

11.“生”: 在三層次之任一之中，對某個身份的實際采取。 
12.“老死”: 該身份的衰老與死亡，帶著隨之而來的憂、哀、痛、悲、慘。 

 
       對此十二因緣匆匆一瞥即可顯示，緣起主題之所以難把握，主要在兩方面: 

(1)諸因緣似可納入不同的語境; 
(2)亞元素有不少在列表中以貌似隨機的間隔在重複。

        就語境來說，有些因緣似乎更具心理性，指當下心內的事件，另外一些因緣似乎更具宏觀
性，指一生甚至多次生命之中發生的事件。佛陀離世後的多少世紀裏，曾經有過不少嘗試，藉著
把諸要素納入單一的詮釋模式，使列表易於把握——比如把它或者解作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件，或
者解作漫長歲月裏內發生的事件。 
        甚至還有些人試圖給整個緣起序列賦予某個形狀——這裏是指嚴格意義上的形狀。該形狀是
一個圓圈，描述它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出自中世紀印度的第一種構想把緣起當作一個車輪，帶著
老與死的憂、哀、痛、悲、慘等等，引出更多的無明，由此轉向另一輪的苦迫。出自中世紀中國
的第二種圓圈，是圍繞著燈 盞的一圈鏡子，每一面鏡子反射出來的不止是直接來自燈盞的光亮，
還有從其它鏡子裏反射過來的燈光。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裏，我們將討論若干正式理由，說明這些簡單化的意象何以是緣起說的不
完備描述。不過在這裏，我們將提供一個思維實驗，顯示它們在描述人們遭遇苦 迫的日常具體例
子時，何以也是不完備的。 
        爲了實驗起見，讓我們假定，這是一個周五的傍晚，一整天的工作結束後，你正在往雙親家
裏走。本周末正值某個節日，父母在家裏設席筵請眾位親戚，你舅舅也將在場。這件事令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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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多年來他一直酗酒，自打你兒時起對你和你母親總是惡言相向。我們在以下討論當中，把十
二因緣——按上述編號插入——應用在三個時間框架裏，藉此說明，圍繞這一事件你可以給自己
造苦的種種不同方式。 
        對以下幾個例子的每一個，我們都假定第(1)步:  你 是在無明中操作，也就是，未能從四聖諦
角度思考，而是從家庭狀況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的個人敘事角度，觀察你的處境。 
        例一: 你一邊走向父母家的大門，一邊想著這件事(2b——語行)。你把舅舅舊時惡跡的種種回
憶拉了出來(2c——心行)。這下子觸發了嗔怒，使得你的呼吸變得沉重、緊窒(2a——身行)。這使
你很不安(2c——心行)，你意識到自己是何等不安(3——識)。荷爾蒙被釋放出來，進入你的血液
(4f至4i——色)。你對自己正在作選擇這一事實未有充分的覺知，而選擇了(4c——動機)把注意力
聚焦(4e——專注)在自己感到何等的困擾這個辨識上(4b——辨識)。意識到這個念頭(5和6——心
觸)，令你感到壓抑(7——受)。你想找一條出路(8——渴愛)。 
        這時候，你不妨設想一下自己在將臨的筵席上可以扮演的幾種角色(9d和10——取和有): 你可
以拒絕與舅舅交談; 你可以盡量保持低調，直到筵席結束; 或者你可以厲害一點，當場責難舅舅的
所作所爲。你在心裏擔當起其中一個角色(11——生)，不過，除非你一直在心裏維持著那個假想
角色的活力，想過之後，它就退場了(12——老與死)。於是你繼續想著這個角色，一邊評估你父
母將會作何反應，自己對此又作何感受，等等(2b——語行)。盡管在這個例子裏第 (12)步的苦不
甚嚴重，但是你必須維持住那個角色，而且在心裏反復評估，這是有苦的[有張力的]。而且以這
種形式，短短幾個片刻內你可以經歷多個序列的苦。 
        例二: 你帶著上述想法朝父母家裏走 (2到4)，已經處在了緊張和不樂的期待之中。 你叩了
門，開門的正是你舅舅(5和6)，手裏端著一杯酒。不管他說什麼，他的在場總讓你感到壓抑(7)，
寧可自己身在他處(8c)。你母親明顯示意，她不希望看見晚筵上有爭執，於是一整晚你扮演了孝
順子女的角色(9c、10a、11)。或者，你可以決定，非責難舅舅不可(重複9c、10a、11)。 這兩個
角色不論采取哪一個，你都發現難以維持，於是在晚餐結束時，便沖破了那個角色(12)。以這種
形式，整個晚上可以算成是一個序列的苦。 
        例三: 與其放下方才扮演的那個角色，你在餘生中一直扮演下去——譬如，作一個唯命是從
的孝順兒女; 作一個試圖治愈舅舅的酗酒癥的改造家; 或者，作一個爲自己和母親所承受的重重苦
難討回公道的復仇者。爲了維持這個角色，你必須執取該角色應當如何行事(9c)、自己是或者應
當是什麼樣的人(9d)，諸如此類的種種見(9b)。你繼續生產(10)和呈顯(11)這個身份，直到再也不
能繼續下去爲止(12)。以這種形式，一個完整的緣起系列可以覆蓋整個一生。假若你繼續渴求
(8b)維持這個身份，甚至在死亡時刻也未放棄，那麼該身份將引導你執取(9)在死亡瞬間顯現出來
的種種重生機會，緣起的完整系列就可以覆蓋不止一生，它有可能朝著無盡的未來延伸，導致更
多的苦迫。 
        如這些場景所顯示的，緣起能夠造苦的方式是不存在單一、確定的時間框架的。單獨一個序
列可以維持僅僅一瞬，也可以存在多年。不過，即便是最持久的序列，爲了繼續生效，也必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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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瞬間序列的反復循環，就像一個人藉著思考某個身份(2b)，並且有意地專注維持該身份所必要
的諸種因緣(4c和4e)，來維持該身份的情形。因此，盡管我們可以談論跨越數次生命的單一序列
的苦，該序列並非只在終結於老死時才產生苦，因爲它是被無數的瞬間序列所維持著的，那些序
列在各種層次上多多少少一路在產生著苦。 
        使這個意象更複雜的是，序列內部的諸種因緣在完成整個序列之前可以相互反饋。這就是某
個因緣和亞因緣會在序列內部不同位置上出現的道理。舉例來說，受，在上述陳列中至少出現四
次(把12裏的苦也算成受); 識出現兩次，辨識也是兩次。每種情形下，某個因緣的後一次出現，還
可以不牽引出緊跟在後的那個因子，而是在它前一次出現時所扮演的那個角色當中再經歷一次。
(這個現象解釋了心可以轉過多少次思維循環，才對某件事作出采取行動的決定。) 舉例來說，一
種痛受出現了(7)，與其直接引生渴愛，可以被當作一種“心行” (2c)，或者被當作“名” (4a)下的一
個事件來處理。 
       假如，作爲一種心行，它再遭遇無明的影響，那只會強化後續因果鏈的苦。假如，作爲名的
一個事件，它經歷進一步的不正確的專注(4e)，後者即等於無明，那樣也會發生同樣的結果。在
例一的場景下，它就相當於你對赴筵的前景感到壓抑的那一段。假若你以無明和不正確的方式繼
續專注這個受，只會強化你的處境之苦，給那股壓抑感添柴加火，直到它變得失控。不過，假若
(7)的受，被“智”[知見]當作心行來處理(2c)或者被“正作意” (4e) ——智的另一個同義詞——當作名
的一個事件來處理，就會把該序列以善巧的方式朝另一個方向牽引，減少所生苦迫的份量。 
        譬如，你對將臨的晚筵，開始感到壓抑時，你對自己的沉重呼吸正在制造不必要的苦這件事
作觀想，就有可能停下來，調整呼吸，使它更有清新之感(2a)。你可以用種種不同方式思考這個
局面，把晚筵看成是發展正志和正語等修道的善巧素質的一個機緣(2b)。你可以憶念舅舅過去做
過的種種正面事件，憶念那種思考對自己的必要性(2c)。你可以下決心在言行上采取該場合看來
是最善巧的方式(4c)。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排解那股壓抑感，令它本來有可能引生的苦流產。 
        以這種形式，盡管在緣起序列的不同位置上再現的“受”，有強化苦迫的潛力，它也爲減輕某
個序列的苦開啟了機會。一個長串的緣起序列需要許多短序列的全部或部分的再重複，這件事同
樣也爲任何時候通過破解其中任一的短序列而破解該苦，提供了機緣。 
        基於這些理由，最好不把緣起視爲一個圓圈，因爲這樣一個簡單化的意象不能夠充分體現生
苦過程中同時起作用的多種不同的時間框架; 它也不能夠充分體現緣起的複雜性有可能提供滅苦
之開口的種種方式。一個更好的意象是，把緣起當作由多種反饋環節構成的相互作用的一個復合
體，假若輸入無明，則可以產生出多重之苦，或者，假若輸入知見，則可以制造出反復的機緣，
把序列朝不同的方向牽引，緩沖苦迫的體驗。 
        當然，未經訓練的心是善變的。以知見的方式處理“受”之後，它有可能在任何時刻回復到無
明狀態。不過，佛陀在覺醒之夜的發現是，心可以透過一種修練方式，滅盡它的無明傾向。他運
用在這場修練的種種策略當中，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可以透過對緣起序列當中的任一因緣，發
展出持續的智，來克服無明。在此，緣起的複雜性在允許該策略生效的過程中再次起著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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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要點即構成了本書的基本主題。[以下略去介紹後三章的三段文字。]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9-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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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不可能的事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Impossible Things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10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鏡中奇緣》[1]一書中有一個角色說，每天早餐前他喜歡思考兩三件不可能的事，這樣做有
助於給他的心透透氣。對我們禪修者來說，那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每天思考兩件不可能的
事: 你將能掌握定，你將能嘗到不死。 
        當然，嚴格說來，這些事並非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心裏有不少聲音堅持說，它們是不可能
的。因此，時不時想想不可能的事，改變一下對話的調子，是有好處的。 
        要提醒自己，你的生命並未在石碑上刻就，你既不是命運的奴隸，也不是大機器上一個無名
的小齒輪。實際上你是一個作爲者，一個推動者，一個塑造者。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朝著你希望它
發展的方向塑造。 
        佛陀說，世界上有四種業:  我們愛好做，又給出善果的業; 我們不好做，又給出惡果的業; 我
們愛好做但給出惡果的業; 還有我們不好做但給出善果的業。前兩種不消說。無須思考，人們自
然會做好做又給出善果的業。內心不會發生衝突。同樣地，自己不好做又給出惡果的業，人們是
不願做的。[內心]不存在對話討論。參會成員全體通過。 
        不容易做的，是那些你愛好做但給出惡果的，還有你不好做但給出善果的業。對這兩種業，
佛陀有過一句有趣的評論。他說，它們是衡量一個人的智慧與明辨的尺度。他沒有說，它們是衡
量一個人的意志力的尺度。人需要明辨，才會去做他不愛做但給出善果的業，才會不做自己愛做
但給出惡果的業。這種明辨不僅在於能夠看見每種情形下的因果關係，而且在於能夠智勝[內心]
那些只管想做自己愛做之事的參會成員。它學會如何看穿心給自己豎起來的種種障礙，給自己制
造的種種困難，想方設法繞過它們。 
        我們給自己制造的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注意到，對自己有益的事做起
來難，對自己無益的事做起來容易，於是便以爲自己的本性是懶惰，或者以爲心的懶惰那一面是
真正的我，因爲它的另一面顯然需要付出努力。心的懶惰的那一面隨波逐流，於是它必然是真
我。我們是那麼想的，但那種想法實在是有自我毀滅性。 
        我們也許記得自己過去行事端正的那些時刻——禪修、持戒、依法而活——但能想 到到的只
是自己付出了多少辛苦。於是我們說: “那一定不真正是我。它一定是別人。我肯定是做容易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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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那個人，我一定是懶惰的，我一定有薄弱的意志力。” 那種態度是一種巨大的誤解。難做的
事，對每個人都是難的。不過，有智慧的人，與其圍繞它造作起一個自我形象，他們只想:“我怎
樣才能智勝這個懶惰? 我怎樣才能巧勝這種負面態度?” 他們去實踐，嘗試不同方式，直到找到可
行的做法。 
        這就是你在禪定中必須嘗試做的事。如果你發現自己迎面遭遇這種障礙，要學會把你的自我
形象拆解開來。認識到，你的自我不是一成不變的，那個形象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 你的這個自
我形象: 它是一種模式，一種習慣。假如它妨礙了你真正想要的東西，那麼無論它如何大叫 “這是
你的真我，” 你必須質疑它。你必須把它拆開。不要信它。 
        無論心如何說它不想努力，那只是心的一個部分。還有另一個部分確實想嘗試付出努力，確
實想得到力量，確實想洞穿諸法。爲了破壞那個部分，懶惰的一面說:“那不是真我”。那麼，這個
懶惰的一面是誰? 你 爲什麼要與它認同? 你是有選擇的。 
        要試著在它的論據中找到漏洞，學會剖析它們。你必須學會拆卸內心的負面習慣。首先第一
步，就是質疑它們的真實性、有效性。畢竟，佛陀說過，心是可以訓練的，喜樂來自訓練。如果
人們不可改變，就沒有傳法的必要了。修練就沒有必要了。不過真相是，我們都有改變的潛力。
每一時刻都是新的時刻，一個帶著自由[選擇]的時刻。 
        可是，心還有那個部分在說: “好吧，你現在可以選擇做正確的事，不過你不會堅持太久
的。” 你必須質疑那句話。最好的質疑方式是，至少在下一時刻選擇做正確的事，接著下個時
刻，再下個時刻，然後說: “看見了? 我可以做到。”心的那個負面會找出各種各樣的其它論據，但
你必須下決心不聽它們，不信它們。試著想辦法削弱聽信負面的那部分心。 
        這就好比內政糾紛。有某些聲音不停地前來沖你大喊大叫，你已經習慣於妥協，有時只因爲
它們叫得響。不過，如果你停下來真正觀察它們，就會看見，那裏沒多少你真正願意對之妥協的
東西。因此你必須在心裏造作出其它聲音。畢竟，修行道是你造作出來，是你合成起來的東西。
用一個術語來說，它叫做 sankhāta dhamma，造作法，就是你合成的東西。 
        問題不在於你是否自然地喜歡或不喜歡。那是美國佛教當前常見的主要誤解之一: 你隨便選
擇哪條道都沒關係，因爲所有的道結果都一樣。其實，有的道可行，有的道是不可行的。你碰巧
喜歡的一條道，不一定把你引到你真正想去的地方。  
        因此，必須有一種奮爭的成分。必須有一種合成某種新東西的成分，一種不重蹈舊轍的成
分。當你靜下來思考時[即可知]，當你重蹈舊轍時，存在一種造作的成分，你每次妥協，都是在
一次又一次地造作那個舊我。那是你想制造的自我嗎? 你有選擇造作別的。 
        對許多人來說，我們之所以不喜歡責任，是因爲如果我們肯負責，就意味著得對自己的錯誤
負責。因此，你必須問一句:“那又怎樣?” 每個人都會犯錯。即使佛陀成佛前，他也犯過錯。這是
我們都會經歷的。 
        這就是爲什麼僧隨念，sanghanussati，是如此有用的思索。有時，拿自己跟佛陀作比較太困
難，不過你可以拿自己跟聖僧伽成員們作個比較。追隨佛陀教導的人有各種各樣。有麻瘋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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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富人，各色人等。其中著名的一對叫做摩訶盤陀加和周利盤陀加。他們是兄弟。 摩訶盤陀
加是兄，周利盤陀加是弟。 摩訶盤陀加十分聰明，周利盤陀加十分愚笨，但兩個都成了阿羅漢。
聖僧伽當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其中每一個人，就其心的強弱程度來說，都曾經處在過你現在的位
置。不同的是，他們最終決定，要利用自己的那些強點，克服那些弱點。首先第一步只是思考這
件事是可能的。如果他們能做到，你也能。也許看上去不可能，但你可以把思考不可能的事培養
成習慣。 
        畢竟，佛陀曾被告知，不死的理想是不可能的，存在某件好過他已有一切的事是不可能的。
看看他: 富裕、多聞、容貌好、有權勢。凡是任何人能想象到的感官對象和愉樂，他都擁有。然
而，他仍不滿足。親友們說: “別開玩笑了。不死是不可能的。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他說: “假若沒有比這更好的，那麼生命是十分可憐的，因爲有一天一切都會破壞。” 於是他
出發去尋找那不可能的東西——而且他找到了。我們也許自覺不可與佛陀相比，但一定存在許多
聖僧伽弟子，在某個時期覺得真樂是不可能的，改變人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天，他們決定去
做那件不可能的事。那就是他們如何最終成了聖僧伽的成員。當然，這裏的意思是，我們以爲不
可能的，不一定就是不可能。我們只不過允許自己被限制而已。  
(根據2002年11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鏡中奇緣》: 《愛麗絲漫遊奇境》的續篇，講的是愛麗絲好奇鏡子裏的世界，夢中發現自己穿過鏡
子，在另一個世界遊歷一番的故事。作者路易斯-卡羅爾，真名查爾斯-道森，同時是一位數學和邏輯學
者。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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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應該”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Buddha’s Shoulds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8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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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構成了道的核心。聖道的其它要素，作用有兩個。一個是使你入定; 另一個是確保你不
滯留在那裏。換句話說，定本身是聖道上需要用到的一種“有”的狀態。即便你最終要超越一
切“有”，如果你不先把握這一個“有”，你就會在其它“有”的狀態裏漫遊，在那裏很難看見心的動
態。正如佛陀所說，心在定中時，你可以親見四聖諦如實發生。心不定時，這些東西你看不清。
他說，非定是悲苦之道，不通往任何有用的地方。 
        因此定是關鍵的要素。只有當心穩定、寂止時，它才能真正看見裏面在發生什麼。爲了進入
正定，你需要道的其它要素: 從正見，一直到正念。正見的出發點是對業力原則的信任，也就是
善業、惡業給出善果、惡果——不僅此生，而且來世——有人從直接經驗中真正知道這些事。它
不只是一個理論。 
        這裏有趣的是，佛陀在引介他的業力教導時，專門講了兩種善業——感恩父母和佈施——以
強調其重要性。父母生下了你，不僅僅是偶然發生，與個人無關的一組過程。在經受分娩的所有
痛苦把你生下來後，父母再把你養大，對此你並非是不欠任何恩情債務的。那裏自己的確是欠了
債的。他們作了選擇，有時是艱難的選擇，讓你活了下來。 佈施是你償付那筆債的方式之一，也
是你與其他眾生之間互動的寶貴方式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和他們都會受益。 
        佛陀對佈施的態度很有教育意義。當他告訴你應當做什麼時，這個“應當”是基於一個條件[因
緣]，這一點他是很明確的。畢竟，佛陀並沒有創造你。也許你會對他的“應當”生起抵觸的想法: 
“他是誰，告訴我該做什麼?” 
        多年前，我旁聽了一堂講授慈經的課程。慈經的第一句是: “欲達寧靜者，應當如此做。” 老
師剛開始講那一句，馬上就有一只手舉了起來。有個聽課的人說: “我以爲佛教裏沒有任何‘應
當’。” 於是剩下的那個上午，他們來來回回討論的就是那一個問題。 
        實際上，佛教的確有許多“應當”。你查一下法句經，就會看到裏面的“應當”俯拾即是。不
過，每一個“應該”都基於一個條件，就像慈經裏的第一句那樣: “ 欲達寧靜者，應當如此做。” 佛
陀並沒有告訴你，你必須追求寧靜，你必須想要真樂。那是你的選擇。不過，假如那的確是你想
要的，那麼這是你應當做的。根據因果性質，這些是你必須遵循的修練。佛陀並不是說: “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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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是有效的，也許對你也有效，不過我不確定，因此你得去找自己的方式。” 他不會那麼說。
他會說: “如果你想達到這個目標，有效方式是這個。” 然後由你決定是否想要達到那個目標。如
果想要，你就得這麼做。 
        在一段經文裏，波斯匿王來見佛陀，他的第一個問題是: “一件禮物該送到哪裏?” 佛陀答: “凡
是你的靈感所至。” 換句話說，除了你自己的靈感——你覺得這件禮物將會被善加利用，或者你
只是想贈送——此處沒有“應該”。這個佈施的動作沒有被賦予任何限制。不過，接下來，波斯匿
王發出另一問: “一件禮物送到哪裏時，結出大果報?” 於是佛陀說: “那是一個不同的問題。” 這就
是因果法則進來施加必要條件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禮物結出大果報，你應該贈給一個心純淨[清
淨]的人，或者修練淨化心的一個團體——也就是僧伽。 
        因此，佛陀的教導裏是有“應當”的，但是那些“應當”是建立在成就真樂之有效原則基礎上
的。至於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想做什麼，那裏根本不存在什麼要求。它是你的選擇。但是一旦你識
得佈施原理，懂得它確有價值時，你已經作了選擇，開始走上聖道。正如佛陀所說，吝嗇的人是
不可能證得禪那、證得任何聖成就的。 
        因此，你從佈施是好事、你的業舉足輕重這個原則出發。等你對業力原則挖掘得再深入一
點，就會意識到，你的業當中，關鍵的是你的動機。這個洞見引生出聖道的下一步: 正志。你希
望避開將會使心難以入定的那些動機，因此你想學會如何超越立志於感官欲愛、立志於惡意、立
志於傷害——因爲所有這些事攪動心，干擾它入定。 
        聖典中有一段經文講到，勝軍王子有一天在森林裏步行鍛煉，遇見居住在野外小棚裏的一位
沙彌。他對那位沙彌說: “我聽說比丘們真正用功時，可以使心進入一境。這是真的嗎?” 沙彌說: 
“是的。” 王子說: “給我解釋一下。” 那位沙彌大概了解王子的名聲，就說: “你不會懂的。” 王子
答: “也許我會懂。” 於是沙彌答: “如此，我就解釋給你聽，不過如果你不懂，不要再拿更多的問
題來騷擾我，好吧?” 於是王子答應了。可是當沙彌爲他解釋之後，王子說: “那是不可能的。沒有
人能夠使心那樣入定。” 他起身離去。於是沙彌去見佛陀，告知這件事。佛陀說: “你指望什麼? 
那個人在感官欲愛中沉浸，在感官狂熱中燃燒，被他的感觀欲念吞嚙: 他怎麼會懂得這件事——
這需要藉著出離才能證得的事?”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要你把感官欲愛放到一邊，因爲它妨礙心入定。它妨礙你哪怕思考入定的
可能性。惡意和傷害意也同樣如此: 如果你對某人持惡意，如果你想傷害那個人，那麼心一旦在
當下安定下來，那些想法一定會燃燒起來。它們令你受到困擾。因此佛陀要你立志把它們放到一
邊。 
        當你想要按照上述諸項正志行動時，這就是正業、正語、正命發揮作用之際。有些人覺得佛
陀的戒律嚴格得難以持守，又有人說它們的內涵不夠廣泛。說戒律範圍不廣的人堅持說，我們必
須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如果有一條戒殺生的戒律，則你不應食肉。如果有一條戒偷盜的戒律，則
你不應濫用地球資源。他們把戒律一直引申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以至於不可能成就，大到不
可能修練圓滿。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圓滿持守是可能的，但是佛陀說，沒有必要走那麼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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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練戒律，是爲了助心入定，那就是爲什麼它只走那麼遠。換句話說，你不可按照一個不善巧的
動機行動，你不可唆使其他人按照那些動機行動。不過，在你不知情、或並非有意的情形下，是
不算破戒的。畢竟，動機是定的重要部分，你要在對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動[諸業]能夠有所掌
控的那些地方訓練心，使它能夠把握它的種種動機。 
        一旦你爲修道造起這樣一個背景，奉行聖道中直接與正定有關的那些部分就比較容易了。首
先是正精進，它的意思是，制造這樣的欲求: 棄絕不善巧的心理素質——也就是諸如五蓋等妨礙
入定的東西——而後，生起諸如七覺知等善巧的素質。這就是欲求在聖道中起作用的地方。它給
你修練心所需要的能量，並且令你意識到，你必須作出種種選擇。內心昇起的東西有的善巧、有
的不善巧，然而正見——從業力原則角度出發的正見——提醒你，不善巧的那些素質將引生不良
果報，善巧的素質將引生良好的果報。因此，你不能只坐在那裏，完全被動地看著它們昇起、消
逝，因爲那樣不會引向定。你必須滋長好的素質，棄絕不善巧素質。 
        聖道的下一步，佛陀把正精進用正念環繞起來——之所以說“環繞”，意思是，你把另外兩個
素質加入到正精進當中。正如經典中說到，要把三種素質運用到禪思當中: 你必須精勤、警覺、
具念。這裏的精勤就是正精進。念，意思是在心裏保持你的參照框架[念處]——就像我們現在，
把氣牢記在心。警覺的意思是，看見當下正在發生什麼，看見你是否真正與氣呆在一起，心是否
安頓在氣中，當你忘記時，馬上逮著。你在這裏是在嘗試確立一個參照框架[念處]，因爲這四種
參照框架——身、受、心、法[心理素質]——是正定的主題、專題。念的修練和定的修練在佛陀
的聖道上是攜手並趨的。接下來，隨著你試圖使心在它的框架裏安定下來，你必須開始評估它，
看看什麼有效，什麼無效。隨著你的參照框架變地越來越牢固，實際上你就進入了禪那的要素[禪
支] 之中。 
        因此，那就是進入禪那當做之事——假如你想要。再一次，佛陀並沒有說，你必須修禪那，
不過假若你想修，這就是你應該做的。  
        禪那本身不導致苦的終結。有許多經文段落描述了證得不同層次禪那並能夠維持在那個層次
上的人，但是假若不超越它，死時就會重生於各種梵天世界。然後，當他們從那裏跌落時，誰知
道會降臨到哪裏? 有一段經文講到有人從梵天界跌落下來，做一些極其愚蠢的事。他們久住於禪
樂之中，已經忘記自己的業是有後果的，於是在行事時肆無忌憚，草率疏忽。 
        這就是爲什麼，一旦心牢固確立於禪那，你必須開始再次運用正見。只不過這一次是從四聖
諦角度的正見: 尋找你的動作中的苦，看看它來自內心的何處。換句話說，你單單從因果角度、
從善巧與不善巧角度，觀察心的事件、心的狀態。那是四聖諦所代表的基本分類形式。 
        因此，隨著我們在這裏禪定，要提醒自己，我們在這裏追求的，我們在這裏專注練習的，就
是定。道的其它一切要素，目的或者是爲了助我們達到這個定，或者是爲了確保一旦達到定，我
們能夠最有效地利用這個機會，真正如實觀察事件的發生。特別是，我們要看到，心是如何一直
在制造所有這些不必要的苦，要看到，如何才能終止它。當然，如果你只想走聖道的一部分，那
是你的事。要記得，佛陀從未強迫我們做任何事。不過，假若你想得到最好果報，這就是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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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根據2008年1月6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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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呼吸禪定引導[1]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A Guided Meditation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1999 坦尼沙羅
比丘。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
版、重排、重印、印發。然而，
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
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
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身體舒適地坐直，不要朝前後左右傾側。閉上眼、觀想良好的祝願。首先把良好的祝願送給
自己，因爲你若不能對自己有慈心——也就是對自己的幸福沒有一種真誠的期望——你是不可能
真正地爲他人祝福。因此，這樣告訴自己: “願我找到真正的幸福。”提醒你自己，真正的幸福來
自於內心，因此這不是一種自私的欲望。實際上，如果你在內心找到、開啟了幸福之源，就有能
力向其他人傳送。這樣的一種幸福不依賴從任何人那裏拿走什麼。  
現在，你把良好的祝願對其他人傳送。首先是你親近的人——你的家庭、父母、好友——願他們
也找到真正的幸福。接下來，把那些善念以不斷擴增的圈子傳播開來: 你熟悉的人、不太熟悉的
人，你喜歡的人、感覺一般的人、甚至你不喜歡的人。不要讓你的善意有任何局限，因爲如果
有，你的心將會有局限。現在，把良好的祝願傳送給那些你不認識的人——不僅僅是人，還有各
方各樣的眾生: 東、西、南、北、上、下， 推向無限。願他(它)們也找到真正的喜樂。  
        現在，把你的觀想帶回當下。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幸福，就得在當下找，因爲過去已逝，將來
未決。因此你必須掘入當下。在這裏你有什麼? 你有身體，坐在這裏，在呼吸。你還有心，在思
考、在覺知。因此把所有這一切匯集起來。想著呼吸，然後覺知呼吸的一進一出。把你的心連續
指向呼吸[氣]: 那是念。覺知呼吸[氣]的進進出出: 那是警覺。把心的那兩個側面保持在一起。如果
你願意，可以用一個禪定詞彙來增強你的念。試試用“佛陀”(Buddho)，意思是“覺醒”，吸氣時想
著“佛”，呼氣時想著“陀” 。 
        盡量試著舒順地呼吸。想要學會在即刻當下給自己提供喜樂，同時又能夠提昇警覺，一個極
其具體的方法，就是讓你的呼吸舒順起來。作一些嘗試，看看哪一種呼吸在當前對身體最合適。
可以是長呼吸、短呼吸、長入短出、或者短入長出。可以有輕重、快慢、深淺。一旦你找到一種
舒適的節奏，就保持一陣子。學會品味呼吸的覺受[氣感]。一般來說，氣的紋理[質感]越平順，越
好。不要把呼吸想成單單是空氣在肺部的一進一出，而是隨著每次出入息，貫穿於體內的整個能
量流。對那股能量流的紋理要敏感。你也許會發現過一陣子，身體發生變化。某一種節奏或者紋
理也許有一陣子感覺對頭，接著另一種可能覺得更舒順。對身體現在正在告訴你什麼，要學會傾
聽並作出反應。它需要什麼樣的氣能? 你怎樣最好地提供那個需要? 如果你感到疲勞，試著用一
種令身體振作的方式呼吸。如果你感到緊張，試著用一種令身體放松的方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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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心游走開去，輕輕地把它帶回來。游走十次、百次，你帶回十次、百次。不要放
棄。這個素質叫做精勤。換句話說，你一意識到心溜開了，立刻把它領回來。不要把時間荒廢在
嗅嗅花香、望望天空、聽聽鳥叫上。你有工作[業處]要做: 學會舒順地呼吸，學會讓心在當下此處
一個良好的空間裏定駐下來。  
        當呼吸開始舒順起來時，你可以開始在身體的其它部位探索它。如果你只在一個狹窄的範圍
裏住於舒順的呼吸，往往會打起磕睡。因此要有意識地擴大你的覺知。開始時一個專注的好地方
是臍部附近。在你的覺知中找到身體的那個部位: 它現在在哪裏? 然後注意: 你吸氣時它那裏感覺
怎樣? 呼氣時它感覺怎樣? 隨著幾個呼吸時候，觀察那個部位，注意在呼氣或者吸氣時那裏是不
是有緊張感。吸氣時那裏有沒有緊綳起來? 呼氣時你是不是抓緊那個張力? 你呼氣時是不是太用
力了? 要是發現有以上情形，就放松。觀想那個張力在入氣中融解化去，在出氣中融解化去。你
如果願意，可以想象氣能就在臍部進入身體，融解那裏可能存在的任何緊張感…… 
        接下來，把你的覺知往右挪——挪到腹部的右下角——作同樣的三個步驟: (1)在覺知中找到
身體的那個大概部位; (2)隨著入氣，注意那裏的感覺; 隨著出氣，注意那裏的感覺; (3)如果你在氣
中感到任何張力或緊綳，就讓它放松下來……現在，把你的覺知往左移，移到腹部左下角，重複
上述三個步驟。 
        現在把你的覺知移到上腹部[中央的]太陽神經叢[2]……之後移到右上角……右側……左
側……胸部中央……過一陣，移到喉根……然後移到頭部中央。對頭部的氣能要極其謹慎。觀想
它極其輕柔地進入，不僅透過鼻，而且還透過著眼、耳，從頭頂往下進入、從頸後部進入，極其
輕柔地逐處操作，松開任何張力感，譬如你的下顎、頸後、眼部周圍、面部……  
        從那裏，你可以逐漸地把注意力沿後背下移，自兩腿往下，到腳趾、趾間。與前面一樣，把
注意力聚焦於身體的某個部位，注意隨著吸氣呼氣那裏的感受，放松任何張力與緊綳感，使得氣
能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動，之後轉移覺知，繼續操作，一直到達趾端。接下來，重複這個過程，從
頸後開始，沿著雙肩、雙臂、雙腕，一直操作到指端。 
        你可以像這樣重複巡查身體，多少次都行，一直到心准備好定駐下來。  
        之後，讓你的注意力回到體內某一個你感到可以最自然地安駐、入定的地方，不管它是哪
裏。就讓你的注意力歇在那裏，與氣融爲一體。同時，讓你的覺知範圍擴展開來，填滿全身，就
像位於室內中央的一支蠟燭: 燭火在一處，但它的光亮填滿了整個房間。又如蛛網上的一只蜘蛛: 
蜘蛛在一處，但它覺知整張蛛網。要敏銳地維持那個擴大了的覺知感。你會發現它就像帶孔的氣
球，傾向於縮小，因此要不斷地擴展它的範圍，觀想“全身、全身，全身吸氣，從頭頂到腳
趾。”觀想氣能從每個毛孔進入身體。特別是，要住在這個既集中[centered,定]、又擴大的覺知感
上，越久越好。你現在不需要想其它東西、去其它地方、做其它事。你就停在當下這個既集中、
又擴大的覺知感上……  
        等到離開禪定時，提醒自己出定是有技巧的。換句話說，你不要一下跳出來。我的老師阿姜
放曾經說過，多數人禪定時，就好像爬梯子上二樓，一步一步、一級一級慢慢順著梯子爬。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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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二樓，他們就從窗口跳了出去。不要讓自己那樣做。想一想你花了多少功夫才讓心集中入
定。不要把它扔掉。  
        出定的第一步是，把良好的祝福再一次傳送給你周圍的所有人。接下來，在睜眼前提醒自
己，即使打算睜眼，你還是要把注意力住在身內，住在氣上。在你起身、走動、談話、傾聽、還
是做其它事時，要試著維持那個定，越久越好。換句話說，離開禪定的技巧，在於學會不離開
它，不管你在作其它什麼事。行事要從那個定感出發。如果你能夠這樣維持心的定態，你就有了
一個基准，可以用它來比照心的動態，比照心對周圍與內在事件的反應。只有當你有這樣一個牢
固的定力焦點時，你才可能對心的動態獲得洞見。 
 
[1]譯者注:  
        本文爲禪定初學者的引導。阿姜李在談到呼吸念住的安止點時舉例提到的幾個部位是: 鼻尖、頭部中
央、上顎、喉底、 前胸骨底端，臍部或略上一點的部位。他還說，如果你有頭痛或者神經官能類的病
癥，則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喉底以上的任何部位。 
        前面對身體的巡察(body-sweeping)，爲南傳佛教禪法中常見，不同教法的巡察順序不同。阿姜李提到
的方法二基本上也是由它構成。 
        一開始的專注點，鼻尖也好，前胸也好，腹部也好，主要是哪裏最容易覺知"氣"(風元素)。不同順序
的身體巡察，目的是一個: 發展對全身的覺知。也就是出入息念經的第三步: "隨入息修辨知[pajānāti] 全
身，隨出息修辨知全身。" 
[2] 太陽神經叢，solar plexus，又稱celiac plexus 即腹腔神經叢。當今醫學認爲它是一組調節腹腔臟器的植
物神經叢。主要神經元分佈於胃的後方，第一腰椎水平。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呼吸禪定步驟 
        坦尼沙羅尊者: 解析辨識 
        阿姜李: 念住呼吸與禪定開示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guided.html 
長老的英文禪定指導錄音: http://www.audiodharma.org/mp3files/
ThanissaroBhikkhu_032903_GuidedMeditation.m3u 
最近訂正9-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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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禪定步驟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講於2002年11月，美國慈林寺 
The Steps of Breath Meditation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2 坦尼沙羅
比丘。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
版、重排、重印、印發。然而，
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
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
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傳授呼吸禪定時，所教共有十六步。這是經文中最詳細的禪定指導。而呼吸則是他最高
度、也是最經常推薦的禪定主題——因爲呼吸不僅僅是心智借以安定下來集中起來的所在地，也
是心智得以用來作分析的對象。那裏是覺醒的洞見昇起之處——心智對於呼吸有念住、有警覺，
也對自己與呼吸之間的關係有著意識。 
        在呼吸禪定的後續階段，重點不再側重於呼吸，而在於心智與呼吸的關係上。不過在初始階
段，重點是在呼吸本身，用呼吸把心智套牢，將它帶到當下。在最初兩步裏，你只是跟著長呼吸
與短呼吸，讓自己對長短呼吸的知覺開始敏感起來。但從第三步開始，就有了意志的成分。你要
訓練自己，首先要訓練自己的是，隨著吸氣，意識到你的全身，隨著呼氣，意識到你的全身。 
        佛陀在描述禪定境界時，並未采用一境性（single-pointedness）的形象。他用了全身意識的
形象。喜與樂的感覺從呼吸中産生時，他告訴你，要把喜感與樂感，如同把水揉入面粉中發面一
般地傳遍全身。另一個形象是，喜悅從體內湧起，如同冷泉水從湖底湧出，給整個湖水帶來清
涼。另一個形象是湖中直立的荷苞：一些荷苞並未露出水面，而是整個沒於水中，從根部到頂部
爲湖水的靜止與清涼所飽和。再有一個形象是，一個包著白布的人，從頭到腳裹著白布，全身覆
蓋著白布。 
        這些皆是全身意識的形象，是一種喜、樂、明亮的意識充滿全身的感覺。那就是你在了解呼
吸時需要嘗試達到的，因爲讓洞見昇起的那類意識，並非限制於一點。當你把注意力集中於一
點，把其它一概堵在知覺之外時，那樣心智也會留下許多盲點。但是當你試著維持一種全方位的
知覺感時，就有助於消除盲點。換句話說，你要沈浸於呼吸之中，對周身的呼吸有知覺。用來描
述它的一個詞是 kayagatasati——念住浸沒於全身。身體爲知覺所飽和，知覺本身又沈浸於身體
中，爲身體所包圍。因此並不是你就只注意一點——例如頭部後方——從那一點看身體，或者從
那點出發堵住對其它身體部分的知覺。你必須要有全身的知覺，有全方位，三百六十度的知覺，
那樣就消除了心智中的盲點。　 
        你一旦有了這樣的知覺，就要致力於維持它——盡管“致力”與一般的致力並不同。你致力於
不把注意力移開，或者不讓它縮小。你致力於不去擔負其它的責任。不過時間長了，這樣的調禦
就越來越自然，越來越成爲第二天性。你感覺越來越自在。隨著心智安定下來，它平時的緊張能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StepsofBreathMed2.htm (1 of 4) [12/31/2010 10:41:01 PM]



坦尼沙羅尊者-呼吸禪定步驟

量就開始消解。身體實際上需要的氧氣越來越少，因爲你的大腦活動層次開始安靜下來，呼吸也
越來越精細。它甚至能夠變得完全靜止，因爲你需要的氧氣只需從皮膚的毛孔中獲取。 
        在這時，呼吸與你的知覺似乎融合在一起。很難把兩者分開，不過你暫時不要嘗試那樣做。
就讓知覺與呼吸相互貫通，成爲一體。 
        你必須把這樣的意識，這種一體感，練得極其穩固。否則很容易遭到破壞，因爲心智的天性
會由它縮小。我們一開始思考，身體某處的能量場就收縮起來，從意識中給堵了出去，這就是爲
什麽每次一個念頭出來，身體就會有張力。身體這部分緊張起來，讓你去思考那個念頭；身體那
部分緊張起來，讓你去考慮這個想法，就這樣來來回回。難怪一個簡單的思考過程會讓身體消耗
許多。根據一些中醫理論，腦力勞動者消耗能量的速度，比一個完全的體力勞動者要快三倍。這
是因爲思考給身體帶來緊張。特別是那些有關過去未來的想法，必須造出一個世界來，才能讓那
些想法有地方居留。  
        我們使心智集中起來時，是在以一個不同的方式思考。初始階段，我們還是在思考，不過想
的完全是有關當下，完全在觀察當下，對當下發生的事件有警覺、有念住，這樣就不必去創造過
去、未來世界。這樣給身體造成的張力就減少了。爲了保持對當下的念住，不讓心思溜回到老習
慣去，你必須盡量保持開闊的知覺，一直到包括對你的手指、腳趾的知覺，那樣才讓你紮根於當
下。你的知覺保持著開闊感時，就會防止産生那種收縮性，它允許心智溜出去跟蹤過去與將來。
你就完全安住於當前。思考的需要變得越來越少。 
        隨著念頭越來越少，不去干擾呼吸能量的流動，會産生一種全身的滿足感(sense of fullness)。
經文中把這種滿足感稱爲喜(rapture)，而稱隨之而來的自在感(sense of ease)爲樂(pleasure)。你就
讓這個自在的滿足感充滿全身，但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能量上，即使它完全靜止了。你不需要
匆忙，不過最後會達到一個地步，身體與心智經歷了足夠的喜與樂，你可以讓它們平息下來。或
者有時候，喜念太強烈了，那時你就讓更爲精細的呼吸感，進入喜悅中的知覺，然後你轉入一個
完全自在(total ease)的層次。之後連自在感——一種啜飲愉悅的感覺——也平息了，把你留在了
徹底的靜止狀態。　 
        你在靜止中定駐下來後，可以開始尋找呼吸於知覺之間的分界線。在此之前，你一直在調禦
呼吸，試圖越來越敏感於呼吸怎樣最舒服，怎樣不舒服，你的調禦越來越精細，直到可以放下調
禦，與呼吸同一體。這樣做，就使呼吸越來越精細，直到它徹底靜止。當一切穩定靜止下來之
後，你的知覺和知覺對象自然而然就分開了，好比懸浮液中的化學物質沈澱下來。一旦知覺分離
了出來，你就可以開始直接調禦心智因素，那些影響你的知覺的那些感受(feelings，受)與辨識
(perceptions，想)了。你可以觀察它們的行爲，因爲目前呼吸已經不會干擾了。　 
        這就好像是在調節無線電頻道。只要有雜音，只要你還沒有調准電臺頻率，你就聽不見訊號
的微妙。但是你一旦調到了那個頻率，雜音消失，一切精細處就會清楚起來。你調到心智的頻
道，就能看見那些感受與辨識的細微動作。你能看見那些動作的結果，對你知覺的影響，過了一
陣，你就會了解到這種影響越精細越好。這樣讓它們安靜下來。等到它們安靜下來，你就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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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本身。 
        不過，即使這個知覺也有上下起伏的時候，爲了超越它們，佛陀讓你調禦它們，就好像你調
禦呼吸、調禦感受、辨識那些心理因素一樣。經文上談到令心勝喜、令心定、令心解脫。換句話
說，在你對禪定各個階段越來越熟悉時，就會開始對知覺當前所需要的禪定層次有所了解。假如
它不穩定，怎樣讓它穩定下來？你怎樣改變呼吸的感應，或者調整你的注意力讓心智更加穩定？
當禪定變得乾枯起來時怎樣做才能令心勝喜？從一個階段移到下一個階段，你確切需要放下什
麽，才能讓心智離開一個比較弱的禪定境界，讓它在一個更強的境界裏安住下來？ 
        佛陀在談到修持這個階段裏的心解脫時，並不是在講徹底解脫。他講的解脫，是指比如你放
下初禪的尋想(directed thought，尋)與評量(evaluation，伺)，讓自己從那些因素(禪支)的負擔中解
脫出來，同時進入第二禪那，如此類推地進入不同禪定層次的情形。你這樣做時就會看到，出入
那些層次，很多意義上是可以藉著意志進行的。這一點很重要。你在禪定中，從一個階段轉到下
一個階段，在心目一角注意，爲了從一種體驗呼吸的方式轉到下一種方式、從一種層次的穩定性
轉到下一種穩定性，自己在做些什麽，就會有洞見産生。你可以看見，很多意義上這是一種心意
造成的現象。 
        這樣做，最後就把呼吸禪定引向了洞見。首先，有了無常的洞見，不僅是對於呼吸，而且更
重要的是對於心智本身，因爲你看見，即使那些穩定、清新的禪定層次也是可以藉著意志産生
的。在這一切清新、一切穩定的狀態之下，是一種重複的意志、意志、維持禪定狀態的意志。有
一種累贅的元素存在著。對於無常的洞見，與其說是你怎樣消化經驗，不如說是你怎樣産生經
驗。你看見爲了産生某一種特別的經驗需要付出的一切努力，就産生了問題：“這樣做值得嗎？
這樣一直不停地産生、産生、産生這些經驗，難道不累贅嗎？” 
        之後問題變成了：“怎樣放下這個累贅呢？”假如你不制造這些禪定境界，你唯一的選擇是不
是就回去制造其它種類的經驗呢？或者有可能根本不去制造任何經驗？ 我們的一切常規經驗，無
論是在禪定之中還是禪定以外，每分每刻，都具有某種意願、意志的成分。你現在到了一個地
步，那種意願的成分、意志的成分，開始明顯地成爲累贅。特別是你環顧四周，問道：“我是爲
誰制造這個？到底是誰在體驗它？” 你就開始看見，你的自我感、這個體驗者是誰，是很難確定
的，因爲它由五蘊組成，五蘊本身是無常、苦、非我的。這位體驗者也是制造出來的。這樣就産
生了經文中稱爲 nibbada 的素質，可以譯成覺醒、幻滅。有時候譯文意義更強烈：厭棄。不管怎
樣有一種你受夠了的感覺。你覺得淪陷於這個過程。你不再覺得這裏有任何滿足感。你要找一條
出路。 
        因此你就把注意力放在舍棄(letting go)。根據經文，首先集中於無欲(dispassion，離貪)，然
後集中於止息(cessation，滅)，最後是一種徹底的出離。換句話說，在最後階段，你放下作爲制
造者、體驗者、觀察者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意願，哪怕是那些組成正道的辨識(想蘊)與思維構
造(行蘊)。當正道的因素完成了它們的工作，你也把它們放下。 
        所有這一切就圍繞著呼吸發生，在身與心交集的這一點上發生。這就是爲什麽佛陀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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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把呼吸這個禪定主題徹底放下。解脫道上的進展，正來自安住於當下，正是對這周圍發生的
一切，越來越有知覺。你培養出一種全方位的知覺，不僅僅是身體的全方位，而且是心智的全方
位。你看穿了那些盲點，是它們讓你明知自己在體會各種經驗，卻忘記了你必須制造那些經驗這
個事實。就好像在看電影——燈光在屏幕上閃動了兩小時——接下來看一個講述這部電影攝制過
程的紀錄片。你意識到，這上面耗費了幾個月、有時幾年的工夫，於是問題昇起了：“這樣做值

得嗎？”區區幾個小時的享受，之後你就遺忘了——盡管爲了制造它，花了那一切辛苦。 
        因此當你以同樣方式看待你的一切經驗，看見制造它們時付出的那一切努力，問自己是否值

得時：那個時候你就真正開始看穿幻相、開始覺醒，那個時候你就真的能放下了。你放下的不僅
是來來去去的辨識與感覺，而且放下了制造它們的行爲。你看見這種制造行爲無處不在，包括了
你的一切經驗。你無論善巧還是缺乏技巧，總是在制造什麽。心智每昇起一個願望、每作一次選
擇，就是在不斷地制造。這樣看，就有了壓迫感；這也在最後促使你舍棄。 
        你舍棄了制造、舍棄了創造。舍棄之後豁然開朗。心智面向了一個全新的維度，非創造、無
昇起、無消逝。盡管那一刻沒有呼吸感、沒有身體感、沒有心智的操作與創造、作爲體驗者與制
造者的感覺，但也是直接與當下相接觸。佛陀談到這裏時，他的所有言辭都是比喻，所有的比喻

都有關於自由。你試圖描述那個狀態，也只能說到這裏，但是怎樣達到那個狀態，卻可以說很
多。那就是爲什麽佛陀的教導如此詳細。他列出了所有的步驟，詳細解說怎樣到達那裏。但是假
如你想知道終點究竟如何，不要去尋找它的詳細描述。只要跟隨那些步驟，你在當下就會有親身
的了解。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呼吸禪定引導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meditations.html#steps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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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ation teaches you the power of your 
perceptions. You come to see how the labels you 
apply to things, the images with which you visualize 
things, have a huge influence over what you see, 
how they can weigh you down with suffering and 
stress. As the meditation develops, though, it gives 
you the tools you need to gain freedom from that 
influence.

禪定教會你懂得辨識的力量。你逐漸發現，你
給事物賦予的標簽，你設想事物時所用的形
象，對你看見了什麼，何以具有巨大的影響
力，而這些東西的苦迫，又如何使你沉重不
堪。不過，隨著禪定的發展，你會獲得工具，
脫離那類影響。 

In the beginning, when you first notice the power of 
perception, you can easily feel overwhelmed by 
how pervasive it is. Suppose you're focusing on the 
breath. There comes a point when you begin to 
wonder whether you're focusing on the breath itself 
or on your idea of the breath. Once this question 
arises, the normal reaction is to try to get around the 
idea to the raw sensation behind it. But if you're 
really sensitive as you do this, you'll notice that 
you're simply replacing one caricature of the breath 
with another, more subtle one. Even the raw 
sensation of breathing is shaped by how you 
conceptualize raw sensation.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to pin down an unfiltered experience of 
breathing, you still find it shaped by your idea of 
what breathing actually is. The more you pursue the 
reality of the breath, the more it recedes like a 
mirage. 

你最初注意到辨識的力量時，很容易對它的普
遍存在有應接不暇之感。譬如你修呼吸禪定。
到了某個程度，你會開始思索，自己到底是定
住[專注]在呼吸[氣]本身，還是定駐在呼吸[氣]
的概念上。這個問題一旦昇起，通常的反應
是，試著繞過那個概念，去觀察它背後的原始
覺受。不過假如你在觀察時真正敏感，就會注
意到，你只是以另一種對呼吸更精細的描繪，
替代原先的描繪罷了。即使氣的原始覺受，也
成型於你對原始覺受這個概念的把握方式。無
論你作多少努力，試圖確定未經過濾的呼吸體
驗，你還是發現，它成型於你對氣究竟是什麼
的觀念。你越追蹤氣的實相，它越後退，如海
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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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ck here is to turn this fact to your advantage. 
After all, you're not meditating to get to the breath. 
You're meditating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suffering so that you can put an end to 
them. The way your relate to your perceptions is 
part of these processes, so that's what you want to 
see. You have to treat your experience of the breath, 
not as an end in itself, but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erception in creating 
suffering and stress. 

技巧在於把此事轉爲己用。說到底，你修禪定
不是爲了追究氣。你修禪定是爲了理解致苦 
的過程，從而能夠達到苦的終結。你如何參照
你的辨識，便是這些過程的一部分，因此你要
觀察的正是它。你必須把體驗氣作爲手段，而
不是目的，透過它，理解辨識在造苦過程中的
作用。

You do this by de-perception: questioning your 
assumptions about breathing, deliberately changing 
those assumptions, and observing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Now, without the proper context, de-
perception could easily wander off into random 
abstractions. So you take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as your context, providing de-
perception both with a general direction and with 
particular tasks that force it to bump up against the 
operative assumptions that actually shape your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這裏的做法是，解析辨識: 質疑你對氣的種種
假定，刻意改變那些假定，觀察會發生什麼果
報。當然，拆解辨識如果缺乏適當的背景，很
容易游走發散，變成抽象概念。因此，你就把
修定作爲背景，如此既提供一個總體趨向，也
提供一些具體任務，迫使解析過程沖擊塑造當
下體驗的那些操作假設。

The general direction lies in trying to bring the mind 
to deeper and more long-lasting levels of stillness so 
as to eliminate more and more subtle levels of 
stress. You're not trying to prove which perceptions 
of the breath depict it most truly, but simply which 
ones work best in which situations for eliminating 
stress. The objectivity you're looking for is no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breath, but the objectivity of cause 
and effect.

總體趨向是，試著把心帶入更深、更持久的種
種靜止層次，以便消解越來越精細層次上的張
力。你並非要證實哪些 氣的辨識最真實地描
繪了氣，而只是想懂得哪些辨識在哪些情形下
對消解張力最爲有效。你 所尋找的客觀性並
非是 氣的客觀性，而是因果的客觀性。

The particular tasks that teach you these lessons 
begin with the task of trying to get the mind to stay 
comfortably focused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on the 
breath — and right there you run into two operative 
assumptions: What does it mean to breath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focused? 

教給你這些課程的具體任務，起始於試著讓心
舒適、長久地專注[定]在氣上——當下你就 遇
到兩個操作假定: 氣意味著什麼? 專注意味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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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ommon to think of the breath as the air passing 
in and out through the nose, and this can be a useful 
perception to start with. Use whatever blatant 
sensations you associate with that perception a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developing 
alertness, and getting the mind to grow still. But as 
your attention gets more refined, you may find that 
level of breath becoming too faint to detect. So try 
thinking of the breath instead as the energy flow in 
the body, as a full body process. 

一般認爲氣是指出入鼻腔的氣息，可以把這個
辨識當作有用的起點。無論哪種粗顯的氣感讓
你聯想到該辨識，不妨就把它當作確立念住、
培養警覺、使心靜止下來的手段。不過，隨著
你的專注越來越精細，你也許會發現，氣的層
次變得極其微弱，難以探測。於是你就試著把
氣想 象成體內的能量流，一個全身的過程。 

Then make that experience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If you feel any blockage or obstruction in 
the breathing, see what you can do to dissolve those 
feelings. Are you doing anything to create them? If 
you can catch yourself creating them, then it's easy 
to let them dissolve. And what would make you 
create them aside from your preconceived notions 
of how the mechanics of breathing have to work? 
So question those notions: Where does the breath 
come into the body? Does it come in only through 
the nose and mouth? Does the body have to pull the 
breath in? If so, which sensations do the pulling? 
Which sensations get pulled? Where does the 
pulling begin? And where is the breath pulled from? 
Which parts have the breath, and which ones don't? 
When you feel a sensation of blockage, which side 
of the sensation are you on? 

接下來，使該體驗盡量舒適起來。如果你感到
氣之中有任何障礙、阻礙，要設法化解那些覺
受。你是不是在做什麼，造就了它們? 如果你
能逮著自己正在造作它們，放開就不難了。除
了你對呼吸機制應當怎樣運行 的先入觀念
外，是什麼令你造作它們? 因此要質疑那些觀
念: 氣從哪裏來到體內? 它只從口鼻入內麼? 身
體是否有必要把氣拉入體內? 若有必要，那麼
是哪些覺受在拉動? 那些覺受被拉動? 拉動從
何處開始? 氣又是從何處被拉來? 哪些部位有
氣，哪些部位沒有? 當你感受到某種障礙時，
你是在該感受的哪一邊?

These questions may sound strange, but many times 
your pre-verbal assumptions about the body are 
strange as well. Only when you confront them head-
on with strange questions can you bring them to 
light. And only when you see them clearly can you 
replace them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s. 

這些問題聽來也許怪誕，然而許多時候，你對
身體的一些下意識假設也同樣怪誕。只有當你
用怪誕的問題迎面觀照，才能夠把那些假設給
揭示出來。只有當你把它們看清楚時，才能夠

用其它概念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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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once you catch yourself breathing uncomfortably 
in line with a particular assumption, turn it around 
to see what sensations the new assumption 
highlights. Try staying with those sensations as long 
as you can, to test them. If, compared to your earlier 
sens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breath, they're easier 
to stay with, if they provide a more solid and 
spacious grounding for concentration, the 
assumption that drew them to your attention is a 
useful new tool in your meditation. If the new 
sensations aren't helpful in that way, you can throw 
the new tool aside. 

因此，你一旦發現自己呼吸不順乃是緣於某個
特定的假設，便把它轉過來看看，新的假設將
會揭示什麼樣的覺受。試著盡可能長時間地住
於那些覺受，檢驗它們。如果比你先前的氣感
更易於安住，如果它們爲定力提供的基礎更加
堅實、寬廣，那麼揭示它們的那個假設對你的
禪定便是一個有益的新工具。如果新的覺受在
那方面無益，就把新工具棄置一邊。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sense of being on one 
side of a blockage, try thinking of being on the other 
side. Try being on both. Think of the breath as 
coming into the body, not through the nose or 
mouth, but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chest, the back 
of the neck, every pore of your skin, any spot that 
helps reduce the felt need to push and pull.

舉例來說， 如果你感到自己位於堵塞的某一
邊，就試想自己處於堵塞的另一邊。試想同時
在兩邊。不把氣想成從口鼻而入，而是從胸部
中央、頸後、皮膚的每個毛孔等任何有助於減
少推拉感之處穿入。 　　

Or start questioning the need to push and pull at all. 
Do you feel that your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s of the solid parts, and that they have to 
manage the mechanics of breathing, which is 
secondary? What happens if you conceive your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n a different 
way, as a field of primary breath energy, with the 
solidity simply a label attached to certain aspects of 
the breath? Whatever you experience as a primary 
body sensation, think of it as already breath, without 
your having to do anything more to it. How doe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strain in the 
breathing? 

或者，開始質疑推拉的根本必要性。你是否覺
得，你對身體的直接體驗是對那些固體部位的
體驗，呼吸[氣]的動力必須得由固體部位掌
管，氣是處於從動地位? 如果你以另一種方式
設想自己對身體的直接體驗，把它當作一種主
動的氣能的場，固性只是對氣的某些側面的一
種標簽，又將如何? 無論你體驗到的主動的身
體感是什麼，把它想象爲現成的氣，無需你再
對它做些什麼。那樣一來對氣中的苦與張力層
次，又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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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about the act of staying focused? How do 
you conceive that? Is it behind the breath? 
Surrounded by breath? To what extent does your 
mental picture of focusing help or hinder the ease 
and solidity of your concentration? For instance, 
you may find that you think of the mind as being in 
one part of the body and not in others.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focus attention on another part? Does 
the mind leave its home base — say, in the head — 
to go there, or does the other part hav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head? What kind of tension does this 
create? What happens if you think of awareness 
already being in that other part?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ngs around entirely: instead of the 
mind's being in the body, see what stress is 
eliminated when you think of the body as 
surrounded by a pre-existing field of awareness. 

還有，維持專注[定]的動作是怎麼回事? 你是
怎樣構想它的? 它 是位於氣之後面，還是被氣
包圍? 在多大程度上，你對於專注的心理圖
像，協助或妨礙了你的定力的安適與堅固? 例
如，你也許發現，自己是把心想象成位於身體
的某個部位，而不在其它部位。那麼當你把注
意力放在另一個部位時，你做了什麼? 是心離
開它的本位——比如頭部——去那裏，還是得
把那另一個部位引入頭部? 這樣做造成了什麼
樣的張力? 假如你把知覺設想爲早已存在於那
另一個部位時會發生什麼? 當你把事情顛倒過
來: 不設想心在身體之內，反而把身體想象成
被一個先期存在的覺知場包圍，又會發生什
麼?

When you ask questions like this and gain favorable 
results, the mind can settle down into deeper and 
deeper levels of solidity. You eliminate unnecessary 
tension and stress in your focus, finding ways of 
feeling more and more at home, at ease,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當你這樣一邊提出問題，一邊獲得有益的果報
時，心就會定下來，進入越來越深、越來越牢
固的定境層次。你在專注當中消解了不必要的
張力和苦，找到了越來越自在、安適的覺受方
式來體驗當下。

Once the mind is settled down, give it time to stay 
there. Don't be in too great a hurry to move on. Here 
the questions are, "Which parts of the process were 
necessary to focus in? Which can now be let go? 
Which do you have to hold ont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is focus?" Tuning into the right level of awareness 
is one process; staying there is another. When you 
learn how to maintain your sense of stillness, try to 
keep it going in all situations. What do you discover 
gets in the way? Is it your own resistance to 
disturbances? Can you make your stillness so 
porous that disturbances can go through without 
running into anything, without knocking your center 
off balance?  

一旦心定下來，讓它定久一點。不要急於繼續
行進。此處的問題是，“這個過程的哪些部分
是專注所必要的? 哪些現在可以放下了? 哪些
部分你必須抓住，才能維持這個專注[定]?" 進
入正確的覺知層次是一個過程，停駐在那裏，
又是一個過程。你在學著維持這個寂止感時，
試著在任何場合之下保持它。你發現有什麼在
妨礙? 是否它是你自己對干擾的抵制? 能否使
你的靜止如此多孔，那些干擾可以一穿而過、
不受抵擋、不把你的定力中心撞得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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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you get more and more absorbed in exploring 
these issues, concentration becomes less a battle 
against disturbance and more an opportunity for 
inner exploration. And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them, you're developing the four bases of success: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things, the persistence that 
keeps after your exploration, the close attention 
you're paying to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ingenuity 
you're putting into framing the questions you ask. 
All these qualities contribute to concentration, help 
it get settled, get solid, get clear. 

隨著你越來越沉浸於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入定
不那麼像是一場抵制干擾的戰鬥，而更多地成
爲一個內在探索的機會。不知不覺之中，你便
是在發展四神足: 理解事物的欲望、堅持探索
的勤奮、對因和果的密切關注、發問框架的創
意。所有這些素質皆有助於培養定力，助它安
止、牢固、清晰。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ster discernment. The 
Buddha once said that the test for a person's 
discernment is how he or she frames a question and 
tries to answer it. Thus to foster discernment, you 
can't simply stick to pre-set directions in your 
meditation. You have to give yourself practice in 
framing questions and testing the karma of those 
questions by looking for their results. 

同時，這些探索也在培養著明辨。佛陀曾經說
過，估測某人明辨程度的方法，是看他/她怎
樣構思問題，怎樣嘗試解答它。因此，爲了培
養明辨，你在禪定中不能只固守既定的指南。
你必須構思問題，藉著觀其果報驗證這些問題
的業力因果，在這方面修練自己。

Ultimately, when you reach a perception of the 
breath that allows the sensations of in-and-out 
breathing to grow still, you can start questioning 
more subtle perceptions of the body. It's like tuning 
into a radio station. If your receiver isn't precisely 
tuned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signal, the static 
interferes with the subtleties of whatever is being 
transmitted. But when you're precisely tuned, every 
nuance comes through. The same with your 
sensation of the body: when the movements of the 
breath grow still, the more subtle nuances of how 
perception interacts with physical sensation come to 
the fore. The body seems like a mist of atomic 
sensations, and you can begin to see how your 
perceptions interact with that mist. To what extent is 
the shape of the body inherent in the mist? To what 
extent is it intentional — something added?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intention to create that 
shape? Can you focus on the space between the 
droplets in the mist? What happens then? Can 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focus on the knowing? Can 
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最終，當你達到一種讓出入的氣息感寂止下來
的氣的辨識時，便可以開始對更精細的身體辨
識提出問題。這就像是調入某個無線電頻道。
如果你的接受器沒有准確地調到那個信號的頻
率，所傳遞的訊號細節就會受到雜音的干擾。
不過，調得准確時，每個細節都會傳過來。你
的體感[色]也同樣: 有關辨識與體感[想與色]之
間如何相互作用的更微妙的細節便顯現出來。
身 體仿佛是一團原子感的霧，你開始看見你
的辨識與那團霧如何相互作用。身體的形狀在
多大程度上是那團霧所固有的? 多大程度上是
有意的——是某種外加的東西? 當你放下造作
該體形的意志[動機]時，會發生什麼? 你能專
注霧粒之間的空間麼? 那時會發生什麼? 你能
定在那裏麼? 當你放下對空間的辨識，改爲專
注覺知，那時會發生什麼? 你能定在那裏麼? 
當你放開覺知的合一感，會發生什麼? 你能定
住那裏麼? 當你根本不試圖標記任何東西時，
又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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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ness of the knowing? Can 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try to stop labeling anything at 
all? 
As you settle into these more formless states, it's 
important that you not lose sight of your purpose in 
tuning into them. You're here to understand 
suffering, not to over-interpret what you experience. 
Say, for instance, that you settle into an enveloping 
sense of space or consciousness. From there, it's 
easy to assume that you've reached the primordial 
awareness, the ground of being, from which all 
things emerge, to which they all return, and which is 
essentially untouched by the whole process of 
emerging and returning. You might take 
descriptions of the Unconditioned and apply them to 
what you're experiencing. If you're abiding in a state 
of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it's easy to 
see it as a non-abiding, devoid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perceiver and perceived, for mental activity 
is so attenuated as to be virtually imperceptible. 
Struck with the apparent effortlessness of the state, 
you may feel that you've gone beyond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simply by regarding them as 
unreal. If you latch onto an assumption like this, 
you can easily think that you'v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path before your work is really done. 

隨著你定入這些無色成分更高的狀態，重要的
是不要迷失自己進入其中的目的。你在這裏的
目的是理解苦，不是過分詮解自己的體驗。譬
如說，你 定入一個爲空間或意識所包圍的境
界。從那裏看， 很容易假定你已經到達了原
始的覺知、存在的本源，萬物從其中昇起、又
回歸其中，本身卻根本不受整個昇返過程的影
響。也許你會 把經典中對非緣起的描述，用
在自己正在體驗的東西上。如果你定 住於非
想非非想界，則容易以爲它是無所住狀態，不
存在知與被知的分界，因爲心理活動微弱至
極，基本上不可辨 知。你被該境界表面上的
無爲所打動，也許覺得藉著把貪、瞋、癡看成
幻相，你已經超越了它們。如果你抓住這類假
定，便很容易會以爲自己已經到達正道的終
點，實際上你的工作尚未完成。

Your only protection here is to regard these 
assumptions as forms of perception, and to 
dismantle them as well. And here is where the four 
noble truths prove their worth, as tools for 
dismantling any assumption by detecting the stress 
that accompanies it. Ask if there's still some subtle 
stress in the concentration that has become your 
dwelling place. What goes along with that stress? 
What vagrant movements in the mind are creating 
it? What persistent movements in the mind are 
creating it? You have to watch for both.

此處你的唯一防護，是把這些假定看成辨識的
諸種形式，再把它們拆解開來。四聖諦作爲工
具——對任何假設，藉著探測它隨帶之苦，把
它拆解開——正在此處顯其價值。問自己，你
安住的那個定境裏是否仍有某種精細的張力。
是什麼伴隨那種緊張? 是內心哪些游離動態在
制造它? 是內心哪些持續動態在制造它? 這兩
個方面你都必須審視。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Deperception2.htm (7 of 8) [12/31/2010 10:41:03 PM]



坦尼沙羅尊者-解析辨識

In this way you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perceptions that keep even the most subtle states of 
concentration going. And you see that even they are 
stressful. If you replace them with other 
perceptions, though, you'll simply exchange one 
type of stress for another. It's as if your ascending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have brought you to the top 
of a flag pole. You look down and see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coming up the pole, in pursuit. You've 
exhausted all the options that perception can offer,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You can't just stay 
where you are. Your only option is to release your 
grip. And if you're letting go fully, you let go of 
gravity, too. 

如此，你直接接觸到了維持著哪怕最精細的諸
定境的那些辨識。你看見，即便它們也有苦。
你若以其它辨識替代它們，只會以一種苦替代
另一種苦。;這就好比上昇的定力層次把你帶
到了一根旗杆的頂點。你朝下看，看見老、
病、死朝著旗杆追上來。你已窮盡了辨識所能
提供的一切，怎麼辦? 你在那裏停留不得。唯
一出路是松開你的緊握。如果你徹底放下，便
也放下了重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deperception.html 
最近訂正1-2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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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拆解當下 
 

——正思的作用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Untangling the Present —— The Role of Appropriate Attention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
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
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心智活動若非複雜，其困苦亦當單純易解。佛陀在教導滅苦之道時，即可言簡意赅——無論
當下發生什麽，以一聖道應其萬變: 只需正念、只需正定、只需無反應即可。或者，知世人易於
自解其惑，他毋需多方教導，也許說一句:“信賴你自己內在的本性與理解，”到此爲止。不過， 
心智的活動模式並非如此，佛陀的傳法之道亦非如此。 
        靜觀心智，少時即知，其動態何等輾轉複雜。這意味著其問題亦當錯綜難解。特別是苦的問
題: 佛陀曾言，苦因如鳥巢、亂線般盤曲糾結。凡解過複合難題者皆知，求解的關鍵在於以何等
框架觀察問題: 確定症結之所在; 整理相關線索; 厘清規律之後，決定哪些線索作爲解題的關鍵值

得重視，哪些線索必須忽略，以免被引入歧途。以正確的框架觀察事物還意味著，對各條關鍵線
索決定如何著手，使之利於症結的抒解，不令其續存與惡化。這個過程可歸結爲: 面臨困難時，
了解哪些問題究之有益，哪些問題求之無解。 
        回到佛陀的比喻，解決複合難題的能力，類似於拆解一團亂線。你對線結的構造需要有基本
的了解，接下來經過嘗試與觀察，積累經驗，了解亂結之中哪些線索該往何處牽動，哪些線索當
原地保留。 
        譬如你是一位醫者，在急診室裏面對主訴胸痛的病人，必須迅速作出多項決策: 作哪些測
試，提哪些問題，體檢時觀察哪些症狀，才能作出診斷，該胸痛究竟屬腸胃病、冠動脈阻塞、還
是另有其因。你也必須決定哪些問題不予置問，以免受無關訊息的幹擾。你若對關鍵症狀識別失
誤，病人有可能或者死亡，或者無端在加護病房裏度過一夜，令真正的冠心病患者急缺床位。一
旦作出診斷，你必須制定治療方案，密切觀察療效。若把病症納入錯誤的觀察框架，你的療法可
能弊多利少。觀察框架正確，方能救死扶傷。 
        同樣的原理適用於求解苦的症結，因此，佛陀把以正確的框架觀察苦置於首位。他把這種能
力稱爲正思(yoniso manasikara，正確的專注，正思維)，並教導說，無其它內在因素，比正思更益
於拆解苦痛、求得解脫。 
        佛陀在對正思的最詳細的闡述中，首先例舉了非正思命題，其中心圍繞於本體與存在: “我存
在麽?” “我不存在麽?” “我是什麽?” “我過去存在麽?” “我將來會存在麽?” 這些問題之所以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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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因其指向“我有自我”、“我無自我”等“觀念的荒野、觀念的叢林，”它們皆引生糾纏，無一趨
向苦的止息。 
        與之相反，佛陀把正思描述爲對“這是苦”、“這是苦因”、“這是苦的止息”、“這是苦的止息之
道”的認知能力。(原注: 巴利文的dukkha在此亦有張力、痛之意)。這就是佛陀在初轉法輪時稱爲
四聖諦的四個類別。你若能以此四類構成的分析框架觀察苦，最終便能夠徹底止息苦。這是四聖
諦何以爲正思之故。 
        從非正思與正思的這等區分模式中，最明顯的一課在於，以非正思審視心智，用的是抽象的
分類框架，而正思所用的框架，可直接指向體驗: “這……這……這……這……” 本體與存在的觀
念乃是抽象思維的要素，不少哲學家稱之爲一切精神追求的基礎。然而佛陀卻評論說，“我是思
考者”的想法，乃是構成觀念繁殖的一切分類與標簽之根源，這類思考有可能回擊思考者。衆所
周知，此種分類極難落實，往往消溶於語義的隨意界定之間。“我存在麽?”——取決於你對“存
在”的定義。“我有自我麽?” ——取決於你對“自我”的定義。這種由定義驅動的思考，往往受制於
定義背後隱藏的動機與議程，因此是不可靠的。 
        然而苦卻直接可知: 勿須語言、與個人相關、然而普遍存在。佛陀以苦爲心智問題的觀察框
架，便使其教說立足於欲助聞法者止息諸苦這個全然可靠的動機之上，其關注對象不依賴於定
義。實際上，對於苦這個詞，他從未給出一個正式的定義，而是例舉生、老、病、死之苦加以說
明，接著指出，一切形式的心智之苦包含著共同的功能元素，即: 對色、受、想、行、識這五蘊
的執取。執取雖有別於苦，然而集中觀察苦的這個側面，最有效於滅苦。 
        儘管在一段經文中，佛陀把執取定義爲欲望-貪求，他從未曾精確地描述何謂欲望-貪求。巴
利經典中的《衆義品》(Attaka Vagga)似最早成編，在這部專論執取的經文裏，佛陀的敘述充滿了
雙關語與字節別解，此類風格阻止系統化設置定義的嘗試，因其易滋長觀念的繁殖。個中之意: 
你若想對執取、欲貪、與苦的內涵有更精深的領悟，便不能執取字句與文本。你必須進一步深入
審視當下的體驗。 
        不過，在反複指向直接體驗的同時，佛陀並未阻止一切思想與觀念。區分四類正思的能力要
求有思考與分析——這種思考質疑以往的理解與誤解，觀想當下發生的事件; 這種分析能發掘業
果關系，判斷其是否有益。譬如有的欲求爲造苦之因，有的可作爲正道的一部分，趨向其最終止
息。儘管佛陀給出了大致綱要，解說各類欲求的作用方式，你必須學會細心誠實地省察自身的欲
求，了解它是否有益。 
        你以這四類正思構成的框架連續分析當下時，即是沿著佛陀的足迹走在覺悟道上。他首先集
中觀察執取，以之爲苦的有效著手處，而後尋找其基本緣起，發現它們存在於三類執取或者說渴
求之中: 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生的渴求、對無生的渴求。接下來他確認，苦的止息即是對三
類渴求的徹底厭離、止息、解脫。他還確認了趨向止息的心理素質與修持——即: 正見、正志、
正言、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八道支的潛在形式，皆可在當下找到。 
        因此佛陀並未把當下整個朝你擲來，而是把你的注意力指向當下可見的四類重要事件。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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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我們從一刻到下一刻經曆的變化過程，存在著一種模式。變化從不會隨機或突兀到以往知
識在當下無一所用的地步。觀念也許缺乏即刻的新意，但仍有其重要的作用。伸指入火必生灼
痛; 迎風唾吐定遭反彈。這樣的經驗有必要牢記在心。較之風與火的模式，苦的模式也許更複
雜，但仍爲模式，是可以學習與把握的。正思的四種類別對於把握那些規律，將其引向苦的止
息，至關重要。 
        從實用角度看，區分現象，只在有必要以不同方式處理時才有意義。例如，一位把頭痛症細
分爲十六種理論類型，卻一概以阿斯匹靈對治的醫者無異於浪費時間。不過，注意到不同類型的
頭痛對不同的藥物反應各異，因此設計出一套准確區分頭痛類型的檢驗方法，則是對醫學科學真
正有所貢獻。同樣原理也適用於正思的分類。佛陀初次回顧自己的證道時曾言，他在區分四類之
後即看出，每類須以不同方式對待: 苦必須理解、苦因必須棄絕、苦的止息必須實現、止息之道
必須長養。 
        這就意味著，作爲禪修者，你不能以同樣方式處理當下的一切。你不能僅僅不作反應，或僅
僅接受一切。如果內心升起片刻的寂止與自在，你不能只作標記，接著任它離去。你應當加以長
養、成就禪那——即構成正道核心的全身喜樂的正定。當內心升起苦時，不能只放開它。你有多
少定力與洞察力，應當試著用它們理解位於其核心的執取。 
        佛陀在闡述如何把正思用於當下各個側面的經文之中，對這點作了詳細闡述。把正思應用於
觀察色、受、想等五蘊，意味著其方式引生減輕執取的離欲感。應用於觀察美感與愠感，意味著
其方式不滋長感官之欲與惡意等妨礙正定的五蓋。應用於觀察安甯感與潛在的喜感，意味著其方
式有助於長養七覺支。 
        即便在同一類別裏，也並無應對萬變的同一招式。有一部經中，佛陀評論說，某些不善巧心
態以平等心視之即可棄去，其它需主動破除。在另一部經中，他對此進一步闡明，妄念有五種對
治法門: 代之以善巧之念、專思其過患、有意忽略、放松維持該念的張力、強力壓制。不過兩部
經文對哪類妄念當用何種法門，俱未給出簡明直接的准則。你必須親自反複嘗試，提高明辨力，
了解各種情形之下那些對策有效與無效。 
        同樣原理也適用於善巧的心理狀態。佛陀在最後總結他的教導——三十七道品時，列出了滅
苦之道的七種構建方式——四念處、四神足、四正勤、五力、五根、七覺支、八聖道。同樣，要
靠你自己反複嘗試，學會如何構造最適於某個修持階段的正道。 
        這就意味著，以正思審視善巧與不善巧心態，非一蹴而就之舉。與四類正思相關的任務，都
必須作爲技能反複嘗試方能把握。借用經典中的比喻，成就覺醒之道非如隨手抓起一副弓箭，僥
幸一箭中的。覺醒的洞見來自於草靶習射，直到你能夠“遠距長射、連環准射、深入勁射”。 
        正如佛陀在初轉法輪時提到，他僅在徹底掌握四類正思技能後，方自稱覺醒。在圓滿發展各
道支的過程中，他完全領悟了五取蘊，直至斷除對它們的一切貪欲與渴求。那時他才實現了苦的
徹底止息。至此，四類正思完成其滅苦功能。不過即便此時，它們仍可善用。佛陀曾說，即便完
全覺醒的阿羅漢仍運用正思，爲心智在當下提供一個愉快的安住之境。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Appropriate2.htm (3 of 4) [12/31/2010 10:41:06 PM]



坦尼沙羅尊者-正思的作用

        所有這些情形中，正思意味著從功能角度審察事物——它們做什麽——而正思本身也是一類
作爲，之所以被采納是因其有益心智。正思的檢驗在於是否的確有助滅苦。把正思與佛陀例舉的
非正思對比可知，以存在與本體的框架看待事物，即非正思，以因果關系的框架看待事物，即爲
正思。實際上，正思把存在本身視爲一種作爲，每一個維持存在與承擔某個身份的動作，皆應照
由此而生的樂痛 之受加以評估。當我們以正思自我審視時，便不會關心我們 是什麽，而是我們
在 做什麽——特別是，我們在做引生苦痛的非善巧之事，還是在行趨向滅苦的善巧之舉。 
        這一點我們在思考對四正思的兩種批評觀點時有必要牢記在心。第一種批評認爲， 四正思對
豐富多樣的生命只提供有限的視野，然而處理經驗的善巧方式幾近無限，不能爲其囊括。在構思
生命理論時，你可以立論說，物種多多益善。不過，擇醫而就時，你不會找一位堅持以無限多樣
方式對治病症的醫者。你選的良醫，必須懂得專攻最有可能成功的方案。正思也同樣。這四大類
別連同各自的任務，本意非在包攬現實，而在於助你專攻經驗中最根本的難題。佛陀把討論局限
於這四類，因他無意令你在解決當下問題時心有旁鹜。 
        第二種批評是，四正思有二元性，劣於非二元性的世界觀[=不二論]。如前所述，在構想存在
理論時，你儘可立論說，由於非二元性的存在觀較之二元論更具包容性，理論上更統一，故以前
者爲優。不過，正思非一套存在理論，而是當下行爲的指南。由於當下如此糾曲繁複，正思之有
四類與其說爲缺陷，毋甯說是長處。在理解與處理當下事件時，面對苦的糾纏與錯雜，它們提供
了更具洞察力的理解與數種應對之法，使你不至受限於單一模式。 
        在提供解策選擇時，原則上多寡無分優劣。重要的是，選擇面足以解決問題，又不至多到隱
晦答案、自生糾結。換句話說，評估某項策略時，不應以抽象原則爲准，而應觀其實效。儘管佛
陀將滅苦之道描述爲一類最終止息行動[業]的行動[業]，只要當下你仍在作某種動作，正思確保你
的行動合乎正道。一旦正道的長養達到苦的解脫時，其余一切也隨之解脫。 

最近訂正 3-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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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在面对苦痛、疾病 
与死亡时的作用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Using Meditation to Deal with Pain, Illness & Death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比
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
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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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我今天的談話主題，是有關禪定在面對苦痛、疾病與死亡時能起的作用——這是一個不甚愉
悅但極其重要的命題。令人悲哀的是，人們只有在面臨絕癥時，才開始思考這類問題，那時候，
往往來不及作充分准備了。盡管今天會議主要討論的是醫學對艾滋病能夠做什麼，我們不應當自
滿。即使艾滋病及其並發感染癥未奪取你的生命，還有其它病癥會，因此最好是有所准備，修練
當醫學——無論中醫、西醫還是其它療法——不再能幫助你，你只有自己可以依靠時，所需要的
那些技能。據我看來，培養這些技能的唯一途徑是修練心智。另一方面，假如你正在照顧絕癥患
者，禪定可以爲個人的靈性與情感補充力量，使你得以在困難的情形下繼續前行。
        有關禪定在對治疾病與心理疲潰感中的作用，書籍、報紙、雜志、電視等媒體已有不少報
道。 與媒體抓住某個專題作報道時的情形無異，對禪定是什麼、能爲你做什麼，它傾向於或者高
估、或者低估。這是典型的媒體風格。聽那些報道，就像是聽汽車推銷員的推銷。他不需要懂得
如何駕車、養車。他的唯一任務是指出車的賣點，也就是能說服你掏錢購買的那些優點。但是，
假如你真打算開那輛車，就必須研究駕駛手冊。我今天打算討論的正在於此: 在緊要關頭能夠助
你的一部禪修使用手冊。 
        我在這個領域已有不少親身經驗。離開泰國的前一年，我染上了瘧疾——它與艾滋病相比，
雖是完全不同的一類病，卻仍然是世界上致命人數最高的病種。目前世界上每年死於瘧疾的人數
超出了任何其它疾病，這還是在六十年代世界衛生組織發起過一場大規模的鏟除運動之後。大量
的奎寧被分送到第三世界國家村民的手中; 沼澤與居家被噴撒了劑量致人命的殺蚊藥滴滴涕。但
如今，瘧疾寄生蟲產生了新變種，西藥已無法對治; 蚊蟲對滴滴涕已有了抵抗力，瘧疾的死亡率
再度回昇。當你想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國家健康研究機構或紹克研究所研發出治愈艾滋病的神藥或
疫苗時，要記得這一點。 
        我很幸運。你們可以看見，我活了下來，但只有在熱帶病專家們提供的最佳療法失敗後轉向
傳統醫學，才活得此命。同時，我仰賴過去數年間一直在修練的那類禪定，在發病期間幫助我度
過了最險惡的陣痛與昏亂。正是這個經驗，使我確信它在該類情形之下的價值。  
        除了我自己的經驗外，我還熟悉本地與泰國幾位身患癌癥或其它重癥的禪修者。從他們那裏
我了解到，那類禪定有助於對付他們的病癥以及比癌癥本身更可怕的治療過程。談話中我也將討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MeditatingPain2.htm (1 of 8) [12/31/2010 10:41:10 PM]



坦尼沙羅尊者-面對病痛死亡

論他們的經驗。 
        不過首先，我想請大家坐著作幾分鐘禪定，這可以使你們對我的發言主題得以親嘗其味，有
一點實際經驗，回家後也可以在它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我所教的法門是呼吸禪定。不管你的宗教背景是什麼，它都是一個良好的禪定主題。正如我
的導師有一次說，呼吸既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基督教，不屬於任何人，而是誰都可以用來修習
禪定的公共財產。同時，它在所有禪定主題當中也許是對身體最有益的，因爲當我們觀息時，面
對的不僅是出入肺部的空氣，而且是隨著每一次呼吸而貫穿全身的能量感。假如你能夠學會對這
些覺受敏感起來，讓它們平緩無礙地流動，你可以幫助身體更順利地發揮功能，給心一個對付苦
痛的支點。 
        好，讓我們一起作幾分鐘的禪定。舒適地坐直，保持平衡。你不必像士兵那樣堅挺身體。只
是不要往前後左右傾斜。閉上眼，對自己說:『願我獲得真正的幸福，遠離苦痛。』聽起來這也許
是奇怪甚至自私的禪定開端，但這樣做是有道理的。首先，如果你不能祝願自己得到幸福，是不
可能誠心誠意祝願他人得到幸福的。有人需要不停地提醒自己，他們該得到幸福——我們都該得
到，不過我們若不相信這一點，就會不停地找事懲罰自己，結果也以細微或粗顯的方式懲罰他
人。 
        第二，觀想真正的幸福是什麼，它在哪裏能夠找到，是十分重要的。略想即知，你不能在過
去與未來之中找到它。過去已逝，你對它的記憶是不可靠的; 未來則是空白的不確定。因此我們
真正能夠找到幸福的唯一之處是當下。但即使在這裏，你也必須懂得從哪方面尋找。假如你試圖
把幸福建立在易變的事物上——聲、色等一切官感、外在的人與事——你是在自找失望，好比在
一處多次塌方的懸崖邊上造房子。因此，真正的幸福必須在內心尋找。禪定好比探寶: 在內心找
到某件牢固不變之寶，那件東西即便連死亡也不可觸及。 
        爲了找到這個寶藏，我們需要工具。第一件工具是做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對自己培育起善
意。第二是把那股善意散佈給其它眾生。告訴你自己:『一切眾生，無論他們是誰，無論他們過去
對我作了什麼——願他們也都找到真正的幸福。』假如你不培育這個心念，而是把怨惱帶進你的
禪定，那麼你在朝內看時，就只看見了這一點。 
        只有當你以這種方式把心清掃乾淨，把外在事情放在一邊後，這才作好了觀息的准備。把你
的注意力帶到呼吸上。作幾次長入息、長出息，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一個呼吸感明顯、定注時心有
舒適感的部位。這可以是在鼻部、在胸部、腹部等任何部位。停在那個部位，注意出入息時那裏
的覺受。不要強迫呼吸，也不要在專注時用力下壓。讓呼吸自然地流動，只跟蹤它給你的覺受。
品嘗它，好像它是你想要延長的一種美妙感受。假如你的心散亂走神，就把它帶回來。不要灰
心。它走神一百次，把它帶回一百次。這表示你是認真的，最後它就會聽你的。 
        假如你願意，可以嘗試幾種不同的呼吸。如果長呼吸舒適，就堅持下去。假如它不舒適，就
換成任意一種使身體舒適的呼吸法。你可以嘗試短呼吸、快呼吸、慢呼吸、深呼吸、淺呼吸——
凡是當下你感到最舒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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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使呼吸在你選擇的部位舒適起來後，移動注意力觀察呼吸在身體其它部位的覺受。從略
低於臍部處開始。作出入息，觀察該處的覺受怎樣。假如你在那裏感覺不到一點動態，就只注意
那裏沒有動態這件事。假如你感覺到有動態，要注意它的品質，看看呼吸[中譯: 隨著禪定的深
入，呼吸也可以理解成風感、氣感、能量感]在那裏是否不均勻，或者那裏是否有任何張力或綳
緊處。假如有張力，要想法使它放松。假如那裏的呼吸[氣感]如鋸齒狀或者不均勻，想法把它們
撫平……現在把你的注意力移到該部位的右側——來到腹部的右下部位，重複同樣的過程……接
下來到腹部的左下部位……上行到臍部……右……左……上腹部中央……右……左……胸部中
央……右……左……喉根部……右……左……頭部中央……(在每個部位停上幾分鐘。) 
        假如你在家裏禪定，可以在全身繼續這個過程——經過頭部、後背部、手臂與大腿、從你的
手指腳趾流出——不過由於現在時間有限，我請你們把注意力轉回到我們方才提到的幾個部位當
中的任何一個。讓你的注意力舒適地定在那裏，接著讓你的覺知意識散佈開來，充滿整個身體，
從頭部到腳趾，使得你像一只坐在網中央的蜘蛛: 它坐在某一處，但對整張網絡有敏感性。這樣
使覺知保持寬廣——這需要修練，因爲你的覺知傾向於縮小到一點——想象呼吸[氣]從你的整個
身體每一個毛孔出入。讓你的覺知在那裏停一陣子，你沒有必要去別處，沒有必要想別的……接
下來，輕輕地出定。 
        我在發言後會有時間解答你們可能有的問題，不過現在我想回到先前提到的一點: 禪定的意
義及其在面對疾病與死亡中的作用，傾向於被低估或者高估，只有你對自己的工具評估正確時，
才能夠准確、有益地使用它。我的評論分兩部分: 禪定是什麼，它能爲你做什麼。 
        首先，禪定是什麼: 在這領域裏，流行概念傾向於低估它。討論禪定治病的書籍傾向於只談
兩方面，仿佛它的功效只有這些。那兩方面是: 放松[relaxation]與視觀[visualization]。 的確，這兩
個過程構成了禪定的初級階段——你也許發現我們剛才的一段坐禪相當有放松感，你在想象呼吸
[氣]穿過身體時或許也作了一些視觀——但是禪定的內涵比這要多得多。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禪修
者們所做的，遠甚於僅只把握了放松反應。 
        禪定作爲一個完整的過程，包括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帶著念住的放松，使心在當下有舒適
感——因爲只有當它在當下有舒適感時，才能入定安住下來。不過這句話裏的要緊詞語，乃是念
住。你必須有全然的念住，知道你正在做什麼、你的心是否住於它的禪定對象、它是否在走神入
睡。假如你只是放松地打起磕睡，那不叫禪定，那種情形下沒有什麼可作爲繼續發展的基礎。不
過，假如隨著心舒適地安住於當下，你能夠繼續保持全副覺知，那樣發展下去，就進入了下一個
階段。 
        隨著心越來越牢固地定入當下，它獲得力量。你會感覺到，仿佛你的那些分散的注意力——
擔憂這事、記掛那事、種種先見等等——如今匯聚起來，心呈現一種整體感與合一感。這就給心
富裕了力量感。隨著你讓這股整體感繼續發展下去，你會發現，它變得越來越堅實，無論做什
麼，它存在於你的一切活動之中。這就把你引向第三階段。 
        隨著你對這副整體感的保護越來越一心一意，你會越來越敏感起來，對可能推翻這種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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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事物越來越有洞察力。在初級層次上，你注意到，假如你做任何傷己害人之事，就會破壞
它。接下來，你開始注意到，心裏諸如貪、欲、怒、癡、懼等東西，只要一出現，也能夠使心失
去平衡。爲了減少它們對心的影響力，你開始分辨解決之道，直到你能夠達到一種不再被這類事
物——或者任何事物——觸及的覺知層次，那麼你就從它們之中獲得了解脫的自由。 
        我在稍後將會解說，正是這些比較高的禪定層次，才是最有益的。假如你把禪定練習只作爲
一種放松的形式，它對於你的疾病中來自壓力的那個部分固然是有效的，不過艾滋病當中除了壓
力之外，生理與心理上的因素還有更多，如果把自己局限在放松或視觀方面，那麼你並沒有得到
禪定能夠提供的全面利益。 
        現在我們來談談當你面對重病與死亡時，禪定能夠爲你做什麼的問題。媒體對這個領域既有
高估、也有低估。一方面，有些書告訴你，一切疾病來自你的心，只要令心端正，就會好起來。
有一次，一位24歲左右患了肺癌的女青年來走訪我的寺院，她問我對那些書有什麼想法。我告訴
她，有些病純粹來自心理因素，這種情形下，禪定能夠治愈它，但也有的病來自體質因素，禪定
再多也不能使它消失。假如你相信業力，有的病來自現業——也就是你當下的心態——有的病來
自舊業。假如是現業病，禪定也許能夠使它消失。假如它是舊業，你對禪定的最大期望是，它能
夠幫助你帶著病與痛生活，不受其苦。 
        另一方面，假如你告訴病人，他們在受苦，是因爲他們的心處於不良狀態，想要康復，完全
得靠自己把心糾正過來，那你是在他們正感到虛弱、悲慘、無助、孤獨的情形下，再給他們添加
了一項沉重的負擔。我談到這裏時，那位女青年笑了，說她同意我的看法。她一得到癌癥的確
診，朋友們就送了她大堆的書籍，講述如何透過意念使疾病消失。 她說，自己若是相信燒書有
益，可能早就把那些書付之一炬了。我本人認識不少人，他們相信自己身體健康，是代表了自己
的心態良好。健康時盡可以這樣想，不過一旦生了病，他們就會覺得這說明自己禪定失敗，於是
便陷入了困境。 
        有一點你應當十分明確: 禪定的目的是爲了找到內心的喜樂與安寧，獨立於身體與外界發生
的其它事件。你的目標是，在內心找到一件牢固的東西，無論身體發生了什麼，你可以有所依
靠。假如透過禪定，碰巧能夠對身體起到醫療作用，固然更好。禪定對身體發生突出影響的例子
有過很多。我的導師有一位弟子——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早在十五年前被診斷患有癌癥。當
時醫生說她只有幾個月時間可活，但她藉著禪定，至今仍然活著。她把自己的禪修定在『盡管她
的身體可以有病，她的心卻不必也有病』 這個主題上。幾年前我去醫院看她，那一天她正經歷了
腎切除手術。她坐在床上，明朗、清醒，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我問她是否痛，她說，是的，一
天二十四小時，但她不讓痛進入她的心。實際上，她對待自己的疾病，心態比她的丈夫還要好，
這位未修禪定的丈夫如此擔心失去妻子，以至於自己也病倒了，結果她還得照顧他。 
        不過，這樣的情形畢竟不是常例，你不應只滿足於身體的存活——因爲，如我先前所說，假
如這個病沒有奪去你的生命，還有其它事必定會，直到你找到心裏那個連死亡也不能影響的寶
藏，你實際上並不安穩。要記得，你最寶貴的財產就是你的心。假如你能夠使它保持健康，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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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發生了什麼，那麼你什麼也沒有損失，因爲你的身體的存活只到死爲止，但你的心仍將續
存。 
        因此，在審查禪定能爲你做什麼的問題時，你應當更多地關注它如何助你面對痛、老、病、
死，維持你內心的平靜這個問題，因爲這些事，總有一天你必須面對。實際上，它們是人生正常
的一部分，雖然現代人已視之爲反常。我們所受的教育，視永恒的青春、健康與美貌爲我們生來
的權利。當這些事物離棄我們時，我們就覺得出了可怕的麻煩，這必然是某某人的過錯——或者
自己或者他人。不過實際上，它不是任何人的錯。我們既然出生了，老、病、死不發生是不可能
的。只有當我們接受它的不可避免性時，才能夠開始以明智的方式面對它，不受其苦。看一看你
的周圍。那些拼命試圖否認自己正在老化的人——透過鍛煉、飲食、手術、化妝等等方式——他
們正是受衰老之苦最深的人。對病與死的態度也一樣。 
        現在我打算集中談談如何運用禪定面對並超越苦痛、疾病、死亡的問題。首先是痛感。當它
發生時，首先你得接受它的存在。接受此事本身就是一大進步，因爲多數人遭遇痛苦時，試圖否
認它存在的權利。他們以爲把它往外一推就能夠避開它，不過那樣做，無異於一扔報稅表借此逃
稅: 你也許能逃一陣子，但必然爲當局抓獲，那時比先前更糟。因此，超越痛感之道，首先是理
解它、熟悉它，這就意味著安忍它。不過，禪定卻可以提供一個法門，使你雖生活在痛感中，卻
可以把自己從痛感中分離出來，因此即使它在那裏，你也不需要從中受苦。 
        首先，假如你掌握了觀息與調息的技巧，使它舒適起來，就會發現，你有能力選擇把覺知安
置在某一個部位。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定於痛感，不過在早期階段，最好定於舒適的身體部位。
讓那痛感占據另一處。你不打算把它趕出去，但也沒必要搬入同住。只把它當成自然現象，當成
正在發生的事件，但它不一定正對你發生。 
        另一個技巧是，讓呼吸[氣]穿過那股痛。假如你能夠對每次呼吸時貫穿身體的呼吸感[氣]敏
感起來，就會注意到，你往往圍繞著痛感構造起一層緊綳的硬殼，在那裏，體內的能量難以自由
流動。盡管這是一種回避戰術，實際上它使痛感增劇。因此，隨著你的出入息，想象那股氣息直
接穿過痛感部位，使這層張力的外殼融解開來。多數情形下，你會發現此法可消解相當一部分痛
感。例如，瘧疾發作時，我發現它對消解聚集在頭部與肩部的大量張力極其有用。有時，痛感劇
烈得難以呼吸，於是我觀想呼吸[氣]透過體內所有那些經絡的中心——胸部中央、喉部、前額中
央等等——流進來，張力就會消散開去。不過，也有些人會現讓呼吸[氣]穿過痛處反而使痛感增
劇，這說明他們沒有正確地專注。這種情形的解決辦法是，專注[把覺知定於]身體對應的另一
邊。換句話說，假如痛感在右邊，就專注左邊。如果它在你的頭部——指具體部位——那麼就專
注手與腳。(順便說一句，這個技巧對偏頭痛特別有效: 比方說，假如你的偏頭痛在右側，你就定
在身體左側頸部以下的諸種氣感。) 
        隨著你的定力越來越強、越來越靜止，你可以開始分析痛感了。第一步是，把它的身心兩部
分區分開來。把實際存在的體痛與隨之而來的心理苦痛——也就是那股該當或不該當的受迫害
感，那股怕痛感會越來越劇烈、它預示著完結等等的畏懼感——區別開來。接著提醒自己，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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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與那些念頭站在同一邊。假如心要那樣想，你不需要跟進去。當你停止輸入時，就會發現，
過了一陣，它們開始離去，正像一個來和你說話的瘋漢。你要是與此人對起話來，過一陣你也會
發瘋。不過，你由那瘋漢盡管說，但不參與對話，過一陣他就會走開。你心裏的那一切垃圾念頭
也同樣如此。 
        隨著你剝除圍繞痛感的一切心理附著物——包括痛是你的、或者是對你發生的想法——你發
現，最後來到一個簡單的標記，僅是說: 這是一種痛，它就在那裏。當你能夠超越這一點時，那
就是你的禪定達到一個突破的時刻。一種做法是，只注意這個標記會昇起、接著消失。當它來臨
時，它就增加那個痛。當它消失時，那個痛就消失。接著，試著把身、痛、你的覺知，看成三件
分開的東西——像是打成結的三根線，現在你把它們解開了。當你做得到這一點時，就會發現再
也沒有你不能忍受的痛了。 
        禪定能夠助你的另一個領域是，使你安忍身體有病這個單純的事實。對一些人來說，接受這
個事實是疾病最艱難的部分之一。不過一旦你在心裏培育起一個牢固的定力中心，你可以把喜樂
建築在那裏，開始以平靜得多的態度看待疾病。我們必須記得，疾病並沒有從我們這裏騙走任何
東西。它只是活著的一個部分。如我先前所說，疾病是正常的，健康才是奇跡。身體的各個複雜
系統全部工作正常，是一件如此不可能的事，當它們出毛病時，我們是不應該喫驚的。 
        許多人抱怨說，愛滋病或癌癥最難忍受的部分，是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有那種失控的感覺。不
過，一旦你對心的控制程度有了提高，就會開始懂得，你能夠控制身體的想法，本身是一種幻
覺。身體從來沒有與你達成協議，服從你的意願行動。你只是搬了進來，強迫它喫飯、行走、說
話，等等，接著就以爲你是主管了。但即使那樣，它仍然自行其道——饑餓、拉屎、拉尿、放
屁、摔倒、受傷、生病、衰老。你想一想那些最以爲自己能控制身體的人，比如健身家，他們實
在是最受奴役的，一天必須喫足夠十個索馬裏人活命的食物，花幾個鐘頭推拉金屬杆，把所有能
量化在那些根本無用的操練上。如果他們不練了，那些充氣式膨大的肌體很快就會回縮。  
        因此, 在爲給你提供觀察生命真實色彩的一個視角方面,禪定的一個重要功能是: 使你在身體開
始重振其獨立性時，沒有什麼受威脅或喫驚之感。即便大腦功能開始失常，那些已經藉著禪修發
展了念住的人也能夠覺知這個現象，並且把那一部分身體給放下。我的導師有個弟子必須接受心
臟手術，期間醫生們顯然切斷了流向大腦的主要血管之一。當他醒來時，即能夠分辨出自己的大
腦功能不太正常，不久他就發現，這件事影響了自己對事物的認知。比如說，他以爲自己對妻子
說了什麼，於是對她的毫無反應感到氣惱，而實際上，他只是想要說什麼，但並未對她說出。發
現這個問題時，他能夠聚集起足夠的正念，保持平靜，單只觀察大腦中正在發生的事件，一邊提
醒自己這是個出了故障的工具，不再因爲事不協調而生氣。逐漸地，他終於能夠重新正常地使用
他的那些功能。他告訴我，能夠觀察到自己大腦的運作與故障，並意識到腦與心是兩件分開的東
西，實在是一樁神奇之事。 
        最後，我們來談談死亡這個話題。如我先前所說，禪定的一個重要階段是當你發現，心的內
部有一個覺知核心，身體死亡時它並不死。如果在禪定中你能夠達到這一步，那麼死亡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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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了。即便尚未達到那一步，你也可以作好准備，使自己死得善巧，不像多數人那樣在散亂中
死去。 
        死亡來臨時，各種各樣的思想——對未做之事的遺憾、對已做之事的遺憾、對你所愛但不得
不離開者的憶念——會湧進來充斥你的心。有一次我觸電幾乎死去，盡管目擊者說幾秒之內電流
就被切斷，對我來說，卻好像經歷了五分鐘。在那段時間裏，我內心思緒萬千，一開始是想到我
將死於自己的愚蠢。接著下了決心，真要死，最好做得正確，於是我不讓心去攀緣那些洶湧而來
遺憾等種種情緒。我似乎做得還順利，接著電流停止了。 
        假如你還沒有修過禪定，面對這種經歷可能難以應付，不管什麼東西呈現出來，心將會攀附
上去，然後就被帶往那個方向。不過，假如你已經修習了禪定，能夠善巧地放開你的思緒，或者
懂得哪些思路該抓住、哪些思路該放過，就能夠應付這個情形，拒絕落入任何不屬於最高品質的
心理狀態。假如你的定力牢固，你可以把這作爲對自己一直在培養的技能的終極檢驗。假如有痛
感，你可以看一看哪一個先消失: 是痛感還是你的覺知核心。你可以放心，不管發生什麼，痛感
會先消失，因爲那個覺知核心是不可能死的。 
        這一切，歸結起來的意思是，只要你還活著，禪定能夠改進你的生活質量，使你以平等舍離
之心，看待痛苦與疾病，並從中學習。當該走的時刻到來時，當醫生們無可奈何地放棄努力時，
你一直在禪定中培養的那個技能，是唯一一件不會離你而去的東西。它會使你明智地應對你的死
亡。即使我們不願想它，死亡必然來臨，因此我們應當學會正視它、壓倒它。要記得，善巧地應
對死亡，是你一生善巧而活的確證之一。 
        到此，我一直把談話局限於艾滋病等絕癥患者所面臨的困難，沒有直接討論照顧這些患者的
護理人員所面臨的困難。盡管如此，對於如何處理這類問題，你們當可從中吸收一些有益的要
點。禪定能夠爲你們提供一個靜休、聚能之處。它還有助於提供一種距離感，從適當的視角觀察
自己的作用。病人的病情惡化或死亡，並非是護理人員失敗的象征。只要你的病人還活著， 你的
責任是盡量改進他們的生存品質。當那位病人離去的時刻來臨時，你的責任是幫助他增進死亡的
品質。 
        有一次，一位修習禪定多年的老人，在得知自己身患晚期癌癥時，來向我的導師告別。他打
算死在家裏，可是我的導師卻告訴他，留下來，死在寺院裏。他若是回家，就只會聽見侄兒侄女
們爲他的遺產爭執不休，那樣可能把他的心置於不良狀態。因此，我們爲他安排了一個留住的地
方，讓他的同爲禪修者的女兒來照顧他。不久，他的身體系統開始破壞，有時他似乎開始被痛苦
所壓倒，於是我讓他的女兒對著他的耳悄聲地重複禪定要點，在床邊念誦他愛聽的佛教經誦。這
對他起到了靜心的作用，當他在某夜淩晨兩點離世時，看上去平靜安詳，覺知清晰。第二天他的
女兒告訴我，她毫無悲傷遺憾，因爲自己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使他的死亡過渡順利。 
如果病人與護理者都是禪修者，這種情形之下，事情對雙方來說會容易得多。病人的死亡一定不
等於護理者對其他患者的照顧能力的死亡。 
        我想討論的主題到此都已覆蓋。恐怕你們當中一些人覺得我的談話不那麼振奮人心，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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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一直是爲了有助你們看清面臨的現狀——既對病人，也對病人的護理者。假如你對病痛與
死亡這類事采取回避的態度，只會更加痛苦，因爲你拒絕爲自己妥善准備。只用當你把它們看清
楚了，明確懂得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堅持你的優先選擇時，才能夠超越它們。 
不少人發現，絕癥的診斷，使他們平生第一次清晰地審視人生，使他們對真正重要的事有所領
悟。達到這種領悟本身就可能使他們的人生品質大有增進——遺憾的是，他們得等到這個地步才
能夠看清真相。不過，無論你的情形如何，我請你們對改善自己的心態盡量作出努力，因爲等到
其它一切都離你而去時，那個心態能夠續存下去。假如你還沒有付出時間培養它，那麼它也沒有
什麼可以回報你。假如你訓練了它，善加照料了它，它將會數倍地報償你。而且，如我希望已經
闡明的那樣，禪定對於幫助你穩固自己的心態，使它超然面對來之一切，是一件效益甚廣的工
具。 
        謝謝大家聽講。 
 

相關連接: 
        面對病痛與死亡 
        文選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painhelp.html 
最近訂正 1-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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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佛陀教言之精深，對於評估智慧卻有一則簡單的測試。他說，有些事你雖不樂爲，但知其
將引生樂果，有些事你雖好爲，但知其將造就苦果; 在多大程度上你能使自己行前者而避後者，
便決定了你的智慧程度[1]。 
        這項智慧的評估准則，來自於佛陀的一則洞見，即: 有動機的行動[業]在塑造我們的悲喜痛樂
等體驗上，起著根本的作用。既然行動如此重要，又備受誤導，智慧在促行真善之業時，必須機
智有方，巧勝短視偏見，趨向持久之樂。 
        由於佛陀從業果角度審視一切經驗，從粗糙到精細，他的智慧評估原則也適用於一切層次，
從簡單的佈施，到空性的智慧，直至解脫。該原則在各層次上之所以明智，因其有效。你的行爲
與引生樂果與否，是大有幹系的。條件是必須誠實: 即，願意誠實地審視行爲的後果，當造成傷
害時予以承認，並改正行爲，使自己不犯同樣的錯誤。 
        這個評估智慧的標准，其矚目之處在於它的直接與平實。這或許出人意料，因爲我們多數人
並不認爲佛陀的智慧如此具常識性，如此直截了當。“佛家智慧”一詞給人的印象，反而指一套公
然違背常理的抽象而悖論性教說——空性爲其突出範例。我們聽說，空性意味著萬物無本質上的
存在性。換句話說，在終極層次上，事物並非我們常規認爲的“事物”，而是一些過程，與它們所
依賴的其它一切過程不可分離。這是一個哲學上精致而引人遐思的概念，不過它對你在一個寒冷
的早晨起身禪修提供不了明顯的動力，對你戒除一個毀滅性的惡習也無濟於事。 
        舉例來說，你若耽於酗酒，這並非是因爲你覺得酒精本身有什麽實質性，而是因爲在你的估
算裏，酒精的立得快感之價，重於它對人生造成的長遠性破壞。這是一個普遍原理: 執取與瘾習
並非是形而上學的問題，而是一個決策的問題。我們執取於某些事物與行爲，並非因爲我們認爲
它們是什麽，而因我們以爲它們對我們的喜樂能做什麽。如果一味高估其樂，低估相隨之苦，無
論我們認爲其終極意義是什麽，照樣執取。 
        由於這個問題屬於策略性範疇，其對治也必然有策略性。瘾習與執取的戒離之道在於，對行
動[業]的力量與其能夠達到的喜樂程度，擴展領悟力，藉此重新訓練你的設想與動機。這意味著
學會更爲誠實、敏感地面對你的行爲與果報，同時，讓自己設想與把握另一條道，它趨向更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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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更少過患。形而上學的觀念有時也可以接受，但至多處次要地位，多數情形下它們是不相幹
的。即便你認爲酒精與酒酣之樂無實質存在性，只要你以爲酒樂大於其害，仍將求之不舍。形而
上學的空性概念有時甚至是有害的。你若把酗酒之害與受害者視若無物，即可滋長繼續酗酒的藉
口。因此，形而上學式的空性教說似乎過不了佛陀本人提出的智慧標准。 
        具有反諷意義的是，空性作爲無實質存在的概念，與佛陀本人的空性教說甚少相關。在最早
的佛教文獻——巴利經典之中，他的空性教導直接關乎業果、樂痛的問題。按照這些教導理解與
體驗空性，需要的非是哲學的精致，而是個人的誠實——願意坦承你的行爲背後的真正動機與隨
之而生的利害果報。因此，這個版本的空性，與長養能夠通過佛陀的常識性標准的那類智慧是極
其相關的。 
        佛陀的空性教導——保存於兩部大經與數部小經之中——以三種突出的方式定義空性: 作爲
一種禪定方式、作爲六根與六塵[六種官感及其對象]的一種屬性、作爲一種定境。盡管這幾種空性
形式定義各異，它們終歸於同一條滅苦之道。爲了理解這一點，需要對空性三義逐一審視。我們
會發現，空性的每種形式，都把佛陀檢驗智慧的常識性標准，應用於觀察心的細微動態。不過，
爲了理解如何把該准則應用於這等精細層次，我們首先必須懂得如何把它應用於粗顯層次。爲
此，最佳的入門指導乃是佛陀對幼子羅睺羅的教誡，如何在日常活動中培養智慧。 
 
觀察日常行爲 
        佛陀教誡當時年方七歲的羅睺羅，以自己的意、語、行爲鏡。換句話說，正如人們觀鏡以檢
視臉面之汙，羅睺羅當以自身之業[行爲]爲鏡，檢視內心不淨之處。行動前他應當預想其後果。
若發現將對己對人造成傷害，則不應作此業; 若未發現傷害性，則可行之。在行動期間，若發現
造成了意外傷害，則應停止。若未發現傷害性，則可繼續。 
        事後他若發現該行爲生成任何長期性傷害，應就此業與如何避免重犯，請教另一位修行同
道，接著決意不再重蹈覆轍。換句話說，向自己敬重的人披露錯誤，不應有恥辱感，這是因爲，
如果他開始對他們掩藏錯誤，不久也會開始對自己掩藏錯誤。另一方面，對該行動若不見其傷
害，他應當爲自身的進步而喜悅，繼續修持。 
        此等觀想的正確名稱，非是“自我的淨化”，而是“業[行動]的淨化”。把善惡之評估從你的自我
感上移開，在該處作評估，會使你受制於自滿與自責。反之，你直接關注行爲本身，在此處作評
估，能使你從錯誤中學習，從正業中找到健康的喜樂。 
        如此連續觀照時，可以起不少作用。首先最重要的是，此舉迫使你對自己的動機與行爲後果
保持誠實。此處的誠實指一個簡單的原則: 事後不添加合理化藉口，掩飾實際作爲，也不透過否
認，試圖減少實際作爲。由於你的這種誠實所針對的事實範圍，通常人們的反應是恥辱或畏懼，
這比單單承認事實要求更高。它還需要道德上的誠實。這就是佛陀何以強調道德爲智慧的先決條
件，並宣稱最高的道德原則爲戒謊言之故。你若對令人不舒適的事實不養成坦承的習慣，整個真
相將對你隱而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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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觀想的第二個作用在於深化理解自身行動[業]的力量。你看見，自己的行動與樂痛果報
之間的確大有幹系。第三，你練習如何不帶恥辱或悔恨感從錯誤中學習。第四，你意識到，評估
自己的行動時越誠實，越有力量朝正面方向改變自己。最後，你得以長養慈悲之心，這是因爲你
下決心只依照不傷害任何人的動機行動，並且把連續專意地培養無害之業的技能，作爲你的首要
目標。 
        這些課程對於長養合乎佛陀所定之評估標准的那類智慧，都是必要的; 實際上，它們與空性
的第一種含義——作爲一種禪定方式——直接相關。此種空性，從根本上講，就是把教誡羅睺羅
審視日常行爲的做法，直接延用於審視內心辯識[認知]的動作。 
 
空性作爲一種禪定方式 
        作爲禪定方式的空性爲空性三義中最基本的一類。這個背景下的空性，意味著“空於擾動” 
——換個說法是空於張力。攝心入定，接著審視你的定境，尋找該境界內部是否存在細微的擾動
或張力。當你找到某種擾動時，便跟蹤它找到本定境立足的辨識——即，心理標記或辨認的動
作。接著，你放下那個辯識，轉入一種更精細、內部擾動更少的定境。 
        在解釋此種空性的經文中(中部 MN121《空小經》)，佛陀首先引入一個比喻。他與阿難的住
處，過去曾經是廢棄的宮殿，如今是寂靜的寺院。佛陀命阿難觀察並欣賞寺內如何空於舊時宮殿
的擾動——金銀、象馬、成群男女——惟有比丘共修禪定之相的擾動。 
        以這個觀感爲比喻，佛陀進而描述作爲禪定方式的空性(巴利文寺院、居處一詞vihara——亦
有“態度”、“方式”之意，故此強化了該比喻——原注)。他講述一位在野外禪定的比丘，專注於自
己正在野外。他令心定駐並欣賞此種“野外”的辨識。接下來，他在心理上退後一步，觀察並欣賞
此種辨識模式如何空無他已脫離的村居生活之擾，惟有與“野外”辨識相關的擾動——比如對野外
危險的任何情緒反應。如佛陀所說，該比丘准確地觀察到此種辨識模式之下何種擾動不存在; 對
尚存的擾動，他准確地觀察到:“有此。” 換句話說，他對存在之事不增不減。這是他進入某個純
淨無擾的禪定空性的方式。 
        接下來，注意到對“野外”辨識的專注動作本身帶來的擾動，該比丘放下這個辨識，代之以一
種更精細、激起更少擾動的辨識。他選擇地元素[地大，地界]，在內心除去山丘峽谷等與地相關的
細節，只剩下地性。他重複類似於野外辨識的過程——在“地”的辨識中定駐下來，充分欣賞它，
接著後退一步，注意到與“野外”有關的擾動現已消失，惟有與“地”的單一辨識相關的擾動。 
        接下來，他對越來越精細的辨識施以同樣過程，定駐於無色界禪那: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接下來定駐於無所緣[無對象]的覺知。 
        最後他看見，即便這種無所緣的覺知定境亦由造作、意志而生，便放下了繼續以心造作任何
事物的欲望。如此他便從感官之欲、有生、觀念、無明等能夠“泛泡”成爲進一步緣起的心漏之中
解脫。他觀察到，這種解脫仍具有來自六種感官域場的擾動，但它空無一切漏、一切再造苦與張
力的潛能。佛陀下結論說，這便契入了清淨[純淨]、真如[不失真]、殊勝、無上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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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整個描述之中，空性意味著一件事: 空無擾動或張力。禪修者要學會把無擾動當作正面
的成就加以欣賞，把剩下的由心造作的擾動，無論何等微妙，視爲必須消解的問題。 
        當你懂得了，擾動實爲一種形式精細的傷害，這時你就看見了此種空性描述與佛陀對羅睺羅
之教誡兩者間的相關性。與其把禪定境界視爲本體或自我價值的評估——比如成就一個更純淨、
更擴展、更與造物之源合一的自我——該比丘僅僅從業與果的角度作觀。佛陀對羅睺羅關於業的
廣義評論，在這個禪定層次依然適用。 
        此處的業[行動]，即是構成你這個定境基礎的辨識。藉著連續重複的分辨動作，直到你對它
徹底熟悉，進而定駐於該境。正如羅睺羅觀察對己對人的粗相傷害，藉此發現自己行動之果報，
此處你觀察心理動作造成多少擾動，藉此發現入定所緣之辨識的果報。隨著對擾動的感知，你可
以改變心理動作，把定力移至一種更精細的辨識上，直到最終能停止一切心態的造作爲止。 
        此種禪定修持的核心，包含著自羅睺羅教誡衍生而來的兩個重要原則。首要原則是誠實: 能
夠不加修飾、否認，不對現存的擾動添加任何注解，同時又不試圖否認其存在。此種誠實的一部
分在於，對事物能夠單看其業與果，而不把“我是”的自滿讀入其中。 
        原則之二爲慈悲——即，止息苦的願望——它表現於，無論何處你找到苦與擾動，便不停地
嘗試棄絕其因。此種慈悲之效力不僅有益於自身，也延及他人。當你不再受累於苦時，也較少成
爲他人的負擔; 需要時你更有可能助人一肩之力。誠實與慈悲的原則便是如此支持著智慧哪怕最
精細層次的表達，一直到解脫。 
        此種無擾的空性境界，其長養過程未必平緩直接。它不斷要求具備放棄執取所必要的意志
力。這是因爲，爲了領悟禪定辨識是一種行動，基本的一步是學會定駐、耽溺其中——換句話
說，徹底沈浸於它，甚至達到執取的地步。這是止禪的作用之一。你若不學會充分享受禪樂以達
到持續入定的地步，便不會熟悉它。你若不熟悉，對其後果便不能升起洞見。 
        不過，除非你已按照羅睺羅教誡加以修練，擺脫了粗相層次的執取，即便你通過對定力的執
取，獲得了對擾動的洞見，它仍缺乏誠實。由於你尚未修習粗相執取的克服之道，便不能以可靠
方式撬離你的細相執取。首先你必須培養自審業果的道德習慣，透過親身體驗，堅信避免傷害的
價值，無論它何等細微。只有那時，你才能夠以清淨、真如的方式培養空性禪定的技能，它能夠

一路把你帶到目標。 
 
空性作爲六根與六塵的屬性 
        空性作爲一種屬性，被用於修持的出發點時，趨向一個類似的過程，只是途徑不同。空性作
爲禪定方式，專注的是擾動與張力的問題，空性作爲屬性，專注的是我與非我的問題。作爲禪定
方式的空性起始於止，作爲屬性的空性起始於觀。 
        佛陀在一部短經中曾經描述過此類空性(SNXXXV.85《空經》)。對話者仍爲阿難，他在經首
發問: 世界以何種方式爲空性[2]? 佛陀答，六根與六塵中的每一項，皆空於我或任何屬我之物。 
        此經雖未作進一步闡述，但其它相關經文表明，該洞見運用於修持，可有兩種方式。第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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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觀想佛陀有關“自我”的教導以及“自我”觀念如何可理解爲心理活動形式的教導。第二種方
式是下一節將討論的[第三義]，即，長養對諸法非我的辨識[3]，以之爲精細定境的立足點。不
過，我們將會看見，這兩種技巧終究仍歸結爲對第一種空性的運用，即作爲成就覺悟的禪定方
式。 
        在言及“自我”時，佛陀拒絕說它是否存在，不過對心智如何在渴求的基礎上滋長起自我的觀
念，他卻給過一個詳細的描述。出於對快樂的欲求，我們反複從事被佛陀稱爲“造我”及“造屬於
我”[4]的活動，試圖以此掌控我們的樂痛體驗。由於“造我”與“造屬於我”實爲行動，因此佛陀對羅
睺羅的教誡同樣適用。無論何時你造作它們時，應當自審是否引致傷害; 如果是，你應當棄絕。 
        這門課在顯著層次上，我們孩提時代早已學過。你若把屬於姊妹的糖果據爲己有，則難免陷
於爭吵。她若個頭比你大，那塊糖果莫如不霸占。我們成長過程所受的實際教育，很大程度上在
於發現圍繞某件事物在何處構造起一種自我感有益，何處無益。 
        你若學會按照佛陀對羅睺羅的教誡，處理你的“造我”與“造屬於我”之舉，你在這方面所受的
教育便會大大精細起來，因爲你發現，爲了理解“自我”在何處爲過患、何處爲資糧時，自己不得
不更誠實、更有明辨、更慈悲。在粗相層次上，你發現盡管在多數領域裏“我”與“屬我”的造作，
只趨向無謂的沖突，在另一些領域裏這類造作卻是有益的。引導你佈施與持戒的“我”，是值得造
作、值得作爲一門技能加以把握的。同樣，能夠對你的行爲負起責任、能夠甘爲將來的大樂犧牲
當前小樂的這類“我”，也是值得造作與把握的。隨著修持，這類“自我”引導著你遠離傷害、趨向
層次越來越提升的喜樂。正是這個“自我”，最後引導你修習禪定，因爲你看見了訓練自己的念
力、定力、與明辨力的長遠利益。 
        不過，隨著禪定使你的敏感性精細起來，你開始注意到“造我”與“造屬於我”在內心引生的程
度細微的傷害與擾動。它們能令你執取於甯靜狀態，以至於排斥任何對“我的”甯靜的侵擾。它們
能令你執取於洞見，圍繞“我的”洞見增長起驕傲。它們將以這種形式妨礙進步，因爲“我”與“我
的”這類感覺，會使你盲目不見甯靜與洞見所立足的精細層次之苦。不過，假若你已依照佛陀對
羅睺羅的教誡修習淨業之道，便能夠欣賞學會連把甯靜與洞見也視爲空於我或屬我[即非我、非我
所]的優點。空性第二義的精髓即在於此。當你把“我”或“我的”標簽從哪怕你的洞見與心理狀態中
除去時，你如何看待它們? 只以苦的升起、落下之態——即擾動的升起與落下之態視之，不另作
任何增減。隨著繼續以此種辨識模式深入禪定，你便采納了第一種空性形式，即以之爲禪定的方
式。 
 
空性作爲定境 
        佛陀教導的第三種空性——作爲一種定境——基本上是利用空性爲六根六塵屬性的洞見達到
解脫的另一種方式。在一部經(中部 MN43《法義問答大經》)中對此有如下描述: 一位比丘去靜處
坐禪，專意辨識六根六塵之空於我或屬我。隨著他跟蹤該辨識，它未把心引向直接解脫，而引向
無色界禪中的無所有處，其中伴隨著高度的舍離[平等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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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經文(中部 MN106《不動利益經》)對此作了進一步闡述，提到比丘享受該舍離。若僅
只繼續享受，他的禪定不超過此境。但他若把舍看成一種行動[業]——造作的、意欲的——他就
能夠尋找由它引致的細微之苦[張力]。他若能觀察到此苦僅在自行升起、消逝，對之不另增減其
它辨識，他便再次把空性當成了禪定方式。藉由不斷放下定境中找到的苦因，他最終達到最高形
式的空性，不再有任何心理造作。 
 
空性的智慧 
        因此，後兩類空性至終回歸第一類——作爲禪定方式的空性——這意味著三類空性終究指向
同一個目標。無論把空性解釋爲空於擾動(苦/張力——原注)還是空於自我，無論它們促進由止禪
培養觀禪、還是由觀禪培養止禪，它們都使四聖諦之相應任務的修持——了解苦、棄絕苦因、實
現止息、長養止息之道——趨向完善。這些任務的完成即成就了解脫。 
        該過程的突出之處在於，它從佛陀傳與羅睺羅的淨業原則衍生而來，將其用於修持的每一
步，從最初步到最精細。正如佛陀對羅睺羅說，這些原則乃是證得清淨的不二法門。盡管多數注
疏中把句中的“清淨”定義爲戒德的純淨，佛陀對空性作爲禪定方式的討論表明，清淨一詞在此處
也有心清淨與智清淨之意。修持的每一個側面皆從業果角度加以觀照，藉此加以淨化，這等觀照
既有助於長養能夠坦承非善巧之業的誠實，也有助於長養成熟的善意，能夠繼續追求那些傷害、
擾動與張力層次越來越低的業果。 
        這種空性與“缺乏本質存在性”的形而上學空性定義，差別即在於此。後者是描述事物終極本
質的嘗試，非是對行爲的評估，因此未必與誠實有關。前者則要求如實判斷你的心理行爲[意業]
及其後果，因此誠實是掌握這類空性的一個要素。 
        因此，最高層次的智慧與明辨，其主要長養之道非來自辯論與邏輯分析引生之智，也非來自
單由認知與標記所得之識。智慧與明辨的成就來自於誠實的滋養，祛除了自滿，融合著慈悲之
心。 
        個中緣由如此明顯，以至於常常爲人們忽視: 你若想滅苦，就需要把它視爲值得目標的慈悲
心，也需要坦承過去無謂失慎所造之苦的誠實感。造苦的無明之所以生起，非因你理解力不足，
也非因你哲學上不夠精致，以至於不懂得空性的真正內涵; 它來自不願坦承自己睜眼而爲之事正
在致苦。這就是覺醒何以摧毀自滿之故: 它令你醒悟到，使自己淪爲非善巧之業的一貫共犯的有
意無知，其範圍之廣泛。這個體驗令人警省。面對該體驗，唯一誠實可行的做法是開放於解脫
——那就是至高無上的空性。 
        佛陀把這類空性的成就之道建立在等同於粗相淨業層次所立足的原則之上，這使他得以在追
求常規真相與終極真相的修習之間，避免制造人爲的二分法。因此，他的終極智慧的實現方式同
時也有助於證實粗相層次的智慧。當你意識到，空性的正解有賴於你對一切行爲采取負責、誠
實、慈悲的態度時長養起來的技能，這時你更有可能以此種態度對待自己的一切行爲，無論層次
粗顯或精細。你更重視自己的一切行動與後果，重視你的誠實感，因爲你意識到，這些事直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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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徹底解脫的技能。對自己的業與果不可滋長漫不經心的態度，否則你便扔棄了找到真正無爲[無
緣起]之樂的機緣。說服自己在寒冷的早晨起身坐禪，在懶散的午後抵制杯酒之誘，所需的技能與
最終證得真如至上甯靜的技能實出一轍。 
        佛陀的空性教導便是如此促使你在一切行動中運用智慧。[完] 
 
原文來自作者文集《清淨之心》<(Purity of Heart, 2006) 
中譯注: 
[1]此爲SNIV.115《行處經》。 
[2]本段中佛陀的回答實際上包含了對“世界”的間接定義。在SNXXXV.82中佛陀把世界(loka)直接定義爲
衰解中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其識、其觸、及由之而起的樂、痛與中性體驗。 
[3]指對諸現象或體驗的認知不包含我或屬我之辨識，或者說以非我之辨識處理體驗。這與客觀陳述萬物
無我並非同義。 
[4]造我=ahamkara/I-making; 造屬於我=造我所=mamamkara/my-making。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Emptiness2.htm (7 of 7) [12/31/2010 10:41:14 PM]



坦尼沙羅尊者-布施先行

[首頁] >> [林居傳統]

佈施先行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Generosity First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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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幾年前，阿姜蘇瓦特在內觀禪定協會指導密集禪修，我爲他翻譯。兩三天過後，他轉過來對
我說:“我注意到這些人坐禪時及其生硬。”放眼望過去，滿屋人坐著，無比嚴肅，板著臉，雙目緊
閉，好似前額寫著“不涅盤勿寧死。” 
        他把這些人的生硬感，歸結爲多數西方人來到佛教禪修班時，對佛陀的其它教導無任何先行
准備。他們沒有按照佛陀的佈施教導行過佈施。他們沒有按照佛陀的戒德教導守過戒。來到禪修
班之前，並未在日常生活中檢驗過佛陀的教導，於是他們面對坐禪的困難，無必要的自信，覺得
只能完全仰賴意志。 
        假若你觀察此地禪定、戒德、佈施的教法，它相對於亞洲的教法，次序完全相反。在這裏，
人們報名參加一次禪修班，學一點禪定，只有人到禪修中心後，才得知自己必須在禪修期間遵守
若干戒律。禪修結束時他們才得知，在回家之前，應該佈施。這個次序完全顛倒了。 
        在泰國，孩子們除了學會合什禮敬的姿勢之外，對佛教的初次接觸即爲佈施。你看見父母們
手把手教他們，在一位比丘托鉢經過時，把孩子抱起來，幫著把一勺米飯放進比丘的僧鉢內。慢
慢地，孩子們開始獨自佈施，這個過程的生硬度越來越小，過了一陣，他們開始從佈施中獲得喜
樂。 
        這種喜樂初看起來也許違背常理。對一位孩童來說，藉把東西送人得到喜樂的概念並非自發
而生。不過隨著修習，會發現它真是如此。畢竟，佈施時，你把自己置於富者的地位; 佈施之禮
是你富足有餘的憑證。同時它賦予你以人的價值感: 你能夠幫助他人。佈施的動作也造就了心靈
的開放感，因爲我們生活的世界由自己的行爲[業力]造作而生，佈施之業造作起一個開擴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舍離是運作的原則，在這個世界中，人們有富足有餘，可以分享。如此在內心引
生出一股良好的感受。 
        接下來，孩子們接觸到持戒: 即戒德的修持。再一次，從孩童的視點看，不做某些想做之事
——比如想拿走某物，想說謊掩飾尷尬或保護自己不受批評與懲罰——竟能得到喜樂，仍是違背
常理的。不過日久之後的確發現，是的，從行爲遵守原則、從無須掩蓋謊言、從避免不善巧行
爲、從對不良行爲的不屑造作之感中，的確能昇起一種喜樂感與安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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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從佈施與持戒走到禪定時，你對世界上存在某種違背常理的喜樂形式已有了經驗。當
你已接觸佛陀的教導並遵教修持時，你已體會了來自佈施的深度喜樂、來自約束自己在任何情形
下遠離不善巧行爲的深度喜樂。等到來修習禪定時，你已經培養了某種自信，到目前爲止佛陀是
正確的，因此你對他的禪定教導也願意一試。 
        正是有這股信心，使你得以克服禪定之初的雜念、痛感等諸多困難。同時，來自佈施的開放
感，給了你修定的正確心態、修觀的正確心態——因爲當你坐下來念住呼吸時，是帶著何樣的
心? 是你透過佈施與持戒之業一直在造作的那個心，一顆開放之心。它非是自感匱乏者的狹隘之
心，而是有餘物分享者的擴展之心，這顆心對以往的行爲無遺憾，也不否認。簡言之，有此心者
已意識到，真正的幸福並不視自己與他人的福利爲對立二分。 
        幸福的達成，必須或者只爲一己之私行事，或者爲他人而犧牲自己——這套概念與二分法
——是十分西方化的，它與佛陀的教導背道而馳。根據佛陀的教導，真正的幸福在本質上，是可
以相互傳播的。藉著爲你自己的真正福利而出力，你也是在他人的福利出力。藉著爲他人的福利
出力，你也是在爲自己的福利出力。佈施他人的行爲使你有善報。在堅守戒律，堅守原則，保護
他人不受你不善巧行爲傷害的過程中，你也從中獲益。你獲得念住、獲得人的價值感與自尊感。
你也保護了自己。 
        因此，你來禪修時，已准備好以同樣的原理修習止與觀。你意識到，禪定並非是自私之事。
你坐在這裏，試著了解你的貪、嗔、癡，試著控制它們——這意味著你並非是唯一的獲益者。他
人也將獲益——他們正在獲益。隨著你越來越有念住，越來越有警覺，越來越善巧地祛除內心的
五蓋，其他人也越來越少地受你那些五蓋的傷害。你的行爲中流出的貪、嗔、癡越少，周圍的人
受苦越少。你的禪定是對他們的佈施。 
        舍離 [大方]這個素養，巴利文稱“caga”，是不少佛法系列教導中提到的要點。其一是趨向幸
福重生的有關修持。這不僅適用於死後的重生，而且也適用於生存狀態，指你每時每刻爲自己造
作、每時每刻進住的心態。你藉由自己的行動[業]，造作起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藉著佈施
——不僅以財物，而且以時間、精力、原宥、公平公正待人的願心——你造作出一個自己生活在
其中的良好世界。假若你的習慣更傾向於吝嗇，它們就會造作一個十分局限的世界，因爲總不充
足。你總覺得缺這少那，總怕某件東西會從你手中溜走或給奪走。因此，當你不願佈施時，就有
一個狹隘、畏懼的世界，而非是你藉著佈施之業造作起來的自信、寬廣的世界。 
        舍離也是聖財之一，因爲財富除了一股充足有餘感之外，還有什麽? 不少物質上貧乏的人，
心態上卻十分富有。不少物質上大富之人，[內心]卻十分貧乏。永感匱乏者，是那些總需要更多
的安全感、總需要存積更多財物的人，是那些怕財物給搶去而在房屋四周造起圍牆、或者住進門
控社區裏的人。那種生活十分貧乏、十分局限。不過，隨著你修習佈施，你意識到，自己可以少
欲而活，佈施他人自有一種喜樂。那就是一股富有之感。你富足有餘。 
        同時，你也在消解屏障。金錢的交易制造屏障。某人交給你某件物事，你必須把金錢交付給
他，當下就出現一個屏障。你不付錢，那件東西不會越過屏障來到你這邊。不過，假若某件東西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Generosity2.htm (2 of 4) [12/31/2010 10:41:16 PM]



坦尼沙羅尊者-布施先行

免費給予，它就破解了屏障。你成爲贈者大家族的一員。在泰國，比丘們對他們的護持居士的稱
呼，與對自家親戚的稱呼是一樣的。佈施護持，造就起一種親戚感。我曾經就住的寺院——這指
既包括比丘也包括居士護持者們——好似一個大家庭。泰國的不少寺院也是如此。在其中有一股
親戚感，不存在屏障。 
        我們聽過不少“相互連通性”[interconnectedness]的言談，很多情形之下，是作爲對十二因緣的
演繹，實際上如此運用這個教說並不合適。緣起法教導的是從無明到苦、從渴求到苦的相關性。
那是心智內部活動的相關性、是我們需要切斷的相關性，因爲它使苦連續不斷、周而復始，不
過，還有另一種相關性，一種來自於我們的行爲的有動機的相關性，這就是業的相關性。我們西
方人對業力教導常感困難，也許這是我們何以想要一種無業力的相關性。於是我們在佛陀的其它
教導中爲相關性尋找某種邏輯或者根據，然而相關感的真正依據來自於業力。當你與另一個人交
流時，就建立了某種相關性。 
        相關性據其動機，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隨著佈施，你造作起一種正面的相關
性，一種有益的相關性，一種你爲之樂見的消除屏障的相關性，一種善德在其中可以往返流動的
相關性。假若是不善巧之業，那麽你也在造作相關性，你在造作一個遲早後悔的裂口。法句經中
有一句話，沒有傷口的手，可以拿起毒藥不受傷害。換句話說，你若不造惡業，該惡業之果就不
會臨至你。不過，假若你手上有傷口，接著拿起毒藥，它會沿著傷口滲入害死你。不善巧之業正
是那個傷口。它爲有毒物品的進入開啟了入口。 
        反之亦然。假若與善巧行爲有關，那麽就建立了好的關係。這類正面的關係以佈施爲開端，
隨著戒德而成長。正如佛陀說，當你在任何情形下嚴守戒律，決不破例時，它就是對一切有情佈
施安全感[施無畏]。你把無限的安全贈予每個有情，因此也得以分享那種無限的安全。隨著禪定
的佈施，你護衛他人不受你的貪、嗔、癡之害。你也受到護衛。 
        因此，佈施的功能如下: 它使你的心更寬廣; 與周圍的構造起良好的關係; 它消解阻礙幸福傳
播的屏障。 
        當你以這種心念修習禪定時，你對禪定的態度會有徹底的改變。如此衆多的人帶著這個問題
來禪定:“我這次花時間習禪，能得到些什麽?”。特別在現代世界裏，時間是我們極其匱乏的。因
此，從禪定中得到、得到、得到的問題，總在背景中出現。我們被告誡應該消除“得到”的念頭，
然而，若非你早已修練，養成內心[施予的]的習慣，它是難以消除的。不過，假若你帶著佈施的
體驗來禪定，問題就變成了“我拿什麽給予禪定?” 你給予你的全副專注、給予你的精進。你樂於
精進，因爲你已經從經驗中了解到，對佛法修持投入良好的努力，將會有良好的果報。因此“我
從這次禪修中得到什麽?”的內在匱乏感就被消除了。你帶著財富來禪定:“我拿什麽給予這個修
持?” 
        當然，你會發現，假若以佈施作爲開端，結果會得到更多。心更能夠接受挑戰。“我多給些
時間修習如何? 比過去入夜更遲如何? 早晨起更早如何? 對當下修行給予更持恒的專注如何? 忍痛
坐禪更久一點如何?” 禪定於是成了一個施予的過程，你當然仍有果報。當你對自己的精力與時間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Generosity2.htm (3 of 4) [12/31/2010 10:41:16 PM]



坦尼沙羅尊者-布施先行

的付出不那麽不情願時，對禪定的過程便加以越來越少的限制。如此，果報也會越來越少有不情
願感、越來越多的無局限感。因此，我們培養佈施的聖財帶入禪定，是十分重要的。 
        經文中提到，當你對禪修氣餒、當禪修枯燥時，你應回想過去曾作的佈施。這給你一種自尊
感與鼓勵感。當然，假若從未佈施，回想起來何其有之? 這就是爲什麽，你在有意識地修習佈施
之後再修習禪定，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時常問:“如何把禪修帶回世界?”但是，把世間的良好素質帶入你的禪定之中也同樣重要
——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良好素質、那些你不斷長養起來的素質。假如你的佈施之業只有那麽一
次，還發生在很久以前，那麽回想一陣就顯得枯燥了。你需要新鮮的佈施來鼓勵自己。 
        這就是爲什麽，佛陀在談到福德的類型時，他說:“不要怕福德，因爲福德是喜樂的另一個詞
彙。”三種主要福德中，佈施第一，它是舍離的體現。持戒的施予，建立在簡單的佈施行爲基礎
上，而禪定的施予，則建立在兩者之上。 
        當然，禪定的一大部分是放下: 放下雜念、放下非善巧的想法。假若你已習慣於放下物質上
的東西，那麽嘗試放下不善巧的心理習慣就容易得多了; 這是你那些長久以來緊抓不放，以之爲
必須，但真的審視起來，發現並不需要的東西。你看見，它們實際上是致苦的不必要負擔。當你
看見苦、看見它的無謂時，就能夠把它放下。以這種方式，佈施的動力把你一路推向禪修，你意
識到，佈施並未使你因此少了什麽。它更類似於一項交換。你放下物質財物，得到心的大方素
質。你放下雜染，得到自由。 
(2003年3月某日開示，本文爲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中首篇) 

最近訂正 1-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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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定義念住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Mindfulness Defined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7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念住呼吸究竟爲何意? 很簡單: 把呼吸牢記在心。每一次吸氣、每一次呼氣，不忘觀呼吸。爲
了翻譯巴利文 sati而發明 mindfulness 一詞的英國學者，可能是受聖公會教派一句祈禱文影響
——“常念人之需” [to be ever mindful of the needs of others] ——換句話說，將他人之需求時常記挂
在心。不過，盡管 mindful 這個英文詞可能有其基督教背景，佛陀本人卻把 sati定義爲記憶的能
力，以四念處 [satipaṭṭhāna] 闡明該功能在禪修中的作用: 
 

“何爲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有念、高度精細，即便長久之前所

作、長久之前所言亦能記憶、回憶。(以下爲四念處公式:) 他連續在身內

專注身——精勤、警覺、念住——平息對世界的貪與憂。他連續在受內專

注受…專注心…專注心理素質[法] ——精勤、警覺、念住——平息對世

界的貪與憂。” —SN 48:10(相應部) 
 
        對四念處的完整討論(長部22)以常念呼吸的教誡爲開端。 現代導師們告訴我們的諸如“幹觀
呼吸”、“接受呼吸”或者其它所謂的念住內涵，實際上是別種心理素質的功能。它們並非自動是 
sati 的一部分，不過在適當場合下你應當把它們一齊帶入。 
        確立念住時一個永遠適宜的素質，是警視或者說警覺: 巴利文 sampajañña 是另一個常被誤解
的詞。它並非意味著對當下不作選擇地覺知，也不意味著全知當下。經典中的例子表明， 
sampajañña 意味著對身動與心動時你的動作有覺知。說到底，你若想對自己如何造苦獲得洞見，
你的主要焦點必須始終放在觀察你自己實際的行動上。這就是爲什麽，禪定時念住與警覺應當始
終成對地存在。 
        在《念處經》中，兩者還與第三個素質——精勤 [ātappa]——並存。精勤意味著用心於所做
之事，盡己所能善巧而爲。這並非意味著你必須不停地使勁與流汗，而是指你連續培育善巧習
慣，棄絕非善巧習慣。要記得，通往自由的八聖道上，正念由正精進引生而出。正確的精進，乃
是精進於善巧。念住藉著提醒你堅持下去，對該精進一路支持，不令它失落。 
        這三種素質的焦點都出自佛陀所稱的 yoniso manisikāra——正確的專注[正思]。注意: 那是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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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專注，不是純粹的專注[純觀或幹觀]。佛陀發現，人專注事物的方式，決定於他認爲什麽重
要: 帶入修持的疑問，希望修持能解決的難題。沒有任何專注動作是純粹的專注。假如生活中沒
有麻煩，無論發生什麽，你可以不作選擇地開放受納。不過，實際上，你做的每一件事當中，就
是有那麽一個大問題: 來自無明的行爲之苦。這就是何以佛陀不告訴你，用新人之眼觀視每一個
瞬間。你必須始終把苦與其終結牢記在心。 
        否則，不正確的專注會盯在諸如“我是誰?”“我有自我麽?”之類有關存在與本體的疑問上，造
成幹擾。佛陀說，那種問題把你引向觀念[見]的叢林，令你卡在荊棘之中。趨向自由的那類問
題，其焦點在全知苦、放開苦因、發展滅苦之道。正是你對於這些問題的求解欲望，使你警覺於
自己的業[行動]——你的思想、言語、行爲——精勤於善巧爲之。 
        把正思的觀察視角牢記在心者，正是念住。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專注以間隔性的片刻形式
存在。你對某件事物的專注只能持續極其短暫的片刻，假如你想繼續保持專注，必須一刻接著一
刻地提醒自己，回返其上。換句話說，連續的專注——能夠觀察事物隨時間變化的那種——必須
把爲時短暫的專注連綴起來。這就是念住的目的。它把你的專注對象與你的專注目的牢記在心。 
        不過，有關禪修的普及書籍卻賦予念住以多種別樣的定義、多種其它的所謂職責——如此之
多，可憐這個詞給擴展得徹底變了形。某些書籍中，它甚至被定義爲覺醒，例如在短句“念住的
一刻是覺醒的一刻”之中——佛陀絕不會這麽說，因爲念住是緣起的，而涅槃是非緣起的。 
        這些討論，並非只是好鑽牛角尖的學者們所爭論的瑣碎小事。假如你對於自己帶入禪定的諸
種素質看不見之間的區別，它們堆附在一處，使得真正的洞見難以升起。假如你認定覺悟道的道
支之一爲覺悟本身，那就好比走到半道上倒地睡著。你永遠不能到達終點，同時，你必然爲老、
病、死所碾壓。因此，你必須端正方向，其中就要求准確地了解念住是什麽、不是什麽。 
        我曾聽有人把念住定義爲“深情的關注”或“同情的關注”，不過深情與同情不同於念住。它們
是兩回事。假如你把它們帶入你的禪定，必須清楚，它們是念住之外附加的動作，因爲禪定所習
之技，即包括懂得同情之類的素質何時增益、何時無益。正如佛陀所說，有時深情乃是苦因，因
此你得小心。 
        有時念住被定義爲欣賞每時每刻所提供的一切細微喜悅: 一粒葡萄幹的滋味、一杯茶在手的
感覺。在佛陀的詞彙當中，這種欣賞被稱爲知足。當你經曆身體上的艱辛時，知足感是有用的，
不過它在心的領域中並非一貫有用。實際上佛陀有一次說，他的覺醒的秘密在於，不曾讓自己滿
足於已有的成就。他不斷地尋找更高的目標，直到再無高處可達。因此知足必須有它的時間與場
合。念住，若不與知足堆附在一起，就能夠記住這一點。 
        有些導師把念住定義爲“不反應”或者“全然接受。”你若在佛陀的詞彙中尋找這些詞語，最接
近的是舍與忍。舍，意味著學會放下你的偏好，使得你能夠如實觀察發生之事。忍，是對你不樂
之事不煩惱、在不順意的困境中堅持下去的能力。不過在確立念住時，你堅忍不樂之事並非只爲
了接受，而是爲了觀察與理解它們。一旦清楚地看見了某個特定素質——譬如如厭惡與色欲——
對心的傷害性，你不能以耐心或舍心住於其中。你得作出必要的努力把它滅除，並且引入正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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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道支——正志與正精進——藉此培育善巧素質[善法]，取而代之。 
        歸根到底，念住是正思所測繪的一條大道的一部分。你必須不斷地記得帶著更大的地圖，以
之影響你做的每一件事。譬如，現在你正在試圖念住呼吸，是因爲你懂得，定力作爲正道道支，
是你需要培育的，而念住呼吸正是一個良好的培育方式。呼吸還是一個良好的立足點，從那裏出
發你可以直接觀察心的動態，看見哪些心理素質在給出善果報，那些相反。 
        禪定牽涉到諸多心理素質，你必須清楚它們是什麽、區別在何處、它們每一項能夠做什麽。
那樣，當事物出現不平衡時，你能夠判斷缺乏什麽，培育必須補充的因素。假如你感到沖動易
怒，試著帶入一點溫和與知足。你懶惰時，就要激發對於非善巧與自滿的危險感。這不單是堆起
越來越多念住的問題。你還必須增加其它素質。首先，你有足夠的念住，記得把事物[的專注片刻]
連綴起來、記得你的禪定的基本主題、記得觀察事物隨時間的變化。接著你試著注意——那就是
警覺——看是否能把其它素質加入鍋中。 
        這就好比烹饪。當你不喜歡自己正煮的湯味時，不能只加越來越多的鹽。有時你加點洋蔥、
有時大蒜、有時牛至葉——凡是你感覺需要的。要記得，你有一架子調味料可供使用。 而且，要
記得你的烹饪有一個目的。在正道的地圖中，正念並非是終點。它應該引向正定。 
        我們經常被告知，念與定是兩種分列的禪定形式，然而佛陀從未明確作此二分。在他的教導
中，念融入定，定則構成更佳的念。四念處也是禪定主題。最高層次的定，發生在念純淨之處。
正如泰國林居禪修大師阿姜李曾經評論說，念住與精勤相結合，即成爲所謂的“尋想”[vitakka，
尋]禪支，那時你把思維連續不斷地聚焦於單一所緣。警覺與精勤相結合，即構成另一個禪支——
所謂的“評估”(vicāra，伺)。你評估呼吸所發生的情形。它舒適嗎? 假如舒適，就繼續下去。假如
不舒適，你能做些什麽使它更舒適? 試著使它長一點、短一點、深一點、淺一點、快一點、慢一
點。看看發生什麽。當你找到一種能夠滋養充沛與清新感的呼吸方式後，可以把那股充沛感傳遍
全身。學會影響呼吸，使之滋養起一股良好的全身能量流。有如此清新之感時，你就容易入定
了。 
        也許你聽說過這樣一種觀點，認爲絕不能調試呼吸，只應順其來之。然而禪定並非是一個無
判斷、不改變、隨遇而安的被動過程。念住不斷地隨時間把[專注所感受的]事情連綴起來，同時它
也記得有一條正道要發展，令心入定乃是那條道的善巧道支。 
        這就是何以評估——判斷修得呼吸之至樂的最佳途徑——是修行的根本要素。換句話說，隨
著念住的培養，不要離棄你的諸種判斷力。你只是訓練它們少偏見、更賢明、得明顯果報。 
        當呼吸在全身真正充沛、清新起來時，你可以放下評估，只與呼吸合一。這種合一感有時也
被稱爲念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mind-fullness(念-充沛/心-充滿)，是一種滲滿整個覺知範圍的合
一感。你與凡所專注的對象合爲一體，與你凡所作爲的事件合爲一體。根本沒有分別的“你”。這
種類型的念住很容易與覺醒混淆起來，因爲它感覺如此解放，然而在佛陀的詞彙中，它既不是念
住也不是覺醒。它是 cetaso ekodibhāva: 心一境[覺知的統一]——是定的因素之一，存在於從第二
禪那開始到識無邊處爲止的每一個[禪那]層次。因此，它甚至未達到定的終極，更非是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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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意味著還要繼續修。這就是念住、警覺、精勤不斷挖掘之處。念住提醒你，無論這股合
一感何等美妙，你還沒有解決苦的難題。警覺試著專注於在該合一狀態下心仍行之事——也就是
你爲使那合一感繼續下去而作的下意識選擇，及該選擇導致的細微層次之苦——同時，精勤試著
找一種放下那些細微的選擇方式，止滅該苦。         因此，即使這股合一感也是達到更高層次的手
段。你把心帶到一個堅實合一的狀態，得以放下把體驗區分爲我與非我的常規方式，但不要停在
那裏。接下來，你要對那個合一感，不斷地用正念的一切因素加以觀照。那時候，真正有價值的
東西才開始自行分離出來。阿姜李用了石中礦源的形象做比喻。守著這股合一感就好比滿足於知
道你的石塊中有錫、銀、金: 只做到這裏，永遠不能從中得益。不過，你若加熱石塊達到各金屬
的熔點，它們就會自動分離開來。 
        解脫洞見來自嘗試與實踐。這是我們最初對世界的了解方式。假如我們不是主動的生物，根
本不可能了解世界。萬事只會從旁邊經過、經過，我們不會了解它們怎樣相關，因爲我們無法影
響它們，從改變其因，觀察其果。是因爲我們在世間行動，我們才得以了解世間。         心也同樣
如此。你不能只坐在那裏，希望某個單一的心理素質——念住、接受、知足、或合一——將做完
全部工作。你若想了解心的潛力，必須願意調試——調試體感、調試心的素質。那時你才開始懂
得因與果。 
        這要求你付出你的一切才智力量——它非僅指你的書本才智。它意味著你具備自觀行爲[自觀
其業]的能力、解讀行事之果報[業果]的能力、找到越來越少致苦的明智的行事方式[業道]的能力
——也就是聖道的實用智慧。念住使你能看見這些相關性，因爲它不停地提醒你，始終守著這些
事，守著它們的因，直到你看見果。不過單憑念住不能夠完成這一切。做湯時不能只加入越來越
多的胡椒。你得按其所需加入其它作料。 
        這就是爲什麽對念住這個詞最好不添加過多的涵義，不賦予過多的功能。否則，你不能夠明
辨諸如知足之類的素質何時有用、何時不宜，何時你需要對合一添加什麽、何時你需要拆解。 
        因此，使你的調料架上的作料標記明確，透過修持，學會哪種作料適用於哪種目的。只有那
時，你才能發展出一位廚師的全部潛力。 
 
中譯注:  
        根據坦尼沙羅尊者，sati，念[或念住]，是一種心理素質或者能力。satipaṭṭhāna，念處，是指確立念
住的修持; 共有四種。 
        "假如我們把守念住，能不停地想著 ‘佛陀’，不出空檔，念住就很強了……想著一個目標，把它與心
連接起來，這本身就是確立念住[satipaṭṭhāna]的動作[the act]。"——《阿姜索的教導》。 
        "修身念處時，僅有念是不足的。雖然不足，你還不停地念著身體，就只會有樂痛之受，因爲念住的
職責只是連續地指著所緣……身好比一座鋸木場。心好比動力軸。警覺[sampajañña)好比是繞著軸轉著的
滑輪。念[sati]則是把心與它的所緣連接起來的那條軸帶。精勤[ātappa]好比是鋸片，不停地把原木切割成
板材……"——阿姜李《四念處》。(也就是說，身念處有這三個分解動作) 
        "宿世智與生死智，基本上是兩種念的形式。你的念一旦充分，它會使你知見人們的舊業與宿
世。"——阿姜李《念住呼吸》。 
        "念，黏也。意相親愛，心黏著不能忘也。"——東漢劉熙《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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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曾經向坦尼沙羅尊者請教 sati 與 vitakka [念與尋]在操作上的區別，尊者同樣引用阿姜李的評
論，念與精勤[atappa, ardency]結合在一起，即是初禪中所謂的“尋想”。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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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四梵住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Sublime Attitudes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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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有關心之善法[善巧素質]的教導一貫成組地傳授: 五[禪]支、七[覺]支，等等。即便那個永
遠適時的素質——念住——也一向作爲某個集合的成分加以傳授。首先，它與警覺並列: 念住意
味著把某件事牢記在心，譬如我們在禪定時不斷提醒自己意守呼吸;警覺則意味著註意當下事態，
敏知自身行爲[業]與其果報。爲了使念住在心智修練中發揮效應，它必須始終與警覺成對共存。
其次，兩者還必須在幾個更大的集合中發揮作用，作爲五力、七覺支、八聖道的構成部分。 
        佛陀之所以成組教授善法，是因爲不善法也成組出現。不善法的三大主根——貪、嗔、癡
——可以分枝發散，成爲五蓋、七隨眠[偏執習性]、十分結、一百零八渴求。它們以指數形式增
長。無單一善巧之法能獨立對付這一切。每一善法之效力必須藉其它善法的強化，才能在整個修
心過程中發揮作用。同時，每一善法必須藉其它善法以維持平衡，確保它不至過盛，反成其對治
力量的工具。這就是佛陀傳授四神足、七覺支、四梵住等教導的用意: 作爲善法之陣，迎戰摩羅
之軍。 
        乍見一、二、三、四、五、六等諸善法之集合名稱，給人印象是，從某個善法開始培養，接
著把它放下，再培養下一個善法。實際上這個過程更多的是如何把所有善巧之法聚結起來，應機
朝這個或那個方向適當傾側以維持心的平衡。該原理也適用於四梵住，即: 無量之慈、無量之
悲、無量之喜、無量之捨。 
        我們從修慈心開始，非是因爲該素質層次最淺，而是因爲它最基本、最根本。在此基礎之
上，才能確立起其它素質: 悲、喜、最後是捨。平衡之心，懂得何時側重這四種素質之任一。非
是你放下第一項，挪到第二或第四項，而是試著隨時保持所有這四種素質，應機善用其中之所
需。 
        慈心[善意]是一切的根基。可以說它是整個修行的根基。如果我們沒有對自己、對周遭人士
的善意，四聖諦無成其爲要諦之理由。正因我們希望止息苦，才願意走上滅苦之道。我們有意探
索何爲苦、如何棄絕苦因、並爲實現苦的止息而努力。 
        因此慈心是一切的發端。想一想: 你爲什麽希望任何人受苦? 你也許想到他們過去所作的邪
惡、殘忍之事，但即使那樣，爲什麽要他們受苦? 是爲了給他們一個教訓麽? 他們當然會得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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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因爲業力原則自會生效——那就是捨心教導的依據——因此你沒有必要自充上帝的復仇之
劍，確保人人接受應得的懲罰。 
        你的唯一工作是，確保你的慈心不存在限度。有人做殘暴之事時，你不必喜歡他們，你不必
姑息他們的行爲。那非是慈心之意。慈心意味著你不願任何人受傷害。假如他們正在做殘暴之
事，你若有能力，那麽你完全有權制止——行事殘暴者終究是在自造惡業，給自己造更多的苦。
只是要確定你在試圖制止他們的過程中不欲傷他們。 
        因此，試著使你的慈心無限——用經文用語來說是，使之無量。把這個目標當作一項挑戰。
當你傳播慈心時，測試一下哪裏有局限。不要只虛設自己慈心無量。每個人的慈心起始都有限。
你的局限是什麽? 對你的朋友、親人——對之已存此心者——傳送慈念之後，對你無自發情感者
傳送。對你所厭惡者傳播善意時，你的心是否有抵制? 停下來問一句: 爲什麽? 見他們受苦，我能
從中得著什麽? 審視內心見不得他們幸福的那個細小聲音。它是你想認同的聲音麽? 你能把那個
心態放下麽? 
        這就是慈心觀的修練於心智真正有益之處，也就是當它迫使你挑戰內心的任何小氣、狹隘之
時。假若你把慈心想象爲一片粉紅色棉花糖式的翻卷雲彩，朝各個方向覆蓋世界，你不過是在掩
蓋自己的真實心態，那樣做對於覺察心的洞見了無增益。慈心意味著一種挑戰，是對你那些狹小
心態逐一作探索與解卸的方式，使得你能夠審視、拔除它們，真正地放下它們。只有當你如此精
修細節時，慈心才越來越成就無量。 
        那時侯，你的悲心[同情]也才有可能成其無量。假若你對人們有善意，那麽當他們受惡業之
果報，而你莫可相助時，只會對他們昇起悲心。你希望他們不僅止息當下的苦痛，而且止息造成
他們繼續受苦的行爲。這是悲心的一個重要部分。它不單指你對受苦者心存一處柔軟，它還意味
著你試著尋找某種方式，助他們止息自造苦痛的行爲。 
        你能夠相助時，對他們的幸福會有欣悅之感。你隨喜其樂。即便人們正在經歷的喜樂與你無
關，此時你仍隨喜他們在經歷過去與現在善業之果報這件事。你不怨憎他們的幸福。即便你們同
在一場競賽之中，他們居先，你居次，而且你自感本應拔得頭籌，這就是你必須修練喜心之處。
事情發生在一個比你的所知範圍更廣大的架構之中。 
        注意在上述諸種情形下，到一定程度你必須把事情放下，例如你對某人欲相助而力不從心; 
或者你寧可自己得到他人的幸福[指自感嫉妒]。這就是你應當修習捨心之處。 
        要註意，捨心的教導，是對業力原理的觀想。四梵住經誦之中，這是唯一就事論事的陳述
句。其餘幾句說的是: 

 
“願一切眾生喜樂。(慈) 

願他們遠離苦痛。(悲) 

願他們不失所經歷的善運。(喜)” 
 
        這前三句是願望、態度、你期望發生之事:“願……願……願……”。而第四句則是對事物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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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觀想: 
 
“一切衆生是自己業的擁有者、業的繼承人、由業而生、因業相聯、以業

爲仲裁。無論所作，爲善爲惡，他們自受業報。(捨) ”

 
        這句觀想實際上在經文多處不同背景下出現。在五禪思主題中，是業的觀想給人以希望。你
意識到，你掌握著自己的行動[業]。你不只是受害者，受命運、星宿、其他生靈的操縱。你是那
個在做選擇的人。正因此給予你希望。 
        不過這是結合著審慎的希望。你有藉自己的行爲行善的力量，也有制造傷害的力量。業力原
理是一把雙刃劍。若不小心，你可能以它自斷咽喉。這就是佛陀何以建議藉觀想業力原理警策審
慎之故。 
        稍進一步理解，觀想業力原理的普遍性，可用來培養對己對人的捨心。換句話說，你在人生
中遇到所求幸福不能如願的情形，那裏存在著某種業力障礙，因此你學著以捨心接受它。這並不
意味你放棄，對一切變得被動漠然。而是你尋找自己的行爲能起作用的區域。不要拿腦袋撞墻，
把時間與精力浪費在無可改變之處，而是關注你能有所作爲的領域。 
        因此捨離並非是無望，並非是被動的漠然。它的作用是把你的能量轉引至合適地帶，引向對
己對人有益的行動區域。 
        對業的觀想也被作爲智慧與洞見的培養基礎。它們構成了明辨教導的一切背景。佛陀覺醒的
核心洞見在於，痛與樂來自你的業。其中有帶來苦痛的業、帶來喜樂的業、帶來兩者的業、還有
那止息業、止息苦、帶來至樂的業。那就是佛陀明辨說之精髓。故此有一套富有意味的組合: 捨
離、希望、審慎、明辨。這些素質同歸一路。它們圍繞著同一句觀想: 
 

“我是自己的業的擁有者。一切眾生各爲其業的擁有者。” 
 
        換句話說，一切眾生對自己的行爲負責。阿姜蘇瓦特曾經就這句觀想作過一次開示，著重闡
明非我教說與這句話的區別。色、受、想、形、識: 這些不是我。但我們是自己的業的擁有者。
他說:“仔細想想。” 
        換句話說，不要抓緊你那些業的果報，而是抓緊你當下不斷在作決策這件事。一旦作出某個
決定，它就被納入了一個超越你所能控制的更大的因果圈子; 但你下一個時刻繼續有機會再作一
次決定，再下一刻、下一刻。要把註意力集中在那裏。不要糾纏於舊業的果報。而是關註你當下
能做什麽，才能使你的現業善巧。那就是“我是自己的業的擁有者”這句教言的重點。 
 

“我們是自己的業的繼承人。” 
 
        我們將會收獲這些業的果報。因此要以你願意接受其果報的方式行動。慎慮此事: 那就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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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詞 ottappa [畏惡]的意思。它既可譯爲怖畏行爲之果報，也可譯爲關註行爲之果報。不管怎麽翻
譯，它意思是，你不漠然置之; 你懂得無論自己做什麽，必然受其果報。 
        在此，明辨的素質再次出現。有許多我們好行之事將引生惡果，又有許多我們不好行之事將
帶來善果。佛陀說，衡量我們是愚人還是智者的標準在於，看我們如何處理這種情形。換句話
說，這就是明辨的素質真正顯示其價值處。你可以談論明辨，你可以描述三特徵、五蘊、六處、
十二因緣、空性這一切殊勝概念; 你可以談論它們，但它們若不能助你在面臨難關時作出正確的
決策，那麽你的明辨毫無用處。有用的明辨是這種: 它能讓你說服自己不做那些想做但自知將引
生惡果之事，或者說服自己做那些不愛做然自知將引生善果之事。那才是明辨顯示其實效之處。 
 

“我們由業而生。” 
 
        我們的行爲[業]是我們所體驗的一切的來源。你若想得良好的體驗，就得專註它的來源。你
若不喜歡正在經歷的體驗，還得轉過來專註其來源。它一直就在這裏，就在當下此處。 
        佛陀對時間的教導頗具意味，雖然談論時間，但不談論時間的起點。你的體驗的起點就在此
時此地。它全部從這裏湧出; 因此與其試圖追朔過去某處的第一因，佛陀要你在此時此地尋找第
一因，在內心深處動機、專註、認知對立運作的領域深入挖掘，因爲那里正是一切“出生”之處。 
 

“我們因業相聯。” 
 
        我們人生中的各種人際關係是由我們的行動[業]造就的: 與他人一同做、對他人所做、爲他人
所做之事。這些事造就起我們與周圍人們的關聯性。 
        相互連通性，是一套極受歡迎的佛家學說，特別是在當今，但可笑的是，人們喜歡談論不帶
業力說的相互連通性。他們把十二因緣當作相互連通的原型，在這個網絡之中，一個因素不能獨
立於全套其它因素的存在，但他們疏漏了，未曾意識到，十二因緣的教導講述的是無明如何與苦
關聯、渴求如何與苦關聯。這種相互關聯是你要切斷，而不是慶祝的。 
        業力的相關性可以有兩個方向——有善的關聯、有惡的關聯。因此你應當培育那些良性的關
聯。 
        再一次，你往何處看? 你看此時此地你正在做什麽。你與其他人相處時行爲如何? 你如何對
待他們? 由這些行爲造作的關聯，從現在到將來，你或者將從中得到喜樂，或者你將擺脫不了。
因此要仔細選擇你的行爲[業]。 
 

“我們以業爲仲裁。” 
 
        我們的業決定我們的人生。換句話說，沒有什麽法官坐在天界某處大寶座上對我們宣判。我
們以自己的行爲[業]，判決自己欲得何種生活——此事既使人感到自身的力量，同時也有些可
怕。想一想多少次你曾以不善巧動機行事。想一想你內心仍然徘徊著的、可能成爲將來不善巧行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Sublime2.htm (4 of 6) [12/31/2010 10:41:22 PM]



坦尼沙羅尊者-四梵住

爲基礎的那些不善巧動機。用心想一想。它意味著還有工作要做——不僅是避開不善巧之業，而
且要長養善巧之業。 
        這就是希望昇起之處。即使我們在生活中也許受苦，透過我們自身的行爲，卻存在一條出
路。我們不需要坐等他人的拯救。我們不是命運的受害者。我們能夠作選擇，我們能夠安排事物
輕重次序，透過自己的意、語、行，朝正面方向重新塑造我們的人生。 
        我們修禪定，正是爲了這個緣故，因爲禪定在內心塑造起良好的素質、善巧的素質: 念住、
警覺、定力、明辨、精進、誠實、持恒。隨著我們對這些素質的培育，隨著我們將之用於行動，
它們強大起來，越來越成爲我們人生的明智仲裁，把我們的人生引向真正欲往之地。  
        接下來，最後一句的觀想建築在: 
 

“無論所作，爲善爲惡，我們自受業報。” 
 
        這一句提醒我們要審慎，行事真正依照良性沖動與善巧動機。我們要在內心培養起保護這類
善巧動機的素質，因爲它們實在是舉足輕重。 
        這些教言之所以培育捨心，是因爲它們提醒我們對舊業與來自舊業的果報持捨離心。有些事
我們不可能改變，因爲它們是既成事實。我們不能逆轉時鐘。 
        然而這些教言之所以滋長希望，是因爲我們能夠通過即刻當下的作爲改變局面。有那麽一個
出口，讓我們塑造人生，將它引向更好的方向。 
        在捨離、審慎與希望的平衡之中，學會如何正確利用業力的原則: 這就是明辨昇起之處。 
        業力教說現在之所以受到非議，主要是因爲它被亂改成了簡單化的線條形式: 不是宿命論，
就是一報還一報。但是，你若懂得了該教說的複雜性與目的性，你會開始意識到，它非如我們過
去所想。它非是對人們經受苦難或我們對之無動於衷的合理化解釋。當你真正懂得了業力的運作
時，你會把他人的苦，作爲你相助的機會。你不知道他們的苦將持續多久。你若能成爲他們止息
苦痛的助緣，難道不是件善事麽? 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上: 你不希望有人幫助麽? 有一天你也可
能真處在他們的位置。說到底，如佛陀所言，你過去早就經歷過那種情形了，假若不出離輪回，
很可能還會再去那裏。業力教導的用意非是令我們自感高於他人。你不能確定的是: 也許他們過
去惡業的果報只比你過去惡業的果報來的更快罷了，有一天你也可能處於與他們類似的位置——
或者更糟。 
        因此不能自滿。業力的教導不是爲了讓你自滿。若說有什麽用意，它正好相反: 爲使你不自
滿。有一次我讀到某人說，911事件使他那自滿的佛教徒的氣泡破滅。不過，“自滿的佛教徒”是
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奉行佛法的整個目的，在於它教導你不自滿。只要你的心裏有苦，就說明還
有工作要做。 
        因此，一方面，業的原則使你審慎，提醒你繼續修持。但它也意味著存在一條對付苦的途
徑，令你得以超越它: 那就是希望存在之處。 
        假若你懂得運用業力教導，會看見它何等有用，它與我們此刻正在進行的禪定何等相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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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禪定中想要挖掘與尋找的主要因素就在於此: 業力，即動機這個因素。觀察它如何動。看你如
何令它更善巧。看你如何能完善該因素，使它不僅把你帶到時空上更愉快之境，而且——等達到
真正善巧之時——出離時空、達到業的終結、無須再修的地步。 
        那就是 katam karaniyam[所作已作]——對阿羅漢的描述: 此人所作已作、已完成任務、已放下
重擔。理解業力原理並正確運用它，是使那一切成爲可能的因緣。 
(根據2003年7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選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二集) 

相關連接: 
        向智尊者論四梵住

最近訂正 3-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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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三辨識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ree Perceptions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幾乎每一本有關佛教的書都會告訴你，三相[三特徵]——無常相、苦相、非我相——是佛陀
的核心教導之一。不過奇怪的是，你去查巴利聖典，“三相” 一詞的巴利文 —— ti‐lakkhaṇa——
卻是查不到的。不管用聖典的哪一種電子版本，檢索欄中輸入比如 anicca‐lakkhaṇa[無常相]，一
概是查無所得。這個詞在巴利聖典中不存在[1]。至於 dukkha‐lakkhaṇa[苦相]和 anattā‐lakkhaṇa
[非我相]，檢索結果也一樣: 這幾個復合詞是查不到的[2]。這不等於說，無常、苦、非我的概念在
聖典中未曾出現，只是它們不叫做相。它們沒有與“相”構成復合詞。與它們復合的單詞，一個是 
saññā——辨識[認知,想]——復合起來就成爲: 無常辨識、苦辨識、非我辨識; 一個是 anupassanā
——隨觀——意思是，隨著事件的發生，作觀想或連續察 看。例如，aniccanupassanā——無常隨
觀——意思是，隨著它的發生，察 看其無常。 
        的確，在聖典中，諸行無常、皆苦、諸法非我之說隨處可見——諸法指心之一切所緣。既然
諸事物本來如此，爲什麼不乾脆說，這[無常、苦 、非我]就是這些事物的固有相? 爲什麼要在語言
表達上作文章? 這是因爲，文字如同手指，必須確保它們朝正確的方向指點——特別是，當這三
辨識是用在指點咎譴的情形之下。再者，出於若干原因，三辨識所指的方向於我們的修行有其重
要性。  
        一者，佛陀的本意，並非是對外在事物的終極本質作一番分析。他更有興趣的是對事物的行
爲如何影響我們追求喜樂作一番觀察[3]。 正如他曾經說過，他所教的唯有苦和苦的止息。苦的問
題，基本上是心在錯誤的地帶、以錯誤的方式尋求喜樂的問題。我們在無常的事物當中尋求一種
恒常的喜樂; 在苦迫的事物當中尋求喜樂; 在自己控制不了的非我事物當中尋求“我們的” 喜樂。無
常、苦、非我這三辨識專注的是我們的心理，專注的是當求樂之道走錯時我們如何能夠識別謬
誤，學會在正確的地帶、以正確的方式尋得喜樂。對這三個主題的觀想，對這三種辨識的運用，
目的是爲了找到一種真實、持久的喜樂。 
        所以說，就這一點不斷地自我提醒，是件好事，因爲禪修的主要焦點始終應該是心。我們不
是在對外在事物本身試作分析。我們是在觀察心對喜樂的追求如何與事物的行爲方式相關聯。你
應當把注意力一直放在這裏，放在心的追求上，哪怕你在觀呼吸時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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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氣變得越來越精細，有一種安適感充滿身體時，便達到一個心與氣似乎融爲一體的階段。
心與其動態，在禪定中越來越凸顯出來，而氣——隨著它越來越精細——就淡入背景之中。這正
是禪修必經之道[4]。因爲心是肇事者; 氣不是肇事者。無常、苦、非我的事物: 指摘的對象不該是
它們。 
        問題出在心在這些事物當中求取喜樂的方式。即便當心以相對明智的方式尋求喜樂時，這些
問題仍有其相關性。正如佛陀所說，智慧的發端在於當你尋訪已覓得真樂者時求問:“是什麼，當
我做時，將引向我的長久的福利與喜樂?” 注意那幾個字: 我的。長久的。福利與喜樂。那三類直
接與三辨識相關。“我的”對應“非我”;“長久的”對應“無常”;“福利與幸福”對應“苦”。三辨識的功能
是用來檢驗你覓得之樂，看它是否符合你確立的那三個標准。不過，它們跟在“是什麼，當我做
時”後面。那一句必須先行。 
        換句話說，在尋找喜樂的過程中，我們首先專注去作的是念、精進、定等雖不構成終極喜
樂、但可作爲道的業。在那個階段，佛陀沒有要我們過於專注這三特徵。他要我們把注意力主要
放在作上。作爲作的一部分，我們穩持別的辨識: 譬如對氣、或者對你另選的禪定所緣的辨識。
我們使那個辨識凸顯出來。我們朝著那個辨識努力，使它成一種牢固的定境——這就意味著我們
的努力是在促進它向恒常、自在、爲我們駕馭的方向發展。  
        以此，我們嘗試把心領入定境的過程，實際上是在逆著三相而行。我們朝那個方向努力，看
在緣起事物的基礎上尋找喜樂，我們能夠走多遠。這樣做，一個原因是，如果你對某個真諦不力
推到它反推回來，就不會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再一個原因是，我們需要那股有爲之樂、那股相
對牢固的安寧感，才能夠把自己置於可以隨著事物的昇起仔細作觀察的境地。到了我們不再使力
時，那句“隨著事物的昇起”就會開始起作用。不過我們必須首先出力。 
        因此，你就在你的一切活動中連續修定，無論外面的狀況如何，試著使心盡量保持恒常地靜
止。你造作內在寂止、內在安適的因緣，並且面對周圍的一切狀況，試著維持這股寂止與安適。
你學修更多的技能、更多的駕馭。 
        在這個階段，無常、苦、非我的評估，主要是放在那些會干擾定的事物上。你嘗試看見，無
論其它主題具有何等的吸引、誘惑、趣味，作爲喜樂的來源，與定比較，它們是及不上的。它們
更無常、更多苦、更難以掌控。因此，你把它們放下，轉求定的大樂。你維持它，得到這些洞
見，直到完全把握了定——佛陀曾經說過，該成就是遠在初嘗不死體驗之後發生的。 
        這就意味著，將會有很長一段時期內，至少就定而言，基本上你是在逆著三相而修。你要用
這三辨識，對那些會把你拉出定境的所緣，譬如淫欲、嗔怒、嫉妒、恐懼等，進行分析。這些辨
識的相關性在於，它們是幾種提醒自己的方式，告訴你在那些所緣當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快樂的。
在修定的時候，你就是那樣運用這幾個觀想的主題。 
        再一次，我們的焦點所在，與其說是試圖揭示這些外在所緣的終極本性，不如說是把該辨識
作爲對治一種心理傾向的解藥。這些辨識的本意畢竟不是對外在事物終極本質的一個陳述——你
想想看，外在事物終極本質的問題，實在不是那麼切身相關的。我們抓緊種種事物，並不是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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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覺得它們具有某種內在本性，或者根本上存在、不存在。我們抓緊它們，是因爲覺得它們能
夠提供喜樂，爲了獲得這種喜樂不管做什麼都是值得的。而佛陀指出的是，外在事物並沒有提供
那樣的喜樂。它們所提供的東西質量實在不高。不值得付出的代價。 
        因此，你對定境之外的事物應用這三種觀想，接下來看一看在哪個地方心有所抵制。換句話
說，有什麼東西是它拒絕看成無常、苦 、非我的? 當你能夠這樣逮住心的抵制時，你就對它的執
取獲得了洞見。你找到了一個需要挖掘下去、質疑這個抵制的地方。這裏有什麼癡迷的幻想是心
試圖保護的? 是什麼態度它在遮掩、試圖躲過你的監視?三相便是以這種方式，隨著彰顯你的執
取，告訴你哪裏還需要修練，因而不停地回到心。 
        當你想進入更深的定境時，也可以把這三種觀想應用於初階禪定。當心在一個初始層次定
止、靜止下來時，它是否靜得不能再靜了? 還是那裏仍然存在一些無常? 如果你看見哪個定的要
素造苦、無常，就把它們放下，那就會把你帶入更深的定境。 
        最後，隨著你放下對定境之外的事物的執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對定境本身應用這三辨識
上。隨著這種禪觀越來越精細，你看見，即使你證得的最穩固的定層次——也就是構成你對喜
樂、安適的最高體驗的那個層次的定——在極其精細的層次上仍是由五蘊構成的，即使在這個精
細的層次上，它們的行爲在一切時刻都示現著這三相。你把三辨識應用於它們，來撬開自己對定
的執取。那時候你就使心傾向了不死——並且，如經文中所說，那種傾向可以把你帶往兩個方
向。一個是不還，在那裏你把涅磐的滋味作爲一種法、一種心的所緣爲之愉悅。另一個是圓滿的
阿羅漢，那是當你連那種喜悅也已超越之時成就的。 
        正是在行道的這個分岔口，適於應用 sabbe dhammā anattā——諸法非我——的分析: 也就
是，在你可能把涅磐看成一種法、一種心所的地方。只要你對它還作那樣的辨識，就會有執取，
就會有一個抓住的法。因此，你必須學會藉著對不死之法，應用非我的辨識，來學會克服那個執
取。接下來，經文中說，你放開一切法，那樣得以讓你以另一種形式看見涅磐——不是以一種
法，而是以離棄一切法的形式。那就是終極。在那時，這三辨識便失去其功能。它們大功告成，
你可以把它們放開了。畢竟，它們是有爲的現象。當你把一切法放在一邊時，也把它們放到一
邊。阿羅漢們能夠繼續利用這些辨識作爲心的樂住之境，提醒自己爲何證得此終極喜樂，不過已
經不再需要以這些辨識作爲解脫功能了。 
        因此要記住: 我們在這裏不是爲了推斷事物的真實本性，只除了需要看清其行爲如何使之不
足以成爲真樂的來源。這裏的重點始終指回到利用這三辨識對治內心不善巧的傾向，因爲心的問
題是最重要的。 
        阿姜放曾經有一位在新加坡的弟子，在來信中描述自己的禪定已達到對遭遇的一切事物只觀
其三相的境界。阿姜放要我給他寫回信說:“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在事物上。要不停地回過來觀
心，看是什麼在一直咎譴它們是苦、無常、非我——因爲錯誤不是出在事物上，而是出在心上，
是它在尋找喜樂時找錯了地方。” 
        因此，那裏才是你應當一直專注的地方。利用凡是能斬斷心的不善巧習慣的諸種辨識與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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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一種趨向非緣起之樂的目標的方式加以應用，達到之後，你可以把一切辨識，無論善巧
與否，全部置於一邊。 
(根據2007年8月21日開示錄音整理) 
中譯注: 
[1]Ti-lakkhaṇa直譯三相、三特徵。文中坦尼沙羅尊者解說的是它在禪修中的用法。關於巴利語 ti-lakkhaṇa
的出處、譯法、及與漢語佛典中“三法印”一詞的關係，筆者曾請教過菩提尊者。據尊者的解釋，巴利三
藏中出現過一次 tilakkheṇa (系tilakkhaṇa 的具格)，是在 Apadāna(小部譬喻經)當中，但不是指無常、苦、
非我，而是指多聞的婆羅門的三個特徵。但是tilakkhaṇa 在注疏當中卻多次出現。因此，它是聖典集結後
出現的一個表達(post-canonical)。 
        佛光大辭典對漢語“三法印”的解說是: “可作爲佛教特徵之三種法門。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
寂靜等三項根本佛法。此三項義理可用以印證各種說法之是否正確，故稱三法印。……此語未見於巴利
語系經典。” 對“四法印”的解說是: “於三法印，再加上一切有爲法皆苦之苦法印。” 
        據通曉漢譯阿含與阿毗達摩的菩提尊者，“三法印”一詞在漢譯阿含經中不存在，在漢譯阿毗達摩中
也很少用到。“三相”一詞倒是出現過多次，內涵各異，故是泛指三特點。尊者說:“Ti-lakkhaṇa 與漢語三法
印(或四法印)，似乎代表不同的用法。Ti-lakkhaṇa 可能是對觀禪諸主題的一種方便統稱，這幾個主題(指
無常、苦 、非我——譯按)在經文中出現過無數次，特別是在中部和相應部，只不過沒有概括在單一術語
之下。而漢語佛教中三法印的作用是指明真法的特點。不過其確切用法尚需審視多種文本才能決定。對
熟悉漢傳佛教的讀者來說，三法印是一個久已有之、意義明確的術語，翻譯 ti-lakkhaṇa 時最好避免套
用……” 
        本文把 ti-lakkhaṇa 及其英譯three characteristics或three marks 譯成“三相”(若有突出該巴利詞獨特內涵
之必要，則另擇它詞會清楚些)。 
[2]諸如 Anattā-lakkhaṇa Sutta ——《非我相經》的經文名是根據注疏賦予的。 
[3]此處之意是，如何利用事物的行爲尋找喜樂。例如，對某事物，從它影響我們五欲的方面尋找喜樂，
是會有苦、不長久的。觀其三相，卻是可以作爲道的一部分，影響自己的修持，達到長久喜樂之目標
的。 
[4]即爲修行道的自然組成部分，到某個階段，應當把注意力從觀息(屬於觀身)轉到觀心。據作者，尤其
是自知五蓋發作時需要觀察心的動作。觀身與觀心可以交替修練。 

相關連接:  
        《非我相經》

最近訂正 1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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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行禅: 动中之止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Walking Meditation: Stillness in Motion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8 美國慈林
寺。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
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
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在泰國，通常一位阿姜來到一座過去從未駐足的寺院，想察看比丘們修行有多用功時，就去
看行禪道。如果那裏掃得乾乾淨淨，並且明顯地被踏出痕跡，他就把這作爲一個好征兆。原因之
一當然是，如果你去看坐禪的地方，是看不出久坐的跡象的，而行禪卻會在土徑上走出一條凹
槽。不過還有一個原因: 行禪往往是被人們低估的一個禪修的基本組成部分。我們多數人強調坐
禪，把行禪只看成是坐禪之後變換節奏、站起來伸展一下腿腳的機會。 
        然而，那卻不是行禪的唯一目的。聖典中佛陀講述行禪的利益時[1]，其中一些是健康方面的
利益，但在心的方面，他說，行禪中發展的定不容易被破壞。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要點。靜坐，
是爲了修練心靜止，我們保持身靜止，是作爲心靜止的助益。不過，我們也需要能夠在動態中保
持心的靜止。那就是行禪的用處。 
        當你坐禪後起身行禪時，要試著繼續維持坐禪時的那股定。你可以把它想成端著一碗油，從
座位上起身，向行禪道走過去，繼續行禪。一滴也不要潑出去。那樣做，需要你對維持定的地點
作重新調整。平常情形下，我們睜眼時，第一傾向是讓覺知流出眼外，進入你的視覺域場的世界
當中。你在身內的存在感 [the sense of being inside the body]就失去了一部分。 
        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那股身內的存在感。即使你睜開眼，也要繼續維持它。你也許會發
現，第一次嘗試這樣做時，可能會失去平衡，因爲這意味著找到與過去不同的另一種平衡。但重
要的是，你發展這個新的平衡、這種新的存在方式，完全在你的身內，完全在氣之中，即便是在
行走，即便是在移動，即便是在行走中穿越環境，因爲最後你要達到能夠在一切活動中——言
談、工作、喫飯，等等——維持那同一股定的地步。行禪是朝那個方向邁出了良好的第一步。它
是把你的坐禪與在日常生活中具念連接起來的一種方式。 
        如果你走上行禪道時，發現自己的定已經散開，要立即把它帶回來。接著，以正常的速度
——或者略慢一點，如果你發現這樣有助於定的話——走到行禪道的盡頭，但不要以一種異乎尋
常的慢速度行走，否則你就得不到把凝聚的念帶入你的平常活動所必要的練習了。不可顧盼樹木
或周圍的其它景色。雙目保持下垂，聚焦在身前幾步遠處。你可以兩手握於身前或身後，重點是
手臂不可來回甩動。到達行禪道的終點時，暫停一下，重新確立念住，以恢復行走時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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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念，接著轉身，停一下，朝回走。轉身時向同一個方向轉，或者順時針，或者逆時針，這樣就
不需要到終點時一再作決定朝哪個方向轉身。 
        此外，試著維持與閉眼坐禪時同樣的那個定感。換句話說，專注於氣。盡管你人在行走，眼
在朝前看，確保不給障礙絆著，你還是要盡量保持那股定於氣中的感覺。不要讓眼看與腳走把你
從定中拉出去。在動態中保持定， 這需要修練。 
        這種修練的重要性有兩條。一是，如我剛才所說，這讓你習慣在其它活動中維持定，以至於
哪怕你在從事複雜的活動時，哪怕你在思考問題時，仍然能夠有一種住於身內、定於氣中的感
覺。你也許事務繁多，不能夠一直跟蹤何時入息、何時出息，但是你對體內那股能量的品質——
哪裏松弛、那裏緊張、你能夠做什麼才能在一切情形之下保持松弛、舒適——應當能夠保持敏感
度。你住在身內。你進入某個別的思維世界時，不完全離開身。這就使你保持著基地，使你在該
思維世界中完成需要做的事之後有一個回返之地。否則，你就像一個流浪者一樣換著車跳，從一
輛思維快車跳到另一輛、結果一下跑到了內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反之，如果你定在這裏，那個思
維世界的工作一做完，你就回到這裏、與氣呆在一起，那麼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活動當中保持[定
的]基地，整日不散亂。 
        發展這種動中定的另一個重要性是，行禪中，你開始觀察心是怎樣溜出去的。你在行禪中得
到的洞見往往多於坐禪、因爲坐禪時、你覺得一切都應該完全靜止。不需要注意其它事。你可以
壓制一切，達到極其專注、極其寂止的境界。但行禪時，你還得看、還得動、即使在簡單的行走
當中也得作出決策。你打算把眼光往哪裏投、把腳往哪裏放、注意離小徑終點有多近: 這些事雖
然簡單、卻是心的動作。心在那樣動時、其它的動機很容易悄悄地鑽進那個動態當中、把它轉爲
己用。如果你不仔細、它們就會把你拉走。但是、如果你養成搜索它們的習慣、就會懂得心如何
有流出[心漏]的傾向。 
        龍波敦在他對四聖諦的簡短定義中講到了這一點。他說，往外流的心，是苦因。能夠當場逮
住那個外流、看見那股流、看見它怎麼動、爲什麼動、練習怎樣才能不跟它一起流，是件好事
情。阿姜李在討論心念處時也講過這一點。他說，你從靜止、明亮的覺知出發[看]。接著一股[心]
流從那個覺知流出、前往感官所緣[客體、目標]。有時侯它是在找個什麼目標對之發怒，有時候是
在找個什麼目標對之貪愛。我們注意不到這些事的發生，是因爲我們傾向於跟那股流一起走。不
過、如果把自己放在與行禪時一樣的那個境態——也就是，盡管其它事物必須動，你仍然要保持
靜止——就能夠發展出保持靜止的這個技能，盡管心流往外流，你卻不跟著去。你看它走一小
段，因爲你不住到裏面，它就到不了目標，於是就消逝了。 
        於是，你得以觀察心的即刻行動，又不被該行動給載走。這樣一來，對穿流於心的一切事
物，不隨之行動，也就容易多了。你對那位能夠把心的動作看成[與個人無關的]事件、不當作世界
進駐其中的觀察者，會有更深的領悟。如果你進入那些世界當中，它們就會演變成各種各樣的故
事情節，把你載到曼谷郊外某個暗處，朝你開槍，再把你扔出車外。不過，當你把它們看成是事
件，自己不參與，除非你看清楚它們確實有益。這就把你更好地置於不隨波逐流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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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觀察動態但不隨之而動的能力，也同樣幫助你分析自己的定。聖典中提到，要在掌握一
種定之後，發展從該定中略退一步的能力。在修定的初級諸階段，佛陀建議學會耽於定、享受
它、沉浸於它、徹底被吸攝其中。換句話說，你把心完全植入該所緣、與之合一。你那樣做時，
是根本不能分析性地思考自己正在做什麼的。你完全專注於一個所緣、一種辨識。也許你可以這
裏那裏稍微調節一下，但是調節夠了之後，就讓自己沉浸到其中。你在那個狀態裏，是不能做什
麼分析的。然而，佛陀又說，略略後退一步。他給出的比喻是一個坐著的人看一個躺著的人、或
者一個站著的人看一個坐著的人[2]。你比另一個人的位置高一點，可以觀察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他或她正在做什麼。 
        以同樣方式，你可以學會在心靜止時觀察它。你沒有那麼完全地植入所緣，但同時，你也不
完全離開定。能夠這樣做的原因是，你已經藉著行禪，發展了作爲觀察者面對心的少許動作，仍
能保持靜止的能力。這樣，你就可以觀察自己的定境。 
        定的觀察方式，佛陀建議了不少。在該定境中尋找凡是你能夠認出的形色、感受、辨識、思
維造作、意識，接著靜觀其行爲。簡單的一種方式是靜觀辨識的活動。你用來作爲定的標志的那
個辨識，在多大程度上給心造成苦或擾動? 學會把你加諸事物的那種辨識、那個標簽，看成是心
的一個動作。它的背後存在一種動機[意志]的成分。或者很多情形下，對那個特定的辨識，存在
一套完整的觀察框架、整個一個背景世界。不過，如果你能夠把該辨識看成是有起始、中段、終
結的一場活動，你就會看出，該辨識是一回事，辨識的真實所緣又是另一回事了。 
        佛陀給出的經典比喻之一是海市蜃樓。你看見其中有一棵樹，盡管真實的樹比幻景中的樹離
我們要遠得多。 幻景裏的樹是一回事，那株真樹又是另一回事。它們相互關聯，但各自有別。當
你能夠看見辨識與真實所緣的區別時，你就能開始看見動態的辨識，看見它作爲因果鏈的一個組
成部分，具有什麼樣的果報了。那樣，你可以看見，哪些種類的辨識是有益的，那些是無益的。 
        阿姜李在他的呼吸禪定指南當中指出了這一點。你在初禪中對氣的辨識方式，與你在二禪、
三禪、四禪中的辨識方式將會是不同的。在第四禪，你對氣的辨識是一種靜止的能量。你所做到
的是挑選頻道，到達體內早已存在的一個靜止的能量場[3]。你之所以能夠選到它，透過的是這個
辨識。你現在的覺知範圍內有什麼是氣能但又是靜止的? 如果你還不能夠定在那個上面，就把辨
識定在出息入息上，試著把出入息的長度、品質調節得當。那樣將有助你入定、寂止下來。但以
後會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助你入定的氣的理解方式妨礙你移到更精細層次的定。於是對體內之
氣，你需要另一種辨識方式。 
        與其專注出入息，試著專注穿過血管、穿過神經的那些精細的能量。它們是一種極其細微形
式的出入息。接下來，還有一種更精細的快速移動的能量。你一開始想入息，它已經從頭到腳在
體內周轉、在體內貫通。再接下來，還有一種靜止的氣能，無論是入息還是入息，它一直都在那
裏。阿姜李提到過可以達到那裏的能量中心之一，是橫隔膜與前胸骨的交接地帶，但還有別處部
位，在那裏你也可以初次達到它。出息入息可以觸擊、擠壓這種靜能[4]，但如果你決意不讓出入
息干擾那股靜止的能量感，你就能讓那股靜止感滲透全身。你移入更深的定，那裏的一切，有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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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靜止、自由之感。 
        你所做的，是透過把辨識當作事件來專注，檢驗果報，然後作改變，得到更佳的果報。隨著
你對此熟練起來，就可以開始觀察這整個過程，看諸種辨識如何影響你的整個體驗。那是發展無
欲與厭離的一種做法，你看見，原來以爲是體驗的那些原始素材，早已被辨識揉捏成型。這是在
修定過程中發展洞見的一種做法。 
這一切都有賴於觀察心的活動，又不陷入該活動。這就是爲什麼行禪如此重要，因爲它給予你修
練的機會，助你完善那種能力。 
        因此，不可把行禪當成僅僅是累得不能坐禪時才做的事，或者單單是活動一下，等你准備好
再次坐禪。它不是禪修的休息階段，而是禪修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它發展出另一種技能，這種
能力讓你不僅在身體靜止時，而且在身體移動時，也能夠在處在定中。行禪教會你在動中寂止，
對那個作爲觀察者，又不與它所觀察的事物一起動的心，又更深入的了解。 
        記得那部有關禮敬定[奢摩他]的偈誦。它不僅適用於坐禪的定，也適用於作爲定學基本技能
的行禪。正如佛陀所說，對這些修練培育禮敬感，會把你置於涅磐的面前。 
(根據2006年7月20日開示錄音整理) 
 
 
中譯注: 
[1]見增支部5.29《經行》:“比丘們，有這五種經行的利益。哪五種? 它使人有耐力旅行; 它益於精進; 它益
於健康; 飲食、咀嚼之後[經行]助益消化; 經行所得之定持續長久。 比丘們，這就是經行的五種利益。”  
[2]見中部57《定支經》:“正如一人觀照另一人，一位站者觀照一位坐者，或者一位坐者觀照一位臥者，
更如此，比丘們，該比丘藉著明辨，對他的觀照對象善把持，善專注，善思慮，善格知。此爲五支聖正
定的第五種發展。”  
[3]挑選頻道，原文是tune in，這裏的比喻是調節收音機的頻率，對准那個頻率接受訊息就可以聽到。 
[4]這種觸擊擠壓與辨識有關。  

最近訂正 1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WalkingMeditation2.htm (4 of 4) [12/31/2010 10:41:26 PM]



坦尼沙羅尊者-調入氣中

[首頁] >> [林居傳統]

調入氣中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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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went to stay with Ajaan Fuang, one of 
the questions I asked him was, “What do you need 
to believe in order to meditate?” He answered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thing: the principle of kamma. 
Now when we hear the word “kamma,” we usually 
think, “kamma-and-rebirth,” but he meant 
specifically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that what you 
do shapes your experience.  

我跟隨阿姜放之初，曾經問過的一個問題
是:“爲了禪定，需要信什麼?”他回答，信一
件事: 業的原則。不過我們聽見“業”這個
詞，常常想到的是“業與輪回”，他所特指的
卻是行動的原則，即: 行爲塑造體驗。

If you’re convinced of this, you can do the 
meditation because, after all, the meditation is a 
doing. You’re not just sitting here, biding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e accident of Awakening to 
happen. Even in very still states of meditation, 
there’s an activity going on. Even the act of “being 
the knowing” is still a doing. It’s a fabrication, a 
sankhara. In one of the suttas, the Buddha says that 
all the different khandhas, all the different 
aggregates that make up experience as a whole, 
have to get shaped into aggregates by the process 
of fabr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ere’s a potential 
for a form, a potential for a feeling, potential for 
perception, fabrica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act 
of fabricating is what turns these potentials into 
actual aggregates.  

如果你確信這一點，就可以作禪定，因爲畢
竟，禪定是一種作爲。你並非僅是坐在這裏
守候時光，等待覺醒的偶發突現。即使在極
其寂止的禪定境界之中，仍然有一種動作進
行著。即使“成爲覺知”的動作，仍然是一種
作。它是一種造作，一種行[sankhara]。在
一篇經文當中，佛陀說， 構成整個體驗的
所有蘊，所有聚集體[khandhas]，必須被造
作的過程塑造成諸蘊。換句話說，有一種色
的潛在可能性，一種受的潛在可能性，有
想、行、識的潛在可能性。正是造作的動
作，把這些潛在可能性轉爲實際的諸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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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ounds abstract, but it’s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for the meditation ev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sit here in the body—and of course, that’s a 
fabrication right there: the idea that you’re sitting 
in the body—but given all the many different 
things you could focus on right now, there’s the 
possibility of choice. This possibility of choice is 
where kamma comes in. You can choose any of 
the sens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to your 
awareness. It’s as if there were a buzz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There’s a potential for 
pain here, a potential for pleasure over there. All 
these different sensations are presenting 
themselves to you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and you have the choice as to which ones 
you’ll notice.  

聽起來抽象，但它對禪定來說，甚至從一開
始，就是極其重要的一課。你在這裏， 坐
於身內——當然，那裏就有一個造作: 你坐
在身內的這個想法——不過，既然有許多東
西你現在可以專注，那就有選擇的可能性。
這個選擇的可能性，正是業力因果發生作用
的地方。你可以選擇來到你覺知範圍內的任
何覺受。就仿佛體內所有不同的部位都在滋
滋作聲。這裏有痛的潛勢，那裏有樂的潛
勢。所有這些不同的覺受都把自己放在你面
前，讓你對它們做點什麼，你將會注意其中
的那些，是有選擇的。

Doctors have done studies showing that pain isn’t 
just a physical phenomenon. It isn’t totally a 
given.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messages 
coming into your brain right now that you can’t 
possibly process them all, so you choose to focus 
on just some of them. And the mind has a 
tendency to focus on pain because it’s usually a 
warning signal. But we don’t have to focus there. 
In other words, there can be a slight discomfort in 
a part of the body, and you can focus on it and 
make it more and more intense, more and more of 
an issue. That’s one thing you can do right now, 
but—even if you may not realize it—you have the 
choice of whether or not to do that. You can 
choose not to make it more intense. You can 
choose even to ignore it entirely. Many times we 
have habitual ways of relating to sensations, and 
they’re so habitual and so consistent that we think 
there’s no choice at all. “This is the way things 
have to be,” we think, but they don’t.   

醫生們做過一些研究顯示，痛不僅僅是一種
身體現象。它不完全是先決的。當下來到你
的大腦中的訊息如此之多，你不可能全部處
理，因此你選擇只專注其中的一部分。心有
專注痛感的傾向，是因爲通常它是一種預警
訊號。不過，我們並不是非得專注那裏。換
句話說，可能在身體的某處略微有點不舒
適，你可以盯著它，使不舒適感越來越激
烈，越來越成問題。那是你當下可以做的一
件事，然而——即使你或者沒有意識到——
做與不做，你是有選擇的。你可以選擇不令
它更激烈。你甚至可以選擇徹底漠視它。很
多時候，我們對覺受有一些習慣性的反應，
它們如此習慣化，如此常規化，我們以爲不
存在選擇。“事情只能這樣，”我們這麼想，
然而，它們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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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the other im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kamma: You can change your actions. If some 
parts of experience are dependent on choice and 
fabrication, you can choose to change. You see 
this really clearly when you focus on the breath. 
The breath is always there in the body, and if you 
look carefully you’ll discover that it has many 
levels. It’s like looking up in the sky: Sometimes 
you feel a breeze coming from the south, but you 
look up in the sky and see a layer of clouds 
moving east, and another higher layer of clouds 
moving west.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wind in the atmosphere and, in the same way,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breath in the 
body. You can choose which ones to focus on. 

那就是業的原則的另一個寓意: 你可以改變
你的行爲。如果體驗的某些部分隨選擇和造
作而定，你可以選擇改變。這一點，在你專
注氣時，可以看得很清楚。氣在體內始終存
在，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有許多
層次。就好比觀測氣象: 有時侯，你察覺一
陣輕風從南方吹來，然而抬頭觀天，看見一
個雲層在朝東移動，另一個更高的雲層在朝
西移動。大氣層中存在許多層次不同的風，
同樣地，身體內部存在許多層次不同的氣。
你專注其中的那些，是可以選擇的。

It’s like having a radio receiver: You can choose to 
tune-in to different stations. The radio waves from 
all the nearby radio stations, all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are all in the air around us. There are 
radio waves from Los Angeles, radio waves from 
San Diego, even short wave radio waves from who-
knows-where, all over the place. They’re going 
through this room right now. They’re going 
through your body right now. And when you turn 
on the radio you choose which frequency you want 
to focus on, which one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same with the body. You sort out, of all the 
possible sensations, just one type of sensation to 
focus on: the breath-ness of the breath. Wherever 
you feel the sensation of the in-and-out breath 
most clearly, you focus right there. Now some of 
us have a radio we haven’t taken very good care 
of, and as soon as we tune it in to one station it 
slips over to another. So you’ve got to keep tuning 
it back, tuning it back.  

這就像是無線電接收器。你可以選擇調收不
同的電臺。來自附近所有電臺的電波，所有
不同的頻率，都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空中。有
來自洛杉磯的電波、來自聖迭哥的顛簸、甚
至有不知哪裏來的短波，到處都是。它們現
在正在穿過這間屋子。它們現在正在穿過你
的身體。當你打開收音機時，你選擇想專注
的頻率，想聆聽的頻率。身體也同樣。你在
所有可能的覺受中分撿，單單挑出一類覺受
——氣的氣性——專注於它。你在哪裏最清
晰地感受到出入息，就把注意力定在那裏。
我們有些人有一臺保養不佳的收音機，一調
到某個頻率，它就滑到別的頻率上。因此，
你不許不停地把它往回調、往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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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problem isn’t just the tuning. It’s what you 
do with the sensation once you’ve tuned-in to it. 
Again, you can focus on the breath in a way that 
makes it painful, or you can focus on it in a way 
that makes it comfortable. You’re not faced just 
with the given-ness of the breath. What you do 
with it can make it more or less painful, more or 
less comfortable. To continue the analogy, it’s like 
having a volume control on the radio: You can 
turn it way up loud so that it hurts your ears, or 
you can turn it way down soft so that you can 
hardly hear it at all. But as you get more skillful 
with your volume control, you get a sense of 
what’s just right so that you can adjust the level 
and the pressure of your focus for maximum 
enjoyment.  

不過，問題還不單單是調頻。還有一旦調進
去了，對那個覺受做什麼的問題。再一次，
你專注氣的方式，可以令它痛苦，也可以是
令它舒適的。你面臨的並非僅僅是前定不變
的氣。你對它做什麼，可以使它多痛或少
痛、多樂或少樂。延續先前的比喻，就好像
收音機上有個強度調紐: 你可以把它調得巨
響，以至於耳痛，或者，你可以把它調得極
弱，以至於幾乎聽不見。不過，隨著你對強
度的調節熟練起來，就會懂得什麼是恰到好
處，這樣就可以調整你專注的層次和力度，
獲得最大的享受。

As you get tuned-in more and more precisely, you 
discover there are other subtleties as well. Again, 
like the radio, when you really get tuned very 
precisely onto the frequency, the static goes away 
and you can hear subtleties in the signal that you 
couldn’t hear before. You can play with them, turn 
up the treble, turn up the base, whatever you want. 
So even though the radio signal is a given, you can 
do a lot with it. That’s the element of kamma in 
your meditation right now: It’s what you’re doing 
with the breath.  

隨著你的調入越來越准，你還會發現其它的
細節。再一次，以收音機作比方，當你極其
准確地調到那個頻率上時，雜音消失了，你
就可以聽見訊號中過去聽不見的微妙之處。
你可以操縱它們，把高音成分調響，把低音
成分調響，隨心所欲。因此，盡管那個無線
電訊號是先決的，你對它可以有很多作爲。
那就是你當下禪定當中業的因素: 就是你對
那個氣做什麼。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more skillful in how you 
relate to it so that you can sense not only the very 
obvious breath of the air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lungs， but also the sensations that go through the 
whole body as you breathe in, as you breathe out, 
the patterns of movement in the body that actually 
bring the air into the lungs and let it go out. 
There’s a wave going through the body each time 
you breathe. As you become sensitive to it, you 
begin to sense where there’s tension in the body, 
and where there’s not; where the subtle breath 
flows properly, and where it doesn’t.  

你可以學會以更善巧的方式應對氣，使得你
可以不僅感覺到極其明顯的出入肺部的空
氣，而且感覺到隨著你入息，出息而穿過整
個身體的諸種覺受，感覺到體內真正把空氣
帶入肺中、又讓它呼出的那些動態分佈。每
一次你呼吸，都有一陣波動貫穿身體。隨著
你對它敏感起來，你開始感覺到，身內哪裏
有張力，哪裏沒有; 哪裏精細的氣流動正
常，哪裏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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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gain, it’s not just a given. You can do things 
with that flow. You can improve the flow. If you 
notice tension in a certain part of the body, you 
relax it; and oftentimes doing this improves the 
breath flow not only at that one spot but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as well. You begin to have 
a sense of the body as a whole series of different 
interconnected energy patterns. A tightening up 
here may lead to a tightening up over there, and it 
all gets connected in a feeling of overall 
constriction, of bands of tension squeezing the 
body. Or you can loosen it up. That’s your choice. 
You can relax this bit of tension here and find that 
it leads to an unraveling of tension over there. Or 
you might find that everything gets so loose that 
you drift off. This means that you’ve got to learn 
how to gain a sense of “just right” so that you can 
stay with the sensation, keep your focus, and even 
if the radio signal begins to drift a little bit, you 
can follow it precisely and stay right with it.  

再一次，它不是先決的。對那股氣流，你可
以有所作爲。你可以改善它。如果你注意到
體內某個部位存在張力，就放松它; 這樣
做，往往不僅改善了那一個部位的氣流，而
且也改善了其它部位的氣流。你開始把身體
理解成一大堆不同的、相互連接的能量分佈
系列。這裏的某個緊綳，可能會導致那裏的
緊綳，這一切都被系結起來，成爲一股總體
的緊壓感，成爲擠抑身體的一條條緊勒感。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們松開。那是你的選
擇。你可以放松這裏的一點張力，發現它導
致了那裏張力的解開。或者，你可能發現，
一切變得如此松弛，你游移而去。這說明，
你必須學會一種“恰到好處感”，使得你可以
長住那種覺受，維持你的專注，即使那個無
線電訊號開始稍有移動，你可以准確地跟著
它，不懈地隨著它。

At this point you can let go of the sensation of the 
in-and-out breath—the coarse breath, the obvious 
breath—and focus more on the subtle breath flow 
in the body. As you work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it feels tense or blocked or 
sort of squeezed out, you let the breath sensations 
fill all those little nooks and crannies, and there 
comes a greater and greater sense of fullness, 
refreshment. That’s what piti means. It’s the 
drinking-in of the good sensation. We normally 
translate piti as rapture, but it’s also related to the 
word for drinking, pivati. You drink-in this nice 
sensation. It feels full, it feels refresh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body because you’ve opened up 
all the little cells in the body and allowed the breth 
to enter. When you get that sense of fullness, it’s 
easier to relax.  

這個時候，你可以放開出入呼吸之感——也
就是粗糙的氣感、明顯的氣感——把注意力
更多地放在體內精細的氣流上.隨著你對體
內所有那些感受到張力、阻礙、或外擠的部
位加以徹底耕作，你讓氣感充滿所有那些細
小的角落，一股越來越大的充沛感、清新感
就會出現。那就是喜的意思。它是良好覺受
的飲入。我們一般把 piti 翻譯成 rapture——
喜，然而與它相關的還有另一個詞，pivati
——啜飲。你飲入這股良好的感覺。整個身
體感到充沛，感到清新，因爲你已經開啟了
體內所有的細孔，讓氣入內。當你得到那種
充沛感時，放松就比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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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y not be a pretty image, but the mind at 
this point is like a mosquito when it’s finally hit a 
big vein in your body. It sticks its little proboscis 
in and just stays right there, bathed in bliss. Its 
wings go weak, its feet go weak, and no matter 
how much you try to brush it away, it just doesn’t 
want to go. It’s just drinking-in what it wants. The 
same with the mind: As soon as that refreshing 
breath sensation begins to fill the body, you let go 
of everything else. No matter what other 
disturbances come, you’re not the least bit 
interested because you’ve got something really 
satisfying. You could almost say that it’s a 
sensation to die for. You let down your guard, let 
go of everything else, because this sensation is so 
totally absorbing. You’ve opened up every part of 
the body, every part of your awareness for this 
sensation to come in.  

下面這個比喻，形象也許不甚美觀，不過這
時候的心，就像一只終於找到你體內一根大
靜脈的蚊子。它把小小的長吻伸了進去，就
在那裏呆著不動，沐浴在極樂之中。它的翅
膀失去力量，它的細足失去力量，不管你怎
樣推它，它就是不想走。它就在飲入它想要
的東西。心也同樣: 一旦那股清新的氣感開
始充滿身體，你就把一切放開了。無論來了
其它什麼干擾，你毫無興趣，因爲你已經得
到某種令你極其滿足的東西。幾乎可以說，
它是一種可以爲之而死的覺受。你放下自己
的防護，放開其它一切，因爲這種覺受具有
如此徹底的吸攝感。你已經開放了身體的每
一個部分，你的覺知的每一個部分，讓這股
覺受入內。

As you stay there and the mind grows more and 
more still, you become aware of a deeper sensation 
of absolute fullness with no sense of flowing back 
and forth—a real stillness in the body. There’s a 
slight sense of air exchange on the very surface of 
the body, the surface of your awareness, but deep 
down inside there’s a great stillness. There’s no 
longer the sense of drinking-in because you’re 
absolutely full. Ajaan Lee uses the image of an ice 
cube: A vapor is coming off the cube—a very 
vaporous movement around the edge of your 
awareness—but everything else is solid and still.  

隨著你呆在那裏，心越來越寂止，你開始覺
察到一種更深的、沒有來回流動的絕對充沛
之感——體內的一種真正的寂止。在身體的
表面，在你的覺知的表面，有一股微微的換
氣感，但內部深處，是巨大的寂止。飲入感
不復存在，因爲你已經絕對充滿。阿姜李用
冰塊的形象作比喻: 一股水汽從冰塊上冒出
——也就是，在你的覺知邊緣附近，有一種
極其霧狀的動態——然而其它的一切堅固、
寂止。

And then finally even that vapor stops, and the 
solidity fills your whole awareness. It’s 
accompanied by a sense of brightness,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sense this brightness as a light. It’s a 
peculiar quality: a physical sensation, a feeling 
tone, of brightness, clarity, filling the whole body, 
and you’re just sitting there in the middle of it.  

接下來，到最後，連水汽也停止了，那股固
性充滿了你的整個覺知。伴隨著的，是一股
明亮感，盡管你也許不覺得這種明亮像一盞
燈。它是一種奇特的素質: 明亮、清晰、充
滿全身的一種身體感，一種覺受基調，你只
是坐在那裏，在它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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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no need to rush through these stages, no 
need to go jumping through hoops. In fact, it’s best 
if you not try to rush. Just find one sensation you 
can tune-in to. Stay right there and it will develop 
on its own, simply because of the consistency of 
your focus. When you finally reach that sense of 
solid stillness and stay there, you begin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choose to give a shape to it or not. 
You can focus on the sensations that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shape of the body or you can choose 
to ignore them. This i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principle of kamma coming into play in the 
meditation. It’s almost as if the various sensations 
of the body have turned into a mist. There are 
these little breath droplets just shimmering there, 
and you sense the space in between them. The 
whole body is filled with this space, which also 
extends outside the body in every direct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little droplets, you can 
focus on the space. This gives you a really clear 
lesson in how much choice you have in how you 
experience the present moment. Just the simple 
sensation of having a body here comes from 
subconscious shape-giving choices you’ve made. 
You realize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sensations 
you can focus on, and there’s a skill in how you 
choose your sensations, in how you magnify the 
ones you want, and how you just put aside the 
ones you don’t.

沒有必要匆忙地穿過這些階段，沒有必要大
費周章地趕超。實際上，最好是不試圖快
趕。你就找一種可以調入的覺受。呆在那裏
不動，正因爲你的專注[定]的持恒，它自己
會發展。當你最後達到那股固性寂止之感
時，你開始意識到，你可以選擇給它一種形
狀，或者不給。你可以專注那些給你一個體
形的那些覺受，你也可以選擇忽略它們。這
就是你真正看見業的原則在禪定中起作用的
地方。幾乎就好像種種體感[色]已經轉變成
了一團霧。這些小小的氣粒在那裏閃爍，你
感受到粒子之間的空間。整個身體被這個空
間所充滿，後者還朝各個方向，延伸到體
外。一反專注這些微粒，你可以專注[定在]
空間上。這對於你如何體驗當下擁有多少程
度的選擇，給你上了極其清晰的一課。你在
這裏有一個身體的簡單覺受，來自你已經作
出的賦予形狀的諸種選擇。你意識到，你可
以專注許多不同的覺受，如何選擇你的覺
受，如何放大你想要的覺受，如何把不想要
的覺受放在一邊，存在著一種技能。
 

So even though this is just training in 
concentration, there’s also a lot of discernment 
involved. As the Buddha once said, both 
tranquility and insight are required for getting 
good strong states of absorption. And he never 
talked about insight without framing it in terms of 
kamma, in terms of the skillfulness of what you’re 
doing.  

因此，即使只是定的訓練， 這其中仍然包
含著許多的明辨。如佛陀曾經所說，止與觀
兩者對證得良好、有力的諸種定境都是必要
的。他在講到洞見時，從來沒有脫離過因果
的角度，脫離你所行之事的善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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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is practice is what lays the groundwork so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o consider issues of 
inconstancy, stress, and not-self—you’ve got the 
proper context. You’ve created a good space 
inside, a good space in the present moment, so that 
there’s no hungry sense of having to grasp after 
this or grasp after that. When you’ve drunk your 
fill of the fullness and stillness, you’re in a much 
better mood to consider things for what they 
actually are—so that when insight comes it’s not 
destabilizing. Without this solid foundation, 
thinking about inconstancy, stress, or not-self can 
get really disorienting. But when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what you’re 
doing in the meditation, they make it even more 
stabilizing. This is where concentration, 
tranquility, insight, and discernment all come 
together in a healthy and balanced way.  

因此，這場修練是在構造基礎，使得——當
思考無常、苦、非我等問題的時機到來時
——你已經有了合適的背景。你已經造築了
一個內在的良好空間，一個當下的良好空
間，使得你沒有需要抓取這、抓取那的饑餓
感。你已經飽飲了充沛和寂止，這時你的心
態好多了，可以對事物如實作觀——以至於
當洞見來臨時，它不會令你動搖。沒有這個
堅固的基礎，無常、苦、非我的觀想有可能
令你極度迷失。不過，當你在禪定中正在做
什麼的背景之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時，它
們就使定更加穩固。定、止、洞見、明辨，
正是在這裏，以一種健康、平衡的方式，全
部融合在一起。

(根據2002年12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1-2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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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re’s a Dhamma talk,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stay with your 
breath. When the breath comes in, you know it’s 
coming in; when it goes out, you know it’s going 
out. Try to make that experience of the breath fill 
your awarenes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Dhamma 
talk here is a fence to keep you corralled with the 
breath. When the mind wanders off, here’s the 
sound of the Dhamma to remind you to go back to 
the breath, but when you’re with the breath you 
don’t need reminding. You do your own 
reminding. That’s what the mindfulness does in 
the meditation. Each time you breathe in, each 
time you breathe out, remind yourself to stay with 
the breath. Make just a little mental note: “This is 
where you want to stay, this is where you want to 
stay.” 

有開示時，你不一定要聆聽。重要的是，跟你
的氣呆在一起。氣入時，你知道它在入內; 氣出
時，你知道它在外出。試著盡量使那股氣的體
驗填滿你的覺知。這裏的開示，是把你和氣攏
在一起的圈欄。心游蕩出去時，有法音在這裏
提醒你返回到氣; 不過當你跟氣住在一起時，就
不需要提醒了。你自己提醒自己。那就是念在
禪定中的作用。每一次吸氣，每一次呼氣，提
醒自己與氣呆在一起。作一個小小的心理標記: 
“這是你要呆的地方，這是你要呆的地方。”

And try not to think of s yourself as inhabiting one 
part of the body watching the breath in another 
part of the body. Think of the breath as all around 
you. It’s coming in and out the front， coming in 
and out the back, down from the top, all the way 
out to your fingers, all the way out to your toes. 
There’s a subtle breath energy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body all the time. If you’re in one part of the 
body watching the breath in the other part, you’re 
probably blocking the breath energy to make space 
for that sense of “you” in the part of the body 
that’s watching. So think of yourself as totally 

試著不把自己想象成居於身體的某處，觀察身
體的另一處。把氣想象成四面八方圍繞著你。
它在你的身前進出，在你的背上進出，從頭頂
往下走，一直到從你的手指外出，一直到從你
的腳趾外出。有一股精細的氣能，一直在進出
身體。如果你位於身體的某一處，觀察另一處
的氣，就有可能爲了造就處在觀察部位的那
個“你”感，而阻礙了氣能。因此，把自己想成
整個被氣所包圍，沐浴在氣中，接著，審視全
身，看還有哪些身體節段仍然感到蹦緊、勒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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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ed by the breath, bathed in the breath, and 
then survey the whole body to see where there are 
still sections of the body that are tense or tight, 
that are preventing the breath from coming in and 
going out. Allow them to loosen up. 

仍然阻礙著氣的出入。讓它們松開。

This way you allow for the fullness of the breath 
to come in, go out, each time there’s an in-breath, 
each time there’s an out-breath. Actually the 
fullness doesn’t go in and out. There’s just a 
quality of fullness that’s bathed by the breath 
coming in, bathed by the breath going out. It’s not 
squeezed out by the breath. It’s not forced out by 
the breath. Each nerve in the body is allowed to 
relax and have a sense of fullness, right here, right 
now. Simply try to maintain that sense of fullness 
by the way you breathe. Your focus is on the 
breath, but you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 fullness. 

這樣， 每一次入氣，每一次出氣，你都讓氣的
那股充沛性進來、出去。實際上，不是充沛性
在進出，只是有一種充沛的素質， 被入氣所沐
浴，被出氣所沐浴。它不被氣擠出。它不被氣
趕出。體內的每根經絡， 此地此刻，都被允許
放松，都有一股充沛感。你只要藉著調節呼
吸，試著維持那股充沛感。你把注意力放在氣
上，不過你不可能不注意到那股充沛。

If you can’t get that sense of fullness go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find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body that doesn’t feel squeezed out, that 
feels open and expansive, and then see if you can 
copy that same feeling tone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Notice the othe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it feels open like that and allow them to 
connect. At first, nothing much will happen from 
that sense of connection, but allow it to stay open, 
stay open. Each time you breathe in, each time you 
breathe out, maintain that sense of openness, 
openness, and the sense of connection will get 
stronger.

如果你不能夠使那股充沛感到達全身，起碼要
找到某個身體部位，在那裏你不感到擠壓，而
是感到開通、擴展，接下來，看看你能不能把
同樣的覺受基調，復制到身體的其它部位。注
意觀察別處有同樣開通感的部位，讓它們連通
起來。一開始，從那股連通感當中，不會發生
很多事，不過要允許它繼續開著、繼續開著。
每一次吸氣，每一次呼氣，都要維持那股開
通、開通的感覺，連通感就會增強起來。

This is why the ability to stay with these 
sensations is so important, for your staying with 
them is what allows them to grow. If you move off 
to someplace else, if you’re thinking of something 
else,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tensing-up in the body 
to allow that thought to happen. Whatever sense of 
fullness might have developed—say, in your arms 
or your leg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down 
your back—doesn’t have a chance to develop. It 
gets squeezed off because you’re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it any more. 

這就是爲什麼，與這些覺受呆在一起的能力如
此重要，因爲正是你跟它們呆在一起，才是讓
它們增長的原因。如果你挪到了別處，如果你
去想其它事，體內必須有一種緊綳，才能那個
想法發生。不管已經發展出什麼充沛感——比
如在你的胳膊或腿內，在身體的不同部位，沿
背而下——就沒有繼續發展的機緣了。它給擠
縮了，因爲你對它不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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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why the Buddha talks about concentration 
as mahaggatam cittam: an enlarged awareness. If 
your awareness is limited just to one little spot, 
everything else gets squeezed out, everything else 
gets blotted out—and what is that if not 
ignorance? You’re trying to make your awareness 
360 degrees, all around in all directions, because 
the habit of the mind is to focus its awareness in 
one spot here, then one spot there, moving around, 
but there’s always the one spot, one spot, one spot. 
It opens up a little bit and then squeezes off again, 
opens up a little bit, squeezes off again, and 
nothing has a chance to grow. But if you allow 
things to open up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you 
realize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nything at all you 
destroy that openness. So you’ve got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very, very still, to allow this open 
fullness to develop. 

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把定說成 mahaggataṃ 
cittaṃ——大至心——擴大的覺知。如果你的覺
知只局限在一個小點上，其它一切都給擠了出
去，其它一切都給遮了出去——那不是無明，
又是什麼? 你在試著使你的覺知達到360度，立
體全方位，因爲心的習慣是，把覺知聚焦到這
一點，接著聚焦到那一點，但總是只盯那一個
點、一個點、一個點。它略略展開，接著又給
擠縮，略略展開，又給擠縮，什麼也沒有機緣
增長。不過，如果你允許那些東西在全身到處
展開，就會意識到，你若是想任何事，就會破
壞那股開通性。因此，你不得不極其、極其地
仔細，極其、極其地寂止，讓這股開通的充沛
繼續展開。

So these qualities of consistency, care, and 
heedfulness are important in allowing this state of 
concentration to develop. Without them, nothing 
much seems to happen.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concentration, then you step on it, a little bit of 
concentration, then you squeeze it off as you go 
looking at something else,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And so whatever little bits and 
pieces of concentration you do have, don’t seem 
very remarkable. They don’t get a chance to be 
remarkable. Concentration takes time—and our 
society’s pretty extraordinary in fostering the 
expectation that things should happen quickly. If 
anything’s going to be good, it has to happen 
quickly, it has to be instant. And so, by and large, 
we’ve lost the ability to stay with things as they 
develop slowly. We’ve lost the ability to keep 
chipping away, chipping away, chipping away at a 
large task that’s going to take time and can’t be 
speeded up. 

因此，爲了讓這個定境展開，持恒、仔細、審
慎等這些素質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它們，什麼
也不會發生。你有一點定，接著卻踩上它，有
一點定，又把它擠掉，因爲你去看別的東西，
想別的事。這樣，不管得了什麼細碎的定，它
們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它們沒有特別起來的機
緣。修定是費時的——我們的社會，在鼓勵“事
當速成”的期待方面，是超乎尋常的。任何東
西，若是好的，則必須速成，必須立得。因
此，我們多數人已經失去了對慢慢發展起來的
事物不棄不離的跟隨能力。我們已經失去了對
一樁耗時長久、不能速成的大型工件，不停地
削鑿、 削鑿、 削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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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Buddha gives images for practicing 
concentration, he often relates them to skills. 
Skills take time, and he was teaching people who 
had taken the time to master many useful skills. In 
Thailand, they still sharpen knives against stones, 
and it’s a skill you have to learn: how not to ruin 
the knife as you’re sharpening it. If you get 
impatient and try to speed things up, you’ll ruin 
the sharpness, the straightness of the blade. So you 
have to be very still. The mind has to be still, and 
you have to maintain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pressure constantly as you sharpen the blade. At 
first it may seem like nothing is happening, but 
over time the blade does get sharper and sharper. 
The consistency of your pressure is what 
guarantees that the blade won’t get worn in one 
particular spot—too sharp in one spot and not 
sharp enough in another, too sharp in the sense 
that the blade is no longer straight. You’ve worn it 
down too much in one spot.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simply in the act 
of sharpening a blade. But if you have that skill in 
your repertoire, then when the time comes to 
meditate, it’s easier to relate to what you’re doing: 
that same kind of consistency, that same evenness 
of pressure, the continual mindfulness and 
alertness that are needed to maintain the proper 
pressure. 

佛陀給修定賦予的形象，常常把它比作諸種技
能。技能的培養需要時間，他是在教導那些已
經花時間學會許多有用技能的人。在泰國，人
們仍然用沙石磨刀。怎樣在磨刀時不損壞它，
是一門需要學習的技能。如果你失去耐心，一
味圖快，就會破壞刀鋒的銳利和平直。因此你
必須相當地靜止。心必須靜止。磨刃時你還必
須維持那股恰到好處的壓力。起初像是什麼也
沒有發生，然而慢慢地，刀刃就會越來越鋒
利。你施壓的穩定，是保證刀刃不在某個地方
缺刻的原因——所謂缺刻就是某處太銳利，另
一處又不夠銳利。你把某處磨過了頭，造成卷
口。單單磨刀的動作，就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
方。不過，如果你的庫存當中有那個技能，等
到禪定時，就容易對應自己正在做的事，聯想
到那個技能: 同樣的持恒、同樣的均勻施壓、維
持適當的壓度所必要的那種連續的念住和警
醒。

Another skill sometimes used as an analogy is that 
of a hunter. A hunter has to be very quiet so as not 
to scare the animals off, and at the same time very 
alert so as not to miss when a particular animal 
comes by. In the same way, we as meditators have 
to be careful not to slip off in either direction: into 
too much stillness or too much mental activity. 
You have to find the proper balance. I was once 
talking to an anthropologist who said that of all the 
skills in primitive societies that anthropologists try 
to lean, the hardest is hunting. It requires the 
strongest concentration, the most sensitivity. So 
here we’re not hunting animals, but we’re hunting 
concentration, which is even more subtle and 
requires even more stillness and alertness. 

另一個有時用來比喻修定的技能是狩獵。獵人
必須極其靜止，才不會把動物嚇跑，同時又必
須極其警覺，才不會在某個獵物近前時，把它
放過。同樣地，我們作爲禪修者，必須極其仔
細，不朝兩個方向滑陷: 一個是過度的寂止，一
個是過度的心動。你必須找到適當的平衡。有
一次，我同一位人類學家交談，他說，人類學
家們嘗試學習的原始社會所有技能當中，難度
最高的是狩獵。它需要的定力和敏感度最高。
因此我們在這裏，不是獵獸，我們是在獵定，
它更加精細，要求更高的寂止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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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we in the West think that we come to 
the Dhamma with an advantage: We’ve got so 
much education, we’re so well-read. But we have 
a major disadvantage in that we lack the patience 
and consistency that come with mastering a skill. 
So keep that in mind as you’re meditating, when 
you find yourself getting impatient for results. 
You have to be watchful and consistent. You need 
that sense of being bathed by the breath, being 
open to the breathing sensations in all parts of the 
body down to every little pore of your skin. Then 
you learn the sensitivity that’s required, the 
consistency that’s required, to maintain that. That 
way the sense of fullness can grow and grow and 
grow until it becomes really gratifying, really 
satisfying, to give your concentration the kind of 
strength, the sense of refreshment, the sense of 
nourishment it needs in order to keep going. 

有時候，我們西方人以爲自己是帶著優勢來學
法的: 我們受過這麼多教育，我們如此博覽。不
過，我們有一大劣勢，那就是缺乏伴隨的一門
技能的掌握而帶來的耐心與恒心。因此，你修
禪定，發現自己爲求果報失去耐心時，要記得
這一點。你需要那股浴於氣中的感覺，那股對
全身各處乃至每個皮膚細孔的氣感開通的感
覺。那時你就學會了必要的敏感、必要的持
恒。那樣，充沛感才會增長、增長、增長，直
到它變得極其享受，極其滿足，給你的定賦予
繼續下去所需要的那股力量、那股清新感、那
股滋養感。

Ajaan Fuang once said that without this sense of 
fullness, refreshment, or rapture, your meditation 
gets dry. You need this lubricant to keep things 
smooth and running: th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refreshment, the immediate visceral pleasure of 
being in a concentrated state. 

阿姜放曾經說，沒有這股充沛、清新、或者說
喜樂感，你的禪定就會變得枯燥。你需要這付
潤滑劑——也就是那股安適、清新之感，那股
住於定境的直接、切身的恬愉感——才能保持
禪修的平穩與進行。

At the same time, it heals all our mental wounds: 
any sense of tiredness, of being stressed-out, 
mistreated, abused. It’s like medicine for these 
mental wounds. Now, medicine often takes time to 
work, especially soothing and reconstituting 
medicine. Think of the creams you put on chapped 
skin. The skin isn’t immediately cured when you 
first rub on the cream. It takes time. The skin has 
to be exposed to the cream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to allow the cream to do its work. The same 
with concentration. It’s a treatment that takes time. 
Your nervous system needs to be exposed to the 
sense of fullnes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giving 
it a chance to breathe in, breath out all around so 
that the mindfulness and the breath together can 
do their healing work. 

同時，它修復我們的一切心理創傷: 疲勞感、緊
張不堪感、受虐待感、被欺壓感。它就像對治
這些心理傷痛的良藥。當然，醫藥的生效常常
需要時間，特別是那種撫平性、重建性的藥
物。想一想你在乾裂的皮膚上塗抹藥膏的情
形。最初擦上時，皮膚不會立即愈合。它需要
時間。皮膚必須長久地受到藥膏的覆蓋，才能
讓藥物做它的工作。修定也一樣。它是一場需
時良久的治療。你的經絡系統需要長久受到那
股充沛感的覆蓋，給它全方位入氣、出氣的一
個機緣，才能讓念和氣共同做它們的修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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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don’t get impatient. Don’t feel that nothing is 
happening.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require time, and they do their work subtly. If you 
give them the time they need, you find that you’re 
more than repaid. After all, you could be sitting 
for the whole hour planning next week, planning 
next month, planning next year. What will you 
have at the end of the hour? A lot of plans. And 
part of you may feel satisfied that you’ve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but when you reflect on how many 
of your past plans have actually borne results, 
you’ll realize the odds against your new plans’ 
ever amounting to much. What would you have to 
show for your hour then? Nothing very certain. 
Maybe nothing but mouse-droppings and straw. 
But if you give the breath an hour to do its healing 
work, totally opening up the body to allow the 
breath to bathe every nerve out to every pore, you 
know that you’ll come out at the end of the hour 
with a body and mind in much better shape. The 
body will be soothed; the mind, bright and alert. 

因此，不可失去耐心。不要覺得什麼也沒有發
生。許多極其重要的事物需要時間，它們以微
妙的方式施展功效。如果你給予它們所需的時
間，你會發現，回報遠遠超出你的付出。畢
竟，整整一個小時，你可以坐著計劃下周、計
劃下月、計劃明年。到了那個小時的末尾，你
有什麼? 有許多計劃。一部分的你，也許覺得
自己爲將來作了貢獻而滿意。不過當你考慮一
下，自己過去的計劃當中有多少實際生出了果
報，將會發現，你那些新計劃有巨大價值的可
能性並不高。因此你那一個鐘頭有什麼可以展
示的成果? 沒有確定的東西。不過，如果你給
氣一小時做它的修復工作，徹底開通身體，讓
氣浸浴每根經絡，從氣從每個毛孔中排出，到
了那個小時的末尾，你會知道，出定時，你的
身心的狀態將會大有改善。身將會被撫平，心
將會明亮、警醒。

And you don’t need to stop being bathed in the 
breath when the hour is up. You can keep it going 
in all your activities. That way,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be armed with a whole set of plans for 
facing the future, at least you’re in a position 
where you don’t need that kind of armor. You’ve 
got the armor of a healthy body and mind. You’ve 
got an invisible armor: the force-field of this all-
encompassing breath, continually streaming out 
from your center to every pore, protecting you on 
all sides. That’s something you feel in every cell 
of your body, something you know for sure, for 
you can sense it all around you, right here, right 
now. And you know that whatever the future 
brings, you’re prepared. You can handle it. 

這一小時結束時，你沒有必要停止浴於氣中。
你可以在一切活動當中維持它的繼續。那樣，
盡管你也許沒有一整套應付未來的計劃充作防
衛，起碼你的狀態就不需要那種盔甲了。你已
經得到健康的身心這副盔甲: 這股包圍一切的氣
的力場，連續地從你的中心流向每個毛孔，從
各個方面護衛著你。那是你在自己體內每個細
胞當中都感受到的東西，是你確知不虛的東
西，因爲你可以在此地此刻，感受它籠罩著
你。你知道，不管將來會帶來什麼，你已經作
好准備。你能夠應對。

This sense of fullness, brightness, alertness: That’s 
all you’ll need to keep the mind capable, healthy, 
and strong.

這股充沛、明亮、警醒: 即是你使心保持能力、
健康、強壯所需的一切。

(根據2002年12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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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How and the Why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禪修有兩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何”與“爲何”——如何做，還有爲什麼做——因爲禪修不僅
僅是一門技巧。這場修練有個背景，只有當你在這個背景下審視修練，才能夠真正懂得你是在做
什麼，才能夠從中獲得最大的收益。 
        關於“如何”，是相當簡單的。就出入息念法來說，身體坐直，手置於大腿根，右手在左手之
上，兩腿盤起，右腿在左腿之上，把眼閉上。以上是令你的身體就位。令你的心就位，意思是，
使它專注當下。觀想氣息，接著注意入息時，它感覺怎樣，出息時，它感覺怎樣。覺知呼吸的動
作。那就意味著有兩種素質在發揮作用: 一個是思維或者說念住，它提醒你在哪裏呆著; 一個是警
醒，它告訴你，氣正在發生什麼。那兩種素質都是你需要的。 
        第三種素質是佛陀所說的 ātappa——ardency——精勤，意思是，你真正放進一股努力。你真
正專注自己正在做的事。你不是在遊戲而已。你給出全部的注意力。你試 著精勤地念住，精勤地
警醒。 
        精勤地念住，意思是，你試著使你的念盡可能地連續，不留任何空缺。如果你發現你的心已
經從氣上溜走，馬上把它領回來。不讓它在這裏閑混，到那裏嗅花。你有工作要做，你想盡可能
快、盡可能徹底地完成它。你必須保持那樣一種態度。如佛陀所說，就好比你意識到自己的頭在
著火。你會盡快地把火撲滅。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是嚴肅的問題，緊急的問題: 老、病、死。
它們就像在我們內心燃燒著的一堆堆火。因此，你必須保持那股精勤感，因爲你不會知道什麼時
候這些火將會突然爆發。你要盡量完善、迅速地做好准備。因此，當心游蕩出去時，要精勤地把
它領回來。 
        精勤地警醒，意思是，當心與氣呆在一起時，你調節氣息，使之感覺良好，你對這個調節動
作，對其果報的評估，要盡量地敏感起來。試試長呼吸，看它感覺如何。 試試短呼吸、重呼吸、
輕呼吸、深呼吸、淺呼吸。你能使覺知越精細，禪修就越成功，因爲你可以使氣越來越精細，成
爲心的一個越來越舒適的居住處。接下來，你可以讓那股舒適感傳遍全身。不要把氣簡單地想象
成出入肺部的空氣，而把它想成是貫穿全身的能量流。你的覺知越精細，對那股氣流就會越敏
感。越敏感，氣就變得越精細，作爲一個居住處，它就變得更愉悅、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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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羅尊者-如何與爲何

        這就是使心定入當下的基本竅門——你必須給它一樣他喜歡呆在一起的東西。如果它被強迫
呆在這裏，它就會像一個摁入水裏的氣球。只要你的手抓著它，它不會跳起來，不過，你一略略
松開，它就從水中蹦了出去。如果心被強迫呆在一個它實在不喜歡的所緣上，它是不會呆久的。
你的念只要滑開一點點，它就跑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比作父母養育孩子。如果父母老是打孩子，一有機會，他就會從家裏逃
走。即使把門窗鎖起來，他也會找到出口。父母一轉身，他就跑了。不過，如果父母善待孩子
——給他好東西玩，給他有趣的事在家裏做，給予許多溫暖與關愛——即使門窗大開，那個孩子
也願意待在家裏。 
        心也一樣。要友善待它。給它好東西陪它呆在當下——比如舒適的氣。你也許還不能夠使整
個身體舒適起來，不過起碼使身體的一部分舒適起來，然後跟那個部位呆在一起。至於痛，讓它
們呆在別的地方。它們當然有權呆著，因此你跟它們達成協議。它們呆在一處，你呆在另一處。
不過，基本要點是，你有一個地方，當下心在那裏感到穩定、安全、舒適。這就是禪修的初始步
驟。 
        這種禪修，可以有各種用途，不過佛陀意識到，最重要的用途是使心脫離整個老、病、死的
輪回。想一想，再沒有什麼比那更重要的了。那是生命的大問題，然而，社會傾向於對老、病、
死的問題棄置不顧，傾向於把這些問題推到一邊，因爲別的事似乎更爲急迫。掙大錢更重要。美
滿的親密關係更重要，等等。而生命的大問題——就是你在走向由一個將老、將病、將死的身體
所帶來的苦痛和屈辱這個事實——卻被人們推開，被人們推到一邊。“還早，還早，以後再考
慮。”當然，等那個以後到來時，等這些東西沖進來時，它們是決不會接受你的“還早”，決不肯
再給推開的。你若還沒有爲自己准備好應對它們，將會陷入困境，一籌莫展。 
        因此，這些是你需要准備應對的最重要的事件。生命當中，許許多多其它事，是不定的，然
而有幾件事卻是肯定的。衰老會來。疾病會來。死亡肯定會來。因此，當你知道某件事肯定會來
時，必須作好准備。當你意識到這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件時，你必須對自己度過生命的方式，
作一番審視。 
        禪修——佛陀教導的修練——並非僅僅是偶爾閉上眼睛坐一坐的問題。它是一個你如何安排
事務的輕重緩急的問題。如佛陀所說，當你看見，存在一種更高層次的幸福，藉著放棄低層次的
喜樂可以達到它時，你會放棄那些低等的喜樂。看一看你的生命和你抓緊的那些東西，看一看心
從中覓求喜樂卻得不到任何真正滿足的那些小地方: 那是你真正想抓住的東西嗎? 你打算讓它們成
爲主宰你生命的因素嗎? 
        接下來，你可以思考大一點的問題。有一個得到超越老、病、死的幸福機會: 它會成爲你生
命中的首要追求嗎? 
        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在心裏自問。佛陀並未迫使我們作答。他只是把情形明擺出來。他
說，一種超越了吃吃睡睡、照顧身體、舒適度日的幸福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可能性，乃是佛陀
教導中的善訊，特別是面臨世上的多數人說: “哎，生命就是這麼回事，盡量享受吧。用這些即刻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HowWhy2.htm (2 of 4) [12/31/2010 10:41:33 PM]



坦尼沙羅尊者-如何與爲何

的快樂滿足自己，不要想其它。不要讓自己對已經得到的東西昇起不滿。”想想這種態度，實在
令人壓抑，因爲它的意思無非是，你在死亡之前，能抓到什麼盡量去抓。當你死去時，它們是帶
不走的。 
        然而佛陀卻說，存在一種喜樂形式，存在一種內心的覺知形式，它超出老、病、死之外，它
可以藉由人的努力達到——假如你有足夠的善巧。因此那既是善訊，也是挑戰。你打算讓自己度
过碌碌的一生，把時間耗费掉嗎? 還是你打算接受這個挑戰，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投入到這
個可能性? 
        佛陀是舍命求道的那種人。沒有人告訴他這個可能性的存在，然而他想到，生命若要有任何
尊嚴、任何可敬，唯一的辦法是找到一種不老、不病、不死的幸福。面對他擁有的種種東西，爲
了找到那種幸福，他必須放棄。於是他放棄了——不是因爲他想要放棄那些東西，而是因爲他必
須放棄。作爲果報，他終於找到了自己追求的東西。因此，他的生平和他的教導是對我們的挑戰
——我們將如何度過自己的生命? 
        我們在這裏一起坐禪。一旦心寂止下來，你打算用一顆寂止的心做什麼? 如果你願意，可以
把修定只作爲一種放松的手段，一種鎮靜的方式。然而，佛陀說，修定不止有那種用途。當心真
正寂止時，你可以深入挖掘，到達心的內部，開始看見裏面深埋著的種種暗流。你可以開始把它
們分揀開來，領悟是什麼驅動著心。貪在哪裏? 怒在那裏? 怎樣才能把它們斬斷? 
        就是這些問題，就是這些難題，可以在禪修中對付——只要你懂得它們的重要性，懂得它們
是你真正的緊要大事。如果你沒有那個領悟，就不要去碰，因爲它們是些大難題，你靠近時，會
對著你咆哮。不過，如果你真正深挖下去，就會發現它們只是些紙老虎。我曾經在一本禪修手冊
裏看見一幅老虎圖。它的臉極其逼真——種種細節十分嚇人——可是它卻有一個用紙折疊出來的
身體。那就是你心裏許多事的真相。它們作勢攻擊你，看上去極具威脅，然而，你若迎面把它們
擊敗，它們就變成了折紙。 
        不過，爲了迎面擊敗它們，你必須領悟到，這些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爲了它，你願意放
棄很多東西。你願意放棄凡是必須放棄的東西。那就是一種有進步、有終點的、能夠真正擊垮心
中牆垛的修練，與一種僅把屋裏的家具重新排列一番的修練，兩者間的區別。 
        因此，你在練習禪定時候，要意識到既有“如何”，也有“爲何”，而“爲何”那個問題是極其重
要的。常常人們把“爲何”推到一邊。你單單學這個那個技巧，接著拿它做什麼，隨你的便——某
種意義上它的確如此，不過，它沒有把種種可能性考慮進去。當你把那些可能性放進佛陀教導的
背景中時，就會看見這場修練的價值。你會看見這場修練涉及的深度，能夠成就的高度，還有你
工作量的巨大。它的確巨大，然而果報也同樣巨大。 
        而且，這些問題十分緊迫。老、病 、死隨時將會來臨，你必須問自己:“准備好了嗎? 你對死
亡准備好了嗎?” 以絕對的誠實問自己。假如沒有准備好，問題出在哪裏? 你還缺少什麼? 你還抓
著什麼不放? 你爲什麼想抓著? 等到心安定寂止下來，你就可以開始挖掘這些問題了。你越挖
掘，在內心發現的東西越多——一層又一層，你過去從未猜疑過、誰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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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著你的生命。你把它們挖掘出來，如實作觀，從中解脫。你會了解那些左右著你的生命的、
誰知道從哪裏揀來的愚蠢的東西。你不能怪任何其他人，是你把它們揀了起來，是你一路與它們
合作。 
        當你意識到，合作什麼也成就不了——最好是不與之合作，你也不是必須合作——那時候，
你就放得開它們了。它們也放開了你。剩下的是徹底的自由。佛陀說，這種自由如此徹底，甚至
不能夠用言語描述。 
        因此，那就是禪修指向的可能性，我們每個人自己決定打算朝那個方向走多遠，我們對自己
真正的幸福，自己真正的安寧，究竟有多關心。你以爲人人會說:“當然，我關心自己的幸福和真
正的安寧。”不過你看一看人們度過生命的方式，就知道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把多少精力或思索，
投入對真正幸福的追求上。人們通常是看見別人以這種那種方式行事，於是就跟了上去，并不親
自探索，仿佛真正的幸福如此不重要，可以讓別人替你選擇。不過禪修是一個機會，讓你自己探
索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然後對它有所作爲。 
(根據1996年11月14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AN 6.20: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隨著日去夜來，觀想：‘我的[可能的]死因有許多。蛇可能咬到我，蠍
可能刺到我，百足蟲可能咬到我。那可能就是我死亡的由來。那可能就是我的一個障礙。失足之下，我
可能摔倒；食物消化時，可能造成不適；我的膽液可能被激發；我的粘液可能被激發......勁厲的風力可能
被激發。那就可能是我死亡的由來，那就可能是我的一個障礙。'接著那位比丘應當審視：‘我若在夜裏死
去，是否有任何惡的、不善巧的法［心理素質］，尚未被我弃绝，可能是我的障礙？'假若觀想之下，他
意識到，他若在夜裏死去，還有惡的、不善巧的法，尚未被他弃绝，可能是他的障礙，那麼他應當付出
更多的欲望、精進、勤奮、努力、不散的念、警醒，弃绝那些惡的、不善巧的素質。正如當一個人的包
頭或頭部著火時，他會付出更多的欲望、精進、勤奮、努力、不散的念、警醒，撲滅他的包頭或頭部的
火，同樣地，那位比丘，應當付出更多的欲望、精進、勤奮、努力、不散的念、警醒，弃绝那些惡的、
不善巧的素質。不過，假若觀想之下，他意識到，他若在夜裏死去，沒有惡的、不善巧的法［心理素
質］，尚未被他弃绝，可能是他的障礙，那麼爲了那個理由，他應該住於欣愉、喜樂，日夜修練善巧之
法［素質］。”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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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審視你正在作什麼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Watch What You're Doing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日日夜夜，飛馳而過，飛馳而過，我現在正在作什麼?” 
        佛陀要你每天問那個問題，既爲了防止自滿，也爲了提醒自己這場修持是在“作”[doing]。盡
管我們靜坐在此，仍然有一種“作”在內心進行著。有專注氣的動機[意志]，有維持那個專注的動
機，有連續監督氣與心的作爲的動機。禪修總的來講，是一種“作”。即使你在修練“無反應”、“成
爲覺知”時，仍然存在一個動機的成分。那就是“作”。 
        佛陀最重要的洞見之一就在於此: 即使你坐著一動不動，意欲一事不做，那個動機仍然存
在，而那動機本身是一種“作”。它是一個 sankhāra——造作。任何時候我們都和它在一起。事實
上，我們的一切體驗都基於造作。你之能夠覺察你的色、受、想、行、識[身體、感受、辨識、思
維構造、意識]——所有這些蘊: 爲了能在當下體驗到它們，你必須把一種潛勢，造作成一個實際
的蘊。你把色的潛勢造作成一個色的實 際體驗，把受的潛勢造作成一個受的實 際體驗，等等。
這個造作的成分，在任何時候都存在於背景之中。它就像大爆炸的背景嘈音，那股嗡嗡之聲在整
個宇宙到處持續不絕。造作的成分是一直存在的，它塑造著我們的體驗，它的存在如此一貫，以
至我們把它忽略掉了。我們覺察不到自己正在做什麼。 
        你在禪定中嘗試做的，是把事件拆開，使得你能看見內心正在進行著的元造作，也就是你每
時每刻正在制造的業。我們令心寂止，不是單爲了有一個美好、休閑的地方呆著，有一場舒適的
體驗來安撫我們緊綳的神經。也許它是禪修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另外那個部分是，看清正在
發生什麼，親見人的業的潛力: 我們一刻不停地都在做什麼? 在這個“作”當中，包含著一些什麼潛
勢? 接下來，我們應用這個對人的業的理解，看一看在解卸不善巧業[行動]所生的無謂的苦迫上，
我們能夠走多遠。 
        禪定時，把這一點常記在心，是十分重要的。要記得: 我們在這裏是爲了理解人的業，特別
是自己的人的業。否則我們一邊坐在這裏，一邊希望什麼也不作，只等什麼超大銀幕式的體驗來
頭上重擊一下，或者什麼美好、放光的合一感在內心湧現一番。有時候，那樣的事件可能不期而
來，不過如果它們來時，你不懂得是怎麼來的，爲什麼而來，就不那麼有用了。它們令你休閑一
陣子，驚奇一陣子，接著就走了，你就得面對想要它們回來的欲望。當然，沒有理解，多少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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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使它們回來。 
        你不可能完全放下人的業，除非你懂得了業的本質。這一點極其重要。我們都願意認爲，自
己可以簡單地停作、停作、停作，事情就會沉靜下來，安定下來，對空性開啟。然而那樣做，與
其說是禪定，更像是失神。禪定當中，的確存在著一個“停止”的成分，一個“放開”的成分，然
而，除非你懂得自己正試圖停止的是什麼，放開的是什麼，你不可能真正把握。因此，要警惕這
一點。當你離開一場良好的禪定時，不可簡單地起身，回到廚房，喝一杯可可，然後回去睡覺。
要觀想方才你作了什麼，理解其中的因果效應，看看把心領入定境的過程當中，自己究竟造作的
是什麼。畢竟，修行道是一條造作起來的道。它是終極造作。如佛陀所說，世上一切造作之中，
最高等者即是八聖道。這正是我們現在在走的那條道。它是某種合造起來的東西，除非你看見自
己在作它時的那個合造動作，你是不會理解的。 
        因此，要始終把這點放在你的心裏: 此處你正在做某件事。有時候整個一小時，似乎就用在
把心拉回、拉回、拉回到氣上，簡直令人沮喪。它游蕩開了，於是你再把它拉回來，接著它又游
移了——什麼時候寧靜、安靜才會到來? 是這樣，在它到來之前，你得培養一點理解。因此，你
在把它拉回來時，要試著理解自己正在作什麼。當它游蕩開時，試著理解正在發生什麼，是你作
了什麼，鼓勵它或允許它游蕩出去的。特別是，試著揭開這場來回拉鋸過程當中注入的所有善巧
和不善巧的動機。當你領悟到心是怎樣去去來來的，你就會達到能夠防止它去去來來的地步。同
時，你將會發展出禪修中我們期望的那種洞見: 也就是對諸業的洞見。 
        佛陀說，明辨要求的是，理解內心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造作過程，也就是業[行動]的過程。

業的所有基本構件，就在這裏。這裏有引生業的身造作[身行]——換句話說就是氣[1]。沒有氣，
其它什麼身業也造不了。接下來，有語造作: 尋想和評估[尋與伺]。沒有這兩個因素，你不能夠說
話。再接下來，是心造作: 辨識與感受[想與受]。沒有它們，心造作就沒有構件。這都是最基本的
活動形式: 身、語、意[的造作]。因此，當我們使心與氣呆在一起時，就把那些造作一起都帶到了
這裏。我們專注氣，把思維指向氣，評估氣，覺知標記氣的所有心理標簽，覺知所有來自氣的
樂、痛感。所有基本構件，都在這裏。 
        這些構件不是物件，它們是一些活動。你或者可以把它們叫做基本活動單元。你必須把這些
東西帶到一起，才能使心安定下來。否則它會出去，另外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居住世界，把注意力
從基本活動單元上拉走並希望住進制造出來的那些終產物當中。因此，你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回
到這個層次、這個層次、這個層次，這裏的構造是基本的，你試著善巧地操縱這些構造單元，令
心寂止。這是一種由意志造就的寂止，因此即使在“寂止狀態”，仍然有“作”的成分，不過這是一
種爲了覺知而進行的“作”。我們多數的“作”，是爲了無明，那種“作”出自無明，趨向無明，把我
們的動機掩蓋起來，使得我們忘記爲那個“作”所注入的精力，而單單享受我們“作”成產品的體
驗。 
        有些人以爲佛教是一種體驗的宗教。我們來這裏時，想要得到某種宗教體驗，我們想要一個
解脫的體驗，或者一個寧靜的體驗。不過實際上，法正是爲了帶領我們超越那個不停地生產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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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種種體驗的習慣。爲此，我們必須懂得生產和消費的動作所蘊涵的業的本質，看一看，做一個
作業[行動]的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作”的意思是什麼? 心是怎麼“作”的?　動機是什麼? 爲什麼心
有諸種動機? 這些過程真是愉快的？還是累贅的? 如果我們不必“作”它們，又會怎樣? 我們需要研
究這些事情，我們需要理解這些過程，才能夠到達我們真正想去的地方。如果不理解人的業，就
探索不到人的業的最高境界。你不可能懂得人的業能把你帶到多遠。因此，我們在這裏是爲了研
究，我們在這裏是爲了從自己的業當中學。 
        有關業的這個教導——業是什麼，業能夠走多遠——是佛教特有的。人們可以輕率地說，所
有偉大的宗教都專注那些言語不可描述的體驗。聽起來十分優美，十分友好，十分泛宗教性。然
而，比較一下各個宗教對業的說法——作業的意思是什麼，人的業的潛勢是什麼——你可以看
見，它們之間差別巨大。有些教導說，我們並不真正在行動[作]，有一種外來的力量透過我們在
行動，一切都是前定的。又有教導說，我們的確在行動，然而我們的行爲沒有真正的後果。再不
然，有的說我們在造就真樂方面，有許多限制，因此需要某種外來力量的幫助。我們不能把這些
各自不同的業力教說，籠統地堆在一起，然後假裝它們的分歧無關緊要。事實是: 它們各不一
致。它們對立牴牾。它們相互妨礙。 
        這就是爲什麼，早期佛教徒堅持說，業的教導是佛教獨立於其它教派之處，是人們必須對之
作出選擇、采取立場的關鍵問題。這也是爲什麼，佛陀的最後遺言是，我們必須審慎。他沒有對
空性或涅磐作什麼美好的老生常談，以結束他的傳法生涯。他要我們審慎——也就是，重視我們
的業，把它的重要性隨時牢記在心。 
        因此，你必須作出選擇的地方在這裏: 你是打算把希望寄托在哪個業的理論上? 當你歸依三寶
時，你需要承諾的就是它: 行動的教導，業的教導。歸依不是一種溫吞、含糊、膽怯的逃避。它
是對你的種種選擇和種種動機，承擔起全部的責任。你打算隨你的業走多遠? 你願意挑戰極限到
什麼程度? 這些問題，我們都得自己作答，沒有人能夠把答案強加於我們。不過，只要記住: 佛陀
說過，人的業，有可能達到業的終止——換句話說，到達一個心的緯度，那裏最終不再有任何動
機。他說，那是最高的幸福。當然，我們可以把該指稱只當成歷史上的一樁趣聞，或者，我們也
可以把它當作對自己的一場挑戰。我們自作選擇。 
        最最起碼，當你在這裏坐禪，而事情進行得不順時，不要怪罪天氣。不要怪罪時間。直接看
你正在做什麼。看你必須對付的那份原材料，還有你把它塑造作成靜態的技能。從佛教觀點來
看，那份原材料來自諸種舊業。它是你手頭的原材料這件事是不可改變的，不過，你可以把那份
原材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塑造。那個選擇的自由是始終存在的。因此，如果你的禪定進行得不順
利，審視你的諸種動機，看看可以改變什麼。審視你的諸種辨識，審視你在心裏提出的問題。作
實驗。靈活改變。看看是什麼造成不同效果。 
        進展良好時，要試著善加維持。看看怎樣才能把那股良好感進一步展開。這就是正精進。就
是在這裏，我們會直接遇到動機的成分，業的成分。如果你在這坐著抱怨禪定如何不順利，那是
你的選擇: 是你選擇了抱怨。是否那是最善巧的作法? 如果不是，那就試點別的。你總有那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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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進展良好時，你總有選擇自滿的自由。如果你自滿起來，它會把你引向何處？你可以選擇對
那些構造單元操縱得過多、過少、恰好。種種選擇都在這裏。把這點牢記在心，是很重要的。否
則我們會發現自己陷於某個窘境，卻想不到什麼出路，因爲你不清楚存在著的種種可能性的分佈
範圍。 
        那些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認知，要盡量保持它的活力，使得禪定的“作”成爲一種善巧
的“作”，而不只是亂動。你觀察，你審視，你研究這個問題：“有一個動機[意志]是什麼意思？怎
麼才能看見我的諸種動機的果報？它們在那裏顯現果報？”它們既在你的心態當中，也在你的氣
當中顯現果報，因此就看這裏，就在這裏作調整。 
        即使你不在有意識地思考人的業的本質，隨著你的調氣，試著使心住於氣，試著使氣成爲心
的一個善居處，你對自己的諸業，也將獲得大量的了解。你是在人的業的基本元素這裏攪和。就
像一個小孩在鼓搗一把吉他：如果他觀察敏銳，過了一陣，瞎鼓搗就會轉變成音樂。你對氣的處
理觀察越敏銳，你的攪和將越能夠變成一個啟明的過程。 
(根據1993年8月19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MN44 : 『出入息屬於身，縛於身，故稱出入息爲身造作[身行] 。尋想與評估[尋與伺] 之後口發言語，
故稱尋想與評估爲語造作[語行] 。辨識與感受[想與受] 屬於心，縛於心，故稱辨識與感受爲心造作[心
行] 。』 

最近訂正 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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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入定很容易；有時候，它很難。不過無論難易，我們必須保持心的平穩。容易時，
不可自滿。如果你自滿起來，禪定就會松弛，就像車上的螺絲松了一樣。過一陣，它們開始格格
作響，然後就掉落下來。另一方面，如果禪定不順利，不要煩惱。對付這兩種情形的首要原則都
是保持心的平穩。要有一種極其明顯的觀察者——也就是心裏只在觀察發生什麼的那個部分——
的感覺，盡量與那個部分認同。 
        阿姜蘇瓦特曾經提到過，自己最初親近阿姜曼時，心似乎到處跑。常常在坐禪時，想這、想
那，又不敢告訴阿姜曼，怕阿姜曼會說什麼。不過後來他意識到:“我是來學的。”於是他就去見阿
姜曼，看有什麼建議。 
        阿姜曼的回答是這樣的:“起碼你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比起根本不知自己散亂要強。”接著他援
引了念處經: 當心散亂時，覺知它的散亂，算是一種念。 
        阿姜蘇瓦特對那一課的理解是恰如其分的。他懂得阿姜曼並不是在誇他，只是給他一些安
慰，給他一些鼓勵。意思並不是他修得還可以，而是提醒他，那不算是最糟的，他還在禪定，這
比起根本不禪定要強。 
        人們經常發生這種情形: 禪修進行得不順，他們就說:“哎，今晚不是禪修的好時光。我不如停
下。”不禪定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哪怕修練不愉快，堅持坐完一段糟糕的禪修，也強過不修。
禪修過程當中，也許到了某個時刻，你會終於明白過來，在那裏看見了過去從未看見的東西。這
就是爲什麼那股觀察者的感覺如此重要。 
        經典中提到過那種對他或她的禪定主題把握良好的人，其中所用的比喻是，一個坐著的人正
在觀察一個躺著的人，或者一個站著的人正在觀察一個坐著的人。換句話說，你把自己放在比正
在發生的事略略高一點的地位，進行觀察。你退後一步，從更好的視點觀察正在發生什麼，從而
懂得心在哪裏失去平衡，審視你正在做什麼，思考可以換什麼別的做法。 
        究竟爲什麼禪定進行得糟糕？是缺了什麼？阿姜放有一次曾經建議，記住阿姜李在方法二當
中列出的七個步驟，接著對照你的禪定，看看缺了什麼。如果你七個步驟齊全，心肯定會安定下
來: 念住，牢固，寂止。因此，查一查缺了什麼。你是否不清楚呼吸的長度？你是否不清楚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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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舒適？你是否沒有傳播那股舒適的氣感？你是否沒有給心和氣在體內一個安歇的地方？這樣
一路檢查下去，發現哪個因素缺失，試著彌補。 
        不過再說一次，爲了這樣做，你需要那股觀察者的感覺，就是那個一直在觀察，對正在發生
的事不焦躁、不給帶走，而只是站在完全中立的位置上觀察的那部分感覺。你做到這樣觀察時，
那麼即使一場糟糕的禪定也不算徹底失敗。你把它作爲一場挑戰。今晚的禪定與昨晚相比可能略
有不同。昨晚進行得比較順利，不過今晚一開始，情況似乎不那麼順利。你不因之慌亂，只是
問:“這是身體方面的問題嗎？是氣有什麼毛病嗎？是能量層次有什麼毛病嗎？你是否太狂躁？太
抑鬱？”許多不同的因素可能在這裏發生作用，或者是心的因素，或者是身的因素。如果你的能
量層次過低，可以改變呼吸方式，給自己補充能量。如果你的能量層次太躁動，可以換一種令你
安靜的方式呼吸。 
        試著使你的觀察盡量敏銳。許多時候，禪定質量不同，問題是出在細節上、出在小事上。如
果你不注意細節，光做一遍動作，你會漏失許多。盡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也許你却錯過了重要的
東西。試試一絲不苟地把每一個部分仔細過一遍，試著深入觀察，密切觀察。 
        泰語中有一個詞，thii，用來形容梳子的密齒、柵欄的板條等任何一系列物事的那種靠近
性。它也用來形容無線電訊號的頻率。頻率越高，出現間隔就越近。因此，要使你的那一系列念
住動作，那一系列警覺動作，極其綿密，不出空檔。否則，如果你留下許多空檔，心裏就會有充
裕時間讓那塊帷幕落下來。後臺員工可以改變背景，等到帷幕再次拉起時，你已經到了另一個地
方。不過，如果你的念住如此綿密，他們就沒有時間放下帷幕。如果在他們改變背景時，你看著
它發生，那就摧毀了否則會把你載走的那種幻覺。 
        因此，凡是禪定當中發生什麼時，都要停下來，檢查一下:“那個觀察者現在哪裏？”——換句
話說，就是指心的那個能夠只觀察而不被事件左右的部分。我們如此習慣於住在心的那個被事件
不停地推來推去的部分，以至於後退一步，住到任何東西推不動、觸不到的那個部分裏，反而像
是背叛。心的內部那個角落總是存在的。因此，試著找到它，熟悉它。學會使它成爲你的立足基
點，使得無論發生什麼，你會如實明見。你會明見因果關係。那就把你放到了可以用你的才智作
出改變的位置，你可以調節這裏、調節那裏，試試這個、試試那個。即使嘗試的東西沒有成功，
你已經學到了東西。你已經知道那個辦法在這裏行不通，這個認知是值得的。 
        如果你采取這樣的態度，那麼無論禪定如何順利，如何糟糕，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根據1993年8月5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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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nglish we have a very limited vocabulary for 
describing how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 We 
feel “tingly” or we feel “heavy.” We have ants 
crawling on our skin or butterflies in our 
stomachs. There are not that many words, and 
nothing really systematic. This is where the 
Buddha’s teaching on the properties is helpful.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way of categorizing the 
feelings you have in the body—how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along with a sense of what you 
can do with those feelings. This teaching also 
gives you a very clear sense of how much your 
present input shapes the way you experience the 
body, and an immediate, very visceral way of 
using that present input to balance things out, to 
make the body an easier place in which to settle 
down.

英語中，形容從身內感受身的詞彙極其稀缺。
我們有麻刺感，我們有沉重感。我們有蟻爬皮
膚之感，胃中蝶動之感[1]。詞彙不那麼多，也
沒有真正的系統性。正是在這方面，佛陀有關
元素[界，屬性]的教導就十分有益了。它爲身內
的覺受——也就是從身內體驗身的感覺——提
供了一個系統的分類方法，同時使你領悟到對
那些覺受可以如何應用。這套教導還使你明
見，你的當下輸入，在如何塑造你對身的體驗
上，起著多大的作用，同時也爲你提供了一個
直達、親歷的方法，利用當下的那種輸入，達
到[元素的]平衡，使身體成爲易於定居之處。

The texts list the properties as six: earth, water, 
wind, fire, space, and consciousness. It sounds like 
medieval chemistry. We’d do better though, to 
look at these properties as ways of categorizing 
the sensations that make up the way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 The earth sensations are feelings 
of heaviness or solidity; water would be cool 
sensations; fire is of course warm; wind is the 
motion back and forth; space is the feelings of 
emptiness; and consciousness is the property that’s 
aware of all these things.

經典上共列出六種元素[2]：地、水、風、火、
空間、意識。聽起來像是中世紀化學。不過，
我們最好把這些元素看成是從身內對身之諸覺
受的歸類法。地即是沉重、堅硬感；水則是清
涼感；火當然是暖熱感；風是來回的動感；空
間是空性感；意識是覺知所有這一切的那個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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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behind these properties is that they get 
provoked. In other words, as they get emphasized, 
as some incident strengthens them or kicks them 
into action, they get stronger. On the external 
level, natural events occur when the external 
properties get provoked. Floods come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water property; huge fires or 
intense heat,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fire 
property; huge winds,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wind property. Interestingly, the texts also 
attribute earthquakes to the wind property. This 
means that wind refers not only to the wind in the 
air, but also to the motion down in the earth. 
Apparently earth was the only property that wasn’t 
provokable, on the external level at least, but it 
would move when the wind property got into the 
act.

元素理論認爲，諸種元素是可以被激發的。換
句話說，隨著它們被倚重，隨著某些事件把它
們壯大或者把它們猛然發動，它們就強大起
來。外在層次上，當外元素被激發時，就會發
生自然界的事件。水災來自水元素的激發。大
火或強熱，來自火元素的激發。狂風來自風元
素的激發。有意思的是，經典上把地震也歸因
於風元素。這就意味著，風不僅指空中的風
動，也指地內的動態。地似乎是唯一不可激發
的元素，至少在外在層次，不過當風元素參與
時，它也會移動。

Whatever we may think of these concepts as ways 
of describing external events, they’re a very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internal events, 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as sensed from within. Classically, the 
internal properties are used to explain disease. 
Giddiness or lightheadedness is a sign of too much 
wind property, a sign that the wind property has 
been provoked. With fever, of course, the fire 
property has been provoked. A feeling of lethargy 
or heaviness in your limbs is a sign of too much 
earth property.

不管我們對這些概念作爲外在事件的描述方式
有什麼想法，它們對觀察內在事件，觀察從內
部體驗到的身感來說，是十分有用的。在古
代，內元素被用來解釋病理。頭暈眼花是風偏
重的癥象，是風元素被激發的癥象。發燒當然
是火元素的激發。四肢無力或沉重，則是地元
素偏勝的癥象。

These are things you can play with in your 
meditation. That’s where the teaching really 
becomes useful,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see how 
the way you focus on the body has an impact on 
how you perceive the body, how you actually 
sense the body. We think of sensations as being 
primary, the raw material,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experience, but there are conscious 
decisions being made that precede the sensations. 
Look at the teaching on dependent origination. 
Sankhara, or “fabrication” is way down there, 
prior to the sensations you feel in terms of form, 

這些東西是你在禪定中可以操作一番的。這套
教說正是在此處真正顯其有用，因爲它讓你看
見，你怎樣專注身體，會直接影響你怎樣辨識
身體，以及你怎樣實際地覺受到身體。我們以
爲覺受是原生的，是未加工的材料，是體驗的
基本構件，然而，先於這些覺受，你已經在作
種種有意識的決定了。看一看十二因緣的教
導。 Sankhāra——造作，早早先於你在色、受
等方面的覺知，已經在那裏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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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and so forth.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fabricate the body? If 
there are feelings of tension in the body, 
sometimes that’s a sign of too much earth 
property, so you can think of the breath.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e start with the breath. It’s the 
property that’s most easily manipulated—
classicallyit’s called the kaya-sankhara, the factor 
that fashions the body. It’s also the property that 
most directly works through tension. Wherever 
there’s a sense of tension, focus on it and see if 
you can get a sense of gentle, healing motion 
going through it. The potential for motion is there, 
simply that the percep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tension has blocked it. So you can consciously 
decide that you’re going to perceive motion there. 
Give it a chance to happen, and the potential for 
motion, the potential for movement through that 
part of the nervous system, will get strengthened, 
will get aroused—which may be a better way of 
translating the word that I just translated as 
“provoked.” The breath-potential gets aroused. 
When your awareness of the breath is aroused or 
heightened, it can move through that sense of 
blockage.

因此，你打算怎樣造作身？如果身內有緊綳
感，有時那是地元素偏勝的征象，因此你可以
觀想氣。這是我們禪修從觀氣[風，呼吸]出發的
原因之一。它是最容易操縱的那個元素——經
典上，它叫做 kāya-sankhāra——身造作[身行]，
塑造身體的因素[4]。它也是最直接地消解張力
的元素。哪裏有緊綳感，你就定在那裏，看是
否能夠使一種溫和的、修復性的動性［氣］穿
過它。動性[氣］的潛勢是在那裏的，只不過促
成緊綳感的那個辨識把它給堵住了。因此，你
可以有意識地決定，你打算在那裏辨識動性
[氣]。給它一個發生的機會，那麼動性［氣］的
潛勢，穿過那部分經絡系統的移動的潛勢，將
會被強化，將會被喚起 [aroused]——比起我剛
才用的“激發” [provoked]，這個譯法可能更好。
氣的潛勢被喚起。當你對氣的覺知被喚起或者
說提昇時，它就可以穿透那股堵塞感。

When you’re feeling giddy or manic, you can 
think of the earth property to settle things down. If 
there’s just too much frenetic energy in the body, 
you can think of your bones being made of iron, of 
your hands and feet weighing a ton. Wherever you 
have a sense of solidity in the body, focus on that 
and try to magnify it. You find that your choice of 
the image you’re using, your purpose in choosing 
it, will really affect the way you start sensing that 
part of the body. Then you can take that sensation 
and spread it out, connecting it with other 
sensations of solidity in the body. The potential for 
solidity is always there.

當你感到暈眩或狂躁時，可以觀想地元素，使
那些感覺平靜下來。如果體內有太多躁亂的能
量，你可以觀想自己的骨胳由鐵質構成，你的
手腳有千斤重。凡是體內有堅硬感的地方，要
專注那裏，試著把它放大。你會發現，你所用
的形象，你選擇那個形象的目的，真的影響你
怎樣開始感受到那個部位。接著，你可以把那
個感受，傳播開去，與體內其它地方的堅硬感
連接起來。堅硬性的潛勢，一直是在那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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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re feeling depressed and weighed 
down, think of lighter sensations, of the breath 
giving a lift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When you’re hot, think of the water property. 
Focus on whatever sensations in the body are 
cooler than the others. Really keep your focus 
right there, and think “water, water” or “cool, 
cool.” You’ll find that other cool sensations in the 
body will appear to your awareness. The potential 
for them was waiting, simply that they needed the 
element of present intention to highlight them.

當你感覺抑鬱、重壓時，可以觀想比較輕的覺
受，可以觀想氣把身體各個部分提昇一下。你
感到熱的時候，可以觀想水元素。專注凡是體
內比較清涼的地方。要把注意力真正定在那
裏，一邊想“水，水”，或者“涼，涼”。你將發
現體內的清涼感會對你的覺知顯現出來。它們
的潛勢伺伏著，只是需要那個當下動機的成分
把它們彰顯出來。

When you’re feeling cold, focus in on warmth. 
There will be some part of the body that’s warmer 
than the others, so focus in on it. Think of the 
warmth staying there and spread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other warm sensations will get 
aroused.

 

當你感覺寒冷時，就專注暖熱。身體一定有某
個部位比其它部位更暖，因此就專注那裏。觀
想那個熱性呆在那裏，並且傳播到身體的其它
部位，那裏的熱感將會給喚起。

You can do this at any stage in the concentration, 
although it’s most effective when the breath is 
still. At that point the body feels like a cloud of 
mist, little points of sensation, and each little 
sens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ny one of these 
four properties. When your sense of the body is 
reduced to what the French would call pointillism, 
it’s a lot easier, simply with a thought, to 
emphasize either the heaviness or the lightness, 
the movement, the warmth or the coolness of those 
sensations, the sensation-potentials you’ve got 
there. This way you accomplish two things at 
once. On the one hand you balance out the body. 
Whenever one type of sensation feels too 
oppressive, you can think of the opposing 
sensation to balance it out. On the other, you start 
seeing the role of present intention in your 
awareness, in your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moment in a very visceral way.

你可以在定的任何階段這樣做，不過在氣寂止
時最有效。那時候，身感像一團霧，一團細小
的覺點，每個小覺知都有成爲這四種元素之任
一的潛勢。當你的身感還原到法語所說的 
pointillism——“點彩”時[5]，要想只用一個意
念，來強化諸身感之中的重性或者輕性，動性
或者暖性、涼性，做起來就容易多了，那些覺
受潛勢你那裏已經存在著。這樣你同時成就了
兩件事。一方面，你平衡了身體。任何時候，
你覺得某一種覺受過於壓抑，你可以觀想對立
的那個覺受，使之平衡。另一方面，你在以一
種極其切身的方式體驗當下的過程中，開始看
見當下的動機在你的覺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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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ings grow very still and balanced in terms 
of these four properties, with this mist of potential 
sensations that can go in any direction（any kind 
of sensation?）, you can also focus on the space 
between the points. Realize that the space is 
boundless. It goes through the body and out in all 
directions. Just think that: “infinite space.” Stay 
with the sensation of infinite space that comes 
along with the perception. The potential for it is 
always there; it’s simply that the perception 
arouses it. It’s a very pleasant state to get in. 
Things seem a lot less solid, a lot less oppressive. 
You don’t feel so trapped in the body.

 

當這四元素達到極其寂止、平衡，存在這股可
以朝任一[身感的]方向轉化的覺受潛勢之霧時，
你也可以專注那些點之間的空間。你要意識
到，那個空間是無邊界的。它穿過身體，朝向
各個方向。你就觀想：“無限空間。” 定在隨著
那個辨識而來的無限空間感中。該潛勢是一直
在那裏的；只不過那個辨識把它喚起了。進入
這個狀態裏是極其愉悅的。那裏似乎堅硬感弱
了許多，壓抑感弱了許多。被困在身內的感覺
也不那麼強了。

Ajaan Fuang once had a student, an old woman, 
who started practicing meditation with him when 
he was getting ready to leave Wat Asokaram. 
After he left, she had to practice on her own for 
quite a while. One evening, when she was sitting 
in meditation with the group in the meditation hall, 
a voice came to her and said, “You’re going to die 
tonight.” She was a little taken aback, but then she 
reminded herself, “Well, if I’m going to die, the 
best way is to die meditating.” So she just sat there 
and watched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as the 
body dies, to se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here was 
an actual sensation of the body beginning to fall 
apart. “All of the various properties were going 
their separate ways,” she said, “like a house on 
fire. There was no place in the body where you 
could focus your awareness and have any sense of 
comfort at all.” So for a moment she felt lost, but 
then she remembered, “Well, there’s the space 
property.” So she focused in on the space 
property, and all that sense of the house on fire 
suddenly disappeared.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infinite space. There was always the 
potential to go back to the body. (This is 
something you’ll notice when you’re at this point 
in your meditation: There are the spots that could 
provide a potential for the form of the body but 

阿姜放過去有個弟子，是一位老婦人，前來開
始跟他學修禪定時，他正在准備離開阿育王
寺。等他離開後，很長時間裏她不得不自己修
練。有天晚上，她在禪堂與大家共修時，有一
個聲音來對她說，“今晚你會死。” 她有點喫
驚，不過，她接著提醒自己，“ 好吧，如果要
死，最好是死在禪定當中。”於是她就坐在那
裏，觀察身體死去時發生什麼。真有一種身體
開始破散的感覺。“各種元素都各自分開，走自
己的路，”她說，“就像一座著火的房子。身內
沒有一處可以讓覺知安定下來，得到舒適
感。”於是，有一陣子，她不知所措，不過接著
她想起來：“噢，還有空間元素。”於是她就定
入了空間元素，所有那些房子著火的感覺突然
消失了。有一股極其強烈的無限空間感。回到
身體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你的禪定達到這
個程度時將會注意到這一點：有些部位可以提
供體形的潛勢，不過你選擇不專注那裏[6]。而
是專注它們相互之間和四周的那個空間感。伴
隨著它的是一股無邊無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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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hose not to focus on them. Instead you focus 
on the sense of space in between and all around. 
There’s a sense of boundlessness that goes with it.

When she came out of meditation, of course, she 
hadn’t died. She was still alive. But she had 
learned an important lesson, that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in the body you can always go to space. 
Even though it’s not Awakening, and it’s not the 
unconditioned, still it’s a lot better than being 
immersed in turmoil along with the properties in 
the body.

她出定時，當然沒有死去。她還活者。不過她
學到了重要的一課，當身內的情形實在糟糕
時，總是可以去空間。即使它不是覺醒，它不
是非緣起，它仍然強過住於身元素，沉浸在混
亂之中。

So the properties provide a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the potentials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ey also 
make it easier to get to that sense of awareness 
itself that you read about so much in the writings 
of the Thai Ajaas. Once you’re with infinite space, 
drop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see what’s left. 
There will just be a perception of knowing, 
knowing, knowing, which takes its place. You 
don’t　have to ask, “Knowing what?” There’s just 
awareness, awareness, or knowing, knowing.

因此，諸元素提供了一個觀察潛勢的有用方
式。它們還使我們更容易達到泰國導師們的文
字當中如此頻繁提到的那個獨立的覺知。一旦
你住於無限空間後，你可以放開“空間”的辨
識，看看剩下什麼。那時只會有一種知，知，
知的辨識。你不必問“知什麼？”只有覺，覺，
或者說知，知。

Once you’ve got everything divided up into 
properties like this, you’ve got the raw materials 
for gaining insight. The terms of analysis may 
initially seem strange, but once you get a visceral 
sense of what they’re referring to, you’ll find them 
extremely useful. They not only give the mind a 
good place to settle down in the stillness of 
concentration, but they also help you gain insight 
into the way perception shapes your experience of 
the body, shapes your perception of what’s going 
on here in the present moment, seeing how 
fabricated it all is. You’ve got potentials coming in 
from past kamma, but you’ve also got the element 
of present choice, which becomes extremely clear 
when you analyze things in this way.

一旦你達到以這種方式把一切歸分爲諸元素
時，你就有了證得洞見的原材料。這些分析詞
彙可能最初看起來怪異，不過，一旦你切身領
會到它們指的是什麼，你將發現它們極其地有
用。它們不僅給心一個定止下來的好地方，而
且還幫助你洞見辨識如何塑造身感，如何塑造
你對當下正在發生之事，使你懂得所有這些何
以都是造作的。你有來自舊業的潛勢，但你也
有當下選擇的成分，那種選擇在你用這個方式
分析時，就極其明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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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went to stay with Ajaan Fuang, he 
had me memorize Ajaan Lee’s Divine Mantra: six 
passages dealing with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For 
a long time it seemed very foreign to me until one 
night I was chanting the passage on the property of 
consciousness and Irealized that it was referring to 
the awareness that’s right here. This awareness. 
Right here. When this realization hit, it was as if a 
huge iceberg in my heart suddenly melted. I 
wasn’t dealing with some outside, foreign frame 
of thinking; instead, it was something extremely 
direct, immediate, right here and now. That was 
when I began to get a sense of why Ajaan Fuang 
had asked me to memorize the chant, why he 
wanted all of his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ir 
presen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properties.

我最初去跟阿姜放修習時，他要我把阿姜李的
《神聖咒文》[7]背下來：那是關於各種元素的
六個段落。有很長一段時間，它對我來說似乎
毫不相關，直到有一個晚上，在持誦意識元素
那一段時，我意識到它指的是就在此處的覺
知。就是這個覺知。就在此處。意識到這點
時，仿佛我心裏的一塊巨大的冰山突然融化
了。我在持誦的不是什麼外在、無關的思維框
架；反之，它是某種極其直接、緊接、就在此
地此刻的東西。那時候，我才開始懂得爲什麼
阿姜放要我背誦這段誦文，爲什麼他要他的所
有弟子都從元素的角度思考他們的體驗。

So keep this mode of analysis in mind. Try to get 
some sense of it as you put it to use, and you’ll 
find that it’s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practice. As 
with all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aching is what you do with it, and what it 
does for you in help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how 
stress and suffering are created in the present 
moment—and how you don’t have to create them, 
if you pay attention, if you work at these skills.

因此，把這個分析模式記在心裏。在應用它
時，試著領悟它，你將發現它對修持極其有
用。一如佛陀的全部教說，它的重要性在於你
用它做什麼，它在獲得苦的洞見方面能幫助你
做什麼——也就是怎樣幫助你看見，苦在當下
是如何被造作起來的，你又如何不需要造作
它，假若你用心觀察，假若你修練這些技能。

(根據2003年3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胃中蝶動: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習語，尤指因懼怕而神經緊張，胃有微動欲嘔之感。 
[2]人的六元素的分析: 見中部MN140。  
[3]十二因緣: 據自說經Ud1:3: 『......以無明爲緣［先決條件］，來造作[行]。以造作爲緣，來意識。以意
識爲緣，來名色。以名色爲緣，來六處［六種感官媒介］。以六處爲緣，來接觸。以接觸爲緣，來感
受。以感受爲緣，來渴求。以渴求爲緣，來執取／維持。以執取／維持，來有。以有爲緣，來生。以生
爲緣，則老，病，死，憂、哀、痛、悲、慘來運作。這就是這若大一堆苦迫的因緣。』此處是說，造作
排在第二，早於意識、名色、感受等。 
[4]身造作: 據中部MN44:『出入息屬於身，縛於身，故稱出入息爲身造作[身行] 。尋想與評估[尋與伺] 之
後口發言語，故稱尋想與評估爲語造作[語行] 。辨識與感受[想與受] 屬於心，縛於心，故稱辨識與感受
爲心造作[心行] 。』 
[5]pointillism: 西洋美術後印象派的點彩法，利用原色獨立小點的不同分佈構造出各種色調的印象，觀者
眼和心的辨識會把色點混合起來看成各種色調。例圖見網絡維基百科同名詞條: http://en.wikipedia.org/
wiki/Pointil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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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專注體形的潛勢: 據尊者對筆者的解釋，這是指只把它們當成點，不把點連成線，也就是，不添加
『體形』的辨識。 
[7]阿姜李的《神聖咒文》: 阿姜李在引言中說，寫這本書的目的是：『作爲修法者的一個淨化途徑，因爲
此處給出的誦文會給背誦者帶來利益，因其與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的事件直接相關。平常，我們一旦
出生，便都住於六元素之中。這些元素是被我們自己的業，善業惡業，帶到一起的，既然如此，這些元
素對住於其中的人們，可能帶來大量的困難，就像一個孩童可能給父母不停地造成麻煩一樣。因此重複
此誦，就好比滋養和訓練孩童，使他健康成熟；當小孩健康成熟時，父母就可以休息、放松了。重複此
誦，就好比用一首美好的歌曲 Buddhaguṇa――憶念佛陀的功德——來滋養孩童，引它入睡 ......
Buddhaguṇa――佛陀功德――的力量，可以對每個人的諸元素施加影響，淨化它們，給它們賦予 kāya-
siddhi――身成就[身悉地]，就好比一切物質元素相互之間每秒鐘都在施加引力一樣......』

最近訂正 2-10-2009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6Properties2.htm (8 of 8) [12/31/2010 10:41:40 PM]



坦尼沙羅尊者-觀察

[首頁] >> [林居傳統]

凝視的平穩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Steadiness of Your Gaze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進入禪定的位置是不太難的。首先，使身體就位：腰背挺直，面向前方，閉眼，兩手置於腿
根。 
        接下來，使你的心就位：只專注氣。氣就在這裏。你不需要花太多工夫到處找就可以找到。
難的是使心在那個位置上不動，維持一股平穩的覺知。那是需要一些工作的，因爲心習慣於不平
穩。它習慣於到處跳。它覺得到處跳有某種娛樂價值。對同一件事物感到無聊了，於是就跳到什
麼新的事物上。 
        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自由就體現在那裏：他們可以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不過，你真正
追究一下，那樣跳來跳去，究竟得到多少幸福？一旦跳到了某件事上，你知道自己還得跳到另一
件事上，接著又是別的事。因此，不管著落到哪裏，你會發現自己立即緊綳起來，准備接著再
跳，這就使心一直處於一種緊綳狀態。 
        因此，禪定時，我們給它一個良好、堅固的地方呆著，接著提醒它：你可以呆在這裏。你不
需要跳。那樣，心就可以開始松弛大量的張力，還可以真正融入禪定對象[所緣]。你專注氣時，
要與氣合一。你專注身時，要讓你的覺知與身合一——不是隨時准備跳到別處去的覺知，而是滲
入身體、飽和一切、一直到達你的手指腳趾的覺知。 
        正是你的凝視的平穩性，將會幫助那些東西在這裏，在當下相互滲透，相互匯合。因此，隨
著你跟氣呆在一起，要試著使你的凝視——也就是你對氣的專注——盡可能平穩，盡可能連續。
你的專注越連續，你越看見，事件是怎樣真正連貫、真正相關的。如果你的凝視不平穩，結果你
會在想象中連接事件。 
        這就像是玩連點成線的遊戲。這裏有一點點覺知，那裏有一點點覺知，別的地方還有一點，
至於它們的間隔當中在發生什麼，你並不確定。不過你會猜，於是你就自作主張地連起線條，把
那幾個點變成一只鴨子，或者一架飛機。那些線條是否真正符合實情，那些點是否真是鴨子的一
部分，還是飛機的一部分，還是根本屬於別的東西，你並不真正知道，因爲你沒有在那裏。你跑
到別處去了。多數人對世界的知識就是這樣構造起來的：它是一場連點成線的遊戲，裏面沒幾個
點，卻有很多線。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Gaze2.htm (1 of 3) [12/31/2010 10:41:42 PM]



坦尼沙羅尊者-觀察

        因此，我們禪定時，是在試著擦去所有想象出來的線條，使覺知本身，成爲連接事物的線
條。佛陀之所以證得覺醒，是因爲他看見了因和果，並且看見了它們是怎麼連貫起來的。此是，
則彼是。由此的昇起，來彼的昇起。那就是他描述覺醒的核心洞見之一的方式。他直接看見了這
些東西的連貫過程，因爲他的覺知是連貫的。 
        因此，我們藉著與氣呆在一起，來發展這股連續、連貫、平穩的覺知。如果你發現自己松懈
了專注，要馬上回來。 
        開始時，我們的覺知就像是音樂裏的樂句：一個樂句，接著是一個休止，再來一個樂句，再
接一個休止。但是，你在禪定中要做的，是發展一種不帶樂句和休止，而是連續、連續、連續不
停的那種覺知，就像是氣連續不停一樣。 
        呼吸動作也許存在一種節奏，但是在出入息之下，另外還有一個層次的氣能連續存在著。它
就像是體內一種背景雜音。要使你的覺知連續起來，那就是你要專注的地方：就是這股背景能
量。有時你在入息與出息之間、在出息與入息之間的停頓當中注意到這股身體的能量。呼吸動作
略略停頓，然而身內仍然存在著能量，讓你知道身體正坐在這裏。它不會完全消解。 
        你越多地調入這股更精細的能量，就越少需要把出入息當作你的專注處。出入息變成只是一
個更大的氣能場的一個側面，那個氣能場開始變得越來越靜止，越來越靜止，因爲你往下到達了
另一個層次。你已經調入了另一個層次，它更加連續，它可以作爲洞見的基礎。當你的覺知連
續，你的氣連續時，你就一起呆在那裏。那就是我們修練的方向。 
        因此，試著對覺知當中哪怕最細微的空檔敏感起來。不要等心已經離開了氣，然後才覺察
到。有時你可以感到覺知裏的一個攪動。某樣東西想動。或者是情形不如先前那麼有趣，或者是
這個那個的原因，心開始松懈一點點，還沒有真正移到別處。要學會探測到那一步。接著修練
氣，修練你的專注，使得你能夠避免那種在微微攪動後離開的傾向。 
        這就是爲什麼，氣的舒適是如此重要的緣故。它越舒適，跟它呆在一起就越容易。一旦它舒
適起來，接著你就得警惕心將會失去焦點、失去敏銳的傾向。那就是爲什麼我們練習把氣能，傳
播到全身，同時覺知身體的各個部位，藉此使自己即使在情形舒適起來時，保持警覺與警醒——
因爲禪定時，我們是在這裏工作，不是單爲了發呆或者來點兒放松。 
        我們松減了張力，使心更舒適地呆在當下的目的，是爲了它在當下有工作必須要做。它有事
情必須弄明白。它必須弄明白它爲什麼在造苦，究竟它是在哪裏造苦。佛陀曾經強調過業和動機
的問題，因此我們要找找，看心裏有些什麼動機在那裏使我們受苦? 爲什麼我們看不見它們? 爲
什麼我們覺得那些選擇是如此必要，甚至忘記它們是選擇? 
        這就是我們必須弄明白的一些大問題。把它們弄明白的唯一辦法，就是連續地定在這裏，因
爲那些選擇往往是在我們跑到別處時留下的覺知的那些空檔、縫隙當中作出的。實際上，覺知有
一個縫隙或者空檔時， 那就是心裏將要作出某個選擇的征兆。心就是用這種方式欺騙自己，把它
的選擇全部隱藏在屏幕後面。 
        因此，當你覺察到那個想離開的傾向時，要記住: 某個重要的事件正要發生。如果你不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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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看，就會錯過它。不要服從你已經服從了誰知道多少次的老習慣，讓心對自己隱藏起重要的事
件。究竟是什麼使它不好意思? 是什麼使它羞於對自己顯示? 是什麼它試圖否認? 當你從一股平穩
安適感出發時，就比較容易探索這些事情，而不是逃走了。 
        因此這個平穩性是十分重要的。它允許你看見否則看不見的東西。它一路耕犁過去，消滅覺
知裏的那些空檔，心把種種事件隱藏在其中，不讓自己看見，而且，它[平穩性]瞄准心裏的那些
大問題直接觀察: 爲什麼心給自己造苦? 爲什麼它以一種不必要的方式給自己造苦?  
        在三相[三辨識]的語境裏，佛陀的確指出，任何造作的東西都是苦，但是在四聖諦當中，他
主要專注的是執取和渴求之苦。渴求導致執取，而對五蘊的執取[五取蘊]是 他對苦迫的基本定
義。我們必須對付的就是它。因爲那個部分的苦迫是不必要的。一旦把它處理好了，那麼世界上
的其它苦就不是問題了。 
        那麼，這個執取是什麼? 這個渴求是什麼? 我們是怎樣，又是爲什麼把它對自己隱藏起來? 我
們怎樣才能學會看穿它? 是無明允許這些東西在心裏發生。對付無明的唯一辦法是盡可能平穩、
持恒地維持你的覺知。 
        這就意味著，保持你的覺知的平穩不單是一個修定的問題。它是讓明辨昇起的基礎——因爲
你就在這裏，當你就在這裏觀察正在發生什麼時，你不可能看不見。問題是，我們時常不在這
裏。我們的凝視被挪開了。我們的注意力溜到了別處。 
        因此，要連續瞄准氣觀察，瞄准氣觀察。不要讓任何其它東西把你的專注拉走。 
(根據2001年3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 3-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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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去，作禪那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Go, Do Jhana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聖典有許多段落提到，佛陀——在解說修行道或講到聖道修行的急迫性之後——要比丘們回
去禪定。他說: “看，那裏有樹樁。那裏有空居處。去禪定 [meditate]。不要以後追悔你們不曾禪
定，不曾修練。”對於去禪定 [to go to meditate]，他的用詞是 jhāyati ——去作禪那 [to go do 
jhana]。 Jhāyati 是巴利文 jhāna 的動詞。它與另一個動詞同音異義，那就是“燒”，猶如一簇火平
穩地燃燒。巴利文當中有許多關於“燒”的動詞——表達烈火灼燒的詞，表達悶火熏燒的詞——不
過，表達如一盞油燈那樣平穩燃燒的動詞，就是 jhāyati。同一個動詞也被用來表達“作禪那”。隨
著你修定，你試著使心以清潔、明亮的火焰，平穩地燃燒。上下顫動的那種火焰，是很難用來閱
讀的，然而一簇平穩的火焰，就可以伴著你清晰地讀書了。爲了讓你可以讀心，那就是你要嘗試
發展的素質。 
        怎樣才能造起那簇平穩的火焰? 有兩種心的素質是基本的。一個是尋想[尋]，另一個是評估
[伺]。你把思維指向譬如氣這樣一個特定的主題。連續地提醒自己與氣呆在一起。接著，你評估
它。氣進行得怎樣? 你在那裏感到氣? 入息時，是些什麼覺受讓你知道它正在進入? 出息時，是些
什麼覺受讓你知道它正在出去? 那些覺受舒適嗎? 如果舒適，讓它們繼續。如果不舒適，你可以
改變。這就意味著，你可以專注身內任何一處正在清晰地告訴你:“現在氣在進來，現在氣在出
去”的地方。注意你是如何維持那個專注的。那個地方可以舒適地連續專注嗎? 那些覺受本身舒適
嗎? 如果不舒適，你能對氣做什麼來改變嗎? 如果它們確實舒適，你能使它們更舒適嗎? 這一切都
屬於評估。你就是這樣開始修禪那的。 
        有些人把這個過程歸爲奢摩他或者說止的修持。不過佛陀本人說，正確地作禪那，需要兩種
素質。一個是奢摩他，也就是止; 另一個是毗婆奢那，也就是觀[洞見]。換句話說，止與觀共同構
成了我們正在作的這個修持的兩個側面。並且佛陀建議你做到兩者平衡。因此，並不是你只修
止，然後把它放下，去修觀。不過許多人是那麼想的，因此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需要多少止
才能作觀?”該問題在聖典中從來沒有討論過，因爲他們不是從那樣的角度看的。他們把止和觀看
成是同一個修練過程的兩個側面。兩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你會發現有時一方先於另一方昇起，有
時兩者一齊昇起，不過理想情形是，兩者相互促進。如果你有其一，缺其二，就必須加強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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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方，使得兩者達到平衡。 
        奢摩他這一側面與尋想[尋]密切相關。怎樣使你的尋想平穩? 怎樣使你的心平穩? 怎樣使它安
定下來，對它的所緣[的把握]獲得自信? 這主要是一個使心舒適，同時又維持足夠的警醒和覺知，
使你不至於模糊的問題。爲了使它舒適，你必須對當下正在發生什麼敏感起來。這一點極其重
要。你跟氣呆在一起時，要盡量與那些覺受直接呆在一起，注意它們的良好程度。你是不是可以
定住進去? 一旦你定入其中，怎麼繼續呆在那裏? 要做什麼才能維持它? 
        這就是評估[伺]——它是觀開始出現的地方，因爲假如沒有一點觀，你會開始失焦。定不僅
僅是一個意志力，一個強迫自己呆著不動的問題。它必須還有某種領悟。你之能夠發展定，憑借
的是評估氣，評估你的專注，看看需要調整什麼，心才能安定下來，呆在那裏，呆在那裏，連續
呆在那裏，不游蕩開去。 
        隨著心更趨平穩，接下來你就可以放下評估，讓心只與所緣融合在一起。它就是那樣進入更
高禪那層次的。不過那不意味著你已經把評估徹底做完了，只不過它變得更加精細。隨著你試著
使定更加牢固，更加連續，試著使心在任何時刻都保持那股定，你仍然得處理諸種擾動。你使心
進入一個良好、堅固的定境，接著，等它牢牢地住在那裏時，退後一步，評估其中仍然存在的細
微擾動。就是在這裏，你的評估功力可以用來處理觀的深度問題: 造作——就是這些來來去去的
擾動——該怎麼看? 該怎麼探索? 怎樣用觀來看? 怎樣看見它們是苦? 當一個想法來到心裏時，你
能只把它看成一次苦，而不管那個想法的內容嗎?  
        這裏面有幾個步驟。首先，看見那個想法是無常的。它來了，又去了。它是一個擾動。第
二，看見這個擾動是苦。把你的分析只放在那個層次上: 苦的昇起，苦的消逝。不要管那個想法
是什麼。只說: “這裏來了某個苦。我要管它嗎? 不管，它是苦。”那樣就比較容易避開它， 比較
容易保持心的專注，比較容易防止自己的卷入。當你看見它是非我時，就不需要參與進去; 不需
要與它認同; 不需要把它承擔起來了——這也意味著你不需要把它推開。如果它在那裏，就讓它
呆在背景裏。你越快把它看成是一次苦，就越容易告訴自己: “我不需要去那裏。”隨著你對這樣
做更加熟練起來，你可以幾乎不給它時間形成一個連貫的想法。 
        當某個想法昇起時，我們有一種想往裏探看的傾向: “這是什麼?”假如看不出門道[意
義]，“那，怎麼才能看出它的門道[意義]?” 我們越來越涉入，把它拿起來，把它變成一個可識別的
想法，一個聰明的想法，把它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想法。不過，如果你只把它看成一次苦，越來
越早地看見它，你就會讓它作爲一個愚蠢的想法，放開它了。下一次，你讓它只作爲一個半成形
的想法，放開它。你讓自己不需要朝裏看，不需要把進入心裏的每件事都給弄明白。這就使心更
容易保持專注了。 
        至於怎樣探索這些造作: 你探索它們是善巧還是不善巧。不是所有思維都是無用的。有些是
有用的，十分有用，但有它們的時間和地點。與氣相關的思維對你的當下的目的是有益的。其它
事的思維——昨天做了什麼，明天打算做什麼——是無用的。此刻它們是不善巧的。由於我們如
此習慣於思考、熟練於思考，當下的善巧做法是，專注學習怎樣才能熟練於除了氣之外不想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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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此，要尋想氣。畢竟，氣本身是一種造作，是你應該抓住的一種造作。 
        因此，並不是當你看見諸事怎樣是苦、是無常，就一下子把它們全部放開。首先你必須專注
於維持那些善巧的，放開不善巧的。如果你有困難擺脫某類不善巧的思維時，可以學著分析它，
看它會怎樣把你領到你實在不想去的地方。 
        就像我們剛才持誦的那段身隨念。它在對治淫欲方面是有用的。當你發現自己專注淫欲時，
要提醒自己: 你如此激動的那個對象，究竟是什麼? 它是你真正想要的東西嗎? 你真想去淫欲把你
引向的地方嗎? 如果你運用那段誦文的看法，就會更傾向於說: “喔，不想去。”那個淫欲會消退。
因此，那種思考是有用的。等它的任務完成後，你可以把它放在一邊。回到氣上。 
        因此，引昇洞見的問題是這樣一些問題: 一是怎樣不認同你的思維。接下來二是，既然你不
需要認同，那你對它們怎麼辦? 你就觀察它們何時有用，何時無用。這樣，你可以懂得，雖然你
也許不想認同任何造作，但有些造作卻是構成聖道的一部分。那些造作，是你應該助長的，因爲
它們是善巧的。它們最終會把你引向超越造作。這是洞見的一部分。那些使心保持寂止、使心繼
續追求善巧的造作，是你應該助長的。 
        因此，這場使心平穩、保持靜止平穩的火焰繼續燃燒的修練，要求止與觀兩者具備。當然，
一旦心安定下來，觀也會精細起來。止也會更加有力。 
        以這種方式，禪那的修練既有賴於止，也有賴於觀，它一步一步爲更精細的止和更精細的
觀，造就起因緣。它們都是一起的。你要把它們理解成心的不同傾向或者說素養，但是盡量不把
它們看成完全分立。你不需要擔憂: “什麼時候修觀? 什麼時候修定?” 它們都一起來。接下來問題
變成: 如果你開始注意到心裏有一種不平衡，怎麼把它帶回平衡? 你如果思維過多，以至於它正在
熄滅你的定，就把思維放下一陣子。如果你的定呆滯起來，要學會用幾個問題探它一探。在尋找
平衡的嘗試中，你發展出對心的敏感——這就是明辨的基礎。 
        禪那修練的整個目的就在於此。它不是爲了炫耀:“哎，我已得第三禪。你才得第二禪。”或
者:“我在八天內通過了所有八禪。你怎麼樣?” 那不是目的。目的是，令心足夠平穩，足夠持久，
使得它能夠看見。當它看見時，它就能夠放開。當它放開時，它就自由了。修持就是爲了這個目
的。那就是佛陀說“去，作禪那”的用意。它包含了修心的所有側面。 
(根據2004年7月17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二集》) 
中譯注: 
[1]PTS巴英辭典中，巴利文動詞 jhāyati 的義譯包括meditate/contemplate/think upon/brood over。 聖典英譯
者多把 jhāyati  譯成meditate，坦尼沙羅尊者則譯成 go do o jhana/practice jhana，即『作禪那』/『修禪
那』。據尊者對筆者的解釋，英文詞meditation 既可以對應 bhāvana，亦可以對應 jhāna。 Bhāvana一般指
四無量心的修習，見於佈施、持戒、修心 [bhāvana]這三種福德業的闡述。對應 meditate 的巴利文動詞，
佛陀用的是 jhāyati。尊者認爲巴利經典中沒有證據說明 jhāyati 是修練的泛稱[generic]，而是指修禪那，
而禪那的修習包含著止與觀這兩個側面。古漢譯的『禪』，即是梵文 dhyāna [禪那]之音譯，但現已泛指
佛教修心或與佛教相關的事物。因此就meditate/meditation的中譯，如對應的是佛教其他修心法門或泛
稱，筆者采用『禪修』、『修練』等譯法。如對應的是 jhāyati/jhāna，則倾向於用『禪定』。 阿 姜李、
坦尼沙羅尊者的開示中提到的meditate/meditation——筆者傾向於譯成『禪定』，因爲作者本意即是指以
修定入門、定占重要部分的修練。筆者同意坦尼沙羅尊者的解釋，止與觀的修練並非涇渭分明，兩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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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用阿姜查的說法，止和觀如同一根棍子的兩頭，拿起來時，兩頭都起來了。用阿姜李的說法，
就好比走路時兩只腳都要走。 

最近訂正 9-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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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阿姜蘇瓦特曾經常說，入定就像入睡——只不過你不睡著。那就是需要竅門的地方。換句話
說，怎樣把心帶入寂止，但仍然保持清醒? 
        入定基本上分三階段進行。開始時，是普通的、日常的定層次。它叫做“刹那定”: 就是讓你
聆聽事件、記憶事件、讀一本書然後把讀了些什麼記得有條有理的那種定。那種定是我們都有
的，它持續一刹那[瞬間]或者一系列的刹那。你也許會發現自己在溜開、回來、溜開、回來，不
過至少有足夠的連續性，使你能夠記得。 
        當你修專注氣，專注“佛陀”，或者其它禪定所緣時，就是以那種定爲起點的。你會發現心溜
了開去，不過你把它領回來。它溜開去，你領回來。存在一種節奏，就好像音樂: 你彈奏一個樂
句，接著停頓一下; 再彈一個樂句，再停頓一下。不過有足夠的連續性，使那些樂句得以構成較
大的一整段。嘗試與氣呆在一起時， 一開始也是這樣的。你也許連續呆上幾口氣，就溜開了，比
如是在入息與出息之間、或者出息與入息之間，接著重新開始。這是正常的。重點是，你要不停
地回來、回來、回來。 
        隨著你操縱這種定，就會開始意識到爲什麼存在停頓了。這個層次的定，不能抵擋不樂、厭
倦、或者疼痛——任何負面的、或者不愉快的東西。哪怕有最細微的不樂，它就被推倒了。心因
此而失焦。這就是爲什麼，從定的這個階段進到下一個階段的方式，是學會怎樣准確地解決不適
感。你不需要從大痛出發，只要解決你在氣中感覺到的細微不適感。也許它略略過長、過短、過
深——等等。你學著調整它，你學著解決它。那樣就給你自信。你不必怕這些東西。出現一點不
適，你可以解決它。這樣讓你的定更加連續起來。 
        這就把你帶到了下一個層次，它叫做“臨界定”、“近行定”或者“鄰近定”。它就在真正入定的
附近，不過還沒有到達。這個地方心達到相當的平靜，不過在這個階段，它很容易失焦。如我前
面所說，刹那定的毛病是，它不能抵擋不樂。不過近行定的毛病是，它不能抵擋樂。碰上真正的
喜樂時，它就失焦了。心平常就是那樣的。它太習慣於放松下來就入睡，於是就放開了[所緣]。
有視相傾向的人，在這個狀態會看見視相。沒有這個傾向的人，照樣發現他們很容易朦朧起來。
他們落入了阿姜放稱作癡定—— moha-samādhi——的境界: 事情安靜、愉悅、寂止，但是你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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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哪裏懵然不覺。 
        因此，這個階段重要的是，讓心在這股愉悅裏作工。就像修刹那定時，你把注意力直接放在
解決問題——就是心不能應付痛或不樂的這個毛病上——這裏的問題是心有不能應付樂的這個毛
病，因此你就專注樂。這就是爲什麼阿姜李要你把氣傳遍全身的緣故: 既給你工作在這股愉悅裏
做，同時又擴大你的參照框架。平常，隨著你越安定下來，氣越微弱起來、精細起來，它就越來
越難以跟蹤。因此，你需要擴大你的參照框架，把整個身體包括進去。哪怕出入息的氣寂止下
來，那[指參照框架]也是你可以跟蹤的。 
        在身內操縱氣，有許多方式。一種是，連續定在你一直專注的同一處，然後把覺知感——也
就是你的覺知範圍——擴大，使得它包容全身。接著，你允許氣作調整，使得它感覺良好，在全
身盡可能良好。另一種方式是，一節、一節地巡視身體，在每一個節段裏調整氣能，使它感覺愉
悅，接著讓所有節段裏的那股愉悅感連通起來。這樣，你就習慣於操縱樂感了。 
        這是佛陀教導的突出特點之一。他不把痛或樂本身作爲目的。它們各有其用。痛到來時，你
對它作什麼? 樂到來時，你對它作什麼? 與其簡單地受苦或者享樂，你學會操作這些東西，使它
們能把心領入一種更深層次的定。在你操縱那股樂感，擴大你的覺知的過程當中，心如此全副投
入其中，它不能作其它事。就仿佛你把它的手腳釘在了地板上，它只能呆在那裏。或者換一個比
喻: 溜到過去未來的那個心必然是一個十分狹小的心。好像它需要穿過一個狹小的管道才能去未
來、過去。不過，當心擴大到這個程度時，它就下不去那個管道了。它給卡住了。如果它要去，
必須得縮小。 
        因此，隨著你以這股擴大的覺知坐在這裏——定在一處，但填滿全身——你是真正安止在當
下。這就是爲什麼這第三層次的定叫做“安止定”的緣故。從那時起，你要作的，只是維持那個狀
態，學會維持你在那裏的平衡。氣將會寂止——有時看上去幾乎停止了。就讓它停止。你不再需
要出入息了，因爲大腦所用的氧氣減少了，並且你正從毛孔 [ pores，氣孔]中得到所需要的全部氧
氣。記得電影《金手指》裏的那個金色女人嗎? 記得她爲什麼會死? 因爲金漆蓋住了她的毛孔，
她不能透過皮膚得到所需的氧。這是說，有許多氧氣來自皮膚。因此氣停止[從氣管的]出入時，
不要擔憂。你需要的氧氣已經足夠了。身體可以充滿著覺知，寂止下來。這就是了。這就是既不
被樂也不被痛所阻擋的那種定。它是你要達到的定。你之所以達到這裏，既是通過放開其它思
維，也是通過對氣的極其專注。 
        這就是入定不同於入睡的地方。你睡著時，事情寂止下來，接著你徹底放開，放開你所有的
念住、所有的警醒，如經典所說，挪到另一個“有”的舞臺。不管入睡時心裏碰巧顯現出來的那些
小小的夢世界是什麼，那就是“有”正在發生，它通常是在近行定這個狀態。 
        因此，你必須修練過關的就是這個。學會不讓那股樂、那股安適給沖走。告訴自己: 有工作
要作。這是需要技能的。如果你不善巧，在操縱樂的過程中就可能造起苦痛，心不願安定下來。
不過繼續一次又一次地練，過了一陣，你將會發展出技能來。你作你的工作，不過是在樂中作。
隨著你用但凡引生果報的方式，操縱身內的這股能量感，你構造出一個更舒適的安住之處。阿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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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給出過一些建議，不過你注意到，在開示當中，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談論氣能。人人鹹宜的氣
的構想方式是沒有的。 
        因此，自己去探索，自己解決問題。畢竟，你定入的是你的身體。你聽過這些指南，得到某
些啟發，不過你還得運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創意、自己的觀察力，才能懂得身內的能量究竟是
怎樣地舒適或不舒適，你在哪裏可以充分擴大舒適的部位，讓一切傳播開來，使那股舒適全部連
通。接著，你學會怎樣住在那裏。 
        不要以爲住在那裏只是在乾等，等到你被許可修觀。正是在學習住於定中的這個技能的過程
中，你發展出觀所需要的心理素質——因爲你會對心裏哪怕最細微的思維造作，越來越敏感起
來。你學會看穿它們，不給帶到它們那些小小的世界中去。那正是把造作如實看成造作所需要的
技能。這就好比那個古老的手指指月，然後把它轉回來的禪宗故事: 你不是要看月亮，你要看那
個手指——因爲是手指在欺騙你。它把你指離它正在做的事。不要看你的那些想法把你的注意力
往哪裏指，而是把它們簡單地看成是造作。 
        因此，發展定和觀的所有重要工作就發生在這裏: 先學會對付痛，再學會對付樂，使心能夠

以一種寂止、牢固、極其警醒的方式安定下來，不管發生什麼。  
(根據2005年4月14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 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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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對觀身體作爲禪定主題有很多抵觸。他們有的人抱怨說、自己已經有一個不佳的身體形
象，爲什麼還要專注它的負面? 有的人說，觀身體是對身體培養惡感的方式，因此是一種不健康
的心態。有的人說，自己對身體不那麼執著，爲什麼還得專注它? 或者他們會提到佛陀對一些比
丘建議觀身體，然後進入森林度過數月的故事。那些比丘對自己的身體觀到如此憎惡的地步，他
們開始自殺，又有的雇了殺手把自己殺掉。佛陀從森林中出來時，發現僧團人數比先前減少許
多，於是召集剩餘的比丘，告訴他們改修觀呼吸。有些人就舉這個例子，證明觀身體是一種不健
康的修練。90; 
        不過，人們抵制這種修練，這事本身就說明它是何等重要。它具有威脅性，因爲它直接觸及
我們執取的核心。世界上沒有比自己的身體我們更對之執取的了。這就是人們有那麼多借口不想
專注這裏的緣故。 
        如果你不專注這裏，將會發生什麼? 你將繼續維持對身體的深度執取。它是不會自行消失
的。有些人以爲能夠藉著直接解決他們的自我感，把這個執取過程短路掉，他們以爲切斷了自我
感，就不需要觀身體了，因爲他們的修練觸及更深、直達根柢。不過，執取就像是藤蔓: 除非你
抓住最近的一根枝幹，逆向追蹤，否則是找不到根柢的。除非你已經在自己日復一日、分分秒
秒、最突出的執取處——就是在身體這裏——審視過了，否則是不能夠真正觸及我執之根柢的。
身體發生一丁點事，你都忍受不了。一丁點餓、一丁點渴、過熱、過冷，都會讓你爲之奔走。一
丁點小病，你就跑去找藥。如果那不是執取，什麼是? 
        因此，我們在這裏審視是重要的。否則我們會執取身體將會給我們帶來的苦痛。我們都知
道，它會衰老、生病、然後死亡。如果你不覺得苦迫將會來臨，那就去和一些老邁的人、重病的
人、瀕死的人度過一段時間。看看他們在承受多少苦。兩周前我回到我父親家裏時，每天幫著做
那件必做的事，替我父親翻身，好讓我的繼母爲他換尿片。她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得以看見一
個帶著褥瘡的衰老病體是什麼樣子，一個老化的身體是怎樣運作，怎樣出故障，當住在身體內的
人和照顧他的人，對這具身體如此無助時，它帶來了多少的苦。我也看見，衰老而未曾修心會是
什麼樣子。那個時候的心，已經徹底失控，因爲隨著身體的衰弱，精力也減退了。那些沖進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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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念頭，如果你沒有發展出對付它們的力量，就可能奪取控制權。 
        接下來，還有衰老帶來的一切屈辱。人體的設計仿佛就是爲了破壞我們可能擁有的任何驕傲
感。別人得爲你擦臀，別人得爲你翻身，不管過去有什麼隱私感，現在都給扔到了窗外。小便失
禁，大便失禁。一切失去控制。對這些事作觀想是一件好事，它不是爲了發展憎惡感，而是爲了
看見這樣一種身體狀態的普遍性，看見爲了維持這個身體付出了多少精力，那些精力到頭來又流
往何處，從中發展出一股厭離感。如果你從那裏尋找喜樂，那是找錯了地方。整個觀想的目的就
在這裏。如果你不趁著現在健康強壯時學會放棄你的執取，隨著身體虛弱起來，隨著身體衰老起
來，將會越來越困難。 
        因此，我們在觀身體時，需要發展一股淨信感，一股置信感。如果你不極其，極其仔細地觀
察它，是不可能克服你對身體的執取的。我們執取它，原因是沒有仔細看。這就是觀三十二身分
的目的所在: 從元素角度觀想身體，因爲它不過就是這些東西。你這裏有什麼? 只有身元素。風，
或者說能量。火，暖熱性。水，清涼性。還有地，堅硬性。它們屬於你嗎? 不是的，它們都是世
界的一部分。如常言所說: “來自塵土，歸於塵土。”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隨著喫，攝入元素，
隨著排便，逐出元素。等到我們死去時，就得放棄整個身體，它都變回了元素。因此，你打算在
那裏的什麼地方找到真正的幸福? 你對它付出那麼多精力之後，這個身體對你忠實嗎? 有些時
候，它服從你的指揮，但有很多時候它不聽你的。當它開始衰老、生病、死亡時，並不尋求你的
許可。你爲它付出那麼多的精力，想它也該對你表示一點感恩，但它不會。那不是它的天性。是
我們一直在操縱這個東西。聖典裏的一個比喻是身體作爲一具木偶。我們把提線拉一陣子，接著
提線斷開了。零件破損了。對身體發展出一股離欲感和不熱衷感，發展出一股厭離感，是件好
事，這樣當它破散時，我們不會也跟著破散。 
        我們如此經常地念三十二身分，那個誦文簡直自動化了。你可以誦它一遍，卻不知道你在講
什麼。因此，停下來，對三十二身分的每一部分，一個一個的專注過去。隨著你往下念那串名
字，停下來，觀想每一部分的形狀。從頭髮開始，體毛、牙齒、皮膚、肌肉。隨著你審視每一部
位的視相，同時要試著領悟那個部分在你身體內部的確切位置。當你觀想皮膚時，要意識到，它
把你的整個身體全部裹住了。你的四周，每個側面都是皮膚。肌肉到處都有，裏面的核心是骨
胳。各部位挨個看過去，直到碰上一個真正令你震動、擊中要害的部位。提醒自己:“喔，是的，
這身體裏面還有這麼一個東西。”它實在令你感到何等不協調。一天二十四小時，你都有一副
肝、一只膽、一根大腸。你來來去去一直帶著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是不管哪個給你一
種“這個身體何等異常、惡心、不淨、古怪”的部位，不管哪個你覺得有助於這個修法的部位。看
你自己爲了照料它，付出了多少，結果得到的就是這些。 
        我們不是在講身體的壞話，只是在如實觀察它。最終要學會的是，不帶執取，單把它當作一
個工具 ，不過爲了對治那個執取，你必須朝反方向走相當遠，才能抵制所有那些誇大、所有那些
你已經習慣於對自己兜售的圓滑的廣告性口號: 它有多重要、它有多基本、仔細照料它會得多少
好處、練那麼些瑜珈、給它鍛煉、飲食養生。你可以做所有這一切，它還是會衰老、生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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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當人們發展出體內一股光感時，阿姜放喜歡教給他們的禪定技能之一是讓他們觀想自己在那
個光之中。有時候他們甚至不需要用意念就能達到。那個形象會自動出現在光中。他們可以看見
自己就坐在自己的面前。接著他會說，“好，觀想那個身體五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接著十年、十
五年、二十年、一直到你死去。你死去時，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 接下來，如果你保存著它，等
死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那時它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 七天後，把它火化。看著那
個焚燒的火焰。接下來，還剩下什麼? 只有骨灰。除了一把粉末，你什麼也沒有了。”  
        “接著，它就給吹走了。”然後他會讓他們把這個電影倒過來放，把整個東西再組合起來，直
到回到當下，再與”你現在擁有的這個身體，不可避免地正在朝你剛才看見的方向走去”的現實連
接起來。 
        所有這一切的利益是，當你對身體存在絲毫的癡迷時，這個觀想有助於把它直接斬斷。於
是，對理想身體的追求，任何“別人也許會衰老，我要做瑜珈。我要飲食養生。我不會和他們老
的一樣快”的想法: 你看見它是何等癡迷，何等無效。這不是爲了鼓勵不照顧身體，只是要你警惕
任何圍繞它堆造起來的任何癡迷，使得你在老、病、死來臨時，更有准備。 
        這樣觀想的另一個原因，是爲了問你自己: 老、病、死將要來臨——你是否已證得它們到來
時能夠不苦的心態? 如果沒有，你還有多少時間? 你不知道。那麼現在就去修。當你有提早結束
坐禪的催促感時，記得問: 你將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修? 你是否已經到達想去的地方? 畢竟，我們
的故事都終結在此。老、病、死: 這就是一切歸結之處。你必須准備好。否則老來你會躺在床上
滋生幻覺——看見角落裏有奇怪的狗，院子裏有人在自殺——因爲你衰老的事實，你瀕死的事
實，對你來說沉重得不能夠想它，沉重得不能夠面對它。心開始把事件堵在外面。當它那樣把事
件堵在外面時，就趨向致幻。它試圖盡量逃離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是逃不開。它們就在那裏。
你把自己陷住了。唯一脫離這個陷阱的辦法是，下掘到心的內部，拔除你的執取。那就是你的希
望所在。 
        當佛陀指出事物的負面時，從來不只停留在那個負面上。它是爲了把你指向不死。它是爲了
作爲警示而提醒你: 事態就是如此，你打算作什麼，才能面對那種狀態保持安樂? 那種時刻，只有
不死才能給你一個安穩的依止。我們願意認爲生命將會劃上一個美好的休止符，那時候松散線索
都會收攏，種種事端俱有結局，就像電影或小說的結尾一樣，不過事情不是那樣發生的。一切分
崩離析。諸事是不會自行聚攏，圓滿結局的。生命臨近終點時，隨著諸事朝各個方向離散，存在
著一種巨大的不和諧。那就是身體的終結方式。 
        接下來的問題是: 心是否也將以同樣方式離去? 我們是有選擇的。我們的機會在此——就是這
場修練——因此我們觀想身體不美的一面，爲了發展出厭離感，爲了鼓勵自己修練、深掘下去。
如佛陀所說，浸滿於身的念[身念處]，如果你作得正確，最終把你引向不死。如果你作得不對，
像那些比丘那樣發展出一股憎惡感，那麼——如佛陀對他們建議的那樣——就回到氣上。那將會
幫助他們驅除那股憎惡感，如同雨季的初雨驅散了熱季裏充滿著空氣的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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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不意味著你可以停止觀身體了。它只是意味著你必須學會善巧地修它，使那股厭離
感常在，激發出一種淨信感，它將會你一些安慰，給你提供逃脫，使得——如經文中所說——即
使你在病中，仍然安樂，即使你在衰老，仍然安樂，即使你死去，仍然安樂。不過，由於我們對
身體的執取如此強烈，我們需要下重藥對治它。觀身體不是你偶爾作一兩次的修持。它是你必須
反復練習的業處。你必須不停地回到這個主題上來，因爲它是唯一保持你的清醒、唯一提供真正
解脫的主題。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抵制這個修練，審視一下那個抵制，看它究竟是什麼。通常是一種僞裝起
來的執取。問題不是出在身體; 問題是在執取，不過爲了對付執取，你必須專注執取緊緊抓住的
那個對象。當你真正看著它時，就會看見，身體實在沒有什麼，它不值多少，然而，你的執取卻
圍繞著它，構造出如此多的敘事如此多的欲望。 
        因此，這個禪定主題是你需要隨時放在手邊的，因爲這些執取隨時以各種方式出現。你要准
備好對付它們，制服它們。隨著身體繼續自行其道——這裏勞損、那裏勞損、生這個病、生那個
病——你將可以有備以待。 
        在泰國，人們有一個葬禮時印書的傳統，每一本書的開頭，通常會有一段簡傳，是關於這個
福德所回向的對象的。泰國有許多最好的佛法書籍，就是在葬禮上印發的，所以你讀這些書時，
免不了看一看那些傳記。它們的模式是一樣的。這個人本來過得不錯，有一個快樂的家庭，有妻
子、丈夫、孩子，等等。接著他或她就開始生某種病，也許是一點腎病、肝病、也許是心臟病。
起先不太嚴重，醫藥控制住了，不過後來它就越來越慢性，越來越麻煩，最後醫生束手無策。他
們只好兩手一攤，盡管盡了全力，那個人還是死了。 
        說來令人反諷: 人心往往傾向於覺得:“哎，那是他們。反正我是不同的。”不過你沒有什麼不
同。看看你自己: 看見你周圍的所有人。什麼病將會把你旁邊的那個人擊倒? 什麼病將會把那邊那
個人擊倒? 他們體內已經有什麼病，終究會把他們擊倒? 你的體內有什麼病? 那個[病的]潛勢始終
存在著，在那裏運作。 
        我在曼谷坐公車時經常修練的一種觀想是，提醒自己: “這輛車裏的所有人，將來都有一場葬
禮。這個人會有一場葬禮，那個人會有一場葬禮，那邊那個人會有一場葬禮。他們人人都會遭遇
到，我也一樣。”說來有趣: 也許你以爲這種觀想是悲觀的、悲哀的，但並非如此。它令人解脫。
它使人人平等。你不會糾纏於喜歡這人、不喜歡那人，擔心生命裏的這事、那事。你知道一切將
歸結於死亡。那個思維使你能夠自由地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比如整個執取的問題。 
        要試著把這個修練看成令人解脫的，因爲它就是如此。如果你體會到那一點，就會發現，你
從中得益越來越多。如果你對觀身體持正確態度，它會助你達到很遠。即使在老、病、死之中，
在老、病、死帶來的所有那些屈辱、痛苦、困難之中，它可以提供許多的自由，因爲它給你指出
正確的方向，指向內心自由的那個部分。 
        我在阿姜蘇瓦特去世前不久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提到，自己的大腦開始發生故障，給他帶
來種種奇怪的辨識。但他加了一句: “不過，我藉著禪修得到的那個東西，它一直沒有變; 它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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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這就是爲什麼身體的苦迫沒有給他的心造成重負，爲什麼大腦制造的那些奇怪的辨識不
能夠欺騙他的緣故。他向我們顯示，在衰老、死亡的過程中不苦，是有可能的。當那樣一件事有
可能的時候，你真應當把自己全部努力朝那個方向瞄准。正如一段經誦所說，不要做那種事後追
悔沒有趁自己健康強壯時修練的人。 
(根據2004年3月1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 2-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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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浸於身內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Immersed in the Breath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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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eople think that when the Buddha describes the five aggregates 
he’s describing what we are, but that’s precisely what he’s not saying. 
He’s saying that we’re not that. But the mind does identify with these 
things—sometimes with the body, sometimes with feelings, perceptions, 
thought-formations, sometimes with sensory consciousness, sometime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sometimes all of the above. If you could take a 
movie of the mind’s sense of itself, it would be erratic and mercurial, 
like a reflection on water—slithering here and there, identifying with 
this, identifying with that, shape‐shifting all the time. In changing 
position all the time like this, the mind expends a lot of energ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want to try to do as we meditate is to get it to stay in 
one place, to save some energy. As long as you’re going to have a sense 
of self, keep it solid—rock solid—immersed in the body. 

有些人以爲佛陀描述五蘊
時，他是在描述我們是什
麼，然而，那與他的話恰
恰相反。他是說，我們不
是它。不過，心的確認同
這些東西——有時認同的
是身體，有時是感受、辨
識、思維造作，有時是感
官意識[色受想行識]，有時
是不同的組合，有時是上
面說的全部。如果可以給
心的自我感拍一部電影，
它的樣子會是漂泊不定、
擅變無常，就像水中的倒
影——滑到這裏、滑到那
裏，認同這個、認同那
個，時時刻刻都在變形。
在這樣一刻不停地改換位
置的過程中，心耗費了大
量的能量。我們禪定時需
要試著做的，是令它呆在
一個地方不動。只要你還
有一個自我感，就把它沉
浸在身內，保持它的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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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磐石般堅固。 

Breath meditation is one way of staying immersed in the body. The term 
in Pali is kayagatasati,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And the 
quality of immersion is important. You want to fill the whole body, 
occupy the body, inhabit the whole body, as much as you can. 

出入息念，就是浸於身內
的一種方式。巴利語是 
kāyagatāsati——念浸住於
身內[身念住]。浸住這個素
質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盡
可能地填滿全身、占據身
體、遍居全身。

Where is your observer right now? For many of us, it’s like a weird bird 
perched on our shoulders and peering through our eyes. It watches the 
body as if the body were something separate. But as we meditate, we’re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identifying with that particular observer; we 
want to be an observer filling the whole body. Your feet fill your feet, 
your hands fill your hands. Your entire sense of who you are fills the 
entire body. 

現在，你的觀察者在哪
裏?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
它就像一只棲息在肩膀上
的怪鳥，透過我們的雙眼
在注視。它看身體，是把
它當成某件分立的東西來
看的。不過，禪定時，我
們是在嘗試脫離與那個觀
察者的認同; 我們要做一個
占滿全身的觀察者。你的
腳占滿你的腳，你的手占
滿你的手。你的整個自我
感占滿整個身體。

This puts you in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ecause if you’re leaving big 
gaps of unoccupied territory in your body, other things will occupy it—
different thoughts, different defilements. But if your awareness occupies 
your whole body, other things can’t get in so easily. The image in the 
Canon is of a solid wooden door: a ball of string thrown at the door 
won’t leave a dent at all. Even if things do come in and make a dent on 
the mind, you’re going to know it, you’re going to see it because you’re 
right there. You’re not off in some other corner of the body looking at 
something else. 

這就把你放到了一個有力
的位置，因爲如果你在身
內留下大片尚未占據的區
域，其它東西將會占據它
——各種思維、各種雜
染。不過，如果你的覺知
占據了你的全身，其它東
西就不那麼容易進來了。
聖典裏的比喻形象是一扇
硬木門: 朝那扇門扔過去一
個線團，根本不會留下一
點凹痕。哪怕其它事物的
確進來，在心裏制造出一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Immersed2.htm (2 of 9) [12/31/2010 10:41:50 PM]



坦尼沙羅尊者-浴於氣中

個印象，你也會知道它，
你也會看見它，因爲你就
在那裏。你沒有跑到身體
的另一個角落，去看別的
東西。

So as you focus on the breath, try to get past the idea that you’re in one 
part of the head watching the breath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You want 
to occupy the whole body, bathed in the whole breath. The breath and 
the body should be surrounding your sense of where you are. And then 
you want to maintain that sense of being centered in the body like this, 
filling the whol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as you breathe in, as you 
breathe out.

因此，隨著你專注氣，要
試著克服你在頭部某個位
置看身內其它地方的氣這
個觀念。你要占據全身，
沐浴於整個氣中。氣和身
應該包圍著你的所在感。
接下來，你要維持這樣定
在身內的那股感覺，隨著
你的入息，隨著你的出
息，把你的覺知填滿全
身。

Why? For one thing, this sense of filling the body helps you 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 When the mind goes off thinking thoughts about past 
and future, it has to shrink its sense of awareness, shrink its sense of 
itself, down to a small enough dot so that it can slip into the past or slip 
into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you latch onto the part of the body that 
you use as a basi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or the future, whil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get blotted out. But if you’re filling th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and can maintain that full awareness, you can’t slip off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unless you want to. So this is one way of nailing 
yourself down to the present moment. Your inner hands are nailed to 
your physical hands, your feet to your feet. You can’t move. 

爲什麼? 首先，這股填滿
全身的感覺，幫助你住於
當下。當心跑去思考過
去、未來時，它必須縮小
它的覺知感，縮小它的自
我感，變成小到一個點，
才能溜到過去，溜到未
來。換句話說，你攀附到
體內你用來作爲思考過去
或未來的立足點的那個部
位，與此同時，其它部位
卻被湮沒了。不過，如果
你用覺知把身體填滿，並
且能夠維持那個遍覺知，
就不可能閃入過去未來
了，除非你想去。因此，
這是把你自己釘在當下的
一種方式。你的內在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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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釘到你的身體之手，你
的內在之腳給釘到你的身
體之腳。你就不能動了。

Think of the breath coming into the whole body. Every cell of the body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breathing process, and you’re sitting here in the 
midst of it. This gives your sense of observing self a greater solidity, so 
that when thoughts come into the mind you’re not knocked off balance 
by them. You’ve got a solid foundation. The word they use for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in Pali, arammana, literally means “support,” the idea 
being that your mind is standing firm on something. You’re standing 
here in the body. This is your location. This is where you take your 
stance. And when your stance is solid, nobody can kick you over or 
knock you down. 

把氣想象成進入全身。身
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參與呼
吸過程，而你就坐在其
中。這樣就給你這個正在
觀察的自我，賦予了更大
的堅固性，以至當諸種想
法進入心裏時，你不會給
它們撞得失去平衡。你有
一個牢固的基地。巴利文
禪定對象一詞， 
ārammaṇa [所緣]，它的嚴
格[字面]意義是“支撐”，意
思是，你的心牢牢定立在
某件事物上。這裏你是定
立在身內。這就是你的位
置。這就是你確立定姿的
地方。當你的定姿牢固
時，沒有人能把你踢倒或
擊倒。

It’s like riding on the subway in New York City. The subway sways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nd all around. If your stance is planted just right—so that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either by the acceleration or deceleration of the train or the 
swaying to the left or the riht—you can maintain your balance no matter what. But 
life is a lot more erratic even than a subway train. The things that happen around you
—sights, sounds, smells, tastes, tactile sensations, things that people do, things that 
people say: They can hit the mind with a lot more violence, with a lot more force 
than the wobbling or sudden braking of a subway train. So the mind needs a really 
solid stance. 

這就好比在紐約市乘地
鐵。車廂在那裏前後、上
下、四周搖晃。如果你的
立姿正確——你在車廂加
速、減速、或者左右搖晃
時不會跌到——那麼無論
發生什麼，你都能維持平
衡。不過，生命的多變遠
甚於地鐵的搖晃。周圍發
生的事件——色、香、
味、觸、人們做的事、人
們說的話: 它們撞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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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能會暴力得多、猛
烈得多，遠遠超過地鐵車
廂的搖擺和急刹的力量。
因此心需要一個極其牢固
的定姿。

This is why we work on providing this support for the mind not only 
while we’re sitting here meditating but also throughout theday. Some 
people complain that it’s asking too much of th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vents of the day and to the breath at the sametime. Well, if you’re 
sitting in the back of your head watching the breath in the body and 
watching things outside, it does add an extra burden: You’ve got two 
things to watch at any one time instead of just one. But if you think of 
yourself as immersed in your body, inhabiting your whole body, this 
puts you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You’re standing in the breath, in a 
position of solidity, a position of strength. From that position you watch 
things outside, so that instead of having extra things to do, you’ve 
simply got a better place to maintain your stance. If your sense of self is 
inhabiting one little part of the body, and things come in from the 
outside with great force—somebody does something or says something 
that hits you the wrong way—you can get knocked off kilter really easily 
because your stance isn’t solid. The mind is so used to flitting around 
from one position to another that it’s very easily knocked off balance. 
But if you’re standing, filling your whol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this is your stance, this is your support—then no matter what comes, you 
can keep your balance.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修練
爲心提供這個支撐，不僅
在坐禪的這段時間內，而
且終日不失。有些人抱怨
說，要自己既關注日常事
件，同時又關注氣，太難
了。當然，如果你是坐在
後腦勺裏，既要觀身內的
氣，又要看外面的事物，
的確是額外的負擔: 任何同
一時刻你要看的東西不止
一件，而是兩件。不過，
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浸住
在身內，遍居於全身，就
把自己放到了一個不同的
位置。你定立在氣中，定
立在一個堅固的位置上、
一個有力的位置上。你從
那個位置出發看外面，就
不是作額外的事了，你只
是處在一個維持定姿的更
佳位置上。如果你的自我
感，是住在體內某個小小
的部位，外面的事物帶著
強力沖進來——某人做了
什麼、說了什麼，惹到了
你——你很容易被撞得失
去平衡，因爲你的定姿不
牢固。心太習慣於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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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閃到另一個位置，它
極其容易被撞翻。不過，
如果你立 定，把覺知填滿
全身——這就是你的定
姿，這就是你的支撐——
那麼無論來的是什麼，你
都可以保持平衡。

So try to maintain this sense of inhabiting your body, being bathed in the 
breath, being surrounded by the breath on all sides, not only while 
you’re sitting here but also as you go through the day. Try to maintain 
this quality of being fully immersed in the body, fully aware, fully 
mindful, fully alert. Once you can maintain this stan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n you can start observing the sense of self you’ve created 
here. If your sense of self is flitting all around—first with a feeling, then 
with a perception, then back to a feeling again, then to perception and 
feeling, like those weird amoeba-like shapes that flit across the surface 
of water—it’s hard to observe, to get a sense of, “What is this self? Why 
does the mind need a sense of self?” But as you maintain this one sense 
of self inhabiting the body, immersed in the body,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the breath, it’s there long enough for you to observe it: What’s it 
made of? What’s the form here? Where’s the feeling? Where’s the 
perception? Where are the thought-formations? Where’s the 
consciousness? It’s all right here, relatively still, enough that you can 
really observe it.

因此，試著維持這股住於
身內之感、浴於氣中之
感、被氣全面包圍之感，
不僅在這段坐禪時間裏，
而且隨著你度過整日。試
著維持這個遍浸身內、遍
覺知、遍念住、遍警醒的
素質。一旦你能夠在不同
場合下維持這個定姿，接
下來就可以開始觀察你在
這裏造作起來的自我感
了。如果你的自我感閃來
閃去——先是[認同]某一感
受、然後是某個辨識、然
後回到感受、接著是辨識
連同和感受，就像閃動在
水面上的那些古怪的阿米
巴變形蟲一樣的形影——
那麼“這個自我是什麼? 爲
什麼心需要一個自我
感?”的問題，是很難觀
察、很難弄明白的。不
過，隨著你維持這個遍居
身內、浸於身內、周遭被
氣包圍的單一的自我感，
你就有足夠長的時間觀察
它: 這是由什麼構成的?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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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形色是什麼? 感受在哪
裏? 辨識在哪裏? 思維構造
在哪裏? 意識在哪裏? 它都
在這裏，相對寂止，足以
讓你真正地觀察它。

There are lots of advantages to having a sense of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your sense of self immersed in the body. Eventually you 
take that sense of self apart, but in the meantime you learn how to use it 
so that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by all the winds and currents of the 
world.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by all the currents flowing out of the 
mind either. When they talk about taking the body in-and-of-itself as 
your island, as your refuge, this is what they mean: The current of the 
river flows past, but the island stays solid because it’s deeply rooted. It’s 
made of rock, like Manhattan; it’s not a sand-bar. You’ve got your 
awareness deeply rooted in your hands, in your feet,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your body, not just in your head, not flitting around from here to 
there. You’ve got a large sense of awareness filling the present.

有一股念浸於身內之
感、“我”浸於身內之感，
是有許多好處的，最終你
要把那個自我感拆解開
來，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要學會利用它，使你不被
世間各種風潮撞倒。也不
被外流的各種心流撞倒。
經典中談到以身爲島嶼、
以身爲依止時，就是這個
意思: 河水奔流而過，島嶼
堅固不動，因爲它的根基
深厚，它由磐石構成，一
如曼哈頓島; 它不是一塊沙
洲。你已經把覺知深深地
紮根在你的雙手、你的雙
腳、你的身體的各個部
位，而不是單單住在你的
頭部，不會從這裏到那裏
亂閃。你就有了一個填滿
當下的擴大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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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uts you in a position of strength, which you want to maintain for 
as long as you can. It helps ward off the currents that come flowing from 
outside or inside, and it also allows you to see your sense of self a lot 
more clearly,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where there’s still suffering even 
in this position of strength, where there’s still stress and uncertainty and 
inconstancy. But first you do your best to make it constant. How are you 
going to believe the Buddha’s teachings on inconstancy until you’ve 
found some constancy in your awareness? You push the limits. It’s only 
when you really push the limits that you can gain a true sense of where 
things start pushing back. When the Buddha gave his teachings, he 
didn’t simply ask for people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He said to push 
back inside yourself to test them. 

這就把你放在一個有力的
位置，你要盡可能長久地
維持它。它助你抵擋各種
來自外在、內在的激流，
它也讓你以高得多的清晰
度看見你的自我感，領悟
它是什麼——看見即使在
這個有力的位置，哪裏還
存在苦，哪裏還存在張
力、不確定、無常。不
過，首先你要盡量地做到
使它恒常。你怎麼能相信
佛陀的無常教導，除非你
已經在自己的覺知中找到
了某種恒常? 你要力推極
限。只有你真正力推極限
時，才能真正懂得事情在
哪裏開始反推。佛陀傳法
時，並非是只要人們信他
的話。他說，在你的內心
對它們作反推、作檢驗。

So. Inconstancy, stress, not-self: How do you test those? By creating a 
constant sense of ease in the body, because this awareness has to be 
relaxed in order to last. And you can identify with it, inhabit it fully. It’s 
only in this way that you can push against the limits and see where the 
principles of inconstancy, stress, and not-self will push back even in this 
state of mind. 

因此，無常、苦、非我: 怎
麼檢驗它們? 是藉著在身
內造就出一股恒穩的安適
感，因爲這個覺知必須放
松下來，才能夠持久。你
可以認同它，遍居其中。
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反推
極限，才能看見即使在這
樣的心態之下，無常、
苦 、非我的原則將會在哪
裏反推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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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ork on it first. Remember, this is a skill: taking this stance, 
maintaining this stance, being concentrated in the body, but concentrated 
with an expansive sense of ease so that it doesn’t become oppressive. 
Work at filling th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so that if they were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r sense of self, of the mind’s sense of self, it 
would be like the image in the Canon: a person totally surrounded by a 
white cloth from head to toe. Or like Ajaan Lee’s image of the mantle of 
a Coleman lantern—all its threads bathed in a bright, white, unmoving 
flame. Try to saturate your body with this sense of relaxed but steady 
awareness, and see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不過，首先要修練它。記
得，這是一門技能: 采取這
個定姿、維持這個定姿、
定在身內，然而要帶著一
種擴展的安適感而定，使
它不至壓抑。練習把你的
覺知填滿身體，以至於達
到如果對你的自我感照一
張相，它就會如同聖典中
的比喻形象: 一個從頭到腳
被一塊白布整個包裹的
人。或者，如同阿姜李的
那個汽燈比喻——它的每
根燈芯都浸浴在明亮、色
白、不動的火焰之中。試
著用這股放松然而平穩的
覺知，飽和你的身體，看
看作爲果報 ，將會發生什
麼。

(根据2004年9月1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三集》) 
最近訂正 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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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心勝喜。這是禪定的一個重要技能。佛陀把它列爲出入息念法的一個基本步驟。如果你的
禪修枯燥起來，就會像發動機沒有潤滑油那樣給卡住。因此，你在修持當中，有必要使心保持潤
滑，保持清新。  
        做法有很多。阿姜李講過一個比喻，就像一位家長聽見孩子在哭泣，懂得什麼時候帶他出去
透氣、什麼時候給他玩具、什麼時候喂食。換句話說，你要學會解讀哭泣，看看小孩在幹什麼，
以便了解使孩子轉哭爲笑的辦法。心與孩童極其相似——你必須時常照料它的情緒。 
        辦法之一是，放下出入息念，專注佛陀推薦過的其它幾種憶念: 憶念佛、憶念法、憶念僧。  
        憶念佛陀時，要提醒自己，你正走在一條由一位徹底除滅雜染的人指明的修行道——這個
人，不存在絲毫爲一己之滿足或樂趣而推行什麼的企圖或者意圖。他找到了成功的途徑，他直接
無私地傳授。 
        這樣的一件事，世界上你到哪裏找得到? 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onism]在大學裏如此盛行，是
因爲人們常常爲了支配他人而推行某種思想，他們想影響別人以自己樂見的方式行動。解構主義
的目的是爲了看穿那些意圖。不過，就佛陀來說，他唯一要求的是人們如法修法。在他去世的夜
晚，當天神們爲禮敬他而唱起樂歌，撒下花朵和香屑時，他說: “這不是禮敬佛陀的方式。禮敬佛
陀的方式是如法修法”——意思是，爲了離欲、爲了出離、爲了解脫而修練。換句話說，你要憑
著給自己證得苦的解脫向佛陀表達禮敬。他要求的就是那麼多。他的動機是最慈悲的。因此，當
你對修行道有挫折感時，不妨考慮一下自己可能走上的其他途徑，就會意識到沒有一條比得上
它。即使我們還沒有達到修行道的終點，我們正在走的仍然是一條善道。 
        憶念法也是同樣道理。想一想法要求你在內心培養的所有那些好品質。當然，走在修行道
上，說明它們還沒有圓滿修成，不過至少你是在沿著正確的方向走。佛陀提到過尚未證得道果的
悲哀，但是他說，那種悲哀比起追逐色、聲、香、味、觸求之不得的悲哀——他稱爲“家主的悲
哀”——要強多了。這種悲哀引向何處? 它把人們引向爭鬥、打架、抓取那些將會從指隙間溜走的
東西。來自修行的悲哀，是不會引生衝突的，它引向正確的方向。僅僅那麼想，就應該可以激勵
你繼續修行。唯一的問題是，當那個悲哀感太沉重時，當那個挫折感太沉重時——那就是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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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憶念自己在修行道上作過的一切好事，令心勝喜的時候了。 
        而且這條修行道要求你做的，都是些善事，你可以爲之自豪的事，給你尊貴、高尚感的事。
它沒有要你在修法時損害你的理想。實際上，它要你把自己的理想提昇到一個更高的水准。 
        接下來，是憶念僧伽。當你的心感覺到充滿雜染時，要提醒自己，聖僧伽的成員們都曾經有
過你現在的情形。形形色色的人——男人、女人、兒童、富人、窮人、知識分子、未進學的人、
健康人、病人——他們都能夠在內心找到克服弱點的力量。如果你的修行道有一段路漫長、枯
燥，可以讀一讀《長老偈》和《長老尼偈》，聽聽那裏面比丘和比丘尼們講述他講修行中那些漫
長、枯燥的路段: 三十年或者更多。然而最終，他們還是證得了覺醒。因此，你可以從那裏獲得
激勵。 
        你還可以憶念自己的佈施、戒德——你在修行道上做過的所有那些好事。這也是令心勝喜的
一種有效的憶念，一種良好的憶念。 
        至於憶念天神: 這不是要你坐著觀想天神。你要觀想令一個人轉生天神的那些素質。第一個
是當你想做降格之事時昇起的知恥感，意識到自己的人格高於它。第二個是畏懼不善巧行爲之後
果的畏惡感——那就意味著你擁有一個統一和諧的自我感，能夠爲了當前可能不樂、但將來引生
善果的業，抵制未來將會有長期惡果的即刻快感。正是這兩種素養，使人轉生爲神，而你在內心
擁有它們。因此那樣觀想有助於令心勝喜。 
        聖典中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比丘於某個節日夜晚在林間坐禪。遠處可以聽見人們在奏
樂、玩樂，他感覺十分挫折。 這裏自己一個人獨坐林間苦熬，那裏別人都在痛快地玩樂。接著有
個天神過來說:“聽著，有很多人實在羨慕你，因爲他們知道你往哪裏去; 至於那些玩樂的人，他們
的生命沒有任何方向。” 
        因此，當修行道開始令你氣餒、你的心開始感覺枯燥時，可以思考這些事，提醒自己，你是
走在一條善道上。它也許是一條漫長的道，但它遠遠好過根本沒有一條道，或者走的那條道要求
你損害自己的理想，損害你的正直感和高尚感，所得的卻是對你一笑而去的[短暫]快樂。 
        另一個令心勝喜的好辦法是用氣: 找到給身與心在即刻當下同時帶來安適感、健康感、清新
感的呼吸方式。不要怕那些覺受，以爲它們是執取。你當然是在執取它們——但是執取好東西，
比執取以有害的方式攪亂心的那些東西要強。開始時，這些清新感和喜樂感似乎來來去去沒有規
律。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你開始意識到，其中確實是有規律的。當你對它們越來越熟悉時，就
可以越來越經常地從中汲取[喜樂]。 
        以氣令心勝喜的另一種辦法，是探索不同的呼吸方式。試著設想一種你過去從未想到的呼吸
方式，看看它對你的身感會做什麼。想象氣能不是從外面進來，而是從內中湧起。或者，用身體
的不同部位呼吸: 用你的腿呼吸、用你的臂呼吸、用你的手指呼吸。注意身體的哪個部位是一直
沒有人照管的繼妹——也就是得不到氣能——然後把注意力放在盡量給它氣能和關注上。換句話
說，要運用你的想象力。如果你感受到身內的張力形式，可以想象有一把大刀，過來切、切、
切、切，切掉所有那些張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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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把你的想象力用在這裏——不是在幻想世界中游蕩，而是探索當下的一些可能
性。試著想象一些不可能的呼吸方式，然後嘗試一下——因爲那樣你可以對自己的身體學到很
多: 什麼是真有可能的，什麼是沒有可能的。這就好像讀量子力學。人們在實驗中注意到的一些
現象，就他們所知，只能在考慮某些粒子可以逆時間而行的想法時，才能夠解釋。世界上有很多
多東西與直覺是背道而馳的。此處當下你的身感也有許多悖離直覺的潛勢。如果你只服從你的常
規知覺，那麼你能看見只有那麼多: 也就是你期待看見的東西。試試你能否以氣的新奇設想令自
己驚喜。 
        因此，令心勝喜有許多方法。正如阿姜李所說，這就像是做一個好家長。你得有各種各樣的
錦囊妙計。如果小孩在哭泣，每次哭你只有喂食這一招，結果就會得到一個肥胖、乖戾的小孩。
有時他需要的是如廁、有時他只是無聊、有時他需要一點新鮮空氣、改變一下環境。 
        如果一切都不成功， 沒有一個法子能令你在禪定中振作，那麼就出去走一會兒。找點零活做
一做。注意寺院裏哪裏不乾淨、哪裏不整齊，給它收拾一下。換句話說，學會在任何種類的善巧
工作中找到喜樂。 
        阿姜放有一次說，當他還是一位年輕比丘時，經常躲避寺裏的工程建設。往往是稍微幫點
忙，然後就悄悄走開去禪定了。阿姜李對此不置一詞，直到佛歷2500年紀念准備期間，當時阿姜
李打算在阿育王寺舉行一次大型慶祝活動。有一天他對阿姜放說: “要知道，如果你不幫助我，我
快要死了。”阿姜放於是想了一陣，最後對自己說: “好吧，寺院裏的建築工作是一種善巧的活
動。如果我死的時候，手裏拿著榔頭和鋸子——起碼我是拿著榔頭、鋸子在做好事。” 
        因此，要做那種一直在找善巧事做的人，因爲人這一輩子如此短促。如果你把時間放在抑
鬱、灰心上，就浪費了多少行善的機會。世界上有那麼多善事需要人們去做。從小事做起，比如
使我們的環境清潔整齊，然後逐步發展。這都是值得的。你有那麼多令心勝喜的辦法。 
        阿姜李的開示中講過一個故事，一位老婦去寺院，注意到行禪道沒有掃淨。於是她打掃了一
遍，又端來一些洗足水。只那麼多，就令她昇起了喜悅感。碰巧在回家路上，她死於心臟病發
作。醒來時，發現自己成了一位天神，就是緣自把周圍環境打掃乾淨所得的這股喜悅。這個故事
說明一個重要的道理: 任何能做到令心勝喜的有益、善巧法門，都可以是你作爲一個善修者所持
技能的一部分。 
(根據2004年9月2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最近訂正 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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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曾經打開一本書查閱十二因緣，你的第一反應也許是把書合上，因爲這個題目太複雜
了。不過實際上，即使從你第一次看到的那些印象當中，還是可以學到某些好的基本課程的。首
要因素是無明。它正是苦的發動者。當你以知見代替無明時，就把這條引向苦的因果鏈切斷了。 
        因此，懂得這裏要求的知見究竟是什麼，是件好事——它就是四聖諦。這就是爲什麼提到八
聖道時，正見一直被作爲首要因素。正見的開端，是信你自己的業: 你的業是真實的，它們的確
有果報，果報的質量由導致該業的心理狀態的質量所決定。四聖諦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才有意
義。畢竟，苦是某一種心業或一系列心業[心理動作]——渴求和無明位於其首——的果報。如果
心業對你的生命沒有影響，那麼四聖諦就毫無意義了。 
        這當然就把我們指向有必要修練之處: 我們必須訓練心。你注意到，四聖諦的每一諦都要求
完成一個特定的職責，每一諦都是一門必須掌握的技能。你是在嘗試全知[遍知]苦，以便能夠放
開苦因。你要發展這條道，以便能夠實現苦的終結。那都是你必須作爲技能加以掌握的。這就是
爲什麼佛陀的教導當中，沒有頓悟與漸悟的重大分歧。我們在這裏發展的那種技能，一如任何技
能，都是逐步漸進的。你越修練它，就對它越敏感。最終你達到真正領悟的地步。 
        經典中的比喻是印度大陸架的地勢。它是一段漸緩的斜坡，之後有一個陡降。它不是全有或
全無[[非此即彼]]。這個漸緩積累過程是重要的，因爲正是這個積累過程，使你更加敏感起來。只
有當你極其敏感時，才會發生那些直入內心、揭開真相、對一切改變視觀的頓悟時刻。這就是爲
什麼八聖道不僅由正見一支構成，而且還有其它諸支助你增進對心的領悟、了解、覺知，助你放
開蒙蔽心的因素[五蓋]。那就是爲什麼佛陀對聖道的用語之一是“發展與放開。”你是在發展心的
清晰度，你是在放開蒙蔽和垢染心的東西。因此，你是從四聖諦的正見出發，還是從無明的妄見
出發: 那是因果鏈中的重大因素。 
        你在讀十二因緣時，會即刻感觸到的另一點是，如此眾多的因素排在感官接觸之前。事情不
僅僅是從感官接觸開始的。對任何體驗，你都帶入了大量的前緣，而正是對那些前緣的操縱，才
是禪修取得進展的關鍵。譬如，直接以無明爲緣，產生出所謂的造作。你呼吸的方式，如果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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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發進行造作，就會致苦。那是身造作。語造作，包括了你把思維指向事物的方式[尋]，和接
下來對它作評估的方式[伺]。如果這是在無明中進行，它就會趨向苦。心造作包括了辨識和感受: 
如果出於無明而造作這些東西，它們也會引生苦。 
        這就是爲什麼修持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辨識的訓練上: 你怎樣標記事物，它們如何納入你更
大的思維圖景。這就是爲什麼佛陀沒有只讓人們坐下，然後說:“好，只要住於當下，不要想其
它。”他的禪定指南，一開始經常引導我們理解爲什麼要住於當下，究竟要試著在當下找什麼，
當我們看見它時要對它怎麼做。 
        這就是爲什麼聖典中存在那麼多類比和形象的緣故。它們給你一個理解自己正在做什麼的框
架。再一次，這些形象和類比之中，許多與技能有關: 做一位善巧的禪修者，類似於做一位善巧
的廚師、木匠、弓駑手。存在一種善巧的辨識方式;甚至存在一種善巧的感受方式。感受不僅來自
外面流入的原材料，而且有一種造作和心理沖動的成分在內。某個身感沖動[1]沿著神經上傳，在
你實際意識到它之前，你的心已經對它作了加工。我們禪修時試著做的，是學習怎樣把這些潛意
識過程的一部分帶到光天化日之下。而這些過程之中的一個核心元素，就是你辨識事物的方式。
你可以有意識地訓練自己，以更有用、更善巧的方式辨識事物。 
        有一系列被稱爲護衛禪的禪修法門，極其有助於你在進入當下時，以善巧的辨識，令心端正
情緒、端正態度、端正理解。你會常常發現，坐在這裏修出入息念時，困難不是在氣，而是在你
隨帶的心理包袱。因此，你要把那些包袱打開來，把所有不需要的重物扔掉。在泰國，人們用一
位背著巨大一捆茅草的老婦來作比喻。她直不起腰來，因爲身上背著那麼多草。人們問她爲什麼
不把它放下，她說:“嗨，總有一天這草會有用。我要一直背到需要的那一天。”因此她走到哪裏背
到哪裏。當然，她本來可以背許多其它東西，但她背不了，因爲那捆草這麼大，它當然是毫無用
處的。 
        因此，你要檢查一下你的包袱，看見你正背著多少草，以便減輕負擔。接下來，你代之以更
好的、真正有用的東西。護衛禪就是把它們分撿開來的好辦法。 
        第一種護衛禪是佛隨念——憶念他的覺醒，想想這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多麼重大的事件。他的
覺醒表明，藉著人的努力，可以找到一種真樂。牢記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爲我們的現代文化有太
多訊息是在說:“嘿，你是得不到終極、不死之樂的，不過，你可以得到擁有我們這個打蛋機的快
樂，就在它的把手裏設計了一個MP3音樂播放器”等等。換句話說，他們一直把你把注意力吸引
在購買他們的產品能得到多少快樂上，而那種快樂實在是很可悲的。《洋蔥》雜志[2]上有太多文
章是基於這類主題:“女性發現，購買那種新式拖把並未得到她原先期待能給人生帶來的圓滿
感。”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化，令我們瞄准層次低下的目標:“選擇立得快感的東西。選擇不需要下
工夫、不需要技能、只要有錢就能買到的東西。”他們把那些東西裝飾一番，看上去仿佛買了他
們的商品，真會得到快樂似的。 
        因此，記得過去曾經有一個人憑著自身努力找到真樂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如他所
說，這不是因爲他是某個了不起的神祗或者什麼，只是藉著發展我們大家——男人、女人、兒
童、居家人、出家人——都能發展的素質: 精勤、決意、審慎。我們一定程度上都有這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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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待繼續發展。同樣，戒德、定力、明辨: 這些東西多少我們都有一些，只是還要設法使之
全面[all-around]。 
        因此，當你受到誘惑，想要那種即得而短暫之樂時，提醒自己:“佛陀說，真樂是有可能的，
藉著人的努力它是可以達到的。”因此你是否願意就此度過一生，而不去探索一下那個可能性? 還
是你打算乾脆放棄?  
        以這種方式憶念佛陀的覺醒，是可以帶入你的一切體驗的一種重要辨識，一個重要視角。你
藉著思考佛陀一生，還可以另得許多收獲: 他是什麼樣的人，他的最後遺言講的是審慎。他是已
經找到真樂的那種人。他不需要從任何人那裏獲得任何什麼，然而他出來傳法四十五年，步行於
北印度。哪裏有人准備好受教，准備好得益於他的教導，他就會走去那裏。傳授此法的就是這樣
一個人。他不是那種開了一間密集禪修中心，需要進賬收入，爲了吸引顧客願意說任何話的人，
而是一個行事完全出自清淨動機、清淨慈悲的人。因此，我們遵循他的路徑，所作的是那樣一種
修練。在那樣一個承傳系統中修練，對我們來說，是能夠提昇層次的。 
        因此，這都是可以維持在心裏的善辨識。特別是當你感到挫折，有意放棄修行時，或者
有“唉，我也許沒有能力成就它”的想法時: 要記得，覺醒的基本素質，是那些人人可以發展的素
質。但我們必須親自去發展。我們不能依靠任何外人前來替我們做。那就是佛陀的一生所透露出
的另一種訊息，它使你必須兢兢業業。 
        第二種護衛禪是慈心禪。你要把慈心的態度，帶給周圍的每個人。佛陀在講述四梵住裏的慈
心時，那不是普通的、日常的慈心。它是遍及周遭的無量慈心。那不是容易的。它不是自然而來
的。我們往往對某些人有慈心，對另一些人卻不怎麼有慈心。作爲果報，我們的業很容易變得不
善巧。自己不喜歡的人，不在我們覺得“應得幸福者”名單上的人，我們是很容易對之做出傷害性
事 件的。當某種情緒左右我們時，我們也很容易把某些人從那個名單上除掉，甚至以不善巧的方
式對待我們所愛的人。 
        因此，爲了護衛自己不做那種不善巧行爲，你必須學會使你的慈心每日每時、遍及周遭。那
不意味著，制造一臺雲霧機，把滾滾雲彩朝各方放送，掩蓋起自己欠缺的慈心。當你開始傳播慈
心思維時，首先把它傳向對之容易做到的人——也就是你喜愛的人——然後傳向做起來比較難的
人。雖然你不喜歡他們，你可以自問:“我爲什麼不希望此人幸福? ”畢竟，當人們不幸福時，他們
可能做出殘酷、可悲的事。如果人人都能在內心找到真樂，不管你是否喜歡他們，不管他們是好
是壞，不管他們是否在你的“應得幸福者”名單上，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更好的地方。再說，誰任
命你做國家標准局了? 爲什麼你的好惡就應該主宰世界? 以這種方式，慈心禪意在挑戰自己，讓
你實實在在地思考爲什麼你非要限制自己的慈心，提醒你慈心對待每個人爲什麼是件好事。如果
你的慈心遍及周遭，你不可能以傷害性的動機行動。這就是爲什麼它被叫做護衛禪的緣故。 
        第三種護衛禪是不淨觀。許多人不喜歡這個禪法。如果我們在西方這裏作一個禪法的投票，
它很可能在受歡迎的禪修主題排行表上墊底，然而它卻是極其有用的。有人說:“嘿，我已經有一
個負面的身體形象了。爲什麼你要我使它更負面?” 不過，負面的身體形象，有健康的，也有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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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当你看自己的身体丑陋，别人的身体美丽时，那是不健康的。当你看见人人身体内部都有
同样的垃圾: 没有誰的肝脏会赢得宇宙小姐选美赛，那则是健康的。這個觀想之有益，因爲它是
一種護衛。外面有那麼多的人，你可以對之生起淫欲之心，但你若隨之行動，就會造出許多麻
煩。即使你不修獨身，你也需要一種護衛方式，抵制那種飄忽不定的淫欲感。因此，下一次你看
見某個有魅力的人，與其從你過去圍繞美麗發展起來的種種觀念和聯想當中，編織起各種各樣的
說詞，你可以教給自己另外一些說詞，另外一些聯想，這樣做是有好處的。就在皮膚之下，有什
麼? 有這麼多血管和神經，惡心! 再往裏面去，更惡心! 對那個東西昇起淫欲，得到什麼? 你爲什
麼要它? 
        這種觀想，實在是違反習慣傾向的，這就是一遍又一遍觀想之所以有用的理由之一。阿姜摩
訶布瓦反復講過這一點: 不要計算你做了多少次不淨觀。要 一直做到修成。畢竟，正是對人體的
淫欲，牽引我們投生。正是它，令我們不斷地想回來，令我們做極其愚蠢的事。因此，這種觀想
是你技能中的一個有用的工具，它是應該發展的一套有用的新辨識。我們對美的辨識是危險的，
因此，學會以不美的方式看那個美麗的身體，是一件好事。你只要往裏面看一點點，就會看見各
種各樣的東西，它們就可以殺死你的淫欲，如果你真正讓自己看見身體的全部，而不只是你傾向
於專注的那幾個你覺得美麗的部位。 
        第四種護衛禪是死隨念。對我們多數人來說，它極其困擾、壓抑，不過它的用意是激勵性
的，是爲了幫助我們走那條超越死亡達到不死的修行道。提醒你自己，我們有這個修法讓我們預
備死亡、超越死亡。你是否圓滿修成了? 你是否真正准備好了? 如果回答是沒有，那麼，你有工
作要做。  
        這是對治懶惰的一個良方。有一篇極好的經文，其中佛陀講述了懶惰的八個理由和精進的八
個理由，兩個列單上，外緣都是一樣的。你可以因爲感覺生病而懶惰; 你可以因爲將外出旅行而
懶惰; 你可以因爲旅行剛歸來而懶惰; 你可以因爲疾病剛復原而懶惰; 你可以因爲沒喫飽而懶惰; 你
可以因爲喫太飽而懶惰。然而，你也可以用同樣情形來提醒自己: “我沒有多少時間了。”當你疾
病剛剛復原時，與其說:“我還虛弱，我尚未痊愈，讓我休息，”你可以提醒自己:“我可能再次生
病。我可能舊病復發，但起碼現在我還有點力氣，讓我把這點力氣供給禪修。”如果你沒有喫
飽，可以提醒自己: “身體現在輕減; 我的時間和精力沒有都放在消食上，因此我有更多能量禪
修。”你正好有條件坐禪，達到極其安靜、極其寂止。 
        因此，是你的態度，決定你把所處的情形當成是懶惰還是精進的理由。當你提醒自己，不知
道還有多少時間時，它應該激發你行動起來——使得當那個時刻到來時，當你真正得離去時，你
有了准備，你有了預備。你有定，你有明辨力，你有心力，不管來什麼，你能夠對付。 
        如果你坐在那裏想:“拜托，我不要死啊，拜托，我不要死啊，”不管你怎麼求，有一天，你還
是得死。比較明智的態度是:“拜托，當那個時候到來時，願我有准備。對來我這裏的任何困難，
願我有力量對付。”那樣，你就意識到，這是你能力範圍內的事: 修練那些力量。畢竟， 我們有佛
陀去世的榜樣。這是爲什麼，佛隨念和死隨念這兩個憶念十分合諧的緣故。佛陀向你表明，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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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怎樣准備。你看他去世的方式: 最後一次穿越所有的禪那。死時沒有絲毫痛苦，獲得徹底解
脫。一個人做到這件事是可能的。如果你覺得把自己和佛陀相比太懸殊，可以想一想僧伽。你可
以讀一讀《長老偈》和《長老尼偈》。他們當中有些人開始禪修時，曾經極其痛苦，曾經徹底失
敗過，然而，他們仍然能夠振作起來。他們能做到，你也能。 
        因此，這四種觀想是把智慧帶入你對事物的辨識——也就是你帶入體驗的種種標記和觀念
——的護衛禪法。你越發展它們，就會把更好的一套聯想，更好的一套說詞，帶入比如當下你正
在呼吸這件事，帶入當下你正在看、聽、嘗、觸這件事。換句話說，你帶入當下的東西，將會是
起決定作用的關鍵。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訓練心的緣故。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修練的緣故——使得當需要工作的時候
到來時，你可以以不引生苦的方式工作。你把知見帶入這個場景，使得無論你正在看十二因緣中
的哪個因素——無論它是感受、接觸、渴求、執取，等等——你都可以把苦的諸種因緣拆解開
來，代之以趨向苦滅的因緣。 
        因此，要在修呼吸的同時，學會發展這些主題。它們會幫助你把整個修持置入正確的敘述框
架，正確的視點，而且它們護衛你，使你不至於連續地給自己造苦，給你周圍的人造苦。那是一
切護衛中最優勝的。 
(根據2007年6月8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譯者注: 
[1]身感沖動: 原文是physical impulse.有一種譯法是"生理沖動",不過physical在這裏應該是"身體的"意思.坦
尼沙羅尊者把rupa[色]英譯成physical sensation,就是體感/身感.筆者曾經請教那裏的physical究竟是
physiological, material還是bodily? 他說比較對應於bodily。Rupa的另一個意思是form,即視覺可見的身形. 
[2]《洋蔥》: 美國出版的一種諷刺雜志。 

最近訂正 3-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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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心何等擅變，是很可以令你自矯自戒的。你下決心做某件事，才過幾分鐘，就發現自己
在往另一個方向走。有時候，是因爲你看見原來的意向不如先前所想的那麼明智，不過情形常常
與此無關。那個原初意向無可挑剔，你卻直角拐彎走掉了。這是怎麼回事? 
        禪定的目的之一，正是爲了明察那裏究竟在發生什麼，你怎麼會突然脫軌拐彎，心究竟對自
己作了什麼，才會放下一個好端端的意向，去某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這個意義上，禪修好比做
實驗。你設置某些條件[因緣]，接著觀察它們如何發展。換句話說，一開始，你專注一個自知是
良好的對象——呼吸[氣]。畢竟，呼吸即是生命力，並且它極其直接。它既不遙遠，也也無可
疑。它就在此地此刻。你可以看見，緊粘著氣[跟氣在一起]，允許它舒適，對身與心必然起著良好
的作用，所以那裏沒什麼可疑的。 
        當你把氣確立爲著意的對象之後，下一步是，覺察那些必然要把你拉往別處的任何其它的雜
亂意向。眼下，你心裏的規矩是:  假若念頭與氣無關，就不參與。因此，一發現自己脫軌，不需
要再多問。假若發現正在被拉離呼吸，不管那個思維造作[行蘊]多麼有趣、奇異、重要，把它放
下，回到氣上。哪怕句 子想到一半，當即放下。你不需要收尾，不需要作個小記號以便回來察
看。把它整個放下，回來。 
        那個念頭的回音可能繼續一陣。沒關係，你不需要聽它的。你現在的工作是訓練心，使它在
堅持某個意向時能夠越來越連貫。接下來，必定會出現第二個念頭，第三、第四、第十、或者第
一百個念頭，不過，不管出現多少次，你就是不跟。那是你坐下時對自己的承諾。當你發現自己
破壞了那個承諾時，重要的是不可沮喪。爬起，撣塵，回到氣上。要記得，我們是在同一種根深
蒂固的習性作戰，因此需要下工夫，花時間。如果你認爲訓犬是件難活，人心更容易偏失，更傾
向於抵制新技能。以這種方式訓練心，雖然困難，卻是可以做到的。 
        把時間花在訓練新習慣上，是十分值得的。畢竟，正是心意[業，行爲，動機，意向]的力量在
塑造你的生命。我們往往以爲業力教導與禪定沒有多少關係。甚至有人教我們，業力說是一個奇
怪的傳統遺贅，不知何故從文化背景中被“走私挾帶”，納入了佛教。不過，情形並非如此。佛陀
有一些極其明確的業力教導在當時獨樹一幟，它們與禪定的“爲何”與“如何”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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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的“爲何”，涉及我剛才提到的要點。既然業就是意向[動機]，而且業是塑造你的人生的
巨大力量，你能對它有所掌控，是十分可取的。假若你發心做某件事，你知道那是件好事，那麼
能夠做到堅持那個意向，不離不棄，是十分可取的。意向在哪裏發生?  就在當下。它在哪裏改
轍?  就在當下。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專注當下，這樣才能夠親見意向的現行過程，才能夠對該意向
往何處去，施加影響。你在當下住得越堅實——也就是你這裏的平衡維持得越穩固——那麼你能
看見的東西就越多，你對那些意向將把你帶往何處，就越有清醒的影響力。那就是“爲何”。 
        至於禪定的“如何”，隨著打坐時種種想法的出現，你會注意到，那些雜亂的意向，跟你開頭
坐下來禪修，發心緊粘著呼吸時自覺的打算，很少有什麼關聯。然而，它們突然出現了。這可以
用佛陀有關當下體驗由三部分構成的教導來解釋。那三部分是:  過去意向[舊業]的果報、當下意向
[現業]的現行過程、還有當下意向的即刻果報。某些昇起的想法，是舊業的果報，未必有多少意
義。它們只是碰巧進來，它們可以是相當隨機的。 
        有時候，我們會在禪定的某個特別知見中，找尋一些靈感或征兆。那樣的事件是有可能發生
的。不過，那種知見，同樣與眾多的偶發事件摻雜在一起。這就好比解夢:  有些夢有預示性，有
些夢自命不凡，多數的梦根本是隨機的。你不能把它們當作可靠的指南。同樣，無論你的心何等
寂止、光明，也不一定要把闖進當下之心的隨便什麼東西都當成指南，因爲許多闖進來的東西，
只是隨便哪些過往意向的果報。不過，你可以做的是，藉著牢牢住於當下，牢牢住於你那個緊粘
呼吸的意向[定在那個心上]，久而久之，把自己放到一個更好的位置上，在那裏可以評估來到心裏
的那些東西。假若某個貪、嗔、癡的念頭闖進來，你將能夠覺察它，看見它在做什麼，因爲你對
此處發生的事的敏感度提高了。 
        洞見也許會出現，不過你不必記它。阿姜放曾經說過，假若某個洞見真有價值，你不需要爲
了以後參考而去記它。反之，看看能否把那個洞見用在當下內心正在發生的事件上。假若給出善
果報，就堅持下去。假若果報不善，就把它放開。如果是真正有價值的洞見，它會跟著你，因爲
你已經從那裏得到了善果。你不需要標記它，套上皮索牽回家。 
        諸種洞見的重要性，遠不如把心置於引生洞見、並且評估如何將洞見用於當下的能力。我們
嘗試使心入定，就是爲了這個[指發展這種能力]。試著對當下此地的因和果，保持高度的警覺。當
你看得見因果之間的連接時，你就處在了可以對那些想法作評估的位置上。因爲一個念頭的價值

在於它的效果。好比有一只會下金蛋的鵝:   你的注意力要放在照料鵝上，而不是放在照料蛋上，
因爲這些金蛋如同神話傳說裏的金子，不馬上用掉或者送掉，就會變成羽毛，變成木炭。記得那
些神話麼?   你越試圖抓著不放，那東西越變成乾草。你如果得到什麼好東西，就要把它用起
來 ，把它送出去。那時你就會得到更有價值的回報。 
        洞見也一樣。假如洞見適用於當下當地，那好，就用它。否則把它放到一邊。也許它並不是
什麼洞見，因爲如我先前所說，來自你的舊業的各種事件都可能闖進寂止的心。不過，寂止之心
的價值所在，與其說是得到什麼闖進來的東西，不如說是讓你得以對進來的東西作出評估。你可
以親見因果的現行。當心真正寂止，極其精細時，它可以感知細微少量的貪、嗔、癡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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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它們在做什麼。你的敏感力會提昇。你對因果的觀察能力會敏銳起來。心在寂止時，你對真金
與假金的辨別能力將會大有提昇。 
        因此，對寂止之心裏昇起的東西，你不需要什麼都加以信任。實際上，任何東西你都不可信
任。你應當對所有一切加以檢驗。寂止之心的價值不在於看見事物，而在於看見事物在行動。當
心的基本意向可靠、牢固、確定時，你對自己的意向的評估會准確得多。這裏說的基本意向是這
個:   始終做最善巧的事;  始終選擇傷害最小、利益最大的行動軌跡。你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
事，就是學會如何堅持一個簡單而良好的意向，就像現在這樣，堅持與氣呆在一起。 
        隨著你呆在這裏的本事越來越可靠，就爲獲得所有其它洞見、所有其它來自修心的善益，提
供了基礎。因此，使你的基礎有力，確保它堅實，你在它上面發展起來的良好素質就不太可能倒
塌。 
(根據2005年11月14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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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李有時講到未能覺知全身之氣的問題。他有時會建議，專注某一處，定在那裏不動。他
說，有些人覺得觀身內不同地方的氣感，太容易分散注意力。在觀想手、臂、腿的同時，跟這些
部位相關的其它念頭可能會溜進來，把你帶往別處。 
        他把這個修法比作開墾果園。假若你傾盡本錢，把整個園子一次全給種上，也許會發現自己
做過了頭。遇上幾天乾旱，那些樹全部死去，你就一無所得了。這種情形下，聰明的做法是，從
一小塊地開始，單單在那裏種植，單單照料那裏。比如你種下一株芒果樹，照料它兩年。等到第
一次結果時，收集果核，然後把它們種下去。第二輪收獲之後，同樣辦理。那樣，你逐步地擴大
果園面積，直到把整塊地種滿。 
        因此，假若你發現，禪定之初，專注這裏那裏的氣使你散亂，那麼就專注一處，呆在那裏不
動。告訴自己:   你哪裏也不去。也許你可以默念禪定用詞“佛陀”助你控制紛亂的思緒。不過，只
用身內的一處。它可以是雙眼之間，或者前額正中，總之凡是你感到最接近身內覺知中心的地
方。就在那裏瞪下去。 
        這裏有一個告誡: 不可綳緊那個地方。想象那裏開放無礙，自由流動。換句話說，血可以流
入、流出。能量可以流入、流出，但是你自己不動。你決意呆在這裏。不管發生什麼，你決意呆
在這塊小小的地方。那樣可以使心凝聚起來，使它定在那裏。你不試圖同時照看太多的東西。 
        另外有些人發現，一處不夠。如果是這種情形，你可以試試專注兩個地方。我認識一位晚年
來學禪定的老教師。退休後，她到阿育王寺長住。早在我出家之前，她就告訴過我，她發現自己
的入定捷徑是專注兩處: 一處是雙眼之間，一處是脊椎底部。她是試著同時定在這兩個地方。 她
說，她的情形，就像是在連接電池的兩極。 兩極一通，裏面就明亮起來。那樣她就能夠使心很快
入定。  
        這都說明，入定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的人發現自己的心以不同的方式安定下來。而且在定的
修練方面，是有試驗餘地的，你可以做一些嘗試，看看什麼對你合適。人人皆宜的理想辦法是沒
有的。定的整個要旨，就是讓心與某個它所喜歡的、它感興趣的對象一起安頓下來。 
        四神足[成就的基礎]，基本上說的是，藉著強化四種不同素養之一，可以成就定。對某些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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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定可以被欲求激發[欲神足]。對另外一些人，是精進，也就是堅持下去的能量[勤神足]。還有
人發現心神足——也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效果最好。還有的人發現辨神足——分析的素養
——卓有成效。正是藉著分析氣，使它有趣——而且藉著操縱氣，對氣作實驗，了解氣能在體內
的流動方式，了解它與你的預想如何不同，你發現它確實有趣——在這過程當中，你發現自己被
吸攝在當下。並非是因爲你強迫自己呆在那裏，只是因爲你對它發生了興趣，就像繪畫時往往令
人全神貫注那樣。 
        少兒時代，我常常發現畫畫可以使自己一連幾個小時專心一致。畫圖時，往往對時間的流逝
毫無覺知。一下子就到喫飯時間了。隨著你學會分析氣，同樣情形也會在禪定中起作用。你把自
己拉入當下，靠的不是強迫力，而只是你的好奇力。 
        不過有些人發現，像這樣分析事物令自己散亂: 一開始觀想氣，然後想到胃，然後想到護理
你的胃的醫生，接著突然發現自己在三十里外。如果是那種情形，你的禪定也許可以依靠欲神足
——堅持定在這裏; 勤神足——致力於只觀一處; 或者心神足——專心一致地呆在一處或兩處，但
凡有效就予以采納。 
        阿姜李講到過，你可以在身內找到適合你的一個地方，然後把注意力定在那裏，不過有些人
錯過了這一步，因爲它來自要你在全身各處探索氣的步驟之後。不過，這些步驟也不是非要按部
就班地執行。你把它們當作修定的不同的構成部分。也許對你來說，只能從定在一 處開始。一旦
那裏確立起來，你可以再開發其它部分。換句話說，你定在自己選的那一個地方，然後看它與緊
鄰區域的關係。接下來從那裏輻射出去，再看那個地方周圍的諸區域，直到把整個身體納入你的
覺知範疇，盡管你真正瞪下去的地方還是同一個。你不可能覺知不到全身。換句話說，你不使自
己對身體的其餘部位的覺知徹底空白。畢竟，定的目的，就是爲了對全方位有覺知，以此作爲明
辨的基礎。明辨的昇起，只有當你覺知全方位時才有可能。如果你的定只是把事件堵到覺知外面
的那種，它將不會是明辨的良好基礎。你會看不見意料之外的相關性。你的覺知範疇內會有大片
大片的盲區，各種東西都可能隱藏在那裏。 
        因此，一種初始修法是，直接專注一處，然後從那裏逐漸展開。不過，假若你發現那樣太局
促，假若心對被強捺在一處有所反抗，那麼你可以讓它在全身漫遊。注意腳趾內的氣感如何，手
指內的氣感如何，臂部、背部的氣感如何，你的姿勢如何影響氣，你的氣如何影響姿勢。換句話
說，把禪定當作一個探索的機會。 
        這就是把氣作爲禪定焦點的好處之一。你可以同時把它用作瞪[stare at]的對象和分析的對象。
如果你發現，心需要更多的止，禪修才能有所進展，那麼你就安定下來，達到極其的靜止。仿佛
你不在觀氣，你專注更多的是你的覺知的輻射方向。你專注於使那束輻射保持平穩。當然那樣做
有一個需要警惕的危險，那就是你可能會壓制那個地方的血液循環。因此，要警惕這個問題。讓
那些東西進來、出去，但你盡量連貫地定在那一個地方。 
        不過，當你利用氣，作爲明辨的所緣時，你能夠看見的相關性，是無窮無盡的。今天早些時
候我們在討論名與色，講到它們在苦的昇起當中怎樣起作用。不過，它們在滅苦之道上也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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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這裏有色，也就是身體形狀、四大元素——氣正是其中最顯著的那個。你這裏有辨識
[perception ,此屬名——譯注]: 也就是你對氣的辨識，你對氣的構想方式，不管內容是什麼。使心安
定下來的一個有效方式， 就是把那個辨識在心裏維持住 [holding that perception in mind]。你付出專
注，那是名的另一種形式。你有繼續定著的意向[動機]。接下來你有受，那是你在試著造作一種
安適感受的過程中昇起來的。換句話說，與其讓這些東西未經甄選地昇起來，你對它們把心帶入
寂止時如何起作用，試著帶入盡可能多的覺知與明晰。 
        因此，這些成分——假若讓它們在無明的基礎上放任自流，就將會導致苦——現在你是在操
縱它們，同時對它們之間如何互動，保持相當的覺知。了解這些成分之間如何互動的最佳方式之
一，就是操縱它們。你調節你的專注，或者調節你的動機，看那個受會發生什麼。  你改變你的
辨識，然後看它對心會發生什麼影響。 
        我們正在做的，就是拿住苦的諸項基本集因，把盡可能多的覺知帶進去——特別是以四聖諦
爲形式的覺知: 苦在哪裏，你正在做什麼導致了苦，你可以改變什麼，使那個苦離去? 從覺知自己
坐在這裏呼吸的相關之苦開始——那是幾種明顯層次的苦——試著使心安定下來。接著從那裏出
發，你對層次越來越精細之苦的敏感度，會增長起來。 
        你所在的此處，正是一切業的發生之處。只是每個人需要個別地摸索出究竟著意哪個部位才
對這些東西初步有所掌握。把那裏確立爲你的登陸點，從那裏出發，你的領悟將會鋪展開來。有
時候，在禪定中你會開始想，一動不動地坐在這裏有點傻。什麼也不會發生的。你會好奇下一步
是什麼。那時你要問自己: 誰在說傻? 爲什麼你需要催促“下一步”? 那都是辨識。就在那裏你有一
些問題需要理順。 
        你爲了滅苦必須了解的一切，就在這裏頭。只是你需要帶入高度的警覺、高度的念住;  而且
注意到什麼能使你有效地入定。 這正是洞見昇起的方式——藉著看見什麼有效。這正是佛陀檢驗
自己的一切洞見的方式——看它們是否有效? 換句話說，他是在尋找務實性的真諦，也就是能夠

造成實質性改變的智識。至於那些無關緊要的智識，他把它們放在一邊。他對自己的求索是一心
一意的。凡是滅苦的必要 因素，他專注那裏。凡是不必要的因素，盡管他可能也懂，但他不讓它
充塞自己的心。 
        正如佛陀在描述自己的覺醒時說過，他了解的智識好比林中之葉。他拿出來教給弟子的內容
——苦、苦因、苦的止息、和止息之道——好比是掌中之葉。但這一掌葉，正是你需要的。假若
把它比作藥材，林中藥材繁多，只有這一把藥才是治你的病所需要的。至於其它的樹葉，如果對
你的病無益，當下何必管它? 心有這個無明、渴求、貪、嗔、癡的病。我們如果不照料，它就會
泛濫開來，導致未來長久深重的苦。因此，要專注能夠治病的這些葉。至於林中的其它藥材，你
可以等到把這個病治好以後再去關注。 
        因此，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就在這裏。只是你必須注意觀察，看哪些辨識有用，哪些無用，哪
些專注的方式有用，那些無用，哪些動機有用，那些無用。正是藉著對這些東西的探索，你才能
夠深入了解心——並且使它發生大幅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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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7年8月18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9-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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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想象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Imagine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9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心理學家對技術高手做過研究，試圖了解爲什麼對於某種技能，有些人只是擅長，另一些人
卻是真正地精通。他們發現的規律之一是，爲了真正地精通某項技能，它必須捕獲人們的想象
力。他們喜歡思考它。他們喜歡嘗試不同的構思方式和著手方式，喜歡以不同尋常、出乎意料的
方式運用這種技能。雖然我們往往不認爲禪定涉及到想象力——甚至以爲禪定是抵制想象的——
實際並非如此。與其它技能一樣，爲了精通定，它必須捕獲你的想象力。 
        當你修定時，你在做什麼? 你在造作一種心態。那是需要想象力的。八聖道，總體上是一個
造作起來的、合成起來的東西。它把你帶入當下。不過當你進入當下時，你發現，自己對每個當
下時刻，輸入了多少的動機。聖道的修練過程，就是爲了使你對 這件事越來越敏感： 看見自己
怎樣合成、怎樣以造苦的方式合成，或者，怎樣可以以更善巧的合成方式，造作越來越少的苦，
直到整個過程被拆散，不再有苦爲止。 
        不過，爲了達到最後一步，你必須懂得自己在做什麼。你不能單單決意不涉入當下、不參與
一切，只當觀察者。因爲那樣一來的結果是，你的參與就轉入了地下。你看不見它，但它仍然在
那裏。因此，你必須對自己藉著對專注對象的選擇，正在影響[塑形]當下這件事開放不諱。就在
那裏，那是一個決策 ：你選擇專注的那些覺受、你的專注方式，都將影響你對當下的體驗。你正
在造作一種“有” 的狀態——該詞的巴利語是bhava。盡管我們試圖學會克服的事物之一正是
造“有”的過程，它卻不可能被一扔了事。 我們必須理解它，才能夠放得開它。我們必須對它理解
到無欲的程度，然後放開。爲此，我們必須連續地一造再造這些狀態，不過制造出來的，必須是
可以舒適安住、易於分析、易於拆解的狀態——這就是我們修定的目的。 
        有一位曼谷高階比丘曾經問阿姜李：“當你修定時，難道不是在心裏制造‘有’的狀態嗎?” 阿姜
李回答說：“是的，正是如此。”接下來他說，除非你精通這個“有”的制造過程，否則你是不可能
真正做得好它的拆解過程的。他說 ：“這就好比有一只下蛋的母雞。那些蛋，你喫掉一部分，另
一部分你把它們敲開，解散。”換句話說，定的作用之一，是使心在修行道上獲得滋養。另一個
作用是給你提供拆解的材料，同時又把心放到一個能夠拆解這些當下狀態的位置。 
        因此，當你意識到這回事時，就要看一看你合成當下的方式。要知道，你是有選擇的：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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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不同的專注對象、不同的專注方式。如果你專注氣[觀息]，你會發現，構想和觀察氣的方式
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你自己對氣感的標記方式;  你如何決定某個入息何時算夠長、何時算太長、
何時算太短。這些決策，很多被放到了自動駕駛儀上[指任意不究］，不過禪定當中，你有機會對
它們作一番檢驗。你可以對它們作仔細的審視、調整，看一看是否存在一些更善巧的辦法，來決
定入息多長算是夠長，有什麼跡象顯示它正好夠長。對出息的判斷――它的長度、節奏、質感
――也是同樣。 
        這其中有許多可以擺弄［遊戲，把玩］的餘地，“擺弄”[play]一詞之所以重要，是因爲你得以
享受這個過程。否則對禪定便無熱衷 ：你做一遍動作，只不過是因爲禪定時間到了而已。當熱衷
不存在、喜樂不存在時，堅持下去就難了。心將會失去興趣，轉爲厭倦，試圖找別的東西來思
考，找別的填料來充塞時間——乾草、紙片、泡沫塑料顆粒——其有益程度實在比不上了解氣。
我們在這裏不只是爲了投入時間，我們在這裏是爲了看見，心是如何給它自己制造不必要的苦，
並且學會終止這種做法。 
        理解這個過程的一個有益辦法是，看一看心理學家們是如何分析想象力的。他們發現，想象
的過程包含著四種技能。首先，是能夠在心裏產生一個意象——想象出這種或那種形象。第二，
是能夠維持住那個意象。第三，是審視它，觀察它的細節，探索它的分枝。第四，是能夠對那個
意象作出變動，作出改變，接著再審視它，看看你變換它時會發生什麼。盡管發現這四種技能的
心理學家主要關心的是心造的圖像，你會發現，任何創意活動——寫作、作曲，等等——都包含
了同樣這四步。 
        當你用這四步對照禪定時，會發現，它也適用。實際上，它們對應著四神足： 欲、勤、心、
智。 
        就禪定來說，第一步對應的是，在當下此處昇起一種舒適愉悅的狀態。你能夠做到嗎? 如果
你想，是可以做到的。正如佛陀所說，一切現象根植於欲。那麼，你如何利用欲來昇起那個愉悅
的狀態?你可以調整呼吸[氣]。你可以調整你的專注。以一種能夠在身體至少一部分昇起愉悅之受
的方式呼吸。 
        一旦你學會制造那個狀態，下一步是維持那個狀態，使它繼續下去。你會發現，你需要念
住、警覺、平穩才能後做到。有時侯，你發現這就像沖浪：身下的水波在變，但你學會維持平
衡。換句話說，身體的需要會變，但盡管在變，你可以做到維持那股樂感。剛開始坐下時，身體
也許需要比較深重的呼吸才能感覺舒適，不過隨著它舒適起來，身體的需要會發生變化。因此你
必須學會騎在波浪的形變之上。調整呼吸的頻率，使得它恰好符合當下、當下、當下身體的需
要。它使你對身體的需要會發生變化這件事越來越敏感，不過，隨著你越來越敏感地回應那些需
要，越來越敏感地給提供身體它需要的呼吸方式，你可以學會維持某種特定的平衡。當然身體不
會坐那 里說：“我要這。我要那。”但是你可以對那些征兆，對告訴你身體某些部位缺乏氣能的那
些覺受，越來越敏感，你可以有意地把氣輸入那裏。 
        第三步是審視。觀察身內你所處的狀態： 哪些地方仍然不舒適、仍然有張力、有緊張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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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你可以想辦法改變呼吸［氣］。那就是第四步。第三和第四步是這樣相互依賴的 ：一旦你作了
變化，你再審視，看那個變化是造成了良好的效果，還是使情形更糟。如果它使情形更糟，你可
以再作改變。繼續審視，繼續調整。在巴利文中，這叫做vicara，即 ，評估[伺]。隨著情形越來
越舒適，你會發現，你能給自己制造的舒適範圍開始擴大。你的入息方式，可以使身內的氣能在
各處相互連通。你的出息方式，可以使氣能相互連通 ：你的覺知連續地填滿全身，飽和全身。 
        過了一陣，你達到了實在不能再改良氣的地步。它就是那樣了。正如阿姜放有一次說，這就
像是倒水入罐，最後罐滿，到了無論加多少水，也不能再滿的地步。於是你停止加水。氣也一
樣：當你達到充滿的地步，就可以終止作這麼多調整、這麼多變動了。你可以只與氣住在一起。
從這裏開始，問題主要變成是：心與氣如何相關，它是否覺得它是獨立於氣而在作觀察，還是沉
浸在氣中。隨著它越來越沉浸在氣中，呼吸的頻率會發生變化，主要不是因爲你決意改變，而只
是因爲你已經改變了你與氣的關係。 
        隨著你更完全地沉浸在身內和氣內，你會發展出一種牢固的合一和安適感。氣會越來越精
細，以至於最後停止，不是因爲你迫使它停止，而是心已經減慢到足夠程度，使得它的需氧度越
來越低。皮膚表面的氧氣交換足以維持身體功能，不需要繼續把氣泵進泵出。阿 姜李把這個狀態
比作一塊冰，水汽從上面蒸發出來：身體感覺極其寂止，不過在［身體］邊緣，隨著出入息，你
會感到一種不費力的蒸汽。接著，再過一陣，連它也停了下來，一切全部寂止。 
        這一切，都發源於在身內制造出一個呆著有舒適感的地方。然後學會維持它。接著審視它，
看看在哪裏你可以擴大它，在哪裏可以使它更穩定。然後，以種種方式調整它：運用你的想象
力，至少思考一下氣可以更舒適，氣可以飽和身體的可能性。你可以觀想身內所有細胞浸浴在氣
中——總之，任何氣的構思方式，只要能使它越來越舒適、越來越變成一個好居處。 
        正是以這種方式，想象力的四個側面適用於你正在這裏做的事，盡管你不是在試圖構造一個
心的圖像。有時，它的背後會有一些心的圖像，不過你更關心的是氣在進來時、出去時、你在擺
弄它時、你在這裏制造出一種高度的康樂感時，氣的實際覺受。盡管它是制造出來、造作出來的
東西，它卻是制造出來的好東西，造作出來的好東西。正如佛陀所說，正定是聖道的核心。其它
的因子是它的配備。爲了使明辨在當下作觀，道的核心必須保持健康強壯。你必須透過定，制造
和維持一個良好、牢固的基礎。 
        因此，正因爲它是造就的狀態，你必須有創意，有想象力。你會發現，你的想象力對現存的
諸種可能性越開明，它就越能夠開啟更多的新的可能性。只要你坦然面對這個過程，懂得你在制
造這個狀態，你不必擔憂自己會粘取它——盡管你很可能會粘取它——因爲內心深處，你知道它
是你制造出來的 、最終必須拆解開來的東西。不過，與此同時，你要學會善加制造。定越牢固，
你就越想住在這裏。你越住在這裏，你會對地盤越熟悉。正是透過那種熟悉，定的修練轉爲觀
［洞見］的修練，就是能夠令你解脫的那種觀。沒有這種穩定和熟悉，你的洞見只不過是你從法
義開示中聽來的、從書裏讀來的想法，從外面拾來的觀念而已。它們不會深透地滲入內心，因爲
心尚未軟化當下這裏的地盤。只有透過定的修練，當下的堅硬才能夠開始軟化，給觀賦予滲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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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深的機會。 
        因此，當你對自己正在做什麼，有了這等領悟時，你會發現做起來容易多了。你開始意識
到，這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創意的過程。那樣，它就能捕獲你的想象力。當它捕獲了
你的想象力時，你對練氣，就會越來越有興趣，不僅當你閉眼坐在這裏時，而且在一天當中的任
何時候。懂得如何操縱氣，如何定在氣中，就可以幫助你對付嗔怒。你會更敏感於嗔怒的身體效
應，你可以令氣貫穿嗔怒的身體諸癥狀，而不覺得被它們占了上風。 
        當恐懼存在時，你可以嘗試用氣對付它。你設法找到恐懼的身體效應，用氣貫穿它。你會注
意到，氣如何可以幫助你對付厭倦、對付疾病、對付痛感。這裏可以探索的地方有很多了。隨著
氣的種種可能性抓住了你的想象力，你會發現，這種技能，不僅在你閉眼入定時有用，而且不管
當下在哪裏，不管當下你在哪裏，都是有用的。無論背景是什麼，無論處境是什麼，你會發現氣
都有可用之處——假如你探索它的用處。爲了探索它，你必須對它可以捕獲你的想象力這件事有
所領悟。它會給你那樣一種挑戰，同時，隨著你的探索，發現某種新東西、新技能，它也會給你
一種報償感。 
        這就是禪定如何可以滲透你的整個生活。當它滲透你的整個生活時，當你對它越來越熟悉
時，那就是洞見昇起之時：意想不到的洞見，你不總能在書本裏找到、然而是及其私密、與身心
事件極其相關的種種洞見。你會意識到，它們之所以來到你這裏，是因爲你對如何應用當下的原
材料，開啟了你的想象力。         

(根據2003年4月20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1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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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當下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Interactive Present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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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當你定入當下時，有時會發現枯枝、石塊和尖刺。或者在身內，或者在心內，你必須盡自己
的力量對付它們。假若可以簡單地遵循某種按部就班的指南——1、2、3、4，先做這步，再做那
步，不需要你自己分析果報就會到來——那當然好。有時候，一些禪定書籍里的確有那樣的指
南，不過，心卻往往不能夠與之步調一致。理想情形下，你應該可以讓心安定下來，靜止下來，
然後對付難題，不過，有時侯，在能夠定下來之前，你必須先行迎對某些困難。 
        明辨［慧］需要定，但並非僅僅如此。定也需要明辨——也就是，學會在你能夠令心安定下
來之前，繞過可以繞過的問題，正視必須對付的問題。 
        假若內心存在著猛烈的淫欲或嗔怒，你必須得對付它。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不能把它往角
落裏一推，因爲它會不停地從那個角落，對著你跳回來。因此，你要提醒自己，看一看，那種思
維當中，缺乏推理、缺乏邏輯的地方在哪裏。很多情形下，那種思維只不過以聲勢奪人，就像一
個好鬥者對著你氣勢洶洶，以此掩飾自己的無理。 
        因此，你看一看自己的淫欲，看一看自己的嗔怒，試著看出：“它們究竟在說什麼？” 有時
候，你必須聽一聽它們說的話。如果你真正仔細地聽，過一陣就會看出來，那些話實在不通。當
你能看懂那一點時，把它們放到一邊就容易多了。等到它們再攻擊你時，你說：“你們根本毫無
道理。” 那樣，應付它們就有點把握了。 
        身體的痛受也同樣如此。有時侯，你坐下來禪定時，身體會有痛感，而且它與禪定的姿勢無
關。不管你采取哪種姿勢，它就在那裏。因此，你必須學會對付它。你把專注力放在身體的其它
部位，使得自己在當下起碼有占領了一塊灘頭陣地的感覺，起碼有一個地方，你在那裏可以安住
下來。接著，你從那個有力的位置上展開。一旦覺得氣變得平滑、舒適，就讓它從那個地方擴大
到身體的其它部位，穿過痛處，從足部、從手部出去。 
        你會開始意識到，當下的那些尖刺並非僅僅是固有的。你自己一定有一部分，在與它們合
作，令它們成爲麻煩。一旦你看見了這一點，那些尖刺就容易對付了。 
        有時侯，身內有痛，實際上正是你的呼吸方式在維持著它。有時侯問題在於，你怕那個痛擴
大，於是在周圍造起一個小小的張力殼——那個張力殼盡管也許會制止痛的擴大，它也維持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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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氣能在那裏不順，就幫著維持了那個痛。當你逮著自己做這件事時，胡言乱语會得到一
個有趣的洞見：當下並非是固有的。你正在參與它。有一個你自己的動機成分，在對當下塑形。 
        接下來，你可以轉過來，把同樣的原理應用於心。淫欲或嗔怒存在時，它的一部分也許是來
自舊習，不過另一部分，是來自你當下的參與。就淫欲來說，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你正在享
受它，所以你想要它繼續。實際上，心的一個部分在享受它，同時另一個部分正在受苦。你要做
的，是把受苦的那個部分帶出來，給它發言權，給它一點表達自己的空間。 
        這一點，在我們［西方］的文化中，尤其有必要。那些不肯屈從自己的淫欲的人，被說成是
壓抑，還說他們的心靈深處隱藏著種種怪獸。於是，心靈當中，遠離淫欲時生機蓬勃的那個部
分，就得不到機會了。它被推到心靈深處的那個角落裏。它變成了那個被壓抑的部分。不過，假
若你可以把正在享受淫欲的那個部分挖掘出來，說：“嘿，等等，這算什麼享受？你怎麼不看那
邊在受苦？怎麼不看那邊在難受？你怎麼不看著隨淫欲而來不滿足感？怎麼不看由淫欲而來的心
的渾濁？——怎麼不看？” 你可以開始把心裏並不真正享受淫欲的那個部分，照亮起來。接下
來，你對付淫欲、從它的壓迫下掙脫出來的機會就增大了。 
        嗔怒也一樣：試著找到心里正在享受嗔怒的那個部分。看一看它從耽溺於嗔怒所得的喜樂是
什麼樣的。看一看那種喜樂是何等的可憐和卑微。那樣，你就增援了心裏不想合作的那個部分。 
        對付諸如畏懼、貪婪等其它情緒，也同樣道理：一旦你逮住了心里正在享受它——參與它，
使它繼續——的那個部分，要學會切斷它。學會增強心裏不願意合作的那個部分。 
        接下來，你可以開始把同樣的原理應用到正面的心態上，也就是你試圖發展的那些心態。如
果你意識到心裏有不願與氣呆在一起的那個部分，就要試著找到心裏那個想跟氣呆在一起，願意
有機會安定下來，放開重負的那個部分。那個潛勢是存在的，只是沒有被強化而已。 
        因此，要學會給自己打氣。容易氣餒的人，是沒有學會那個本事的人。你必須學會鼓勵自
己：“看，你成功了。你把心帶回來了。看看你下回是否能夠再次成功。看看能否做得更快。” 你
需要的鼓勵就是這種，它使你能夠繼續參與定境的維持。畢竟，當下如果不是固有不變的，爲什
麼不學會塑造一個良好的當下？要強化正面的素質，使它們真正壯大起來。那樣，你會發現，自
己越來越不會成爲事件的受害者。你在當下體驗的成形當中，起著更有力、更正面的作用。 
        我們多次談論過，最終是要止息當下的那種參與，使得你可以對不死開放。不過做那件事之
前，你必須對如何參與當下，修練起善巧的技能。你不可能從不善巧的參與出發，直接跳過［上
面那步］，學會對不死開放的終極技能。你必須經歷改善當下體驗的所有學習階段——藉著你的
出入息方式，你對氣的專注方式，你對內心出現的種種正面負面狀態的處理方式。在你有可能發
展出解 卸所有這種參與的越發精細的技能之前，你必須學會如何更好的把握當下。 
        因此，當你坐下來禪定時，你必須意識到，不是一切都是固有的。你現在就在參與。你想培
養什麼樣的參與？你想終止和放下什麼樣的參與？ 
        這些痛——石塊、尖刺、所有其它令你難以入定的東西：它們不是本来就有的。你的參與因
素可以幫助制造那些石塊，幫助磨銳那些尖刺。如果你能抓到自己正在做那件事，並且能夠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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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習慣，你會發現，安定下來，維持定境，就容易多了。你對正在發生什麼，可以看得更明
白，你對付當下的技能也會越來越精細。 
        

(根據2002年8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1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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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都讀過，禪定的修練如何可以藉著對自己認同爲“我”或“屬我”的那些東西作如實細
致的觀察，解卸自我感。你在禪定時，本當進入當下，放下一切涉及過去、未來的主題，單只隨
著事件的昇起，對之作觀。不過，過去、未來之事，有些比較不容易放下。即使你可以在禪定中
暫時放下，你出定時，還得回來，繼續與之共存。 
        我們對人生事件的那些自敘，我們自言自語的那些說詞：假如可以把它們整個放下，就此不
再牽掛，我們的人生將會十分輕松。入定也不會有困難。不過，有些說詞比另一些說詞更粘糊。
我們知道，佛陀的教導要求學會放下許多事，不過有些情形下，在你能做到把它們放下之前，必
須學會善巧地造作它們。你如何給自己講你的生命故事，就是你必須學會善巧造作的事情之一。
否則，你從一個美好寧靜的定境出來，又會遭遇同樣的爛故事。你會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用同樣
的方式講述，受同樣的捆綁。再不然，你會發現自己根本不能入定，因爲不管你如何嘗試放下那
個故事[你那套說詞]，它繼續粘在你的手上。 
        因此，禪定的相當一部分，往往不只是與氣呆在一起。假如你發現有一套說詞在不斷困擾你
的心，翻攪出貪、嗔 、癡、畏，等等，就要學會對付它，學會給自己講新的說詞。對那些舊說
詞，要學會一套糾正的話語。一個基本做法是，觀想我們剛才持誦的那段經，培養慈、悲 、喜、
舍的思維。爲了能給自己講一些引生解脫、易於放開的新說詞，你對那些事，要嘗試發展出這樣
的態度。 
        換句話說，你不能把舊說詞生硬地推開。你編織一套新的說詞，講到能讓自己安定下來修
禪。如此，這件事就不會干擾你。等你出定時，它還在那裏，但它不是會使你激動起來的那種說
詞。它已經給修改過了。 
        你要學會越來越善巧地在心裏給自己說事，以慈心作爲開端。首先，對自己有慈心。你意識
到，假如你坐在這裏一遍又一遍給自己講不良的故事，你就會受苦。你想受苦嗎？不想。你想別
人受苦嗎？也許。你也許想到那些曾經待你不公的人，你多麼希望他們得到公平的報應。這種情
形下，你必須問自己，你從他們的受苦當中究竟得著什麼？他們受苦，你毫不受益。你坐在這裏
希望他們受苦，這件事正在傷害你自己，正在妨礙你的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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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要的是一種結局讓你幸福、同時也讓他們幸福的說詞。那是你的願望。它是其它幾
種梵住心態的基礎。 
        不過，某些情形下，你看見別人正在傷害自己、傷害你、傷害他人，那裏就是你需要悲心
[同情]的地方。想想看，你實在希望他們停止那樣做。當然，同樣的道理也對你適用。當你正在
傷害自己時，你希望自己可以停止那種傷害。“不發生那種傷害就好了。那些人不受傷害就好
了。”要提醒自己采取那樣的態度。 
        至於隨喜，你提醒自己，要記得自己的善德、他人的善德，記得你過去做過的使你值得爲之
喜樂的事、他人過去做過的令他們值得爲之喜樂的事。你對他們的喜樂不嫉妒，不怨惱，你不低
估他們的優點。 
        最後是舍離，當你意識到，有些事根本超越了你的掌控：無論你對他人有多少慈心，無論你
有多少隨喜和同情，有些事完全處在你能夠改變的範疇之外。首先，過去是不可改變的。看一看
爲了發展舍心，佛陀要你思考的是什麼：是業力原則。舊業是舊的業，不可能改 回來。重要的是
你的新業，你正在做什麼。那個新業，是可以影響一些事的，不過另有一些事也超過了新業的力
量所及，主要是舊業的持續效應。你必須想到那一點，學會在需要舍心的地方培養舍心。 
        佛陀並非是說，舍心優於其它三種心態。只是你要學會什麼情形下需要什麼態度：哪些情形
需要慈心，哪些情形需要悲心，哪些需要隨喜，哪些需要舍離。以這種方式，舍心不僅僅是被動
的接受。它是對你的主次事件的重排，告訴你停止在不可改變的事情上浪費時間，把注意力轉向
慈心、悲心、喜心可以影響到的地方。 
        因此，你看一看自己給自己講的那些說詞，試著把這些態度注入其中，特別是業的教導。沒
有不受懲罰的惡，沒有不受酬報的善。那就是業力原理。因此，你不需要帶著賬本走來走去：誰
做了這件事，誰做了那件事，生怕失了賬本，那個人就得不到他或她應得的報償。業力原則自然
會關照他們。不過要記得，它也會關照你。 
        當你看一看從這些不善巧的說事方式當中得到的滿足時，你意識到，它是十分可憐的。那種
滿足當中，沒有你真正想要的東西，沒有真正經得起審視的東西。當你懂得這一點時，你發現放
開就不難了。你已經有了其它幾種梵住心態，它們會以一種讓你感覺良好的方式，把你帶入當
下。你沒有讓自己成爲受害者。同時，你也不對任何人發出惡意。你在既有的情形下，盡善而
爲。當心需要休息、需要安定的時刻來臨時，就應該馬上去做。如此，這套說詞就可以把你引入
當下。 
        你應當察看一下自己正在促生的那些心態，確保它們是善巧的――因爲業的問題，歸結起來
就是這一句：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極其重要。過去做過的事對你現在能夠做什麼也許會有一些影
響，但是你現在正在做什麼，實在是太重要了。在當下善巧行事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壞事來臨
時，你把它們當作舊業的果報，接受它，但是假若你意識到，當下自己也正在造壞業，這件事是
不可以以舍心處之的。你必須改變。不管什麼情形下，你都可以做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同時相
信結果一定會好――那個意思是，如果你繼續做、繼續說、繼續想善巧的事，果報不可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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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無論情形多壞，你的希望就在於你當下做什麼。你越這麼想，就越把心帶入當下。那
時候，它就准備好禪定了。 
        如果你看一看經典上佛陀講述過去的事――有的一直上溯到多少劫，多少宇宙的輪回之前，
這件事如何發生，那件事如何發生，這是怎麼來的，那是怎麼來的：前世輪回的漫長故事――可
是，這些經文結束時，都指向影響了這些事件並且還將影響未來事件的那個基本原則：業力原
則。業在哪裏造起？就在這裏，就在當下。所以，要把注意力放在這裏。 
        有關宇宙觀的所有經文也一樣。佛陀在描述各個層次的眾生時，他的論述歸結爲，這些層次
的眾生從哪裏來。它們來自心，來自當下心正在做什麼。就在這裏，就在當下。 
        不管是什麼事，當你善巧地講述時，都會把你帶入當下。因此，要學會做一個好的說事人，
給自己選合適的說詞，那種說詞會令你帶著對自己的能力一種自信感，帶著一種安寧感、一種對
靜心的重要性的理解，把你引入當下。不管是些什麼事――不管他人做了什麼，不管你做了什麼
――總有一種說法，可以讓心平靜下來。因此，要試著找到那種說法：業的所有教導、四梵住的
所有教導，歸根到底，用處就在這裏。你在心裏編織起新的說詞，你的心在這些說詞當中發生變
化，這些新說詞最後在這裏匯聚到一起，讓你能夠帶著一種安寧、明晰、定力、念住、明辨的領
悟，呆在這裏。沒有什麼東西把你扯到過去、拉到未來，你能夠安住此時此地，覺知此時此地，
就在此時此地療愈你的心。 
        以那種方式，你可以利用心的說事能力，終究把它帶到它能夠停止說事、觀察現狀的地步。
你此時此地的現有情形，要學會善巧處理。 
        佛陀的種種教導，歸根到底，其要旨就是這個善巧原則。爲了你自己的幸福，爲了你周圍人
的幸福，你對付內心發生的不同事件，能有多善巧？禪定並不意味著你把一切心理功能全部切
斷。心必須說事。即便阿羅漢也能說事，他們也能回顧過去、計劃未來。只是他們已經學會以一
種不造任何苦的做法。這不僅是來自把心帶入當下，而且還來自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觀察事物，把
佛陀的教導當作適當的工具，用來編織善巧的說詞。讓心對過去、未來、自說、自敘、世界觀、
宇宙觀――也就是你的一切見――的應對方式，變得善巧起來。讓它們不再成爲苦因。 
        要把修持當成是對心的全面訓練。你在這裏不僅僅是爲了學會“注意”、或者與氣呆在一起。
你要使心對它的一切活動，變得善巧起來。當我回去重新出家時[1]，阿姜放對我說，做一位禪修
者，不僅要具備坐在這裏閉眼禪定的善巧，而且要具備做任何事的善巧。 
        你做任何事時，都要把它當作一項有趣的挑戰：“這件事，最善巧的做法是什麼？那件事，
最善巧的做法是什麼？” 當你持那種態度時，當你發展、訓練出那種態度時，來修禪定，就容易
多了。 
(根據2001年6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據筆者所知，早年坦尼沙羅尊者出家前獲得奧柏林學院某基金會資助，去泰國執教英語兩年。回國前
兩個月，在阿逾陀某寺院短期出家，體驗僧侶生活，打算之後回美國攻讀佛教研究學位，進入學術界。
在此期間遇見林居僧阿姜放，跟隨了一段時間，之後回國。經過一年的思考和准備，再赴泰國，正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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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宗派的阿姜放座下出家。  

最近訂正 11-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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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身就位。坐直，雙手放在腿根。閉上眼。 
        令心就位。想著氣，對氣感有覺知。 
        看見了? 那不是太難。難的部分，不在於僅僅“做到”。難的部分是在維持: 令它停在[住在,呆
在,定在]那裏。那是因爲心不習慣於就位不動，就像身體不習慣於就位不動一樣。不過，比起身
來，往往心動起來快得多，也擅變得多，因此我們必須對訓練中真正難的部分，下更多的工夫: 
使心呆在一個地方，在定中維持它。 
        阿姜李曾經說過，修定有三步: 做到定，維持定，然後利用定。定的運用是有趣的。一旦心
安定下來，你可以把它用來當作理解事物的基礎。你突然看見了心制造思維的動作，這個過程 ，
無論觀看還是拆解，都是引人入勝的過程。 
        不過，定的維持卻不那麼引人入勝。你在維持過程中，會學到許多良好的課程，修觀的工作
更細致，沒有這些課程，你是做不到的。不過，定仍然是修練中最難的那個部分。阿 姜李曾經把
它比作在河上架橋。靠近此岸和彼岸的橋墩不難堆造，但河中央的橋墩就真難了。你必須[令定]
成爲中流砥柱。你往下挖掘，在河底放幾塊石頭，等到你拉著下一車石頭回來時 ，發現前面那車
石頭已經給沖走了。這就是爲什麼你需要一些技巧，讓河中央的橋墩牢牢呆在那裏，否則那座橋
永遠不能跨過河流。 
        因此，我們就在這裏下工夫。開始時，只是練習注意何時心溜開了，然後把它帶回來。它再
溜開，你再領回來。再一次。再一次。不過，如果你有觀察力，就會對告訴你心將要溜開的那些
征兆敏感起來。它還沒有走掉，但已經准備走了。它已經緊綳起來，准備起跳了。當你能感覺到
那種張力時，只要放松就可以了。一絲不苟地練。那樣練，你就能越來越使心與氣呆在一起。。 
        特別要注意，不去追問: 心要往那裏跳? 你不能屈服於那種誘惑。有時，心正在准備跳到別
處，你感到好奇: “它要去哪裏? 是個有趣的地方嗎?” 或者，當一個思維正開始形成: 它只是一股
模糊、莫名的思維感，於是心就在上面貼一個標簽。然後，你想知道: “這個標簽是否真的合適?” 
那就說明你已經完全卷進去了。如果你對正在發生的過程更仔細地看一看，就會意識到，不管標
簽是否合適，心已經有了一種要使它合適的傾向。因此，問題不在於標簽是否合適，而是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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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完成令它合適的過程。你不需要完成。你注意到心裏有微微的攪動時，不需要給它貼上標簽 。
或者，如果已經貼了標簽，也不需要追問那個標簽是真是假。放開它。那樣，該攪動就會散去。 
        當心終於安定下來時，一開始，可能會有一種大喜感，一種成就感。你終於成功地使心與氣
呆上長久的時間，呆上越來越長的時間了。在那裏真有清新感。接著，你把它當成一場遊戲，看
看你達到那裏能夠有多迅速，能夠有多頻繁，你在那裏時還能同時做什麼其它活動。不過——雖
然我不想破壞你的成就感——到了一定的時候 ，這種遊戲也會令你厭倦。 
        不過，之所以厭倦，是因爲你忘形[失了背景]。一切如此靜止，一切如此安定，心有一個部
分厭倦起來。往往這就是你修觀課程的第一個所緣: 觀察這個厭倦感。爲什麼心會對一種寧靜和
安適感到厭倦? 畢竟 ，心正處在它最安穩的地方，最舒適的地方。爲什麼你的一部分，想去找麻
煩，想去惹事端? 要審視那個問題。那裏，就有洞見的機會。 
        或者，你會開始跟自己說: “光坐在這裏，寂止，寂止，寧靜，寧靜，真傻。這根本不明
智。” 那時必須提醒自己，你是在構築基礎。基礎越牢固，到時候造房子時，就能造得越高，越
穩定。當洞見到來時，應該是牢固的洞見。你不希望它們把你撞偏。洞見怎麼會把你撞偏? 你得
到一個洞見，激動得忘形，忘記拿起來，看看它的另一 面。遭遇洞見時，阿 姜李總是告誡，把
它的裏子翻出來。洞見說: “這一定是如此。”他說，那麼，試想它不是如此，會怎樣? 假如正好相
反，又會怎樣? 那樣會不會又是一堂課? 換句話說 ，正如你不應該輕信你的思維內容，你也不應
該輕信你的洞見。。 
        那樣做我需要極其穩固的定，因爲許多情形下，洞見來臨時，它們是極其驚人的，極其有趣
的。一種強烈的成就感隨之而來。爲了使你自己不被這股成就感沖走，你要使你的定，牢固到不
爲之驚詫 ，不被它壓倒的地步。它隨時准備觀察洞見的另一面。這就是爲什麼你需要穩固的定，
才能在回來、呆著、呆著、保持靜止、保持靜止這項平穩、平穩的工作上下工夫的道理之一。 
        接下來，那個辨識的老問題又開始出來了。對你的心態的整個辨識，變得可疑起來。把那個
問題存檔，以備將來考察。正如佛陀所說，一切定的狀態，一切禪那的狀態，一直到無所有處，
都是辨識的成就。正是你對它們施加的辨識，維持著它們的繼續。隨著你住在某個特定的層次，
你對相應的辨識的造作性，開始微微有所覺知。不過，等到定達到極其牢固時，再開始質疑它 ，
因爲正是該辨識維持那個定態的繼續——它確實是你正在心裏制造著的造作狀態。等到洞見到來
時，你要專注的主題之一，就是造作定境——你一直居住其中——的那個概念的人造性，那個辨
識的人造性。不過，目前你還是把它存檔，以備將來考察。如果你太早質疑，一切造成短路，你
又會回到起點。 
        因此，即便維持定的這項工作看起來也許是苦差使——只不過是回來、回來、回來——一切
有賴於恒常性、維持性的這個素養。要把它練得極其精通，極其熟練。你對它越熟練，到時候就
越容易運用它，作爲洞見的基礎。 
        有一段經文裏，佛陀講到心已經達到極其穩固的舍離階段的禪修者。當你定住在舍心之中
時，你意識到，你可以把它運用到不同的狀態。你可以把它運用到空無邊處。你可以把它運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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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邊或無所有處。一旦你能夠准確地認得那些辨識在哪裏，准確地認得你如何能夠長久地定住
在那些辨識上，你會對他們是如何構造起來的，突然獲得洞見。 
        一開始，它們如何構造起來是很明顯的，因爲你正在花大氣力構造它們。不過，隨著對它們
越來越熟悉，你更有一種感覺，似乎你只是調入某種早已存在的狀態之內。你更欣賞該狀態的 
“已存在性”。你開始忽略調入的那個動作。 因爲它變得越來越容易，越來越自然——但是它仍然
在那裏，那個構造的成分，那個造作的成分，是它維持你停在那裏。當定如此牢固 ，你得以審視
哪怕它最細微的狀態時，那就是洞見真正來臨之際: 這個定境，這個你已學會依賴的狀態是何等
的造作，整件事是何等的人爲。只有那時，洞見才有意義。 
        如果你在真正依賴這些狀態之前，在你真正熟悉它們之前，就開始從三特徵的角度分析定的
諸種狀態，整個過程就給短路了。“啊，是的，定是不穩定的。” 當然，誰都可以坐下來，定個兩
分鐘，然後學會說那一句，它沒多少意思。不過，如果你發展出那種技能，使得你真正牢固地與
它呆在一起，你就可以檢驗無常的法則。你能夠把心的這個狀態修練得有多恒常? 最終，你達到
某個地步，意識到，自己已經把它修練到不可能更恒常的地步，不可能更可靠的地步，然而它仍
然脫不了三特徵。它仍然是制造起來的。 
        那時，心就開始傾向於非制造、非造作了。如果你已經把心帶到了足夠靜止的平衡狀態，你
就可以停止造作，情形就會開放。這不只是一個說: “好，我打算停止這麼做了”的動機 。這是一
個學會某種平衡，其中不再補充新動機的問題。真正的技能就在那裏。我們花這麼多時間使心進
入平衡、平衡、平衡，就是爲了這個道理，因爲只有在真正的平衡狀態之下 ，你才能夠做到徹底
放開。 
        有些人有一種觀念，認爲禪定就是使心進入一種達到“突破”的極端境界。把心帶到不穩定的
臨界邊緣，然後突然突破，達到某種更深的境界。他們是那麼說的。不過我還沒有找到佛陀那樣
描述過。對他來說，這更是一個把心帶到一種平衡狀態，等到停止造作時，心不會朝任何方向傾
倒的問題。它就在那裏。 
        因此，恒常、維持、堅持，訓練心，使它在世間所有無常之中，能夠真正信任自己，依賴自
己: 這些素質，就是決定禪修是否有所成就的關鍵。  
(根據2002年12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10-2010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Maintenance2.htm (3 of 4) [12/31/2010 10:42:08 PM]



坦尼沙羅尊者-維持的工作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Maintenance2.htm (4 of 4) [12/31/2010 10:42:08 PM]



坦尼沙羅尊者-自戒的技能

[首頁] >> [林居傳統]

自戒的技能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The Skill of Restraint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8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10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人們經常問到，如何把修持帶入日常生活。答案比較簡單。很多人不愛聽這個答案，但它確
實簡單: 那就是自戒[約束]。 自戒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在行動上自戒。一種是在看、聽、嗅、
嘗、觸、思方面自戒——換句話說，既約束出去的東西，又約束進來的東西。這兩種戒都需要相
當程度的技巧。 
        拿感官約束來說: 怎樣看，怎樣聽，是有技巧的。你要以不激發貪、嗔、癡的方式看事物。
你要以不激發貪、嗔、癡的方式聽聲音。 諸種感官依此類推。這是一門技能。你要能做到既約束
感官，又不至於缺少愉悅，饑餓到崩潰的程度，突然發現自己站在敞開的冰箱跟前狼吞虎咽，喫
下一加侖冰激淩。你需要懂得如何給心提供優質食物，哪怕你正在給雜染斷食。在掌握這門技能
的過程中，有定作爲基礎是有益的。經典中常常提到感官約束爲定的前提，不過，這兩種素質實
際上一路相輔相成，這樣的情形在佛陀的教導中是常見的。 
        看事物時要試著留意: 你的心[注意力]在往外流嗎? 你是否失去了身感? 如果是，這說明你看
那件事物的方式不那麼善巧。你要能夠做到，在看時、聽時，住在身內，維持你那股貫穿全身的
氣感。如果做不到，就說明或者你看的目的是爲了忘記氣——換句話說，你是爲了貪、嗔、癡的
目的在看——或者，你根本是疏忽大意，色、聲、香、味之類乘虛而入。 
        那就是多數人看、聽、嗅、嘗、觸、想事物的方式。他們忘記了自己內在的中心[定]，接著
突然發現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外面，試圖抓住某個色或聲，然後加以發揮——或者使它更具吸
引力，或者給它賦予超出實際的意義——從中得到一些喜樂。假若心正處在需要一點嗔怒的情緒
之中，你就會專注觸發嗔怒的那些事物，然後就可以借題發揮，盡情繁殖。 
        我們的本事往往就在那些地方。我們對思維繁殖駕輕就熟。不過，假若你把感官輸入當作心
的一種食物——這就是佛陀的看法——你得問自己: 你是在給自己准備營養食物，還是垃圾食
物?  還是有毒食物? 那就是我們的習慣煮法。我們以爲自己是在做美食，然而那些東西是致病
的。所以你必須學會用一種新的做法給心飼食。 
        佛陀把感官輸入歸入識的四種食物之中。實際上它包括了其中的三種: 感官上的接觸[觸食]; 
感官上的動機[意食]——也就是你根本爲什麼在看，在聽這些東西; 然後是對感知動作的意識[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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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感官輸入的這三個側面，就是心一直在喫的東西。  
        爲了學會燒煮這種食物的新方式，基本技能就是專注氣，使心定在其中。實際上當心以這種
方式住在身內時，你是在改變心的層次。與其住在欲界，它突然到了色界層次，高過了欲界。即
便也許有住在色界的欲求，它是一個善巧的欲求，因爲它提昇了心的層次。你的喜樂不那麼依賴
外面的東西了 ，於是你就處在了一個可以從上往下觀察感官欲樂的位置。 
        同時，你在學習如何盡量善用現有的東西。如阿姜李所說，這就好比學會在自家地裏種莊
稼，而不是入侵到別家地裏種莊稼。要學會就在身內、此處，發展出一種安適感，一種充實清新
感。把它當作你的食物。試著維持和保護心的那個層次。你看事物，聽事物，技巧就在這裏: 不
管外面發生什麼，維持這股定於身內之感，維持一種安適、清新、充實之感。那就把心放到了一
個較高的層面——一個好得多的位置。 
        當你以這種方式進行感官約束時，你不是在剝奪心[的食物]。你只是在學著給心提供更好的
食物，以一種更健康、更無咎的方式滋養它。有時，你聽見人們談論執取禪那的危險，好像它是
埋伏在聖道旁邊等著你的一頭巨獸。可是禪那的危險相對並不大。不過，粘著在欲界層次的危
險，才是巨大的。當你的喜樂，有賴於感官欲樂必須是某種式樣時，隨著你試圖不停的給心提供
它喜歡的那種色、聲等等食物，它會導致各種各樣的不善巧行爲。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看見世界上
有這麼多殺人、偷盜、不當性事、謊言、和醉酒現象。五戒之所以被破壞，都是因爲人們執取感
官欲樂。你不會看見任何人因爲執取禪那而殺人或偷盜。 
        因此，盡管這是一種執取，它是比較好的一種。當你的喜樂不依賴於外在事物必須是某種樣
子的時候，外面那些人對你的控制力就降低了。這種現象如今實在太多了。他們只要搖起紅色警
旗: “有危險; 有恐怖份子。他們會傷害我們。我們必須做各種惡事來阻止他們。” 他們是那樣告訴
我們的。假若心的唯一滋養是外在事物，你會受那些言論的影響。不過當你能夠退後一步說: 
“不，我有外面的人碰不到的內在的喜樂源頭 、幸福源頭，” 那麼你被引入歧途的可能性就小多
了。 
        以這種方式，你在內心找到滋養的能力，是對心的保護。外面世界的喜樂，對你的毒性就小
多了，因爲你不再試圖去喫了。它們仍然在那裏，你可以學會比較善巧地對付它們、利用它們，
同時你試圖把心練得更有力。 
        譬如說，你在禪定中，有時會發生進展不如意的情形。那種情形下，到外面去看一看周圍的
自然美景——雲層、日落、夜間的星月——可以是有益的。聖典中有的段落裏記載了佛弟子當中
持戒最精嚴 、性格最嚴肅的摩訶迦葉對自然之美的描述。詩偈疊句反復講的是，山巒如何沐浴在
雨中，森林如何令他清新。世界上一些最早的野外詩篇就存在於巴利聖典之中——它欣賞的不止
是自然之美，而是野外自然之美。那種欣賞是學會令心勝喜的技能的一部分。  
        歸結起來，正如佛陀所說，即便像看或聽這種簡單的事，也可以用來發展技能。你一邊看和
聽，一邊試圖維持你那股定在身內的感覺。這是衡量有多少貪、嗔、癡潛伏在心裏，把它推來推
去的最佳尺度。假若你逮住心朝外面某個特定的所緣[對象]流出去，就知道: 你找到了一個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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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我們很多人不喜歡“雜染”這個詞。我們不承認自己心裏有任何染垢，然而，當心被
欲望蒙蔽，被欲望逼窄時，那就是佛陀[所指的雜染]的意思。隨著你的注意力[心]流出去，你的內
在覺知就變得模糊、狹窄起來。據阿姜李的說法，朝外流向事物的那種傾向，正是“漏”——外流
或昇擾——的意思。你的心朝外流向該所緣的那種看和聽，是不善巧的看，不善巧的聽。如果你
善巧，就可以在看和聽的同時，住在身內。當你逮住正在心外流的動態時，就學到了重要的一
課: 心裏仍然存在貪、嗔、癡。你想找，它就在這裏。只有當你看得見它時，才能對它做點什
麼。你開始感覺到被那些外流欺騙的危險。你發展出想對此做點什麼的欲求，使自己再也不像這
樣給推來推去了。你會找到在根源上中斷外流的辦法。 
        正是在這裏，你會發現住於色身之內，的確是高一等層次的心食，高一等層次的喜樂，高一
等層次的居住地。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你會想盡一切方法住在這裏。當野火從山坡上朝你蔓延過
來時，你要待在這個位置。當然你可能要挪動身體，不過你要使自己的定力中心就待在這裏，待
在身內。當生命中的失望事件降臨時，你還是要待在這裏，不讓外來的失望事進入內心。當冷空
氣來臨時，當熱浪來臨時，你要能夠在身內、此處，找到你的清新，你的健康感。  
        這就是爲什麼約束感官並不是剝奪。實際上，它是給心提供更好的食物，給心提供更高層次
喜樂的一種方式。不過，人不可能擁有一切。假若你出去找比較危險的食物，就錯過了更好的食
物。你必須作出選擇: 或者健康食物，或者垃圾食物。在那個意義上，感官約束確是某種形式的
剝奪。但實際上它是一種交換。你換回更好的東西。 
        隨著你度過一天，要一直問自己那個問題: “我現在正在喫什麼? 這說明心的狀態是什麼? 我
藉著觀察自己的進食方式，對心有什麼了解? ” 以這種方式，簡單的看或聽的動作就是修練的一
部分。如果你善巧爲之，它就是修練的滋養。它使修練繼續進行。 
        聖道不只是在你閉眼坐在這裏時，或者當你在做行禪時，給心提供滋養。當你懂得如何行使
自戒時，就可以全天得到滋養。修練就有了一種連貫性。等到你閉眼坐禪時，它就在這裏。不需
要像牽貓一樣，整個一小時用在把心拉進來上，因爲它已經在這裏了。你一直在發展守護心、使
它定在這裏的智慧與明辨。每次坐禪時，就不需要從頭開始發展了。 
        因此，把你在全天所做的一切事，都當作一門技能[來練]，包括你自戒的方式。有時，它意
味著對你尚且不知道如何對待的東西不看、不聽——就像一個初級拳擊手起碼懂得不去迎戰世界
冠軍一樣。不過隨時帶著眼罩生活是不必要的。你可以教自己如何看過去會觸發你的嗔怒、或觸
發你的淫欲的那些東西，但是你以一種新的方式、一種不會觸發你的方式做。假如對某件事物你
感到貪意，就要去看獲得那件東西的不良一面: 爲了得到和保持那件東西，將會涉及到什麼。假
若有淫欲，就要思考身體不美的那一面: 自己的、周圍每個人的身體。如阿姜李所說，要用兩只
眼看事物，不只用一只眼。  
        再者，你一邊在做看的動作時，一邊定在這裏，就可以檢查自己在看和聽的時候，是確實遠
離雜染了，還是你偷偷帶它進來，或者跟它流了出去? 這就是爲什麼自戒是監控心的好辦法，監
控有兩個意思: 不僅是控止它[的流動]，並且監督正在發生什麼。假若雜染在你坐禪時似乎十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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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那好，現在就是你檢驗的機會。 平時你不在坐禪時，它們是否外流? 
        正是自戒，爲修練提供了連貫性。如果你善巧爲之，你的看和聽都會成爲修練的一部分。它
們可以使你全天走在聖道上。 
(根據2007年12月7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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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像一場市民大會: 有很多人，有很多觀點。有時，那個市民大會秩序良好——人們通情
達理，和氣禮貌——但經常情形是，它會失控。人們開始叫喊，於是一種暴民心態控制了局面。
如果你站在暴民的外面，很容易看出那些人的癲狂，可是如果你加入到暴民之中，有足夠多的人
相信，比方說，某人是女巫，結果有可能你會去點火燒她。等到一切結束之後，你會說: “哎呀，
那是怎麼發生的?” 
        心也同樣如此。時不時會有些癲狂的主意進來，攫住心的每一個聲音，你能夠不被卷入那種
癲狂的唯一方式，就是出離其外。不幸的是，你的頭部，大腦之外沒有什麼小隔離區，可以讓你
進去躲避那些聲音。你就跟它們在一起。不過，你的覺知有一個側面，與這些聲音是分開的，找
到它，是禪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技能。 
        有一些心態，佛陀稱之爲“蓋”，它們有可能會來席卷內心。每一個蓋——感官欲望、惡意、
昏眠、掉舉[焦慮]、疑——毛病都在於，它令你盲目。你開始跟著那個蓋障看事物，什麼是你真
正的福利就看不見了。換句話說，當感官欲望來臨時，那個對象實在太有吸引力了，不追逐根本
忍不住。當惡意來臨時，你不喜歡的那個人實在壞。看著就是那樣。當睡眠來臨時，你可以哄自
己入睡，多補眠一會，醒來時翻個身再睡，因爲身體當時確實需要睡眠嘛。五蓋如此類推。然
而，等到那個蓋過去了，你回顧一下，意識到當時並不是非得跟著它那麼做的。不去追逐淫欲或
貪欲的那個對象，你本來照樣也可以過的很好。不對你不喜歡的那個人做任何惡事，本來也可以
過的很好。只不過，當時你的辨識偏移了。 
        佛陀把五蓋的每一個，比作不同類型的一種水。感官欲望就像是夾雜著顏料的水。比方說，
水裏有紅顏料: 水裏的東西看起來是紅色的，等你把它們拿出來看，卻不是。惡意就像是沸水。
如果你試一下朝沸水裏看，什麼也看不清，因爲水在翻攪。昏眠好比長滿藻類的水。掉舉好比被
風吹皺的水。疑好比黑暗中的水。盡管水質也許是清潔的，它所處的狀態，使得你對裏面什麼也
看不見。 
        當心被這些蓋障抓住時，你不能夠如實地觀察事物。因此，當五蓋來臨時，你必須學會認出
它們，意識到你不想卷入其中。如果你能夠在它們還處在萌芽階段時及時認出來，如果你能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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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 “這是蓋障。 不能介入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把自己分離出來。這就是你需要的最基本的技
能之一，不僅作爲一個禪修者，而且爲了生存。 
        我最後一次拜訪阿姜蘇瓦特時——他在車禍後腦部有些損傷——他提到，自己的大腦功能不
正常，由於具念，因此知道這件事。他說，大腦在給他各種怪異的辨識。但由於一直善修禪定，
已經發展出念住，不會受到迷惑。我父親的情形就很不同了。晚年他患了帕金森氏癡呆癥。他會
看見房子裏有大動物，院子裏有人在自殺——各種讓人心慌意亂的事。試著跟他解釋，那都是幻
覺，他不信。如果他說起居室內有只大黑狗，那一定是這樣，不管你提供什麼樣的證據，說明它
不存在。這就是修練過和未修練的心，兩者的不同。 
        因此，你必須把這些東西及早制止在萌芽狀態，這不僅是指你頭腦裏大喊大叫的聲音，而且
也指[隨之而來的]體內的變化。血液開始猛沖，心跳在加速，各種緊張和壓力感在體內不同的地方
昇起。發怒時，胃部會有一股怪異感。由於這些身體方面的癥狀，你會說: “哎，這肯定是我的真
實感受。” 但情況並非如此。這只是你的荷爾蒙在亂竄。某種荷爾蒙進入你的血液，即便某個心
態已經離去，它繼續在血液裏循環。你已經習慣於認爲，如果你之前在發怒，並且發怒的身體癥
狀仍然存在，那麼自己一定還在發怒。那就給嗔怒的思維回過頭來再次控制你，留下了餘地。因
此，要提醒自己這樣想: “這只是血液裏的荷爾蒙，實際的嗔怒思維是來來去去的。” 同理於其它
蓋障。 
        僅僅因爲存在身體癥狀，並不說明那個情緒特別真實。就像人們立論。我現在一直在讀一篇
對那本比丘戒律書的評論，作者的論點有強有弱。力度強的論點，正是那些他簡單指出: “這是個
誤譯，”就完了的。  
        當論點弱的時候，他就變得好鬥起來，投入許多情緒。 
        這就是心的作用方式。當某個雜染知道它沒多少道理時，就會大喊大叫，就會想盡花招，逼
迫你服從它。因此，當那些東西氣勢洶洶地沖過來時，要學會認出，這只是雜染的炒作而已，就
像你學會看穿廣告的炒作那樣。如果一切無濟於事，你乾脆沉潛下去，因爲有時候這些東西的勢
頭實在大，非走一遍不可。你能做的只是，下決心絕不跟隨它們，絕不在它們的逼迫下行事。你
沉潛下去，跟氣待在一起。不介入那些對話，不被拉進去參與一場爭吵比賽。 
        這就好比幾年前我們這裏的一場風暴，風速高達每小時一百哩。除了在你的帳篷或小棚裏等
風暴過去，別的什麼也做不了。早上風靜下來，你就可以出來檢查損失，估算一下需要做什麼，
不過大風呼嘯之際，是很難估算什麼的。因此，當這些強烈的情緒沖擊心時，你要試著保持距
離。沉潛以待。 
        如何看這些東西，阿姜李有一個好辦法。他說: “你不知道究竟是誰在你的心裏說話。你的血
液裏有那麼多小菌蟲。也許你心裏的想法是那些小菌蟲經過你的大腦時它們的想法。或者，你可
能看見過人被鬼靈附身。也許這是一個鬼靈過來試圖支配你的心。” 換句話說，要學會不認同這
些癲狂的聲音。你要問自己: 如果真的服從那個聲音去行動，它會把你引到哪裏? 對那個問題，如
果你開始得到癲狂的答復，你就會意識到: “這裏沒法交談。” 乾脆沉潛下去。等那場風暴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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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那個暴民心態瘋完了再說，但重要的是，你不成爲暴民的一部分。 
        如果你對自己的思維能夠站到這個角度上看，就可以給自己省許多麻煩。就像汽車保險杠上
貼的那個標語: “不可相信你想到的一切”，不可認同掃過你的心的一切。對種種雜染的竭力鼓
吹，不可受其僭惑。當這些東西勢力大 增時，你就緊抓著氣不放，仿佛你的性命全指靠它那樣。
風暴過去後，你會爲此感到喜悅，沒有讓自己被吹走。 
(根據2005年9月6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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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姜李的最後一次說法中，他把生命比作駕一艘小船跨越大海。海上的困難是，沒有淡
水。對我們多數人來說，禪修就像是停靠港口，找到一些淡水，存到船上。然後我們到海上去，
發現水用光了，於是又得回到港口。結果是，我們走不遠。如果不仔細，海風會把我們吹離海
岸，那時我們會發現，一點水都沒有了。 
        換句話說，禪定時，我們找到一種良好的安適感，一種內在的清新感。這就好比把淡水儲存
起來。不過，接著，我們卻把那個水拿出來，從眼、耳，等等地方，倒了出去，灑得四處都是。
因此我們必須回來，再修一點禪定，再得到一點水——就這樣來來回回。我們從來不能夠真正儲
存起足夠的水去跨越大海。因此，我們必須學會的重要一課就是，如何不把那個水倒出去。這裏
的意思是，學會維持定住在身內、氣中，即便你去外面接觸其他人。 這對任何一位禪修者來說，
都是必須關注的一件大事。 
        阿姜李的開示中還有一段，把禪定比作令心合一，之後把它變成零。如果你有零時，可以拿
來作兩件事。你可以把它們放到數字的前面，那樣，它們就毫無意義了，它們不入數，它們不作
數。或者，你可以把它們放到其他數字之後，那樣，1就變成10，然後100、1000、10000。把零
加到後面，你的事就多了，不過如果加在前面，不管有多少零，它們不添加任何東西，不給心添
加任何負擔。 
        心也同樣如此: 你把它變成零，然後把零放在前面。然後，等到你接觸其他人的時候，他們
說什麼就不作數了。有意思的事，阿姜李專門把其他人說什麼，當成檢驗心是否真正平靜[的標
准]。 法句經中佛陀也講過類似的要點: “如果其他人對你說凶惡的話，你不共震，就像一面有裂
縫的鑼那樣——這表明你已經真正得到了心的寧靜。” 這也許看起來奇怪，爲什麼檢驗的標准是
你如何對其他人的話作反應? 
        心對這個問題，是很敏感的。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得知，我們的喜樂將有賴於他人如何對
待我們。作爲孩子，我們的周圍都是些力量比自己大得多的人，因此我們與周圍人們的關係中，
總存在著一種畏懼感。我們對他人的情緒，對他們會做什麼，變得敏感起來。結果是，我們的重
心放到了外面，因爲我們畏懼他們，試圖在外面造起一堵牆來保護自己不受他們[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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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是，我們的心靈重心被挪到了身體之外。如果你上過武術課，就知道，如果你的重
心在身體之外，就麻煩了。你就處在了弱劣的位置。 
        佛陀並沒有說，不要管別人，只顧自己就可以了。他說，對幸福這整件事的追求，存在一種
不同的方式。換句話說，你去找一個幸福的源頭，它不從任何人那裏拿走任何東西，因此你不必
懼怕其他人。當你不懼怕他們時，你會發現，你可以對他們更具同情。因此，發展和維持這個內
在的定，並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情。佛陀並不是在教你麻木不仁。他只是說，要把自己放到一個更
有力量的位置，而且要相信，增強力量的方式不是試圖到外面去做改善人們的情緒等等所有其它
我們自以爲在接觸他人時可以對他們做的事。你就待在裏面。畢竟，你的幸福的來源就在內心。
因爲它不在從任何人那裏拿走任何東西，你就不需要怕他們。 
        特別是，當你可以做到使覺知充滿全身，當你可以做到使氣在全身通暢流動時: 這股平滑的
能量流會建造起某種力場。聖典中的一個形象是，能做到把覺知填滿全身的禪修者，就像一扇實
木大門。如果拿一團繩索朝門扔過去，不會在門上留下任何凹坑。被覺知所填滿，被平滑流動的
氣能所充滿的心，就像這扇門那樣。它堅實牢固。它會抵制外來的影響。 
        不過，當你的覺知沒有像這樣填滿身體時，佛陀說，它就像一團濕潤的粘土，被人扔一塊石
頭，那塊石頭就會在粘土上面造一個大坑。換句話說，你的處境比較弱，並且你直覺地自知處境
弱。其他人可以侵入你的內在空間。於是你手忙腳亂，試圖建造起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由於把
這麼多能量放在了防禦上，而那些能量都在身體之外，這就打亂了你的平衡。以這種方式，你把
禪定的那個水，禪定的那股清新感，很快用完了。 
        正如阿姜李所說，對付的技巧在於，船上有一個小小的蒸餾器，使得你可以把海水放到蒸餾
器裏，把它變成淡水。 
        那樣一來，你隨便去哪裏，都會有淡水。換句話說，不管你去哪裏，你就在這裏: 定在身
內，覺知填滿全身。你沒有離開身體，讓它失防，你沒有把所有能量用在外面那些虛假的防衛
上。你是在身內制造起一種能量感，一種清新感，同時它也在保護你。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周遊
世界了，因爲海水到處都是。如果你把握了這個技能，就可以把它變成淡水——想要多少就有多
少。  
        因此，你出定時，重要的一點是，要觀察: 這個心是怎麼動的? 它是怎麼從你的眼和耳流出
去，到身體之外的空間的? 如果你逮住它，把它領回來，它會怎樣抱怨 ? 對試圖住於身內，將會
有一種畏懼感，一種不確定感。一開始也許你會覺得防衛空虛。不可聽信那些聲音。當你還是一
個懵昧小兒的時候，就是那些聲音控制了你的心。當時你只能那麼做，不過現在你有了更多的技
能，更好的技能，更多的領悟。 
        要學會跟那些聲音講道理: “這裏是一個牢固的好地方，一個安全的好地方，一個安穩的居住
地——就在身內，此處——你在從一個有力的位置出發行事。” 只要做那麼多，就是給自己饋贈 
了一件禮物，而且也給周圍的人們饋贈了一件禮物。他們也會感受到那個區別，它會使你跟他們
的互動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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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學會對這股住於身內的感覺有一定的信任。這個填滿身體的覺知，這個填滿身體的
氣，能夠以多種方式保護你。它能夠爲你提供任何時候你都需要的滋養和清新感。同時，它給禪
修發展出一股沖力。如果你不斷地在制造自己需要的所有的水，當你的水綽綽有餘時，你就可以
與周圍的人們分享。你對什麼是與他人互動的理解，將會改變——其中的畏懼將會小得多——並
且，你對什麼清新感的理解，也將會越來越深，越來越強。 
(根據2005年9月10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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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曾經把感官輸入比作一頭被剝去皮的牛[1]。不管到那裏，一直有蟲子鑽進它的肉裏。我
們的感官透過眼、耳 、鼻、舌、身，在不停地吸收訊息。再加上心還有自己的感知，它吸收各種
各樣的主意。問題是，處在這一切當中，怎樣才能夠找到寧靜? 答案是: 你必須有選擇性。 
        佛陀把感官約束作爲禪修的基本成分。我們往往以爲禪修就是那個坐下閉眼就開始的東西，
不過實際上，它一直在進行著。禪修這個詞，bhāvanā，意思是培養 [發展]。你應當停下來想一
想: 自己正在內心培養什麼?  
        當你跟隨某些思路時，會培養起跟隨它們的習慣。你會在心裏造出一條條溝轍。當你允許嗔
怒自由橫行時，就會造起一條嗔怒的溝轍。當你培養念住時，就會造起一條念的溝轍。下一次你
靠近那樣的思維模式時，心就會跌入那個溝轍，沿著它走下去。這種事我們一直在作。一項又一
項的研究表明，我們的辨識過程是何等的有選擇性。它在多個層次上發生。其中有些是有意識
的，有些不是，但總的結果是，在你閉眼坐禪之前，早就處在了一個培養的過程之中。 
        問題是，它是在培養禪修旨在培養的同樣的素質嗎? 你是在培養寧靜，還是在培養混亂? 你
是在培養心定還是在培養掉舉? 要一直注意這件事。你做每件事，說每句話，都是在培養某樣東
西。它是在心裏鋪下一條條溝轍。那麼，你想要什麼樣的溝轍? 我們閉眼坐在這裏，是在試圖造
設那些好的溝轍，不過如果在一天的其它時間裏，你一直在造設別的溝轍，那就會發生衝突。  
        當你看事物時，是在找什麼? 誰在做看的動作? 是淫欲在看嗎? 是嗔怒在看嗎? 如果是這些東
西在看，它們會制造出溝轍，讓更多的嗔怒或淫欲繼續來看。因此，整個一天裏，要謹慎注意自
己在看什麼。 
        這並不意味著，美觀的東西你不能看。只是，當你看見某個美觀的東西時，你必須提醒自
己，它還有另外一面。看到自己憎惡的東西時，要提醒自己它也有另外一面。正如阿姜李所說，
要做一個有兩只眼的人。對你的聽、嗅、嘗、觸，特別是你的思維，要遵循同樣的原則。 
        一個常見的模式是，在這裏坐禪時，你試著令心服從調禦，不過一起身，它又回到老樣子
——任意游蕩。那樣你就不一致了。如果心打算去什麼地方，你得問自己: “爲什麼要去那裏?” 就
像二戰時期的那條老標語: “這趟出門真有必要嗎?” 你打算去哪兒? 你打算把什麼帶回來?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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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要有目的性。佛陀並不是說，不要思考。他只是說，要懂得爲什麼思考，它要達成什麼目
的。對看和聽也同樣: 要懂得自己爲什麼在看某件事物，藉著看它，打算達到什麼目的。爲什麼
你在聽某些東西? 
        所有這一切，都是禪修的一部分，培養的一部分，因爲你是在內心制造環境，你要確保自己
造起正確的環境。要懂得什麼對自己重要，什麼次要。這樣，禪修就不那麼像在急流旋渦當中試
圖造起一個寧靜的小島，更像是一個持續過程的組成部分——你意識到心需要被訓練，並且這種
訓練是一個全日過程。 
        不僅在寺院這裏，即便你在外面世界裏，也一定要審視自己的心，看它正在往哪裏去，它正
在拿起[吸收]什麼。特別要注意它正在拿起什麼，因爲外面有五花八門的荒唐訊息。你一打開電
視，一拿起報紙、雜志，總要記得那個問題: “爲什麼這些人要我相信這件事?”——這樣可以使你
不受這些訊息，這些暗藏價值觀的僭惑。 
        如果這使你變成周圍環境裏的一個陌生人，那也不壞。有時，做一個陌生人，不吸收一切，
是件好事。去泰國的優點之一正在這裏: 不論我多麼沉浸在那個文化，那個語言之中，有一部分
的我仍是個外來人。那個外來的視角，始終十分重要。有時，它幫助你保持理智，因爲那個外來
人的視角，可以做你的內在指南，你的內在導師。 
        佛陀提到過聖者的傳統，聖者的習尚。依照這些傳統修練，意味著使你自己成爲腳踏兩種不
同習尚的人。聖者們看著物質事物，說: “要記得，爲了提供衣、食、住 ，必須付出多少苦，因此
不可迷戀於追求多衣、多食、豪宅。記得那些東西有其過患。” 外面的世界說: “買，買，買，”但
聖者們卻說: “不。” 聆聽聖者之言，可以助你身處兩種習尚之中。當媒體把各種拜物主義價值觀
朝你推過來時，你有一個部分可以說: “不。” 你不被吸入那些東西當中，結果是，心更獨立，心
寧靜得多。即便在我們這樣的瘋狂社會裏，它可以使自己的的價值觀保持正直。 
        法句經裏有一句話說: 有的人在不應羞恥的事物中見到羞恥，在應當羞恥的事物中見不到羞
恥。一部分世界，把有道德、有原則、不爲了擁有許多物品而血腥爭搶，看成是可恥的、丟臉
的。這就是爲什麼你必須出離那種陶育。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聖者的陶育。 那個自戒的內在聲
音，將會是你的護佑。要學會聽從它，增強它，使得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戒，能夠輔助禪定中的
自戒。你在試圖專注一個所緣，你能夠待在那裏，是因爲你已經學會了以一種健康的方式行使自
戒:  懂得你對心的約束可以有多嚴緊，何時必須放松一點，不令它覺得過於受限、過於受縛，同
時又懂得多少是過分了——這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必須學會的事。 
        因此，想一想你正在內心制造的環境，讓心安定下來的那個環境，讓心安定下來的那些價值

觀，這樣，當令你散亂的思維昇起來時，你不會即刻就跟著走。你可以看一看它們，然後說: “這
不是我想跟著走的思路。” 當你對事物說“不”養成習慣之後，坐在這裏閉眼觀氣時，對它們
說“不”，就比較容易了。反之亦然: 你睜開眼時，可以提醒自己: “這個想法我克服過。我對它說
過'不'，我並沒有[因此]死去。” 
        這樣，你就能夠維持心理健康，禪修則確實會變成一個持續的 培養過程——培養你想要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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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素質: 念住、警覺、平靜感、身與心的健全感。正如佛陀所說: “善修的心帶來福樂。” 它之所以
需要善修，是因爲它一直在作事，因此你要確保它正在作的事，與你希望它去的方向相一致。  
(根據2005年4月11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中譯注: 
(1)SN12.63《子肉經》: “比丘們，觸食當如何看? 譬如有一頭剝去皮的牛，依泥牆而處. 住在牆裏的眾生
會嚙食它。如果它依樹而處，住在樹裏的眾生會嚙食它。 如果它依水而處，住在水裏的眾生會嚙食它。
如果它依空而處，住在空中的眾生會嚙食它。因爲不管那頭被剝去皮的牛依哪裏而處，住在那裏的眾生
會嚙食它。我告訴你們，看觸食當以同樣方式。比丘們，當觸食被全知[遍知]時，三種受[樂,痛,不樂不
痛]就即被全知了。當這三受被全知時，我告訴你們，聖弟子再無可作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6-2010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CultureOfRestraint2.htm (3 of 3) [12/31/2010 10:42:17 PM]



坦尼沙羅尊者-退後一步看大局

[首頁] >> [林居傳統]

退後一步看大局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Stepping Back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6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10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禪定時，很容易氣餒。你在這裏觀氣，就像阿姜李說的: “才只有四禪，你卻掌握不了。” 心
不停地溜開去，不管你如何下決心跟氣待在一起，你發現自己到了別處。這個禪定經常好像不是
在朝某個方向進展——光在東遊西蕩——你就會想: “這與涅磐不死有什麼關係? 這與真樂有什麼
關係?” 這個時候 ，你應當退後一步，從大局看問題。 
        這個大問題，當然就是你的心。不管你住在哪裏，不管你去哪裏，你這個心就在那裏。如果
你對它根本不能有一點掌控，那麼你是在和一個極其危險的東西住在一起，因爲各種各樣的事會
對它發生。體內稍微有點化學失調，心就極度憂鬱起來。它似乎不能把自己從那個憂鬱裏拉出
來。或者，它開始出現幻覺。心有可能做出各種各樣的事，大腦有可能做出各種各樣的事。 
        在心和腦之間保持一種分別感，是很重要的。腦是身體的一個器官，而我們感興趣的心，只
是基本的覺知。我們用那個器官思考，但假若它有任何損傷，有任何失衡，那麼我們的思想就會
跟我們作對 。那時你怎麼辦? 如果你有足夠的念，把自己拉出你的思維世界，你就安全了。如果
你有足夠的念，把自己拉出心作的任何事，你就安全了。 
        我們講心對事物的執取，心對事物的緊抓，不過，並不是它有手去抓。當它“執取”某事時，
只是說它在不停地想那件事，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想。放開那個執取，意思只是，你讓它停下來 。
你能夠做到讓它停下來的唯一辦法，就是出離其外，把它單看成內心的一個事件。 
        阿姜蘇瓦特去世前我最後一次拜訪他時，他提到，他的大腦在給他輸送各種怪異的訊息，他
已經學會得對進入心的一切，打上問號。“不過，” 他說，“我從禪修中證得的那個東西: 它沒有離
去 。” 正是那個東西，使他能夠把自己從那些訊息中拉出來，看懂它們只是些怪異的訊息，自己
沒有必要相信。他有一個基地，因此即便大腦在翻攪出不正常的辨識，他仍可以達到一個維度 ，
在那裏他無需介入。 
        我們禪定，就是在朝那個維度修練。第一步是，藉著定，確立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受保護
的地方，讓我們的覺知[心]一直待在那個基地。爲了到達那裏，我們付出各種各樣的努力，遭遇
各種各樣的挫折，經歷各種各樣的困難，都是值得的，因爲隨之而來的那種真實的牢固和安全感
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意識到，自己已經游蕩了多久，被思維誤導了多久，過去自己是多麼癡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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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導致了多少苦。等到你能夠踏出去——真正踏出去，甚至出離那個定的基地——一個巨大的負
擔就被卸除了。代之而來的是，你得到了那個新維度的牢固感，同時也得到了什麼也不能碰觸它
的自信 ，因爲它超越了時間和空間。至於時空內部將會發生什麼，那與業有關。即便覺醒者，也
會老、病 、死，但是他們已經找到了不老、不病、不死的那個維度。 
        他們是怎麼找到的? 是藉著做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每一次一個思想出現，這就是你的機會: 
你是要跟隨它，還是從它那裏退後一步? 那些思想也許是瘋狂的，也許是你不該去想的，不過，
只要你能夠從它們那裏退後一步，你就處在了一個良好的位置。你現在退到的這個地方，也許不
如你希望的那麼徹底牢固，但是它帶引你的方向是正確的。如果你沒有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安
全可言。根本沒有保護，沒有大局角度。沒有這個角度，就沒有智慧，沒有洞見。沒有洞見，你
就徹底沉浸在癡迷之中。 
        徹底癡迷是什麼樣子? 你對事物沒有絲毫確定性。內心深處，事情似乎不那麼對頭，總有一
股畏懼的成分。正如佛陀所說: “只要你對真法不確定，總會怖畏死亡。” 你在死亡時，將會發生
什麼? 你能夠了解的唯一辦法 ，就是觀察內心的種種過程，因爲它在一個細小的層次上，一直在
經歷死亡與再生。它就在不停地回來，回來，回來。但凡你一直在心裏鼓勵哪些習慣模式，它們
就一次又一次地回來。不過，所幸的是，你可以從它們當 中走出來。 
        這就是佛陀的業力教導的歸結所在。內心裏的事件，並非都是先決的。在每一個當下，作出
新決定、做出新選擇的機會，總是存在的，但我們多數人放棄了那個自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沿
著同樣的舊模式在飄流。我們需要學著認出自己擁有退後一步，看一看大局，把自己從思維世界
中拉出來的那種能力。在修練過程中，不管你退出的那一步，時間似乎是多麼短暫，每次你那麼
做，就是在強化內心的善巧習性，那個習性，實際上就是你的聖道。 
        阿姜摩訶布瓦講過，阿姜曼去世時，他被一種絕望感所沖擊: 現在他的人生該怎麼辦? 禪定中
出現問題時，他去找誰求教? 他說，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多年依賴某位醫生的人，現在那位醫生
離去了。那就好比林子裏的野生動物，沒有醫生的照看。不過接著，他回憶起自己過去從阿 姜曼
那裏得到的所有教誨。如今那些東西就是他的老師了。阿姜曼最強調的要點是什麼? “不管任何事
在你心裏出現 ，你對它不確定時，就要退後一步，與那個知者的感覺，那個基本的覺知，待在一
起。不管心裏那個東西是什麼，它就會過去，你就安全了。” 僅僅作一個監察者、觀察者，似乎
太不起眼了，但它能夠使你保持安全，因爲它就是能夠把你拉出來的心的那個能力。 
        即便當風暴在心裏掃過時，你也處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你的安全港就在這裏，只要你不讓自
己被拉入那些風暴之中，因爲它們可能會把你吹到各種地方。佛陀有一次說: “看一看動物世界。
看它何等繁雜多樣——那許許多多種類的動物，它們呈現的種種不同的形狀，它們生活的種種不
同的方式。” 接著他又說: “心比那還要多變。” 它可以使自己陷入各種各樣的困境。不過，你也
有自己的保護，就在這裏。它就在手邊。比你的眼睛還要近。禪定的目的就是爲了學會識得它，
重視它。盡管它也許現在似乎不穩定，你要不停地回來，回來，回來。如果你不回來 ，等待你的
是什麼? 你在旋風中給吹來吹去，就像但丁《地獄篇》裏的魂靈。不過，如果你真退後一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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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你是在強化一個極其重要的習慣。每一次你記得回來 ，都會在心裏造起一條通道。  
        你到這樣一個地方來禪定時，就好比你已經讓鼻子昇出了水面，你已經把自己從洪水裏略微
拉出了一點。 經上是那麼稱的——“洪水”——從心裏奔湧出來的所有這些東西。如果你不仔細，
它們可以把你徹底淹沒。你會給淹死。不過在這裏，你已經讓鼻子昇出了水面。你可以呼吸了。
也許還不是最穩定的位置，不過佛陀說，它可以成爲你的 洲島。 
        你在這裏有了洪水中自己的洲島。這片洲島也許不大，不過足夠了。隨著你發展它，它就會
開啟內心更好的那些東西。 
        沒有這股覺知感，你會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什麼可以抓得住的東西都沒有。你會被心造作
出來的風暴吹來吹去。有了這個地方，你就有了希望——這不是遙遠的希望。它就在這裏。如果
你學會重視它，它將會向你開啟，展示它可以提供的一切——多於你的想象。它就像童話裏橋下
那個醜陋的特羅爾侏儒，其實他藏著金子。生命中的寶貴東西，往往就在你最沒有想到的地方找
到，它們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因此記住這一點。就在這裏，你有金子，但它被泥灰覆蓋著，那些泥灰可以被清除掉。除了
這塊金子，你一無所有。有了這塊金子，你不再需要什麼。  
(根據2005年5月13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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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念誦的一句——“那些不辨察苦的人”[Ye dukkhaṃ nappajānanti]——聽起來有點奇怪，不是
嗎? 你以爲人人都會辨察苦，不過這裏用到的動詞很重要。人人體驗苦，但並非人人都辨察到
它。“辨察”，意思是如實懂得，如實看見，直到能夠放開它，終結它。 
        那就需要極其仔細的觀察它。我們在生命中經歷那麼多苦，對它的仔細觀察，偏偏作得那麼
少。我們的問題就在這裏。我們對苦有許許多多的觀念，但你有沒有停下來自問: “那些觀念是從
那裏得來的?” 它們當中 ，有些可以追溯到你未諳語言之前。 
        你初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哭——除非震驚得哭不出來，他們還得拍打你的臀股逼你哭。甚至
在子宮裏，人也體驗苦。聖典中有一個故事，講一個小男孩在母親的子宮裏住了好幾年，等他終
於給生出來時，已經會說話了。他講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在子宮裏，在那個血牢裏是如何悲慘。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受苦，而且，我們應對早期那些苦的方式，仍然影響著我們現在如何應對
苦。比方說你有腿痛。可能你對那個痛有一個心理形象——也許是一個視覺形象，一種觸覺形
象 ，對它有一種形狀感。兒時信鬼怪時，也許你一直把痛看成鬼怪。它是一個有意志的東西，你
以爲它是來找你麻煩的。當時你不懂事。盡管如今你的有意識的心懂事了，你的許多下意識的思
維也許並不懂事。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必須禪定的原因之一——即: 使心靜止到你能夠看見那些下
意識思維的現行。 
        你必須懂得，心並未被隔成兩部分: 有意識的心和無意識的心。只是有意識到的作爲和意識
不到的作爲，意識到的事件和意識不到的事件。禪定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心更寂止，以至於那些
過去是下意識的東西，能夠被意識到。這就好比把它們提昇到光天化日之下。 
        或者可以把它比作調入某個電臺頻道。你把頻率調得越准，雜音就越少。 雜音越少，訊號就
聽得越清楚。你會收聽到以往聽不到的許多細節，因爲之前的雜音使之模糊。 
        你令心靜止到開始能分辨出圍繞那個痛的苦迫。你會在兩個層次上操作。一個層次是身體固
有的痛; 另一個層次是心的苦。醫學家們已經證實，我們對痛的辨識實在有賴於多種心理因素。
這件事你在禪定時將會看到——並且它只能各自證知。醫生可以作諸項測試，找不到身痛的任何
體內證據，但那個人確實在體驗痛。他們可以觀察腦部的痛感中心，看它是否被激活 ，但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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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你的痛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此，僅僅身痛本身，就包含了許多心理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辨識[perception,認知]這個因素
——也就是我們給事物貼標簽的方式。有時，sañña 這個詞也被譯成“ 記憶”，實際上不十分准
確。記憶在辨識中是起作用的——我們把痛的舊辨識應用到新的痛體驗上——但記憶針對的是過
去。這裏我們在試圖專注當下，卻用過去的記憶來遮掩當下，來塑形[影響]當下的體驗。 
        例如，當你有腿痛、腰痛、背痛時，心對它應用了哪些辨識? 如果你看不見這個過程的現
行，不妨有意識地應用一下不同的辨識。隨著修定，你應該在這方面能得到一些練習——因爲畢
竟，定的每一階段，直到空無邊處，都被稱作“辨識的成就”。 
        舉例來說，你在練氣時，“氣”的標簽應該是你的主要辨識。你對身體的體驗所應用的標簽就
是“氣”。不僅對出入息: 要試著對你身體的不同部位，都當作氣能的種種類型來體驗 。假若你的
手臂真是氣能，它會是良好的氣能，還是阻滯的氣能? 試一試，把那個標簽，持續穩定地應用到
手臂的感覺上，過了一陣，你對手臂的體驗將會發生變化。試著把它[氣的辨識]應用到所有不同
的身體部位，看看那樣做，將如何改變你對那些部位的體驗。 
        你會看見，對身體的實際體驗，因爲有那個心理標簽，將會有變化。這樣的好處是，你對那
些覺受，可以開始做一些不同的事。假如對某個覺受，你把它辨識成某種硬物，對它就做不了什
麼了。如果你把它辨識成阻滯的能量，就有辦法解除那個阻滯。你可以想辦法疏導它，想辦法松
緩那個阻滯。換句話說，那個辨識之所以有用，是因爲你可以用它來做事。 
        如果你堅持氣能的辨識，盡可能維持該辨識穩定不變，你將學得兩件事。一是，你對爲了維
持那個辨識，自己正在做什麼，越來越敏感。你開始對辨識的過程，明了得多。二是，你能使氣
平靜下來 ，變得極其，極其寂止。一旦全身各處的氣能像是在流暢流動時，它會越來越細微。如
果你堅持那個單一的辨識，你會發現大腦用的氧氣少多了。這樣，你的呼吸就減少了，直到最
後，達到只需要出入氣孔的氧氣。[口鼻]呼吸靜止下來。 
        氣寂止時，你對身體形狀的覺受開始變化。身體的內外界限開始融解。只有一團霧點感，就
在那裏，你可以改變你的辨識。與其專注那個霧 ，你可以專注那些小覺點之間的空間 ，於是你
突然就與“空間”在一起了。 
        如果你能把那個辨識維持得足夠久，它將會改變你的當下體驗，改變你對擁有一個身體[色]
的覺受。存在一個色身的潛勢就在那裏，不過你選擇不激發那個潛勢。只與空間待在一起。 僅這
些東西，就可以教給你許多對辨識[的洞見]。 
        或者，你去“空間”之前，也可以專注身內的不同元素——暖、涼 、重。把身體辨識爲“全
火”、“全水”、 或者“全土”。單持那種辨識，就將改變你對身體[色身]的具體體驗。接著，把所有
這些元素辨識爲處於平衡態: 不太冷、不太熱、不太重、不太輕。一切恰好均勻混合。這也會教
給你許多對辨別的洞見。你對自己正在應用的那些辨別，開始看清楚多了。隨著你對自己有意識
的辨識越來越熟悉，你開始探測到那些不容易覺察到的辨識了。  
        並且，你也准備好拆解痛受了。你觀察痛受時，最早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這個痛，感覺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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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體內一團堅硬的東西。這是真的嗎? 還是由你的辨識造成的? 試一試改變你的辨識，看看會
發生什麼。再一次，要把痛想成是可以動來動去，當中有空間的微小的覺點群。氣可以從那個痛
當中輕易地穿流而過。血液可以很容易從那個痛當中穿流而過。要試著區分一下 ，在那些覺受當
中，哪些只是身感[色]，哪些是痛感，你開始意識到，你過去習慣於串在一起的那一切，實際上
是許多不同種類的覺受。只不過，你對它們的辨識方式 ，使之如此具有威脅性。 
        你之所以采取那個舊的辨識方式，可能是你以爲給痛加上界限，是對付它的好辦法。你以
爲，給痛加上界限，也許可以防止它的傳播。不過，當你真正看一看制造和維持那個界限的過
程 ，你會看出來，那種方法往往是對付痛的一個不善巧方式。那麼，你就可以用比較善巧的方式
來替代那個辨識。 
        然後，你可以看一看圍繞那個痛的其它辨識和思維造作——也就是內心的那些說詞: 心在自
訴你已經痛了多久，你的人生多痛苦，“你真可憐啊”，這麼多苦，這麼多痛。你要開始問自己: 
“你真的非得相信那些故事嗎? 你能否停一會兒 ，不制造那些故事?” 看看會發生什麼。痛是開始
觀察到內心各種不同過程的一個好地方，因爲你開始看見，它不僅是一種身體的痛。圍繞這個
痛，還有許多心理活動，它們有可能導致真正重要的痛，真正重要的苦: 換句話說，就是你圍繞
那個痛，構造起來的心理負擔。如果你觀察得仔細，就可以把這些不同的說詞，這些不同的辨
識，只看成是內心的諸種事件，你就可以放下聽從它們、相信它們的習慣。看看那樣做會發生什
麼。  
        你正在做的，並不是完全放開辨識的習慣。你是在施用一些新的辨識，因爲你發現它們比較
善巧。這就是佛陀對所有五蘊的處理方式。你不是在試圖消除色、受 、想[辨識]、行 、識——起
碼不是現在。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學會如何把它們[五蘊]轉化爲聖道。經上用khandha 的意思
是，聚集體，堆積體。也許你可以把它們想成是大堆的碎石。你有這個選擇: 你可以把那堆碎石
放進袋子，扛在肩上到處走，使自己沉重不堪，或者，你可以想辦法把它變成鋪造你的道路的柏
油材料。把它鋪到地上，用粘合劑混合——然後，你就有一條平整的路，可以在上面行走了。 
        這裏的粘合劑，正是念住與警覺: 學會極其具念，警覺地利用這些不同的蘊。畢竟，五蘊本
身不是實物。它們是活動。它們是內心的事件。你開始看到，哪怕你對色[form, 形狀,色身]本身的
體驗，也受辨識的影響。你開始帶著念與警覺對付這一切。” 具念”的意思是，心裏牢記你要做什
麼，心裏牢記你要滅苦的欲望。“警覺”的意思是，觀察自己是否真在那麼做，同時，看見正在做
的結果 。這兩種素養，都需要一些辨識。 
        接下來還有精勤。“精勤”意思是，如果看見自己在造苦，就盡量想辦法采取別的行動方式。
這三種素養——念住、警覺、精勤——是把這些事件，這些蘊，粘合成聖道的粘合劑。它們需要
辨識，需要概念，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我們不是在譴責制造概念的心; 我們不是在譴責辨識事物，給它們貼標簽的那個心。
我們是在學會觀察那個辨識過程，想辦法做的更善巧。最終，你確實會達到超越五蘊的體驗，不
過，達到那裏的唯一辦法，就是發展聖道——把五蘊從肩上的重負轉化成腳下一條平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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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羅尊者-辨識

        因此，如果你想懂得辨識，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學會如何有意識地去做它。你越有意識地堅
持某個特定的辨識——例如“氣” 或“空間”——你越能夠懂得心是如何塑形種種辨識的。你開始探
測到，看哪裏才能看見那些不容易意識到的辨識，那些導致苦痛的辨識。你看見它們的現行，就
可以把它們放下，代之以其它更善巧的辨識——直到最後，達到再也不需要它們的地步。 
(根據2005年8月19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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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解釋禪定時，常常援引美術師、木匠、樂師、弓弩手、廚工的技藝作比較。他說，找
到精進的恰當程度，就好比樂師爲琵琶調音。解讀心在當下的諸種需要——喜樂、穩定、還是激
勵——就好比禦廚解讀王子口味的能力。 
        總體上，這些比喻說明一個要點: 禪定是一種技藝，掌握它的過程，應該如同掌握其它回報
豐厚的技藝一樣，是令人愉快的。佛陀對他的幼子羅睺羅這麼說: “當你看見，你以善巧方式 ——
也就是引生樂，同時不害己或害人的方式——行動、說話、思考時，你應當從中得到喜樂，繼續
修練。 
        當然，說禪修應當是有樂趣的，並不意味著它將一直是容易或愉快的。每一位禪修者都知
道，能夠多次忍受長久，不愉快的坐禪，解析心的所有那些難題，這是需要嚴格自律的。不過，
如果你能夠以藝術家面對創作中的挑戰的那份熱心，去面對困難時，訓練就變得有樂趣了。難題
是透過你自己的創意解決的，心得到激勵，去面對更大的挑戰。 
        這種愉悅的態度，對人們容易帶入禪定的較爲悲觀的態度，是有用的對治。那些態度往往可
分兩類．一方面，有人相信，禪定是一系列枯糙、沉悶的練習，沒有什麼想象和探索的餘地: 只
要咬緊牙關，熬過長久一段時間，到時候你的心就會被整成覺醒狀態。另一方面，有人相信，精
進與喜樂背道而馳，因此禪修絲毫不應涉及努力: 只要接受事物原本如此——硬要它們變好一點
是愚蠢的——放松地進入當下就成了。 
        禪定中的重複與放松，在追求一方的同時如不排斥另一方，可以帶來果報; 對其中一方的追
求到達排斥另一方的地步時，就會進入死胡同，這個道理是不錯的。不過，如果你能夠把兩者整
合成一門更高等的技能，也就是，任何時候，修行要求什麼層次的精進，你都能付出相應的精
進，那麼這兩者能把你帶很遠。這門更高等的技能，要求具備高度的念力、定力、辨察力。如果
你堅持下去，它能把你引向佛陀傳授禪定的最終目的: 涅盤，一種全無緣起，脫離時空局限的喜
樂。 
        那是一個激勵人心的目標，但它需要修練。要能使日復一日的禪定工作維持下去，關鍵是把
它作爲遊戲——也就是，把它當作掌握實用技藝、提出問題、實驗、探索的一個愉快機會。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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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陀本人傳授禪定的方式。與其構思出一套刻板的模式，他首先訓練弟子培養誠實、忍耐等個
人素養，這些素養都是作出可信賴的觀察所必需的。只有在作了這種訓練之後，他才開始傳授禪
定諸種技能，即使那時，他也沒有把一切都解釋出來。他提出一些問題，建議一些探索的領域，
希望他的問題能夠捕獲弟子們的想象力，讓他們自己發展出明辨，獲得洞見。  
        我們在佛陀教導羅睺羅如何禪定的做法上，可以看到這一點。一開始他講述的是忍耐的問
題。他說，修練心智，使得你的心如同大地。穢物被扔到地上，地不爲之驚駭。當你使你的心如
同大地時，無論美好的還是可厭的感官印象都不能掌控它。 
        當然，佛陀並不是要羅睺羅變成一團被動的泥巴。他是在教導羅睺羅遇事堅定，他是在培養
他的耐力，那樣他就能夠觀察身心內部的樂與痛這兩種事件，既不沉浸在樂中，也不被痛嚇住。
這就是耐力的作用。它幫助你坐觀事物，直到充分理解它們，能夠善巧地應對它們。  
        爲了發展禪定中的誠實，佛陀教導羅睺羅作一種進一步的修練．要觀察身心內部事件的無常
性，使得你不圍繞著它們，發展出一種“我是”的感覺。佛陀在羅睺羅七歲時曾經專門給過他一次
教誡，這裏他是在那堂課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指點。之前他說過，要學會在行動之前、在行動
當中、在行動之後，觀察自己的動作[業]。如果你看到你的行爲方式不善巧，造成了傷害，就要
下決心不重複錯誤。然後把這件事與你尊敬的人說一說。 
        在這些課程中，佛陀是在訓練羅睺羅對自己，對他人誠實。這種誠實的關鍵是，把你的諸種
行爲[業]當成是諸種實驗。然後，如果觀察到果報不良，你有改變做法的自由。  
        這種態度，對你在禪定中培養誠實素養，是最基本的。如果你把禪修中昇起的一切——好的
和不好的——都看成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的標志，那就很難誠實地觀察任何東西。如果一種不善巧
的動機昇起來，很可能你要麼會痛罵自己是一個拙劣的禪修者，或者把那個不良動機在否認心態
的蓋罩下掩糊起來。如果一種善巧的動機昇了起來，很可能你就變得驕傲自滿，把它解讀成自己
具有美好內在天性的象征。結果，你永遠看不見，這些動機究竟是否如初見之下那麼善巧。  
        爲了避免這些陷阱，你可以學會把事件單單地看成事件，而不是你內在的佛性或惡性的象
征。接下來，你可以誠實地觀察這些事件。誠實，與忍耐一起，把你放到了一個較好的位置，可
以利用禪定的技能，探索你自己的心。 
        佛陀教導幼子的主要技能，就是呼吸禪定。佛陀建議了練氣的十六步[見頁尾]。前兩步，是
直接的指示; 其餘步驟提出探索的問題。以這種方式，呼吸變成了行使你的創意，解決新的難題
的手段， 成了行使你的敏感性，判斷其果報的手段。 
        一開始，只要注意，何時氣長，何時氣短。不過， 在剩餘的步驟中，你訓練自己。換句話
說，你必須自己研究出來，如何做佛陀建議做的事。前兩個訓練是，入息出息，敏感全身，然後
平息氣對身的效應。這麼做呢? 你要實踐。什麼樣的節奏，什麼樣的認知氣的方式，才能平息氣
對身體的作用? 試著把氣，不想成是出入肺部的空氣，而是貫穿全身，把氣拉進拉出的能量流。
你在哪裏感覺到股能量流? 把它想成在頸後、手 、足，沿著神經、血管、骨胳之中流進流出。把
它想成從你的皮膚每個氣孔中流進流出。它在哪裏給阻塞住了? 你怎樣化解這些阻塞? 是使氣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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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它們? 繞過它們? 直接灌進去? 看什麼有效果。  
        隨著你以這種方式擺弄氣，你會犯一些錯誤——我曾經因爲過於強迫氣，而有時給自己造成
頭痛——但有正確的態度，那些錯誤就變成學習你的辨識如何影響你的呼吸方式的方式。你還會
逮住自己不耐煩或氣餒，不過你也會看見，當你用氣貫穿這些情緒時，它們就離去了。你開始看
見，氣對心的影響。 
        下一步，是出息入息，帶著一種清新感、充滿感、輕安感。這裏你同樣會需要既實踐你的出
入息方式，也實踐你對氣的構想。要注意到，這些覺受與概念如何對心施加影響，如何你可以平
息那種巨受，使心處於更輕安的狀態。 
        接下來，當氣平靜下來了，輕安與寂止之感令你清新之後，你就准備好觀察心本身了。不
過，你不要離開氣。你稍微調整注意力，使得心與氣呆在一起，同時你在觀察心。這裏佛陀建議
在三個地方做實驗: 注意當心需要喜悅時如何令心喜悅，當心需要平穩時如何令心平穩，當它准
備好解脫時如何令它從其執取和負擔中解脫出來。 
        有時，爲了令心喜悅、令心平穩，需要帶入一些其它的禪思主題。譬如，爲了令心喜悅，你
可以修練無量慈心，你可以回憶自己過去持戒、佈施的情形。當心被淫欲撞翻時爲了令它平穩，
或者當你感到昏睡或自滿時爲了令它恢復專注，你可以思維死亡，意識到死亡隨時可能降臨，你
若想有一點應對技巧，就需要讓心作好准備。還有的時候，你可以僅僅藉著專注氣，來令心喜
悅，令心平穩。譬如，當心的定動搖起來時，令氣往手足方向流進去，真可以把心牢牢定住。當
身體的一個部位不足以容納你的興趣時，試著同時專注兩個部位。 
        重要的一點是，你現在已經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可以對心作實驗，並且越來越准確地解讀實驗
果報的位置。你也可以在坐墊之外嘗試探索這些技能: 如何在病中令心喜悅? 如何在對付難纏的人
時令心平穩? 
        至於把心從負擔中結果，爲了准備好涅盤的最後自由，你首先是把心從定的任何當中解脫出
來。一旦心安定下來，要審視是否存在任何方式你可以使那個止境更爲精細。例如，在修定的初
始諸階段，你需要連續把你的思維指向氣，評估它，調整它，令它更舒適。不過，到了後來，心
寂止到相當程度，就不再需要評估氣了。於是你就想辦法令心與氣合一，那樣，你就把心解脫出
來，達到一種更爲集中、清新的輕安狀態。 
        隨著你以這種方式擴展自己的技能，你一直在用來塑造身心體驗的那些動機就變得越來越透
明了。在這個時候，佛陀建議重探無常這個主題，學會在每一種動機的諸種效應中尋找它。你會
看見，即使是由善巧動機制造出來的最佳狀態——也就是最牢固、最精細的定境——仍然會動
搖、變化。意識到這一點時，就誘導出對一切動機[意圖，意向]的一種離欲感，一種無欲感。你看
見，超越這種擅變性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一切動機止息。你看著包括聖道在內的一切被舍離。剩下
的正是非緣起: 不死涅盤。你對氣的探索欲望已經把你引到了超越欲望、超越氣的境界，一路到
達涅盤。 
        不過，聖道並沒有把它的一切喜樂都保存到最後才呈現出來。它把成就徹底覺醒的艱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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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分解成一些可以掌握的階段性目標——也就是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挑戰，那些目標，隨著你達
到它們，會讓你看見自己的修道進展。這件事本身使修道饒有趣味，成爲喜樂的來源。 
        同時，你也不是在做無用功。你是在發展對因果關係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有助於使身心透
明。只有當它們完全透明時，你才放得開它們。藉著在禪定中體驗全身之氣，你是在對某個覺知
領域敏感起來，等到你足夠敏銳時，涅盤不死將會在其中出現。 
        因此，即便聖道需要精進，這種精進能夠不斷地開啟在當下獲得喜樂與安康的新的可能性。 
並且，即便呼吸禪定的那些步驟最終導致一種離欲與無欲之感，它們並非是以無樂的方式進行
的。佛陀從未要求任何人采取一種否定世界——當然也沒有要求人們采取肯定世界——的心理框
架。反之，他要求的是一種“探索世界”的態度，你把全身之氣這個內在世界，當作實驗室，來探
索心在平穩、清明時，那一整個世界將爲你提供那些無害之樂。你會學得平息身體，培育清新、
充滿、輕安覺受的種種技能。你學會令心靜止，令心平穩，令心歡喜，令心從其負擔中解脫的技
能。 
        只有當你遇到這些技能的極限時，你才會准備好把它們放下，探索更大喜樂的可能性。這樣
一來，離欲的發展，不是出自一種狹窄或悲觀的態度，而是來自必有上善的希望性態度。這就像
一個孩子在掌握了某種簡單遊戲之後准備接受更具挑戰性的遊戲時所具有的那種離欲感。它是成
熟者的態度。我們都知道，成熟的過程不是藉著從世界中退縮出來被動地觀察它，或者強求它娛
樂你。人是藉著探索世界，透過擺弄來擴大可用技能的範圍，才成熟起來的。 
         
        呼吸禪定16步 
        1. 長入息，他辨察: “我正在長入息;” 或者，長出息，他辨察: “我正在長出息。” 
        2. 或者，短入息，他辨察: “我正在短入息;” 或者，短出息，他辨察: “我正在短出息。” 
        3.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敏知全身。” 
        4.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平息身造作(原按: 即出入息)。” 
        5.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敏知喜。” 
        6.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敏知樂。” 
        7.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敏知心造作。”  
        8.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平息心造作。” 
        9.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敏知心。” 
        10.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令心喜。” 
        11.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令心平穩。” 
        12.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令心解脫。” 
        13.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專注無常。” 
        14.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專注無欲。” 
        15.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專注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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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他訓練自己: “我將隨著出入息，專注離棄。” 
        ——中部62，坦尼沙羅比丘英譯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3-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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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e with the present-day stress on the need for 
religious teachings to be personally relevant and 
directly verifiable, in certain Dhamma circles the 
time-honored Buddhist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come 
up for severe re-examination. Although only a few 
contemporary Buddhist thinkers still go so far as to 
suggest that this doctrine be scrapped as 
"unscientific," another opinion has been gaining 
ground to the effect that whether or not rebirth itself 
be a fact,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no essential 
bearings on the practice of Dhamma and thence no 
claim to an assured place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The Dhamma, it is said, is concerned solely with the 
here and now, with helping us to resolve our personal 
hangups through increased self-awareness and inner 
honesty. All the rest of Buddhism we can now let go 
as the religious trappings of an ancient culture utterly 
inappropriate for the Dhamma of our technological 
age.

現代人對宗教教導強調有必要與個人相關並
直接可證，相應地在某些佛教圈子裏，久經
考驗的輪回教說在經受苛刻的重新審查。盡
管只有少數幾位當代佛教思想家仍走得過
遠，建議將此教說作爲“非科學”予以廢棄，
另有一種觀點已開始流行，意謂不管輪回本
身真實與否，輪回的教說對佛法修持無根本
重要性，因此在佛法教導中無必要地位。有
人說，佛法只關乎即刻當下，助我們藉提升
自覺與內在誠實，解決個人難題。佛教的其
余一切，只是一個古老文化的宗教性裝飾，
作爲我們當今科技時代的佛法已徹底不合
宜，如今可以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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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suspend our own predilections for the moment 
and instead go directly to our sources, we come upon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Buddha himself taught 
rebirth and taught it as a basic tenet of his teaching. 
Viewed in their totality, the Buddha's discourses 
show us that far from being a mere concession to the 
outlook prevalent in his time or an Asiatic cultural 
contrivance,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tremend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tire course of Dhamma 
practice, affecting both the aim with which the 
practice is taken up and the motivation with which it 
is followed through to completion.

假如暫時放下個人偏見，直接去我們的來源
查看，便會發現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佛陀
本人講授了輪回，並且是把它作爲一個基本
要旨來講授的。綜觀佛陀說法的經文，我們
可以看見，輪回教說遠非僅是對他那個時代
的流行觀念或者對一種亞洲文化構想的折衷
接受，相反，它對於佛法修持的整個過程意
義巨大，既影響著起始修持的目的，也影響
著把修持堅持到底的動力。 
 

The aim of the Buddhist path is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and the Buddha makes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the suffering from which liberation is needed is 
the suffering of bondage to samsara,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To be sure, the Dhamma 
does have an aspect which is directly visible and 
personally verifiable. By direct inspection of our own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at sorrow, tension, fear and 
grief always arise from our greed, aversion and 
ignorance, and thus can be eliminated with the 
removal of those defilement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irectly visible side of Dhamma practic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it serves to confirm our confidence 
in the liberating efficacy of the Buddhist path. 
However, to downplay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and 
explain the entire import of the Dhamma as the 
amelioration of mental suffering through enhanced 
self-awareness is to deprive the Dhamma of those 
wider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it derives its full 
breadth and profundity. By doing so one seriously 
risks reducing it in the end to little more than a 
sophisticated ancient system of humanistic 
psychotherapy.

佛法之路的目的是從苦中解脫，佛陀多次闡
明，需要從中解脫之苦，乃是受縛於周而複
始的生死輪回之苦。確切地說，佛法有一個
側面是直接可見並親身可證的。直接審視個
人經曆，我們可以看出，憂愁、緊張、恐懼
與悲痛，總是來源於我們的貪、瞋、癡，因
此是可以藉滅除那些雜染而消解的。佛法修
持中這一直接可證的側面，其重要性決不能
低估，因爲它堅定了我們對佛法之路解脫效
力的信心。然而，對輪回教說不予重視，把
佛法全義解釋爲藉提升自我覺察以緩解精神
痛苦，便使它失去了那些更寬廣的視點，佛
法有賴於後者才得以保持完整的廣度與深
度。那樣做的嚴重危險是，最終把佛法縮減
至無異於一門複雜而古老的人道主義心理療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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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himself ha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root problem of human existence is not simply the 
fact that we are vulnerable to sorrow, grief and fear, 
but that we tie ourselves through our egoistic clinging 
to a constantly self-regenerating pattern of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within which we undergo 
the more specific forms of mental affliction. He has 
also shown that the primary danger in the defilements 
is their causal role in sustaining the round of rebirths. 
As long as they remain unabandoned in the deep 
strata of the mind, they drag us through the round of 
becoming in which we shed a flood of tears "greater 
than the waters of the ocean." When these points are 
carefully considered, we then see that the practice of 
Dhamma does not aim at providing us with a 
comfortable reconciliation with our present 
personalities and our situation in the world, but at 
initiating a far-reaching inner transformation which 
will issue in our deliverance from the cycle of 
worldly existence in its entirety.

佛陀本人已清楚闡明，人類生存的根本矛盾
非僅是我們善感於憂愁、悲哀與恐懼，而是
我們藉著我執、自縛於生老病死的連續再生
模式，在其中經受種種形式的精神痛苦。他
還說明，雜染最主要的危險在於，它們是維
持輪回繼續之因。只要繼續存在於心智的深
度層次不予棄絕，它們會拖著我們繼續
那“緣起”的循環，在其中我們的泛濫之淚“多
於大海之水”。對這些要點作仔細思考，我
們便可看見，佛法修持的目的，並非是爲我
們的當前個性與在世處境之間提供一項舒適
的調停，而在於啓動一個影響深遠的內在轉
化過程，它將會引導我們從世俗的生存循環
中徹底解脫。 
 

 
Admittedly, for most of u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entering upon the path of Dhamma has been a 
gnawing sense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routine 
course of our unenlightened lives rather than a keen 
perception of the dangers in the round of rebirths. 
However, if we are going to follow the Dhamma 
through to its end and tap its full potential for 
conferring peace and higher wisdo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motivation of our practice to mature beyond 
that which originally induced us to enter the path. Our 
underlying motivation must grow toward those 
essential truths disclosed to us by the Buddha and, 
encompassing those truths, must use them to nourish 
its own capacity to lead us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誠然，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走上佛法之路
的主要動機，一直是對自己無明人生的常規
軌迹有一股啃齧於心的不滿足感，而非是對
輪回重生的危險有著敏銳的警悟。然而，我
們若是想徹底奉行佛法，得益於它的全部潛
力所賦予的甯靜與高等智慧，則有必要使我
們修持的動機成熟起來，超越引導我們走上
此道的初始因素。我們的基本動機必須朝著
佛陀揭示的那些根本真理而增長起來，隨著
對這些真理的包容，以之滋養潛能，引導我
們實現（解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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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tivation acquires the requisite maturity by the 
cultivation of right view, the first factor of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hich as explained by the Buddha 
includ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kamma 
and rebirth as fundamental to the structure of our 
existence. Though contemplating the moment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sight meditation, it 
would be an erroneous extreme to hold that the 
practice of Dhamma consists wholly in maintaining 
mindfulness of the present. The Buddhist path 
stresses the role of wisdom as the instrument of 
deliverance, and wisdom must comprise not only a 
penetration of the moment in its vertical depths, but a 
comprehension of the past and future horizons within 
which our present existence unfolds. To take full 
cogniz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rebirth will give us that 
panoramic perspective from which we can survey our 
lives in their broader context and total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This will spur us on in our own pursuit 
of the path and will reveal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goal toward which our practice points, the end 
of the cycle of rebirths as mind's final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我們的動機藉由正見的培養獲得必要的成
熟，正見居佛說八正道之首，這其中便包括
對業力與輪回原理對我們生存結構之根本重
要性的理解。盡管思維當下是內觀禪修的關
鍵，然而認定整個佛法修持只是對當下保持
念住，是一個極度的錯誤。佛法之路強調，
智慧是解脫的工具，而智慧不僅必須包括對
當下在縱向深度上的透視，而且必須包括對
過去與未來在橫向軸線上的領悟，我們當前
的存在就在其中展開。對輪回原理的充分認
識，將會提供全景視野，我們得以在更廣闊
的背景與全副的關系網絡下審視人生。這將
促使我們加快在這條道路上的步伐，也將爲
我們揭示修持目標的深遠意義，即心智最終
從苦中解脫時輪回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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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irst encounter Buddhism confronts us as a 
paradox. Intellectually, it appears a freethinker's 
delight: sober, realistic, undogmatic, almost 
scientific in its outlook and method. But if w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iving Dhamma from 
within, we soon discover that it has another side 
which seems the antithesis of all our rationalistic 
presuppositions. We still don't meet rigid creeds or 
random speculation, but we do come upon 
religious ideals of renunciation, contemplation and 
devotion; a body of doctrines dealing with matters 
transcending sense perception and thought; and — 
perhaps most disconcerting — a program of 
training in which faith figures as a cardinal virtue, 
doubt as a hindrance, barrier and fetter.

初遇佛法，我們面臨一個悖論: 在智力上，它冷
靜、現實、非教條，令自由思考者心悅。在世
界觀與方法論上，它幾乎還具有科學性。但是
我們若走進活生生的佛法内部 ，不久便發現它
還有另一副面貌，似乎背離了我們對它的一切
理性假設。我們仍不見刻板的教條與隨機的臆
测，看見了出離、冥思與崇敬等宗教理想; 我們
看見了一套教义，闡述那些超越了官感與思維
的事物; 或許更令人困惑的是，我們看見了一個
訓練方案，在其中信念被當成一個至關重要的
美德，而存疑則是一種妨害、障礙、與羁絆。

When we try to determine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Dhamma, eventually we find ourselves 
challenged to make sense out of its two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faces: the empiricist face turned to 
the world, telling us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things for ourselves, and the religious face turned 
to the Beyond, advising us to dispel our doubts 
and place trust in the Teacher and his Teaching.

我們在嘗試決定自身與佛法的關系時，最終都
會發現受到挑戰，需要對這兩副看上去不可調
和的面貌作出合理的解釋: 經驗主義的那一面朝
向世界，告誡我們對萬事親自作調查與驗證，
宗教性的那一面朝向超世，告誡我們遣除疑
念，信賴尊師佛陀與他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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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ay we can resolve this dilemma is by 
accepting only one face of the Dhamma as 
authentic and rejecting the other as spurious or 
superfluous. Thus, with traditional Buddhist 
pietism, we can embrace the religious side of faith 
and devotion, but shy off from the hard-headed 
world-view and the task of critical inquiry; or, 
with modern Buddhist apologetics, we can extol 
the Dhamma's empiricism and resemblance to 
science, but stumble embarrassingly over the 
religious side. Yet reflection on what a genuine 
Buddhist spirituality truly requires, makes it clear 
that both faces of the Dhamma are equally 
authentic and that bot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we fail to do so, not only do we risk adopting a 
lopsided view of the teaching, but our own 
involvement with the Dhamma is likely to be 
hampered by partiality and conflicting attitudes.

我們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一個是把佛法的一
面作爲真法來接受，而把另一面作爲僞造或附
贅加以排斥。這樣一來，在傳統的崇拜式佛教
裏，我們包容了信仰的宗教性與崇敬那一面，
卻回避了腳踏實地的世界觀與批評探索的任務; 
或者，爲現代佛法作辯，我們可以贊揚佛法的
經驗性、與科學的相似性，但在宗教那一面尴

尬地躊躇不前。然而在思考了真正的佛教精神
必須具備的因素之後，很清楚，佛法的兩個面
貌都是真實的，必須同時兼顧。如果做不到這
點，不僅涉險於只接受部分教導的不平衡性，
我們個人的佛法修持，也可能受偏向性與沖突
態度的障礙。

The problem remains, however, of bringing 
together the two faces of the Dhamma without 
sidling into self-contradiction. The key, we 
suggest, to achieving this reconciliation, and thus 
to securing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our own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lies in considering two 
fundamental points: first, the guiding purpose of 
the Dhamma; and second, the strategy it employs 
to achieve that purpose. The purpose is the 
attainment of 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The 
Dhamma does not aim at providing us with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and thus, despite a 
compatibility with science, its goals and concerns 
are necessari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latter. 
Primarily and essentially, the Dhamma is a path to 
spiritual emancipation, to liberation from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death and suffering. 
Offered to us as the irreplaceable means of 
deliverance, the Dhamma does not seek mere 
intellectual assent, but commands a response that 
is bound to be fully religious. It addresses us at the 
bedrock of our being, and there it awakens the 
faith, devotion and commitment appropriate when 
the final goal of our existence is at stake.

然而，怎樣協調佛法的這兩面同時避免自我矛
盾，仍是個問題。我們認爲，達成這兩面的協
調，從而在个人的觀念與修持中確保內在一致
性，關鍵在於考慮兩個根本問題: 第一，佛法教
導的目的，第二，爲了達到該目的所需的策
略。目的是從苦中證得解脫。佛法的本意，並
非爲我們提供有關世界的實際知識，因此雖與
科學兼容，其目標與內涵必然有异於科學。佛
法在最主要、最基本的意義上，是一條通往釋
放心智、擺脫輪回之苦的道路。佛法爲我們提
供了無可替代的解脫之道，非僅尋求智力上的
認同，它指定的態度必然有充分的宗教性。它
直指內心深處，於存在的終極意義岌岌可危之
際，在那裏喚醒了相應的信念、崇敬與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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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for Buddhism faith and devotion are only 
spurs which impel us to enter and persevere along 
the path; by themselves they cannot ensure 
deliverance. The primary cause of bondage and 
suffering, the Buddha teaches, is ignorance 
regarding the true nature of existence; hence in the 
Buddhist strategy of liberation the primary 
instrument must be wisdom,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al inquiry, cool and uncommitted, 
constitute the first step toward wisdom, enabling 
us to resolve our doubts and gain a conceptual 
grasp of the truths upon which our deliverance 
depends. But doubt and questioning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Once we have decided that 
the Dhamma is to be our vehicle to spiritual 
freedom, we have to step on board: we must leave 
our hesitancy behind and enter the course of 
training which will lead us from faith to liberating 
vision.

但是對佛教來說，信念與崇敬只能促使我們走
上這條路、並堅持走下去; 它們本身卻不能保證
解脫。佛陀教導說，束縛與苦的根源，是對真
相的無明; 因此佛教的解脫策略中，基本工具必
須是智慧，即對真相的如實知見。冷靜而不受
約束的調查與批判性的探索，構成了通往智慧
的第一步，使我們排疑解惑，對解脫所依的真
理有一個概念上的把握。但是疑與問不能永久
存在。我們一旦決定佛法是通向靈性自由的載
體，就得走上前來: 把存猶置於身後，投身於一
個修練過程，它會把我們從信仰引向解脫的洞
見。

For those who approach the Dhamma in quest of 
intellectual or emotional gratification, inevitably it 
will show two faces, and one will always remain a 
puzzle. But if we are prepared to approach the 
Dhamma on its own terms, as the way to release 
from suffering, there will not be two faces at all. 
Instead we will see what was there from the start: 
the single face of Dhamma which, like any other 
face, presents two complementary sides.

對那些爲了尋求智力或情感的滿足而接近佛法
的人，它不可避免地以雙重面貌存在，其中之
一必然始終是個難題。但如果我們做好准備，
以佛法本身指定的態度，把它作爲滅苦之道，
則絲毫不存在雙面形式。相反，我們看見的是
法的單一面貌，它從起始便這般存在，如一切
面貌，皆显现互補的兩個側面。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信仰與覺醒 
        坦尼沙羅尊者: 開啟佛法之門 ——禮敬在佛教思維與修證中的作用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02.html 
最近訂正 9-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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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教導對當今世界的啓示  
 
前言  
        首先，我要表達自己參加本次聯合國慶典的愉快心情，衛塞節在國際上首 獲 承認，是一個
吉祥的事件。我雖身著上座部佛教僧侶的袈裟，卻非 是 亞洲佛教徒，我是紐約本地人，生長於
布魯克林區。在人生前二十年裏我對佛教一無所知，二十歲出頭時開始對佛學産生興趣，視 其
爲 有別於現代拜物主義的富有意義的另類選擇。之後的年月裏，我的興趣不斷遞增。完成西方哲
學的研究課業之後，我在斯裏蘭卡出家，成爲一名佛教僧侶。我在斯裏蘭卡度過 了 成年生活 的 
大部分歲月，能 夠 回到故土，在這個 盛會 上發言， 我 感到特別高興。  
        衛塞節是紀念佛陀誕生、覺悟與入滅的日 子 ， 根 據傳統記載，這幾個日子 都落在 五月的
滿月日。自公元前五世紀以來，佛陀始終是亞洲之光，作爲一位精神導師 ， 他的教化所照之
處，西至喀布爾山谷、東傳日本、南及斯裏蘭卡、北通西伯利亞的廣大疆域。在佛陀的卓越人格
影響之下，産生了一個以崇高倫理與人道理想爲指南的文明體系、一個富有活力的精神傳統，它
使百萬人的生命，因親證人類的最高潛力而尊貴非凡。他的優美形象，曾 經 是文學、繪畫、雕
塑、建築諸領域展現 其 輝煌藝術成就的中心主題。他的溫和而 神秘的 微笑，啟示著深邃的智
慧， 由此 衍 生出 成卷成庫的文稿與論著。隨著當今全世界了解佛陀 並 受 其 吸引 者 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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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個跟隨他的圈子在不斷擴大，已開始對西方文化産生影響。因此，聯合國每年專設一日，
紀念這位具有偉大智慧與無限仁心的人、這位被多少個國家的千百萬人尊爲宗師與導師的人，我
認爲是很合適的。  
 
佛陀的誕生 
        衛塞節紀念的第一個事件 ，是佛陀的誕生。我在這部分談話裏，打算不僅從歷史角度，也從
傳統佛教的角度回顧佛陀的誕生 ——藉以 表明該事件對佛教徒自身的意義。我們以傳統佛教的
眼光看待佛陀的誕生，必須首先考慮這個問題 : “佛陀是什麽 ?” 衆所周知， “佛陀 ”這個詞 非 是
一 個 姓名 ，而是一個尊稱，意思是 “覺悟者 ”、 “覺醒者 ”。這個尊稱 被 加諸於悉達多 - 喬達
摩，一位公元前五世紀在印度東北部生活與教化的印度聖人。從歷史角度看，喬達摩正是人稱佛
教這個精神傳統的創始人。  
        然而，從古典佛教的傳統意義上看， “佛陀 ”一 詞 的內涵 ，較之一位歷史人物的頭銜要廣泛
得多。這個詞所指的，不僅是生活在某個特定年代的一位宗教導師，而是指一類人、一類典範，
在宇宙紀元中 有 過多次 先 例。正如 “美國總統 ”的頭銜不僅指比爾 - 克林頓， 也 指任何就任美
國總統的人， “佛陀 ”的頭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類 “靈性職稱 ”，適用於一切達到佛陀境界的人。
因此喬達摩佛只是佛陀 的 精神承傳系列 之 中一位最近 的 成員，這些佛陀的生存年代， 從 幽暗
的遠古，直趨無際的未來。  
        爲了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對佛教宇宙觀有所涉獵。佛陀教導說，宇宙並無可究的
時間起點 : 不存在原點，不存在創世紀的初 端 。在無始無初的紀元之間，有諸多宇宙 在 産生、
發展、分解，接 下來 ， 新的宇宙系統依照同樣的生滅法則繼續。每一個宇宙由諸多 的 存在空間
組成， 在其中 居住著很大程度上類似於我們自己的有情生靈。除了我們熟悉的人界與動物界之
外，還存在著高於我們的諸層天界，那裏有天界的喜悅，同時 也 存在著低於我們的空間，即 那
些 痛苦悲慘的黑暗域界。居住在種種域界的有情生靈們，以重複不間斷的生命，度過一 生 又一 
生 ，這個過程稱爲輪回，意爲 “ 繼續漫遊 ” 。這種毫無目的、一生又一生的漫遊，受我們自身的
無明與執取所驅動，重生的特定形式取決於我們的業、善行惡行、以及身、語、意的願力。有一
種客觀的道德准則主宰著這個過程，確保善行帶來愉快的來世，惡行帶來痛苦的來世。  
        在一切生存界裏，生命無常，同樣經受衰老、腐朽、與死亡。哪怕 在 天界，雖有長壽極
樂，生命也非永恒。每一種生存終將結束，繼之以重生他處。因此仔細看來，一切輪回 生 存都 
具 缺陷，帶 有 不完美的特徵。它們不可能提供穩定、安全的喜樂與安寧，因此不能爲苦的難題
給出終極解答。  
        然而，在輪回緣起的域界之外，還有一個喜悅與寧靜的完美域界或狀態，有著徹底的精神自
由，這個狀態哪怕就在當下不完美的世界裏，也能實現。這個狀態稱爲涅槃，指 的是 貪、瞋、
癡之火的 “熄滅 ”。並且，從輪回的痛苦走向涅槃的喜樂，存在一條路，一條修持之路，把我們
從無明、執取、與束縛的循環往復，帶到非緣起的寧靜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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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紀元以來，這條路已湮沒於世、久久無聞，因此涅槃之路不可探尋。然而時不時，世間
有人， 藉 著獨自的努力與敏銳的智慧，找到 已 埋沒的解脫之道。找到這條道後，他一直走到
底，徹底領悟了世 界的 真相。之後他回到人間，把這個真理傳給他人，讓這條通往 至樂 之路，
再現人世。行使這個功能的人，便是一位佛陀。  
        因此佛陀不僅是一位自悟者，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解悟者、一位世界的導師。他的作用，
是在靈性的黑暗年代裏，重新發現業已湮沒的涅槃之路，達到圓滿的靈性自由，並向世界傳解這
條路徑。他人也得以踏著他的足跡，證得解脫。佛陀並非唯一成就涅槃的人。所有那些跟隨他的
足跡走到底的人，也達到了同樣的目標。這樣的人稱爲阿羅漢，即 “有價值者 ”，因爲他們已滅
盡一切無明與渴求。佛陀的獨特，在於重新發現了真相的終極原理 ——法，並且確立了一個 “藥
方 ”或者說精神遺産，把教導保存下來、傳給後代。只要這個教導還在，那些接觸教導者、走上
正道者，便能按照佛陀的引導，達到目標、成就大善。  
        爲了有資格成爲佛陀、成爲世界的導師，有志者必須經歷不可思議的漫長歲月與無數次重
生，方成就預備過程。在這些前世裏，未來的佛陀稱爲菩薩，即有志於徹底覺悟者。在每一世
裏，菩薩必須 以 無私的善行與禪定努力，訓練自己成就佛陀的基本素質。根據輪回 的 教導，我
們出生時的心智非如白板一塊，而帶著 宿 世形成的一切品質與心性。因此，成就一位佛陀，需
要徹底完善一切道德與靈性品質。這些品質稱爲波羅蜜，即超世的美德或完美。不同的佛教傳統
所列的完美品質略有不同。在上座部傳統中有十項 : 佈施、戒德、出離、智慧、精進、忍耐、誠
實、決意、慈心、平等無偏。無數紀元裏，一世又一世、每世生命裏，菩薩必須多方培養這些崇
高 的 美德。  
        激勵著菩薩成就如此 崇高 波羅蜜的動機，乃是慈悲之願，他要把通往不滅與無上寂止的涅
槃之道傳給世界。對衆生深陷苦網的無 限 慈 悲 之心，滋養著這個願望，也是菩薩在世世代代裏
完善波羅蜜的動力。只有 一切 波羅蜜具達頂峰，他才有資格證得無上智慧，成爲一位覺悟者。
因此，佛陀的人格，代表著十項波羅蜜素質。如精雕細琢的寶石，他的人格體現著一切優秀品質
的完美平衡。在他身上，這十項品質具達頂峰、融爲和諧的整體。  
        這便解釋了爲什麽佛誕日對佛教徒具有如此深刻而喜悅的意義。佛陀的誕生不僅標志著一位
偉大聖賢與倫理導師的昇起，而且標志著一位未來世界導師的誕生。因此我們在衛塞節慶祝佛陀
的誕生，是慶祝他經過無數世努力，圓滿成就一切波羅蜜，使他有能力把這條通往最高幸福與寧
靜之道，傳授給世界。  
 
求悟  
        我現在從古典佛學的高峰 ，下行到人類歷史的平原，簡單回顧佛陀的生平，直至他的證悟。
這樣我得以簡要總結他的教導要點，側重特別與今日相關的部分。  
        首先我必須強調，佛陀出生時並非一位覺悟者。雖藉宿世努力，已具足覺悟資格，他必須首
先經歷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奮爭，才得以親證真理。這位未來的佛陀出生於喜馬拉雅山腳附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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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尼泊爾南部地區的釋迦小共和國，他的名字是悉達多 -喬達摩。我們雖不了解佛陀生平的確切
年代，許多學者相信他生活在公元前 563 到前 483; 也有少數學者認爲他的生活年代要遲一個世紀
左右。傳說中他是一位強大君王之子，實際上釋迦國是一個部落共和國，他的父親可能是長老資
政院的首領。  
        作爲王族青年，悉達多王子在優裕環境中長大。十六歲時娶了美麗的公主耶輸陀羅爲妻，在
首都迦毗羅衛過著舒適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王子卻越來越陷入沈思。困擾他的，卻是我們 
凡夫 習以爲常的，也就是那些有關人生目的與意義的迫切大事。人活著，只是爲了享受感官娛
樂、獲取財富地位、執掌權 柄 ? 還是除了這些，另有一類超世的、更真實更有意義的追求 ? 二十
九歲那年， 在 對生命的困苦現實 作 深思熟慮後，他得出結論，較之執掌王權的前途與世俗責任
的召喚，尋求覺悟更爲重要。於是，正當人生青壯年期，他削發剃須，披上土黃色僧袍，開始了
出家者的雲游生涯，尋求從生、老、死的輪回中解脫之道。  
        這位王族的苦行者，首先找到當時最著名的靈性導師求學。他掌握了他們的教導與修行傳
統，但很快意識到，這些教導並不指向自己所求的目標。接著他走上自我折磨的極端苦行之路，
幾近死亡。就在前途渺茫那一刻，他想到了覺悟的另一條出路，一條在適當照顧身體與繼續禪
定 、 深入探索之間達成平衡的道路。他後來稱這條路爲 “中道 ”，因爲它避免了耽於官感之樂與
自我折磨這兩個極端。  
        經食物滋養、體力恢復之後，有一天他來到伽耶城附近、尼連河畔一處美麗的所在。他坐在
一株樹 (後稱菩提樹 )下，發願不達目標決不起身。夜幕降臨，他進入越來越深的禪定層次。根據
記載，他的心完全寂止，在入夜的第一個更次裏，回顧了自己的前世，一直追溯到多少紀元前 ; 
在入夜的第二個更次裏，他獲得了 “法眼 ”，看見無數生靈入滅，依各自業力走向重生 ; 在最後一
個更次，他洞察了生存的至深真相，即現實 的 根本法則。黎明破曉，樹下坐著的已不再是一位
尋求開悟的菩薩，而是一位佛陀、一位完全的覺悟者 ; 他已揭除了無明最微妙的面紗，就在此生
證得涅磐 (the Deathless )。根據佛教傳統，這個事件發生在他三十五歲那年、五月衛塞月的滿月
夜。這便是衛塞節紀念的第二件大事 : 他的證悟。  
        新近覺悟的佛陀在這株菩提樹附近停留了數周，從各個角度思考自己發現的真理。之後，他
朝這個世界凝望，看見仍深陷於無明泥沼的世人，受慈悲心所感，決定走出來教導解脫之法。其
後數月之間，他的追隨者迅速增長，苦行者與居家者們聽說有新的解脫之法，便來到覺悟者跟前
請求歸依。佛陀每年，甚至在老年，始終在印度東北部的鄉村城鎮之間漫遊，耐心教 化 所有願
意諦聽的人們。他建立了一個僧伽團體，繼續傳播他的訊息。這個團體至今活著，或許可與大雄
教並稱爲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性機構。他也吸引了許多居家人，成爲世尊與僧伽的敬信護持者。  
 
佛陀教導的目的  
        佛陀的教導在印度東北部社會各界何以傳播如此之快，這個課題不僅具有歷史意義，對當前
也有著相關性。 因爲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 ，佛教正在對越來越多的人，無論東方西方，産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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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吸引力。我相信佛教引人注目的成功與 其 在當代的吸引力，主要可從兩方面理解 : 一個是
教導的目的，另一個是教導的方法。  
        在目的方面，佛陀使他的教導內容直指人生的關鍵難題，也就是苦，而不依賴於典型宗教的
神話與神秘感。他進一步保證說，追隨他的教導一直走到底的人，會在即時即地證得最高的喜樂
與寧靜。除此之外其它一切問題，譬如神學教條、形而上學的細枝末節、以及崇拜儀軌，佛陀將
其置於一邊，認爲它們對目前的任務，即心從束縛與羈絆中解脫，並無關係。  
        法的這種實用特點，在佛陀總結的解脫道主要公式中很明確，這便是四聖諦。  
        (1) 生存爲苦  
        (2) 苦來自執取  
        (3) 苦的消解來自去除執取  
        (4) 苦的止息有一條道路  
        佛陀不僅把苦與從苦中解脫，作爲教導的焦點，而且在解決苦的方式上，表現出傑出的心理
洞察力。 他把苦的根源追溯至我們內心 ，首先找到欲望與執取，之後進一步找到無明，即對真
相的原始無知。既然苦從我們自己的內心昇起，那麽治療之道必須在內心實現， 即棄絕雜染與迷
幻、對現實獲得洞見。佛陀教導的起點，是未悟之心，緊攫於自身的疾病、憂慮、悲哀，而終點
則是覺悟之心，喜悅、光明、自由。  
        爲了從教導的起點與終點之間建立起橋梁 ，佛陀提出一條由八個因素組成的清晰、准確、可
修之道。這當然是八正道。這條道起始於 (1) 對於生存基本真理的正見。 (2) 接受訓練的正確動
機。接下來是三個道德因素 : (3) 正語， (4) 正業， (5) 正命，再接下來，是有關禪定與心智培養
的三個因素 : (6) 正精進， (7) 正念， (8) 正定。當所有八因素達到成熟時，這位弟子會洞穿生存
的真相、證得道果 : 即圓滿的智慧與不可動搖的心解脫。  
 
教導的法門  
        佛陀的教導方法， 其特點與目的密切相關 。最有吸引力的特點與其心理傾向有關，那就是
強調依靠自己。對佛陀來說，解脫的關鍵在於心意的純淨與理解的正確，因此他反對依靠他人救
贖的想法。佛陀並不自稱有神性，也不宣稱是救世主。反之，他稱 自己是一位向導與老師，指明
弟子必須行走的道路。  
        由於智慧或者說洞見是解脫的主要工具，佛陀始終要求弟子們根據自己的理解來跟隨他，而
不是不經質疑地盲從盲信。他邀請發問者以自己的邏輯與智力審查他的教導。佛法與教導是經驗
性的、必須親證直悟、而不是只信 即 成的口頭教條。一個人走上修行之路，他會經歷增長的喜
樂與安寧，在沿著標記分明的路上進步時，這些覺受在擴大與加深。  
        原始佛教給人印象最深刻之處 在 於其 晶體般的透明 度 。佛法開放而明晰、簡單而深刻。它
把倫理的純淨與邏輯的嚴格相結合、把崇高的遠見與生活經驗的印證相結合。盡管對實相的徹底
洞察有階段性，但是教導的 初 始原理，如果我們把它們視爲思考指南，是當即明顯易懂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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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掌握了每一步，自然引向更深層次的理解，最終達到至上真理的證悟與涅槃。  
        由於佛陀關心的是人類一切難題中最普遍的苦，他使自己的教導有普遍性，針對一切人類成
員。他爲古老的印度社會裏各階層人士 : 婆羅門教士、王子、商販、農夫、甚至賤種姓者，開啟

了解脫之門。作爲這個普遍性的一部分，佛陀也把教化之門朝女性打開。正是法的普遍性，使之
得以傳至印度地域之外，成爲一門世界宗教。  
        有些學者把佛陀描繪成世外僊人，對世俗生活的困境根本無動於衷。然而，不帶偏見地讀一
讀早期佛教經文，會看出這個觀點缺乏根據。佛陀不僅爲僧尼們傳授了禪修之路，也爲生活在世
間的男女居家眾傳授了一套尊貴的理念。實際上，佛陀在印度宗教界之外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可
歸結爲他爲居家弟子提供的新模式，即世人應毫不動搖地堅持佛法體現的價值觀，把它與繁忙的
家庭生活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  
        佛陀對居家人提出的道德准則由五戒組成，要求 戒 殺生、偷盜、不當性事、妄語、及使用
醉品。心靈的內在素質在這些戒律的約束下， 體現出倫理上積極的一面 : 對一切生靈的慈愛與同
情、與他人相處時的誠實、忠於婚姻誓言、言辭可信、心智清醒。除了個人戒德之外，佛陀還爲
家長與子女、夫與妻、雇主與雇工，列出了倫理准則，目的是倡導社會各階層奉行和諧、平靜、
善意的准則。他還對君王們解說他們對民衆的職責。這些經文表明佛陀是一位敏銳的政治思想
家，他深刻地理解只有掌權者把民衆福利置於私人利益之前，政府與經濟才能蓬勃發展。  
 
入滅與後續 
        衛塞節紀念世尊生平的第三件大事是他的般涅槃，即逝世。佛陀最後時日的故事，在大般涅
槃經中有著生動感人的詳述。佛陀傳法四十五年不怠，在八十歲時意識到即將辭世。臨終時他拒
絕任命一位個人繼承者，而是告訴比丘們，在他死後，法是他們的指導。對那些悲痛難遏的弟子
們，他重複了無情的真理 : 無常主宰著一切緣起事物，包括覺者的色身。他邀弟子對教導與正道
發問，鼓勵他們爲涅槃而精進修持。之後，他以徹底的平靜，安然進入了 “不 再 緣起的涅槃。 ” 
        佛陀入滅三個月後，五百名已覺悟的弟子在王舍城集會，將他的教導匯集流傳後世。這些經
文的編集，爲後代提供了教義的標准版本，作爲指導的依據。佛陀入滅後的兩個世紀裏，他的教
導繼續傳播，其影響大部分依局限於印度北部。接著在公元前三世紀，有一個事件改變了佛教的
命運，使它開始成爲世界性宗教。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在經歷了一場導致成千上萬人
死亡的血腥征戰之後，轉向佛教以平息良知的痛苦。他從佛法獲得靈感，開始貫徹一套建立在公
正、非暴力、非壓迫基礎上的社會政策，他把這個新政策的法誥，鐫刻於全國各地的石碑石柱
上。阿育王盡管篤信佛教，卻不把個人信仰強加於世人，而是提倡印度人共同擁戴的法的觀念，
即善行使生活幸福，死後有好的重生。  
        在阿育王的護持下，比丘們在首都集會，決定向整個印度次大陸及以外地區派遣佛教使者。
這些使命中於佛教後續歷史最有成果的，是由阿育王之子摩曬陀比丘率領前往斯裏蘭卡的傳法使
團，他的女兒僧伽密陀比丘尼隨後亦前往彼處。這對王室兒女給斯裏蘭卡帶去的上座部佛教，盛
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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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本土的佛教經歷三個階段的演變，形成了三個主要歷史形式。第一階段，原始佛教向各
方傳播，教系分裂成十八個宗派，細節上各有差異。唯一保存下來的是上座部佛教，在早期曾於
斯裏蘭卡或東南亞其它地區埋下根系。相對 地 遠離印度次大陸影響佛教變更的因素，它在這裏
得以生存發展。在今天，上座部佛教盛行於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和寮國。  
        從公元前一世紀起，出現了一種新的佛教形式，提倡者自稱大乘佛教，表示與他們稱之爲小
乘的早期派系有所不同。大乘佛教者把菩薩的事業作了更多注解，並把成爲菩薩當作佛教徒的普
遍理想，提出了對智慧的全新解釋，即對一切現象的終極本質 ——空性 (shunyata )的洞見。以大
乘經文爲靈感，龍樹、無著、世親、法稱 等 傑出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大膽的哲學體系。對於普
通信衆，大乘經文講的是天界諸佛與菩薩對虔信者的救助。大乘佛教在其早期的公元一到六世紀
傳到了中國，從那裏又傳至越南、朝鮮、和日本。從這些土壤中，佛教孕育起新的派系，較之原
始的印度形式，更適於遠東人 的 心理。這些派系中最有名的是禪宗，它如今在西方廣爲流傳。  
        在印度，大約公元八世紀，佛教在演變中産生了第三個歷史形式——金剛乘，以被稱爲密乘 
(Tantras )的隱密經文爲基礎。金剛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義，輔以幻術儀軌、神秘象征、和複
雜的喻伽修持，目的是爲了加速覺悟的步伐。金剛乘佛教從北印度，傳至尼泊爾、西藏及其它喜
馬拉雅山地國家，如今盛行於西藏佛教。  
        在佛教漫長的傳播歷史中，一個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能完全以和平方式贏得所有信衆的擁
護。佛教的傳播始終以師傳與榜樣形式進行，從不示以武力。佛法傳播的目的，從不在於贏得信
衆，而在於向人們傳授一條獲得真正喜樂與寧靜的道路。無論哪個國家地區的人們，在接納了佛
教之後，對他們來說，它不僅成爲一門宗教，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源泉。以它爲靈感，在哲
學、文學、繪畫、和雕塑領域曾産生過傑出的作品，其價值不輸於任何其它文化的衍生品。它塑
造了社會、政治、與教育機構的形式，爲統治者與民衆提供指南，影響著追隨者的生活道德、習
慣、與禮節。從斯裏蘭卡、到蒙古、日本，不同佛教的文化形式雖各有特點，它們都滲透著細微
然而無可錯認 的 佛教的獨特風格。  
        佛教在印度消失後，許多世紀以來，佛教不同派系的信奉者幾乎完全隔離，相互間很少了解
對方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 不同傳統的佛教開始相互接觸 ，了解其共同的佛教
特徵。如今在西方，佛教主要三乘的追隨者共存於同一地理區域，這是自印度佛教衰退後的首次
現象。這個密切關係注定會産生融合，或許還會衍生不同於所有傳統形式的佛教新風格。西方的
佛教依然年輕，難以作長遠預測，但我們可以肯定，佛法會在這裏久駐下去、與西方文化相互接
觸，希望雙方從中得益。  
 
佛陀的教導對當今世界的啟示  
        在談話的最後這個部分，我想簡略地討論佛陀的教導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我們正站在
一個新世紀、新千年的開端。我發現特別有意義的是，佛教對於諸學科，從哲學、心理學、到醫
療學和生態學，均 可 提供有益的啟示與方法，卻不要求 采 用其資源 者 把佛教作爲一門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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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來接納。我在這裏打算把討論 的 重點，放在佛教原理在公共政策的應用上。  
        盡管人類在科學技術領域 已 取得巨大進步，多方面大幅度改進了生活條件，我們 仍 發現自
己面臨全球性困難，即便下最大決心在現有體系中改良，也難以克服。這些難題包括 : 地區性種
族與宗教的爆發性緊張局勢 ; 核武器裝備繼續擴大 ; 對人權的藐視 ; 貧窮差距繼續加深 ; 毒品、婦
女與兒童的國際性走私 ; 地球天然資源的衰竭 ; 環境的衰退。我們站在佛教立場上整體觀想這些
問題時，感覺 最 突出的一點是，它們基本上 均 屬病態癥狀。外表多樣性之下， 乃 是同一根源
的 諸 多表現，這是一種根深蒂固、污染社會機體的精神癌癥。這個共同的根源或許可以簡要描
述爲，把狹隘、短期的個人利益 (包括我們碰巧歸屬的那個社會或種群的利益 )，置於更大範圍人
類集體的長期利益之上。不把人類內心的強烈欲望揭示出來，社會諸弊端便得不到充分解釋。太
多情形下，是這些欲望驅動我們追求分裂而有限的目標，哪怕這些目標最終導致自我毀滅。  
        佛陀的教導爲我們提供了兩個富有價值的工具，助我們脫離這個陷阱。一個是對人類苦難其
心理源泉的冷靜分析 ; 另一個是籍心智訓練解決困難的明確道路。佛陀解釋說，人類生活無論在
個人還是社會領域，苦難的隱秘 根蒂 在 於三種心理因素，即貪、瞋、癡的不良之根。傳統佛教
把三個 因素 解釋爲個人痛苦 之 根 蒂 ，不過把這個看法擴大開來，我們同樣可以把它們看成是
社會、經濟、政治緊張的 根 蒂 。貪欲的普遍化，使世界成爲一個全球市場，人們退化爲消費
者、甚至商品 ; 我們星球的重要資源被人們無視子孫後代的福利，進行著掠奪。瞋恨的普遍化，
使國家與種族的差異成爲猜忌與敵意的醞釀地，暴力與復仇周而復始地爆發。癡迷的普遍化，使
人們根據錯誤的觀念與政治理想，推出以貪與瞋爲動機的政策，從而支持了這兩個不良 因素 。  
        面對當今世界如此普遍多樣的暴力與非正義，改變社會結構與政策當然是必須的，但只作這
樣的改變，卻不足以走向真正和平與社會穩定的新紀元。站在佛教立場上，我會說，最重要的需
求，是一種新的感知模式、一種大同覺知，使我們把他人看成基本上與己類同。這樣做也許有困
難，我們必須學著脫離堅持自我利益的呼聲，上昇到大同的視野，從那裏出發，把所有人的福利
與個人福利看得一般重要。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超越當前人們固守的個人與種族中心的態度，
包容一種 “世界中心倫理 ” (worldcentric ethic)，把所有人的福利放在重要地位。  
        這樣一個以世界爲中心的倫理應有三個指導方針，以制約那三種不良之根。  
        (1)我們必須以全球性的佈施、幫助、合作，克服剝削性的貪婪。  
        (2)我們必須以仁慈、寬容、原宥的政策，替代仇恨與報復。  
        (3)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交織的整體，任何地方的不負責行爲，可能
到處引起有害反應。這些取自於佛陀教導的方針，可以構成一個全球倫理核心，世上一切偉大的
精神傳統均易於采納。  
        在全球倫理的具體條文背後，是我們在個人生活與社會政策上必須具備的一種心態。其主要
代表爲 : 慈愛之心與同情之心。以慈愛之心，我們認識到，正如我們人人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
一切衆生也都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以同情之心，我們意識到，正如我們人人不願有痛苦苦，一
切衆生 皆 不願遭受痛苦。當我們 如此 理解這個人人共有的感受核心時， 便 會以期望人們待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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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慈與關懷去對待他人。這個心態不僅必須應用於個人的人際關係上，而且必須應用於團體層
次上。我們必須學會把其它團體，看成基本上類似於自己的團體，有權擁有我們希望自己所屬團
體應得的同等利益。  
        這個世界中心倫理的主張，並非來自倫理理想主義或者一廂情願，而是建立在牢固的務實基
礎上的。長期、擴張地追逐狹隘的個人利益，是在破壞我們真正的長遠利益，因爲這樣的方針將
造成社會瓦解與生態破壞，傷害我們自身的生存。把狹隘的個人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下，最終有
利於我們真正的善益，後者極其有賴於社會和諧、經濟公平、與環境可續。  
        佛陀說，世上一切事物之中，影響善惡的最大力量來自於心。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真正和平，
來自於人心的和平與善意。這樣的和平僅藉物質進步、經濟發展、技術發明是不能贏得的， 必須
有 道德與心智的培養。只有改進自 身 ，我們方能使世界朝著和平與友好的方向改進，這就意味
著，人類如果要在這個資源減縮的星球上和平相處，我們面臨的不可逃避的挑戰，在於理解與把
握自身。  
        正是在這裏，佛陀的教導即便對那些尚未准備 全面 接受佛教的宗教信仰與教義者，也有著
特殊的及時性。佛陀的教導把人類苦難的根源診 定 爲心理雜染，從而向我們指明了個人與團體
矛盾下隱藏的根源。藉著一條道德與心理訓練的實修之道，爲我們指明了解決世界矛盾的有效方
案 ——即培養自己的心智，正是這個地方，人人可以直接參與。無論持何種宗教信仰，佛陀的教
導爲我們大家提供了指導方針，在踏入新千年之際，致力於建造一個更和平、更友好的世界。  
(完) 

相關連接: 
        阿姜李 衛塞禮佛日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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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版權所有 ©  1994 佛教出版社. 免
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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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The Maha-mangala Sutta, the Great Discourse on 
Blessing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uddhist suttas, 
included in all the standard repertories of Pali 
devotional chants. The sutta begins when a deity of 
stunning beauty, having descended to earth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approaches the Blessed One in the 
Jeta Grove and asks about the way to the highest 
blessings. In the very first stanza of his reply the 
Buddha states that the highest blessing comes from 
avoiding fools and associating with the wise (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n ca sevana). Since the rest of 
the sutta goes on to sketch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human felicity, both mundane and spiritual, the 
assignment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wise to the opening 
stanza serves to emphasize a key point: that progress 
along the path of the Dhamma hinges on making the 
right choices in our friendships.

《大吉祥經》 (Maha-Mangala Sutta) 是一
部最常爲人們持誦、被收錄於所有規範巴
利課誦本內的佛教經文。在經文開端，一
位美麗耀眼的天女於靜夜降臨大地，近詣
柢樹園中的薄伽梵，請爲說至高的吉祥。
佛陀在應答初偈中宣稱，至高的吉祥來自
遠離愚人、親近智者(asevana ca 
balanam，panditanan ca sevana )。由於餘
下經文敘述的，是包括世間與靈性諸側面
在內的一切人類福佑，親近智者被置於經
偈之首，意在強調一個關鍵點: 佛法之道的
進步有賴於正確選擇我們的友伴。 

Contrary to certain psychological theories, the human 
mind is not a hermetically sealed chamber enclosing a 
personality unalterably shaped by biology and infantile 
experience. Rather, throughout life it remains a highly 
malleable entity continually remolding itself in response 
to its social interactions. Far from coming to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a fixed and immutable 
character, our regular and repeated social contacts 
implicate us in a constant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osmosis that offers preciou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Like living cells engaged in a 
chemical dialogue with their colleagues, our minds 
transmit and receive a steady barrage of messages and 
suggestions that may work profound changes even at 

與某些心理學理論相反，人類的心靈並非
是一個密閉式的容器，在其中封存著由生
物學規律與嬰兒期體驗所定型的性格。反
之，個體在整個一生當中始終高度可塑，
不斷地回應其社會互動而自我再造。我們
決非是以固有不變的心性踏入個人的交往
圈子，相反，那些定期與頻繁的社會接
觸，把我們置於一個心理濡染的連續過
程，爲我們提供成長與轉化的寶貴機會。
正如活細胞與周圍同伴進行著化學對話，
我們的心持續地發送與接受著訊息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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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awareness. 示，它們甚至有可能在潛意識的諸層次
上，造就深刻的變化。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our spiritual progress is our 
selection of friends and companions, who can have the 
most decisive impact upon our personal destiny. It is 
because he perceived how susceptible our minds can be 
to the influence of our companions that the Buddha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value of good friendship 
(kalyanamittata) in the spiritual life. The Buddha states 
that he sees no other thing that is so much responsible 
for the arising of unwholesome qualities in a person as 
bad friendship, nothing so helpful for the arising of 
wholesome qualities as good friendship (AN 1.vii,10; I.
viii,1). Again, he says that he sees no other external 
factor that leads to so much harm as bad friendship, and 
no other external factor that leads to so much benefit as 
good friendship (AN 1.x,13,14). It i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a good friend that a disciple is led along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o release from all suffering (SN 
45:2).

對於我們的靈性進步特別重要的，是朋友
與同伴的選擇，那些人對我們的個人命運
能夠起決定性的影響。佛陀之所以反復強
調善友 [kalyanamittata,善知識]在精神生活
中的價值，是因爲他了解我們的心，何等
易受友伴的左右。佛陀說，他不見任何其
它事，對引生不善巧素質[惡法]，作用之
大，如惡友伴者，他不見任何它事，對引
生善巧素質[善法]，作用之大，如善友伴
者 (AN 1. vii,10; I. viii,1)。他又說，他不見
任何其它的外在因素，引生傷害之大，甚
於惡友伴者，他不見任何其它的外在因
素，引生利益之大，甚於善友伴者 (AN 1. 
x,13,14)。正是藉著善友的熏陶與指點，一
位弟子在滅盡諸苦的八聖道上才得以進步
(SN 45:2)。 

Good friendship, in Buddhism, means considerably 
more than associating with people that one finds 
amenable and who share one's interests. It means in 
effect seeking out wise companions to whom one can 
look for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 The task of the noble 
friend is not only to provide companionship in the 
treading of the way. The truly wise and compassionate 
friend is one who, with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of 
heart, is ready to criticize and admonish, to point out 
one's faults, to exhort and encourage, perceiving that the 
final end of such friendship is growth in the Dhamma. 
The Buddha succinctly expresses the proper response of 
a disciple to such a good friend in a verse of the 
Dhammapada: "If one finds a person who points out 
one's faults and who reproves one, one should follow 
such a wise and sagacious counselor as one would a 
guide to hidden treasure" (Dhp 76).

佛教意義上的善友，其內涵遠甚於結交意
氣相投或與之有共同興趣者。實際上它意
味著尋找能夠引導與指點自己的智侶。聖
友的任務不僅是行道的同伴; 真正的智慧、
慈悲之友，乃是一位心懷理解與同情，願
意批評、責備、指錯、敦促、鼓勵、視佛
法中成長爲友誼之終極目標者。佛陀在
《法句經》中簡明扼要地表達了一位弟子
對此等善友的態度:“如果找到一位願意指
錯、批評者，他應當追隨這位智慧、賢明
之士，如緊跟一位寶藏的向導。” (Dh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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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with the wise becomes so crucial to 
spiritual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example and advice 
of a noble-minded counselor is often the decisive factor 
that awakens and nurtures the unfolding of our own 
untapped spiritual potential. The uncultivated mind 
harbors a vast diversity of unrealized possibilities, 
ranging from the depths of selfishness, egotism and 
aggressivity to the heights of wisdom, self-sacrifice and 
compassion. The task confronting us, as followers of 
the Dhamma, is to keep the unwholesome tendencies in 
check and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the wholesome 
tendencies, the qualities that lead to awakening, to 
freedom and purification. However, our internal 
tendencies do not mature and decline in a vacuum.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constant impact of the broader 
environment, and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se 
influences is the company we keep, the people we look 
upon as teachers, advisors and friends. Such people 
silently speak to the hidden potentials of our own being, 
potentials that will either unfold or wither under their 
influence.

親近智者對靈性進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
因爲聖者的指點常常是喚醒與培育我們的
靈性潛力使之開啓的決定性因素。未修之
心具有廣泛多樣的潛在可能性，低至自
私、自我中心、侵略性，高至智慧、奉獻
與慈悲。作爲法的追隨者，我們面臨的任
務，是抑制非善巧的心性，培育善巧的心
性，長養那些趨向覺醒、自由、清淨的素
質。然而，我們的內在心性並非在真空中
成熟或衰退。它們不斷地受著環境的影
響，其中最有力者乃是我們的同伴，我們
尊爲導師、顧問、朋友者。這些人潛移默
化著我們自身隱藏的潛力，使之或者開
啓、或者枯敗。 

In our pursuit of the Dhamma it therefore becomes 
essential for us to choose as our guide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represent, at least in part, the noble qualities 
we seek to internalize by the practice of the Dhamma. 
This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spiritual development, when our virtuous aspirations are 
still fresh and tender, vulnerable to being undermined 
by inward irresolution or by discouragement from 
acquaintances who do not share our ideals. In this early 
phase our mind resembles a chameleon, which alters its 
color according to its background. Just as this 
remarkable lizard turns green when in the grass and 
brown when on the ground, so we become fools when 
we associate with fools and sages when we associate 
with sages. Internal changes do not generally occur 
suddenly; but slowly, by increments so slight that we 
ourselves may not be aware of them, our characters 
undergo a metamorphosis that in the end may prove to 
be dramatically significant.

因此在佛法修行之中，選擇那些起碼部分
地體現我們希望藉修法而自攝之尊貴素質
者作爲向導與同伴，就成爲一個關鍵的問
題。這一點在我們靈性發展的早期階段特
別有必要，那時我們的求善志向尚爲新
生、柔弱，易受內在的不決感與非同道之
損友的破壞。在這個早期階段，我們的心
如同變色龍，隨著不同的背景變換色彩。
正如這只奇異的蜥蜴入草而身綠，著地而
色棕，我們在親近愚人時亦會轉愚，親近
智者時也將得智。內在的轉化通常非是驟
然達成，而是逐漸地以可能不爲自身覺察
的微小幅度遞增，我們的品格經曆著一場
最終有可能極其顯著的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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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associate closely with those who are addicted to 
the pursuit of sense pleasures, power, riches and fame, 
w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we will remain immune 
from those addictions: in time our own minds will 
gradually incline to these same ends. If we associate 
closely with those who, while not given up to moral 
recklessness, live their lives comfortably adjusted to 
mundane routines, we too will remain stuck in the ruts 
of the commonplace. If we aspire for the highest — for 
the peaks of transcendent wisdom and liberation — then 
we must enter into association with those who represent 
the highest. Even if we are not so fortunate as to find 
companions who have already scaled the heights, we 
can well count ourselves blessed if we cross paths with 
a few spiritual friends who share our ideals and who 
make earnest efforts to nurture the noble qualities of the 
Dhamma in their hearts.

我們若與那些嗜好感官之樂、權力、財富
與名聲者過從密切，則不應想象自己有可
能對那些瘾習保持免疫: 我們的心終究將逐
漸地傾向同樣的目標。我們若與那些雖未
放縱於道德之不端，然已舒適地納入世俗
慣習者頻繁交往，也將繼續淪陷於庸碌人
生之舊轍。我們若向往至高理想，欲達出
世的智慧與解脫的高峰，則必須親近那些
體現著至高理想的人士。即使我們尚未有
幸尋得已達此等高度的同伴，若能夠遇上
幾位志同道合、精進努力、在內心培育佛
法尊貴品質的靈性賢友，我們也堪稱有福
了。 

When we raise the question how to recognize good 
friends, how to distinguish good advisors from bad 
advisors, the Buddha offers us crystal-clear advice. In 
the Shorter Discourse on a Full-Moon Night (MN 110) 
h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bad person and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good 
person. The bad person chooses as friend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are without faith, whose conduct 
is marked by an absence of shame and moral dread, 
who have no knowledge of spiritual teachings, who are 
lazy and unmindful, and who are devoid of wisdom. As 
a consequence of choosing such bad friends as his 
advisors, the bad person plans and acts for his own 
harm, for the harm of others, and the harm of both, and 
he meets with sorrow and misery.

面對如何識別善友、區分善惡導師的問
題，佛陀給予我們的忠告清晰明了。在
《滿月小經》(MN 110)中，他解釋了非善
士與善士兩者的同伴之別。非善士選擇無
信念、無慚意、不畏惡行、對靈性教導無
知、怠惰、無念住、少智慧的人士爲朋友
與同伴。由於選擇了這等惡友爲其咨謀，
此人在計劃與行動上害己、害人、兩害，
他得到憂苦與不幸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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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rast, the Buddha continues, the good person 
chooses as friend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have 
faith, who exhibit a sense of shame and moral dread, 
who are learned in the Dhamma, energetic in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mindful, and possessed of wisdom. 
Resorting to such good friends, looking to them as 
mentors and guides, the good person pursues these 
same qualities as his own ideals and absorbs them into 
his character. Thus, while drawing ever closer to 
deliverance himself, he becomes in turn a beacon light 
for others. Such a one is able to offer those who still 
wander in the dark an inspiring model to emulate, and a 
wise friend to turn to for guidance and advice.

佛陀繼續說，反之，善士選擇有信念、知
恥、畏惡、於法博學、精勤修心、有正
念、具智慧者爲友人與同伴。求教於這等
賢友，敬其爲師長、向導，善士以同樣的
素質爲追求理想，將其吸收納入自己的心
性。如此，隨著他本人越來越趨近解脫，
轉而成爲他人的燈塔。這樣的人，就能夠

爲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們擔當起一
個勵志的榜樣、一位可請得忠告與指點的
智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6.html 
最近訂正 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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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導的靈性修持之道，是一個自我轉化與自我超越、最終從苦中徹底解脫的雙重過程。
自我轉化的過程要求棄絕非善巧心性，代之以利己利人的純淨心性; 而自我超越的過程，則是專
注我們平常視爲我與屬我的身心過程，洞見其非我本質，由此棄絕自我中心之見。當這個雙重過
程達到頂點時苦被止息，這是因爲隨著智慧的覺醒，苦的本源——由無明支持的渴求——自此消
失，不更復生。 
        由於非善巧傾向與自私性執取乃是來自深埋於內心最底層的種子，爲了滅除這些苦痛的根
源，培育如實的解脫洞見，佛陀以次第訓練的方式解說他的教導。佛教修行之道需要漸次修練與
逐步成就。它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如樹木等生命形式一般，有機地展開; 它又如階梯，每階以下
階爲必要的立足點，自然地引昇上階。這個次第修練過程主要階段有三: 戒德的修持、定力的修
持、智慧的修持。我們若把整個佛教修證比作一株樹，則信念爲其種子，因爲正是信念提供了修
道的原始動力，又是信念滋養著它的每一階段。戒德爲其根柢，因爲正是戒德，如樹根爲大樹確
立基地，也爲我們的靈性追求提供了基地。定力爲其樹幹，它是力量、不移、穩定的象征。智慧
爲其分枝，從中結生出覺醒之花與解脫之果。 
        修行道的活力，一如樹的活力，有賴於健康的根柢。正如根弱、淺植之樹難以蓬勃生長，矮
矬、枯萎、無果，靈修生活無強壯的根柢，生長亦將受矬，難以證果。修道中若期望高度成就，
以善育根柢爲起點至關重要，否則果報將會是失望、幻滅、甚至危險。聖道的根柢乃是sila的成
分，也就是戒德的要素。它們構成了禪定的基礎，由此出發引生一切智慧與高等成就。 
        不過，我們說戒德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其意並非如保守佛教圈內常常相信的那樣，非戒德圓
滿不可開始禪修。這等規定使禪修幾不可能，因爲正是禪修過程所培育的念住、定力與智慧，帶
來了戒德的逐步淨化。不過我們說戒德爲修持之根柢，確實意味著，禪修的成就潛力有賴於戒德
的純度。假若我們的戒德根柢弱小，我們的禪修也將同樣弱小。假若我們的行爲與端正操行的基
本原則反復衝突，那麽禪定對調禦心智的嘗試，也將自取失敗，因爲那些行爲的源泉，正是禪修
意欲滅除的同一堆垢染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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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當我們以正業的無咎原則爲本，獲得可靠的滋養，禪定的內在努力才有可能發展、成
就。以正確的操行准則爲基礎，戒德的根柢將生起定力的主幹，入定之心引生智慧的分枝，由智
慧的分枝結生覺悟的花果，最終從結縛中徹底解脫。因此，正如一位善巧的園丁在植樹時先滋養
根柢，真誠的求悟者在起步時當照料他的修行根柢——那就是，他的戒德。 
        巴利語sila [戒德]原意僅指操行。不過在佛教靈性修持的背景下，該詞特指一類操行，即正善
操行，並且在引申意義上，指這類操行所代表的良好品德。因此sila既指有道德的行爲——即爲
道德准則統轄的一套習慣，也指道德的德性——即常持這些准則意欲培育的內在素養。 
        這兩層意義對理解戒德在佛教修行系統中的位置至關重要。戒德的前一種內涵，指身與語不
逾越主導道德生活的基本戒律。這是行動與言辭意義上的道德紀律，以抑制欲藉身語渠道流出的
不道德沖動爲開端，發展成與端正操行原則的習慣性同步。不過，戒德的全副內涵未止於外在行
爲的控制，該詞另有一重更深刻、更趨心理性的意義。在這第二重意義上，戒德是道德純淨度，
即以道德原則持續規範人生所達到的內在品德的淨化。戒德的這個層面強調的是行爲的主觀與動
機。它的視向，非是外顯的動作本身，而是引生良好操行的心的正態。 
        如此審視戒德，揭示其雙維性質: 外在維度由操行的淨化構成，內在維度由品德的淨化構
成。不過在佛陀的教導之中，內外體驗的這兩個維度，並非是相互分裂、相互隔離的兩個自足領
域。它們被認爲是單一體的兩個側面、統一場的互補兩極，相互映射，相互關聯，以各自的影響
潛力相互滲透。從佛教立場上看，身與語所作的種種行動[業]，並非是某個獨立靈性精髓的衆多
可卸附件，而是其背後作爲激活源頭的種種心態的具體示現。 反過來，種種心態，也並未封存於
一個純粹爲精神性的隔離體內，而是隨著場景的運作，從意識的源泉中昇起、外溢，透過身、
語、意的渠道，進入有關人際事件的世界。從行動，我們可以推斷心態，從心態，我們可以預測
可能的行動軌跡。兩者關係之契合，如樂壇上的樂譜與它所指揮的演奏。 
        由於兩個領域的這種相互依賴性，有德的操行與品格的純淨以微妙複雜的關係相互契合。戒
德淨化的完成，要求這兩個側面都達到淨化: 一方面，身與語的行爲必須與道德理想達成一致; 另
一方面，心性必須洗滌雜染，直至徹底清淨。無後者，前者不充分，無前者，後者不可能。兩者
之間，從靈性發展的角度來看，以內在側面更爲重要，因爲身業與語業主要藉表達相應的心理素
養得其倫理意義。不過在靈性修持的進階中，道德戒律先行。因爲修練之初，品德的淨化是一個
必須達到的理念，非是一個可作爲起點的現實。 
        根據佛教的緣起法，任何給定狀態的實現，只有透過造就它的適當因緣才有可能，這既適用
於身與心的自然現象，也適用於修練的各個階段性成就。無始以來，意識的連續流一直被貪、
嗔、癡的非善巧根性所敗壞; 這些雜染正是我們絕大多數想法的起源、是我們習性的根基、是我
們對他人與世界的行爲與大體傾向的源泉。單憑意志一舉祛除這些垢病，達到靈性圓滿的頂峰，
幾乎是不可能的。靈修的實用系統，必須從人性原材料著手，既不可只滿足於對人類優秀典範的
推想，也不可強求成就卻不給予實現之手段。 
        佛陀使他的教導立足於以下主旨: 以正確的方式，我們有能力改變自我。我們不會永遠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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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付積習的重擔，反之，藉著自身的努力，必能擺脫這一切傾向，證得徹底的清淨、自由。在正
見的背景之下，具備了適當的手段，我們能夠大幅度地改變意識的活動，從自己內心那塊似乎不
可變更的東西出發，塑造起新的狀態。 
        這條道的第一步乃是淨化品德，佛陀以遵守戒德即調控身語操行的一套戒律，作爲重塑品德
的有效手段。換言之，以道德紀律意義上的戒德爲手段，引生道德德性意義上的戒德。這種方式
的有效性來自於前述的戒德內外兩層次的相互契合。由於內外領域相互關聯，使得其中一方可成
爲工具，給另一方造成深刻持久的變化。正如心態以身或語的作爲對外表達自己，同樣地，某種
行爲的止持與作持能夠反過來作用於心，改變心靈生活的基本傾向。如果說，爲貪與嗔所主宰的
心態可以導致殺生、偷盜、說謊等行爲，那麽對殺生、偷盜、說謊的戒離，亦可以産生仁慈、知
足、誠實、真語等心理傾向。因此，道德純淨意義上的戒德，也許不是靈性修練的起點，但恪守
端正的操行原則可使之最終成就。 
        連接sila的這兩個維度、並協調外在行爲向內在純淨轉譯的媒介，乃是動機或者說意志
(cetana)。動機是每一個體驗俱有的心理因素，與每一個意識活動普遍共存。正是這個因素使體
驗有其目的性(teleological)，即指向某個目標，因爲它的具體功能是引導它的相關諸要素達成某
個特定的目的。佛陀教導說，一切業 (kamma) ，本質上即爲動機。因爲動作本身，終究是動機透
過身、語、意三種行動之門的體現:“比丘們，我說動機即爲業。因爲動機既發，他藉著身、語、
意造業。” 
        動機決定著業的種類，由此給業賦予道德意義。不過，既然動機存在於每個意識狀態，它本
身並無倫理特徵。動機從某些稱爲根(mula)的別種心理因素得其特定的倫理品質，在主動的體驗
情形下它總是與根共同昇起。根在道德定性上有兩種: 非善巧(akusala)與善巧(kusala)。非善巧根
爲貪、嗔、癡，善巧根爲非貪、非嗔、非癡。後幾種雖然以負面形式表達，其意非僅是染垢素質
之無，還指相應的正面道德素質之有——它們分別是: 施予、慈愛、智慧。 
        當動機由貪、嗔、癡的非善巧根驅動時，它以惡行的形式——殺生、偷盜、私通、謊言、讒
言、謾罵、閑談——突破身語之門而出。以這種方式，心理雜染的內在世界使時空延展的外在世
界陰暗化。然而，動機的污染傾向雖強大，並非不可逆轉。非善巧的動機可以被善巧動機取代，
使精神生活的整體傾向接受根本性的逆轉。動機的這種逆轉，其發端乃是自願持守屬於一種正態
秩序的操行原則——即願意戒惡修善。接下來，當有暴發爲惡行傾向的動機被約束，代之以相反
的動機，代之以言行有德的意志時，一個逆轉過程即已開始，堅持下去，可以使品性的道德基調
發生深遠的轉變。這是因爲動機的諸種作用，非是把全力施行於當下活動，而且還對生起它們的
心流起著反推作用，引導那道心流轉向它們本身的趣向: 非善巧的動機引向惡趣，善巧的動機引
向善趣。於是，每一次一個非善巧的動機被其相反的善巧動機所替代，從善的意志即被強化。 
        素質的替代過程，以不相容的心理素質不可能共存於同一個體驗刹那的法則爲構造的基礎，
接下來，藉著相關之根的效力達成轉化。正如非善巧動機的昇起必然帶著非善巧根——貪、嗔、
癡——同樣地，善巧動機也必然帶著非貪、非嗔、非癡的善巧根。既然對立素質不可能同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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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巧動機對非善巧動機的替代意味著善巧根與非善巧根的置換。善巧根性被湧現的動機不斷
地喚起，便以其素質——施予、慈愛、智慧——“薰染”著心流; 這些素質隨其力量的聚集而凸顯
爲個性的慣常習性。以此方式，善巧動機在種種場合下的重複，使得個性從原先道德上的易腐
性，轉變爲具有一定程度的純淨，甚至對邪惡的誘惑亦能夠安然遠拒。 
        雖然動機或cetana是轉變的主要工具，該意志本身卻是無定性的，必須有具體的指南把它的
能量引向善的實現。從佛教觀點來看，單有“善意”是遠不充分的，因爲動機雖然高尚，只要持者
的智力爲癡迷的塵垢所遮蔽，可嘉的願望總是有可能以愚昧甚至毀滅性的行動軌跡表達出來。這
種例子在過去已有太多，至今仍然令倫理泛論者[1]常年頭痛。根據佛教的觀點，意志的良善必須
轉譯成具體的行動軌跡[的良善]。它必須受端正操行之具體原則的統轄，這些原則在應用上雖然
靈活，卻有其值得作爲遵守原則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獨立於任何歷史上的文明與現存的價值系
統，完全是因爲它們符合道德報應的普遍法則[=業力法則]，以及它們在修行道上的重要性，這條
無時相之道引導我們從苦與輪回世界中解脫。 
        爲了引導意志追求善德，佛陀以明確的語言給出了道德修練的要素，我們必須完善它們，才
能夠確保在覺悟道上獲得進步。這些要素構成了八聖道中的三項戒德蘊: 正言、正業、正命。正
言指避免一切傷害性的言語——戒謊言、讒言、謾罵與閑談; 行者的言談必須永遠真實、利於和
諧、溫和、有意義。正業要求停止非善巧身行，即戒離偷盜、不當性事(這對比丘來說意味著非
獨身，對居士意味著通奸及其它被禁止的關係); 行者必須常具同情、誠實、純潔。正命要求避免
對其它有情造成傷害與痛苦的職業，如販賣肉類、奴隸、武器、毒藥與醉品; 聖弟子戒離這些有
害的生計，以和平正當的職業活命。 
        八聖道當中上述幾支所蘊含的訓練要素，同時既抑制著人類心智中低等、非聖、毀滅性的沖
動，也促進著一切超凡、純淨的行動。盡管以負面詞性表達這些規則意欲排除的種種行爲，在效
果上卻是正面的，因爲當它們被納爲行動指南時，激發健康心態的生長，後者終究體現爲良善的
行動軌跡。在深度上，這些戒律直趨內心隱僻處，挫敗非善巧動機的力量，把意志轉引向善德的
成就。在廣度上，它們延至人的動蕩的社會生存，遏制著競爭、剝削、攫取、暴力、戰爭的潮
水。在心理維度上，它們賦予心靈健康; 在社會維度上，它們促進和平; 在靈性維度上，它們是成
就解脫道一切高等進階的無可替代的基礎。常規地受持與修習之下，它們制止一切以貪、嗔、癡
爲根性的心態，促進以非貪、非嗔、非癡爲根性的行爲，引導人們度過施予、慈愛、智慧的一
生。 
        可見從佛教角度看，操行的具體規則，並非是良好意願之外的多餘附件，而是對正確行動
[正業]的必要指南。它們是修練的基本成分，當這些規則被意志力付諸實施時，即成爲淨化的根
本手段。特別在禪定修持的背景下，戒律防止那些毀壞禪修目標的垢染業的發作。審慎服從操行
的既定規則，我們可以安保自己至少戒離了貪、嗔、癡的粗相表達，我們將無須面對逾越常規道
德所招致的自責、焦慮、不安等障礙。 
        如果我們回到前文中對佛教修持的大樹比喻，把戒德作爲根柢，操行原則即是根柢的生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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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正如土壤包含著助樹苗抽芽生長的養分，戒律也包含著靈性生活需要的清淨與德性的滋養。
戒律所表達的，乃是阿羅漢的自發操行。對阿羅漢來說，操行是他的內在清淨的自然流露。他的
一切行爲依其本性無瑕無染。他的行動不可能以貪、嗔、癡、懼爲動機——非是因爲他被迫服從
規矩，而是藉著他的存在法則。 
        不過，凡夫對不道德行爲是不能夠免疫的。相反，由於非善巧根性繼續固植於心的內在結
構，他時時朝著逾越道德的方向傾斜。他有可能殺生、偷盜、私通、說謊、飲酒等等; 沒有對這
等行爲的明確禁戒，他將時常屈服於此種傾向。因此，有必要爲他提供一套建立在智慧與慈悲基
礎上的倫理准則，藉此調禦自己的行爲，使之與解脫者的自然、自發行爲和諧一致。 
        因此，從佛教的角度來看，戒律遠非是強加於行爲的無端禁制。每一條戒律具體表達的，是
一種相應的心靈態度與精神原則，該原則以切實的行動模式，包裹著內在的一道清淨之光。戒律
使不可見的清淨態成爲可見; 透過身與語的媒介，折射爲諸項具體的操守規則，爲我們所把握。
當我們發現自己處於這些規則所覆蓋的種種情形之下時，把它們作爲行動指南。我們使操行與戒
律和諧一致，藉此滋養我們修行的根柢——戒德。當戒德被牢固確立起來時，聖道的後繼階段將
依照修道的法則自然展開，在達到頂峰之際，成就圓滿的智識與解脫的寧靜。如世尊所說: 

比丘們，擁有戒德、具足戒德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無悔。”比丘們，對擁有戒德、
具足戒德者，無悔爲法[自然法則]。 
無悔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愉悅。”比丘們，對無悔者，愉悅爲法。 
愉悅者，無須作此思:“願我生喜。”比丘們，對愉悅者，喜爲法。 
喜者，無須作此思:“願我身輕安。”比丘們，對喜者，身輕安爲法。 
身輕安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樂。”比丘們，對身輕安者，樂爲法。 
樂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定。”比丘們，對樂者，定爲法。 
入定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如實知見。”比丘們，對入定者，如實知見爲法。 
如實知見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厭離。”比丘們，對如實知見者，厭離爲法。 
厭離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離欲。”比丘們，對厭離者，離欲爲法。 
離欲者，無須作此思:“願我得解脫知見。”比丘們，對離欲者，解脫知見爲法。 
如此，一階流向續階，一階引生續階之具足，爲從此岸到達彼岸。(增支部 10:2) 

(本文來自原作者同名文集。) 
中譯注 
[1]: 倫理泛論者(ethical generalist)的定義，據尊者對中譯者的解釋，是指“那些認爲我們只要堅定承諾行事
有道德感即已足夠，反對把該道德態度明確表達爲具體操守規則者。” 

相關連接: 
        居士持戒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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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依佛、法、僧三寶，是通向佛陀教導的門戶。爲了進入佛教，我們必須穿過這道門戶，不
過一旦藉著三歸依作了初步承諾，我們就有必要再進一步，把教導應用於實修。因爲佛陀的教
導，並非是一套憑信仰即得救贖的系統。基本上 ，它是一條趨向涅槃滅苦之道。一開始，我們需
要一定程度的信念作爲踏上此道的促因，但通往目標的進步主要有賴於我們自己在行道的每一進
階中的精進與領悟。佛陀的教導把解脫的成就從一切外源上拿開，放到了我們自己的手中。我們
必須以佛陀的教誡爲指南，藉著修練自己，在內心親證該目標。 
        佛陀指出的解脫之道，即是由戒德 (sīla)、定力 (samādhi)、智慧 (pañña)構成的三階段修練。
這三階的昇起各自有賴於前一階——定有賴於戒，慧有賴於定。可見，整條道的根基在於戒德的
訓練。由於這正道初階的作用如此關鍵，嚴肅的修行者對其基本意義與修持方式獲得明確的了解
是極其重要的。爲了增進了解，我們在此對 sīla 即戒德的修持提供一份解說，特別著重其最基本
的形式——即五戒(pañcasīla)的修持。討論將以如下分題進行: 一、戒德的基本意義; 二、五戒的
逐條解說; 三、八戒; 四、持戒的利益; 五、受戒; 六、破戒; 七、戒德的比喻。 
 
一、戒德的基本意義 
        戒德的巴利語 sīla 有三層意義: (1)內在善德，即擁有諸如仁慈、知足、簡樸、真實、忍耐等
素養。(2)外在地表達這些內在德性的種種具德的身語行爲[身業語業]。(3)爲使身語行爲與道德理
想達成一致而設計的支配身語行爲的操行規則。這三個層次密切交織，在具體個例中不一定總能
夠明確區分。不過，我們若是把它們分離開來看，則可以把內在德性之 sīla，稱爲戒德的修練目
標，把清淨的身語行爲之 sīla ，稱爲該目標的體現，把操行規則之 sīla，稱爲實現該目標的系統
化手段。因此，作爲內在德性的 sīla ，是透過改善我們的身語行爲，使之與道德理想達成一致確
立起來的，而這個過程又是藉著對操行規則的奉行實現的，這些規則的用意，正是爲了給道德理
想賦予具體的形式。 
        佛教經典上解釋說，sīla 具有使我們的身語行爲和諧化的特性。 Sīla 藉著使我們的行爲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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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真正利益、與他人的利益、與普遍法則相一致，達成這個和諧。違背 sīla 的行爲導致以自
責、不安、悔恨爲特徵的一種自我分裂狀態; 而對sīla 原則的持守則彌合該分裂，把我們內在的諸
根匯聚成平衡、集中的統一狀態。 Sīla 亦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和諧起來。無視倫理原則的行爲導
致爲競爭、剝削、侵犯所傷害的人際關係，而體現這些原則的行爲則促進人們之間的和睦相處
——和平、合作、相互尊重。由持戒達成的和諧不單止於社會層次，它還引導我們的行爲與一項
更高的法則和諧一致——那就是行爲與其果報的業力法則，該法則在無形中統治著有情生存的整
個世界。 
        爲了使倫理美德內在化，成爲修行道的根基，需要有一套戒律作爲良好操行的標准規則。佛
陀的教導之中，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 (pañcasīla)，由以下五條訓練規則構成: 
        (1)戒殺生的訓練規則[學處]; 
        (2)戒不予而取的訓練規則; 
        (3)戒不當性事的訓練規則; 
        (4)戒謊言的訓練規則; 
        (5)戒造成失慎的發酵與蒸餾醉品的訓練規則。 
        這五條戒律是佛教居士應當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倫理准則。它們幾乎在每一次佛教活動與儀式
上，都會由比丘在三歸依之後緊接著對居家人傳授。它們也被精誠的佛教居士作爲日常課誦每日
重複受持。 
        戒律在道德操行的修練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它們的用意是，透過細致的修持，成就意志與動
機的內在純淨，後者體現爲良好的身語操行。因此戒律有一個同義詞 sikkhāpada——“訓練規
則”[學處]——它的字面[嚴格]意義是，“訓練的要素”，那就是，道德紀律的一個訓練要素。然而，
把倫理道德表達爲操行規則的做法卻遭到一種反對，後者體現了愈見流行的一種態度。由倫理泛
論者提出的這套反對的說法，質疑把倫理道德構建爲具體規則的必要性。他們說，只要有良好的
願望，讓我們跟隨自己直覺的對錯感走就足夠了。服從操行規則在最好的情形下是多此一舉，在
更糟的情形下往往會導致禁錮式的道學觀念與墨守成規的倫理系統。 
        佛教徒的答復是，倫理道德誠然不能直接等同於任何一套規則，也不能等同於對規則的外在
服從，然而，戒律在幫助培育內在德性上仍有其價值。只有少數優秀者能夠單憑意志改變他們的
生活內涵; 絕大多數人不得不以較慢的速度進步，依靠一系列立足的基石的幫助，逐步跨越貪、
嗔、癡的險流。如果說，作爲佛教修道核心的自我轉化過程以戒德作爲開端，那麼它的具體表現
就是在行動上服從五戒，要求我們以之作爲自我轉化的有效手段加以遵守。戒律並非是外來施加
的命令，而是每個人主動自願地受持並 且努力自覺地理解與服從的修練原則。戒律的格式讀來並
非是“你不可做這事或那事”; 它們讀來是: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殺生”等等。此處側重的，正如整
個修行道所側重的，乃是自我承擔。 
        戒律引導具德心性的形成，是藉著一個相反素質替換的過程進行的。戒律所禁止的諸種動作
[行爲,業]——殺生、偷盜、通奸等等——都是由佛教術語中稱爲“雜染”( kilesā)的非善巧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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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驅動的。藉著有意、自願地從事這些行爲，我們強化著雜染對心的緊攫，以至於它們成爲我們
的主導習性。但是，當我們藉著持戒接受訓練時，就對那些不善巧心理因素的流動加上了一個刹
止閥。就在那裏，便發生了一個“因素置換”的過程，雜染藉此被善巧心態所替代，後者隨著我們
的繼續修練越來越根深蒂固。 
        在這個自我轉化的過程中，戒律借助另一個心理原則——重複深化律——發揮效應。盡管修
持開始時會激起內心的一些抵制，如果帶著理解與決心一次次重複，它所喚起的素質將不可覺察
地進駐內心的結構。開始時我們一般都帶著由不善巧情緒織就的負面態度; 不過，如果我們懂得
這些心態引生苦，懂得爲了滅苦必須棄絕它們，那麼我們將會有足夠的動力，接受專門設計的對
治訓練。這個訓練以戒的外在持 守爲發端，接下來透過定與慧[明辨]，把自我節制內在化。開始
持戒時也許需要付出特別的努力，但逐漸地，戒律所代表的良好素養將積聚起力量，直到我們的
諸種動 作從其中流出，如泉水溢出一般自然平穩。 
        五戒的制定依照的是以自己爲標准決定如何對他人行動的倫理推演。在巴利經文中，該原則
以詞組 attānaṃ upamaṃ katvā [以我作比] 表達，即“考慮自己與他人相似，他人與自己相似。” 它
的應用方式是作一個人己對換的簡單設想。爲了決定是否采取某種行動，我們以自己爲標准，考
慮什麼事會使自己愉快或痛苦。接著觀想到他人與自己基本上類似，因此，對我們來說是愉快或
痛苦的事，也同樣會使他人愉快或痛苦; 因此正如我們不欲他人對我們制造痛苦，我們也不應對
他們造成痛苦。佛陀解釋說: 
        “對此事，聖弟子觀想:‘在此，我好活命、不欲死亡，好喜樂、厭惡痛苦。假定某人奪取我的
生命，將是一件對我不樂不喜之事。若是我反過來奪取那位好活命、不欲死亡，好喜樂、厭惡痛
苦者的生命，將是一件對他不樂不喜之事。因爲，那對我不樂不喜之狀態，必定對他人亦不喜不
樂: 我如何能把那對我不親愛不愉悅的狀態加諸於人?’如此觀想的結果，他本人戒離殺生，並且
鼓勵他人戒離，並且贊揚戒離。”——增支部55.7 
        佛陀以這種推理方式，得出了前四戒。第五戒，戒醉品，表面上只與我自己有關，是我把什
麼輸入自己體內的問題。然而，由於此戒的違犯可以導致所有其它戒律的違犯，對他人造成更大
的傷害，它的社會影響比初見之下要深刻得多，因此就把它帶入了上述同一種推理方式的應用範
圍。 
        五戒中蘊涵的佛教倫理，有時被指責爲完全的消極負面。有人批評說，這種道德觀整個由戒
離構成，缺乏任何正面行爲的理想標准。對這種批評，我們可以給出數種答復。首先必須指出，
佛陀制定的五戒乃至更長的戒律，並未覆蓋他的整個倫理教說。戒律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訓練准
則，然而佛陀還提出了明確教育正面美德的其它倫理准則。例如， 《大吉祥經》贊揚了恭敬、謙
卑、知足、感恩、忍耐、佈施等美德。另有經文則針對社會安寧的鞏固，提出了家庭、社會、政
治等方面的多樣義務。這一切義務背後起支持作用的，是四種被稱爲“無量心”的態度——慈愛、
同情、隨喜、舍離。 
        不過，回到五戒本身，我們必須對它們的負面格式說幾句辯言。戒律之中的每一條道德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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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著兩個側面——一個是負面，即戒離規則，另一個是正面，也就是必須培育的美德。這兩
個側面分別被稱爲止持(vāritta)與作持(cāritta)。因此第一戒以戒破壞生命爲格式，它本身是一種
止持。但與之對應，在對本戒修持的描述中，我們也發現有一種作持，一種必須培育的正面素
養，那就是悲湣。因此經文中我們讀到:“這位弟子戒殺生、離杖離劍而住、有良知、滿懷同情、
願一切有情得福利。”因此，對應於戒破壞生命的負面，存在著對一切眾生長養慈悲同情的那個
正面。類似地，戒偷盜亦與誠實、知足互爲對應; 戒不當性事，對居士來說與忠實婚姻成對，對
比丘來說與獨身成對; 戒謊言與真語成對; 戒醉品與審慎成對。 
        盡管認識到這雙重側面的存在，仍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假若每一條道德原則有兩個側面，爲
什麼該戒的措辭只提戒離? 爲什麼我們不同時受持種種培育悲湣、誠實等正面美德的訓練規則? 
        這個問題的解答包括兩個方面: 首先，爲了培育正面美德，我們必須從戒離與之對立的負面
素質出發。只要我們還允許雜染自由發展，正面素質的增長只會受矬、變形。我們不可能一邊耽
溺殺生，一邊修習慈悲，或者一邊偷盜詐騙，一邊培育誠實。只有當我們在戒離不善的方面確立
起根基，才可望成功地培育正面素質。淨化戒德的過程好比在一塊荒地上種植花圃。我們不能一
開始就撒種，然後期望豐收; 而是必須做除草、堆壠等較爲沉悶的先行工作。只有在拔去雜草、
滋養土壤之後，我們才可以懷著花朵將能夠健康成長的確信，播下種子。 
        戒律以節制性的負面格式制定的另一個理由是: 正面美德的培育是不能以條文形式規定的。
種種訓練規則可以規定我們在外在行爲上必須做什麼和不做什麼，但只有勵志的理想，而不是條
文，才能夠主宰我們在內心培育什麼。因此我們不可能受持一條永遠對他人具有慈心的訓練規
則。接受這樣的一條規則，有可能自造挫折，導致內在衝突，因爲我們的內在態度不是順服到可
以被指令所決定的[1]。慈悲是我們在內心修練成就的果報，不是同意某條教誡就能夠達成的。我
們所能做的，是受持一條戒破壞生命、戒傷害眾生的教誡。接下來，最好是不造多少聲勢，我們
可以確立培育慈心的意願，把精力用於慈心禪的修練。 
        有關戒律格式，還有必要說一句。盡管它的措辭是負面性的，即便以那種格式，戒律仍然對
他人與自身產生著巨大的正面利益。佛陀說，戒破壞生命者，施予無數眾生無量的安全與保障。
單單持守一條戒律何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後果，此事並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一些思考的。僅我一
人，永遠不能夠藉著任何正面的行動計劃給予其它眾生以無量的安全與保障。即使我去世界上所
有的屠宰場抗議，或者不停地游行反戰，以這種行爲我永遠不能終止動物的屠殺，也不能保證戰
爭的終結。但是當我爲自己受持那條破壞生命戒時，因爲這條戒，我不有意破壞任何有情的生
命。因此任何眾生在我面前可以有安全與保障感; 一切眾生得到擔保，不會從我處遭遇傷害。當
然即使這樣，我永遠不能保證眾生絕對不受傷害與苦痛，但這已超越了人之所能。我的力量所延
及的，在我負責範圍之內的，只能是我自己對他人發出的態度與行動。只要這些事爲殺生戒所覆
蓋，就沒有任何眾生需要在我的面前有威脅感，也無需懼怕傷害和苦痛將會來自我。 
        同樣原理也適用於其它戒律。當我受持不予而取戒時，沒有人有理由懼怕我會偷竊他們的所
有物; 一切眾生的所有物從我處得到保障。當我受持不當性事戒時，沒有人有理由懼怕我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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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與其妻的界限。當我受持謊言戒時，任何與我對話者可以相信他們將聽聞真語; 甚至於性命
攸關的事，我的話仍然可信可靠。此外，因爲我受持醉品戒，人們可以安心，因沉醉而招致的罪
行與錯失永遠不會爲我所犯。以這種方式，藉著持守五戒，僅憑這五項沉默而有力的意志在內心
的確立，我就把無量的安全與保障施予了無數的眾生。 
 
二、五戒 
第一戒: 戒奪取生命。 
        五戒的第一戒，巴利文是: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英語是: I undertake 
the training rule to abstain from taking life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奪取生命。) 此處 pāṇā 一詞意爲有
息者，指一切有呼吸、有意識的生命。它包括動物、昆蟲，也包括人，但不包括植物，因爲後者
只有生命，無呼吸也無意識。“生命”(living being)一詞是一個常規用語，一種習慣表達，意指嚴
格的哲學意義上的命根(jīvitindriya)。 Ātipātā一詞的字面意義爲擊倒，因此是指殺死或破壞。因
此，本戒要求戒離(veramaṇī )奪取生命。盡管戒律的措詞是禁止殺死，就其目的而言，也可以理
解爲禁止傷害、致殘、折磨。 
        巴利佛教注疏把奪取生命的動作[業]正式定義爲:“奪取生命，是在一個生命存在、(違犯者)知
其爲生命時的殺死意志，它透過身或語之門表達，所造成的行爲[業]導致該生命的命根被斬斷。” 
        該定義的第一個要點是，奪取生命的動作被定義爲一個意志(cetanā,心意,動機,心的動作)。意
志是對業 (kamma,動作,行爲)負責的心理因素; 其功能是激發整個心理機制，完成某個特定的目
的，此處指斬斷一個生命的命根。把犯戒與意志等同，意味著殺業的終極責任者在於心，因爲引
發該行爲的意志乃是一個心理因素。身與語的功能僅是作爲該動機之門戶，也就是殺心達成其表
達的渠道。殺生被歸爲身業，因爲它一般是藉著身體發生，但真正行使該殺死動作的是心，它以
身體作爲工具實現其目的。 
        第二個注意的要點是，殺生不需要直接透過身體。奪取生命的意志也可以透過語言之門表
達。這意味著以言語、文字、姿勢，對他人發出殺死的指令。一旦該指令達成其奪取某個生靈之
性命的用意時，下達指令者即對此業負責。 
        構成徹底違犯此戒的一個完整殺業包含了五要素: (1)一個生命[活的生靈]; (2)對該生命爲生命
的認知; (3)殺死的想法或意志[殺心]; (4)相應的努力; (5)作爲此業之後果的該生命的實際死亡。第
二要素確保只有當肇事者了解他作業的對象是一個生命時，才對殺死負責。因此假如我們踩到一
只自己未看見的昆蟲上，則此戒未破，因爲缺了對生命的認知或覺知這一條。第三要素確保殺生
是有意的。沒有意志[動機]這個因素，就不算違犯，譬如我們原本只想用手趕開一只蒼蠅時卻把
它殺死的情形。第四要素堅持該業[動作]必須指向奪命。第五要素堅持此業的後果是該生命的死
亡。假若命根未被斬斷，本戒即未全破，不過以任何方式傷害生命時，本戒的基本目的已被違
犯。 
        奪取生命，據其背後的動力被分爲不同的類型。一種以對該業負責的主要雜染種類爲區分標
准。諸種殺業可以起源於貪、嗔、癡這三種不善巧根性之任一。嗔連同癡，作爲伴隨著殺死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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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因緣，起著根性的作用，因爲驅動此業[動作]的力量是毀滅生命的沖動，那是一種嗔恨。
不過，三種不善根之任一都可作爲殺業在某段時間內的強烈導因或者說決定性依持(upanissāya 
paccaya，近依緣)。盡管貪與嗔在同一刹那總是相互排斥，兩者可在一段時間的不同刹那相互合
作，奪取生命。以貪爲主要動力的殺生可見於爲了獲得個人的物質利益與地位、爲了消除對個人
舒適與安全的威脅、或者爲了打獵釣魚等娛樂性目的而殺生的情形。爲嗔所驅動的殺生可見於以
強烈的仇恨、冷酷或嫉妒爲動機的惡性謀殺。爲癡所推動的殺生可見於獻牲祭神，殺牲者相信此
舉的靈性利益，或者也可見於對異教徒的屠殺，行事者以之爲宗教職責。 
        種種殺生行爲依其失德的嚴重程度有所分別。並非一切情形應得同等的責咎。它們都屬於不
善、破戒，但佛教經典中對不同種類殺生的失德嚴重程度作了區分。 
首先是殺死有道德素養(guṇa,據作者,功德爲其梵語的漢語音譯)的生命與殺死無道德素養的生命這兩
者的區別。實用上，前者指人，後者指動物，據認爲，殺死一個同類的人比殺死一頭動物，在倫
理上要嚴重得多。接下來，在每一個類別中再作區分。對動物來說，失德的嚴重程度據說與動物
的比例有關，殺死一頭大型動物比殺死一頭較小的動物在道義上更受譴責。決定失德嚴重程度的
其它相關因素還包括: 該動物有無主人、是家養還是野生、脾性溫順還是凶暴。失德程度在上述
三種情形下分別以前者爲重，以後者爲輕。對人來說，道德責咎程度有賴於被害者的個人素質，
殺死一位達到崇高靈性層次者或者一位於個人有恩者，比殺死一位靈性不發達或與個人無關係
者，更受譴責。被選爲最有罪的三種情形是弑母、弑父、弑阿羅漢即一位徹底淨化的聖人。 
        決定失德嚴重程度的另一個因素是行爲的動機。這就導致了預謀殺人與沖動殺人的區別。前
者爲冷血、蓄意、事先計劃、爲強烈的貪婪或仇恨所驅動。後者則事先未謀，比如某人在盛怒之
下或者在自衛過程中殺死他人。一般來說，蓄謀殺人被認爲比沖動殺人更嚴重，嗔恨較之貪婪更
受責咎。假若存在酷刑或施虐的情形，則更增其失德的嚴重性。 
        衡量道德權重的因素還包括: 伴隨該行爲的雜染力度與執行時付出的精力，由於篇幅限制，
它們的作用在此不作完整討論。 
 
第二戒: 戒不予而取 
        第二戒: Adinnād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不予而取。” 
Adinnā一詞字面意思是“未予”，表明是他人的財產，那人對它行使合法[不應罰]、無咎的所有權
(adandāraho anupavajjo)。因此假若所取的物件無主，則不犯戒，例如取木造火、撿石築牆。再
者，對方必須合法、無咎地擁有該物件; 那就是，他對此物必須有法律上的權利，而且在使用上
必須無可責咎。後一句在某些情形下明顯適用，例如某人取得一件物事的法律所有權，但系通過
不正當的途徑獲得、或者把它用於不道德的目的。在這些情形下，或許有從此人處奪走該物事的
正當依據，例如法律規定對某個犯了輕罪的人征收罰款，或者沒收某人合法擁有但用來作破壞的
凶器。 
        不予而取的動作[業]被正式定義如下:“不予而取是認知一件物事爲他人所有的情形下，對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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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無咎地屬於他人的物事的偷盜意志，該意志激發了取得該物事的行動。”與第一戒相同，
此處的違犯終究歸結爲一種意志。這個意志能夠透過身與語發出動作，完成盜竊行爲。因此無論
自己直接取得，還是間接地、藉著他人獲取欲得之物件，都構成違犯。本戒的基本目的是保護個
人財產不受他人不公正的奪取。其倫理效應是鼓勵誠實與正命。 
        根據注疏，徹底破戒必須存在五要素: (1)一件合法、無咎地屬於他人的物事; (2)知其屬於他
人; (3)偷盜的想法或意志[盜心]; (4)獲取該物事的行動; (5)該物事的實際獲得。根據第二要素的推
斷，我們若是誤以爲該物事屬於自己，例如錯認外觀相似的大衣或雨傘等而拿取，則不存在違
犯。第三要素再次對意外獲得提供保障。第五要素認爲，該行爲必須使物主失去該物事，才歸入
違犯。物主不需要知道他的財產遺失了，只要該物事哪怕暫時被挪離他的控制範圍。 
        不予而取可分爲多種不同形式的違犯。我們可以提幾種最主要的。一種是偷竊，也就是秘密
地、不爲物主所知地不予而取，例如破門盜物、夜半盜竊銀行、偷錢包等。另一種是搶劫，即憑
借武力的不予而取，或者從物主處奪走他的財物、或者利用威脅迫使他交出。第三種是詐騙，爲
了獲得他人財物而假稱屬己或謊騙。還有一種是造假，即利用欺騙手段剝奪某人的物事或金錢，
例如店主用假秤、又如造假幣。 
        本戒的違犯不需要構成一件大罪。該戒內涵精細，可以有很多破戒的機會，其中一些看起來
微乎其微。例如，雇員拿走屬於雇主的財物; 把無權拿走的小物品收進自己的口袋，以爲公司不
會發現; 未經許可用他人的電話打長途，讓別人付款; 攜帶物品過海關時爲了逃稅不予申報; 在被
付工資本該認真工作的情形下消極怠工; 迫使雇員做工卻不付足工錢，等等。 
        不予而取依其根性，可以從貪或嗔出發，兩者都與癡結合。以貪爲動力偷盜的情形是很明顯
的，但違戒也可以出自仇恨。以嗔爲動力的偷竊例子是，某人剝奪他人一件物事，不是因爲自己
想要，而是因爲怨恨對方擁有，希望他因失去而痛苦。 
        諸種偷盜動作[業]的責咎程度，被認爲由兩個主要因素決定，一是取走物事的價值，二是物
主的道德品質。偷盜一件昂貴物事的責咎，顯然大於偷盜一件沒有多少價值的物事。不過在價值

等同的情形下，該行爲的責咎程度隨著違犯行爲所針對的個人仍有不同，從一個具有高度道德素
養者處、或者從個人的恩惠者處偷盜，較之從道德低下者或與對方無 個人關係者處偷盜，違犯性
嚴重得多。實際上，這個因素甚至可以比物品的金錢價值更重要。因此，假若某人從一位禪僧處
偷走了他需要用來收集食物的僧鉢，該行爲的失德比從一位敲詐勒索者手中騙得數千元錢更嚴
重。行爲背後的動機與雜染的力量也決定了失德的嚴重程度，嗔恨被認爲比貪婪更受責咎。 
 
第三戒: 戒感官之樂方面的不正操行 
        第三戒爲: Kāmesu micchācār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感官
欲樂方面的不正操行。” Kāma一詞廣義上意味著感官之樂或感官欲望，但注疏中把它解釋爲性關
係(methunasamācāra)，這個解釋也爲經文所支持。 Micchācārā 意思是錯誤的行爲模式。因此本
戒要求戒離不適當或者被禁止的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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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欲樂方面的不端操行被正式定義爲:“透過身之門發生的性事意志，導致與一位被禁止的
伴侶發生違犯。”本定義的主要問題是: 誰當稱爲被禁止的伴侶? 對男子來說，經文上列出了二十
種女性爲被禁止的伴侶。可將之歸納爲三類: (1)受長輩或其它掌管者監護的女性，例如被父母、
兄姐、親戚或整個家族所照顧的女孩; (2)被常規禁止的女性，那就是，受族系傳統禁止的近親、
發誓獨身修行的尼眾或其它女性、還有那些被當地法律禁止作爲伴侶的女性; (3)與另一男子已婚
或訂婚的女性，哪怕該婚約只是臨時性的。對已婚女性來說，丈夫之外的任何男子都是被禁止的
伴侶。對所有女性來說，一位受傳統或宗教戒律禁止的男性都不可作爲伴侶。對男女雙方來說，
任何暴力、強迫、脅迫的關係，無論憑藉 的是體力迫使還是心理壓力，都可被視爲犯戒，即使該
伴侶不屬於被禁止的類別。不過鰥夫寡婦、離婚男女都可以選擇再婚。 
        經文中提到了破壞本戒必須存在的四要素(1) 一位合乎上述定義的被禁止伴侶; (2)與那人性交
的想法或意志; (3)性交的行爲; (4)性交的接受。這最後一個要素的加入是爲了把那些不情願但被
迫接受不當性關係者排除在違犯之外。 
        犯戒的道德權重取決於發動該行爲的淫欲力度，以及被違犯者的道德素養。假若違犯的對象
是一位具有高度靈性素養者，假若違犯者淫欲強烈、並且使用了暴力，此事的責咎重於對方素質
不發達、違犯者欲望弱小、未施暴力的情形。最嚴重的違犯是亂倫與強暴一位阿羅漢(或女阿羅
漢)。破戒背後的根性總是貪與癡。 
 
第四戒: 戒謊言 
        第四戒爲: Musāvād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謊言。”謊言被
定義爲: “透過身或語之門的欺騙意志，它激發起身或語的努力，欺騙他人。”違犯必須理解成是
有意的。構成違戒的不是單單說不真之語，而是懷著以假充真的動機而說的不真之語。定義上
說，該意志激發起身或語的動作。用言辭欺騙是顯而易見的，但身體也可以作爲交流的工具——
書寫、手語、姿勢等——因此也可以用來欺騙他人。 
        謊言戒的違犯包含四要素:(1)一個不真的事態; (2)欺騙他人的意志; (3)以身或語表達該意志的
努力; (4) 錯誤印象對他人的傳遞。既然要求有動機，假若一個人不以欺騙他人爲目的說假語，比
如信以爲真地說假語，則此戒未破。不過，破戒不需要欺騙的實際造成; 把虛假的印象傳遞給對
方，就足夠了。只要表達了謊言，並且對方聽懂了，即使他不相信，謊言戒仍然被違犯了。謊言
的動力可以是三種根性之任一: (1)由貪驅動的謊言，目的是爲了增進個人利益、或者提昇自己或
親近者的地位; (2)由嗔驅動的謊言，目的是爲了破壞他人的福利、或者給他們帶來傷害與苦痛; 
(3)還有一類嚴重性略低的謊言，主要由癡驅動，結合著惡性程度略低的貪或嗔，目的既不是爲了
給自己帶來利益，也不是爲了傷害他人。例子是: 爲了玩笑而說謊、爲引人注意而誇張地敘述、
吹捧逢迎他人等等。 
        違犯的嚴重程度主要取決於謊言的受者、謊言涉及的對象、謊言的動機。受者是指謊言被告
知的一方。該業失德的嚴重性與此受者的品德成比例，最受責咎的情形是對個人的恩惠者或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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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發達者說謊。失德的嚴重性又根據謊言涉及的對象即謊言中傷目標的不同有所分別，它與後
者的靈性素質、他與說謊者的關係成比例，情形類似於謊言的受者。第三，謊言的嚴重性與其動
機有關，最嚴重的是惡意破壞他人福利的情形。最惡性的謊言是誣蔑佛陀或者阿羅漢、還有爲了
增進個人的利益與地位而假稱證得超人的精神果報。對比丘來說，這後一種違犯可以導致被逐出
僧團。 
 
第五戒: 戒致醉的飲料與藥物 
        第五戒爲: Surāmerayamajjapamad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
則，戒導致失慎的發酵與蒸餾醉品。” Meraya一詞指經過發酵的酒類，surā 指 爲了增加酒力與味
感而蒸餾過的酒類。Majja 一詞指醉品，它與詞語其餘部分的關係，既可以是被 surāmeraya 所到
之處修飾，也可以作爲一項附加。在前一種情形下，整個詞語意味著經過發酵與蒸餾的酒類醉
品。假若戒律采用第二種讀法，將會明確地包括非醫用的致醉藥物，例如鴉片、大麻、致幻藥
等。但即使用第一種讀法，本戒也透過其指導目的也就是防止醉品引起的失慎，間接地禁止這些
藥物。 
        服用醉品被定義爲: 導致服用蒸餾或發酵的醉品的身動作的意志。它只可以對本人實施(而不
是藉著命令他人)，並且只能透過身體之門。本戒的違犯要求存在四要素:(1)醉品; (2)服用的意志; 
(3)服用的動作; (4)醉品實被服下。破戒的動力是貪與癡的組合。失德的權重次序則未給出。出於
醫療原因服用含有酒精或致醉品的藥物，則此戒未破。服用含有微量用以調味的酒精的食物也 未
破戒。 
        第五戒不同於前四戒處在於，前四戒直接涉及一個人與其它生命的關係，而本戒從外表看完
全只涉及個人與自己的關係——也就是與自己的身與心的關係。因此，雖然前四戒顯然屬於道德
範疇，可能有人會問，本戒是否真正具有倫理特性，抑或僅僅關乎衛生。回答是，它具有倫理
性，因爲一個人對自己的身與心做什麼，能夠對他與其他人的關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服用醉品
能夠影響一個人與他人的互動方式，導致所有五戒被破壞。在醉品的影響下，一個本來有自制的
人，可能變得失控、無慎，從事殺生、偷盜、通奸、說謊等。戒醉品的理由是，它對個人的自我
保護、對確立家庭與社會的福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本戒以此防範來自醉品的不幸果報: 失
財、爭端與犯罪、身病、名譽招損、操行失去羞恥感、疏忽大意、瘋癲。 
        必須強調，戒律所禁止的不單是沉醉，而是服用醉品這件事本身。雖然偶爾幾次耽享也許不
會每次當即有害，醉品的誘惑性與成癮性是眾所周知的。對這種引誘的最大保障是完全戒離它
們。 
 
三、八戒 
        在五戒之上，佛教還爲在家居士提供了一套更高層次的道德紀律，它由八戒構成(aṭṭhasīla)。
這八戒內容上並非與五戒完全不同，而是包含著五戒，但其中有一項重要的更動。這個更動是在
第三戒，把戒不當性事改爲戒一切性事。 因此八戒中的第三戒是: Abrahmacariyā veramaṇ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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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一切性事。”在這五條基本戒律之外，另增三戒: 
        (6) Vikālabhoja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非時食。”非時指從中午至翌日天明。 
        (7) Nacca gīta vādita visūkhadassanā-mālā gandha vilepana dhāraṇamaṇḍana vibhūsan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舞蹈、歌唱、器樂、演藝、戴花環、塗香料、以化裝品美化身體。” 
        (8) Uccāsayana mahāsaya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訓練規則，戒高而奢侈的床與座。” 
        這些戒律的持守可以有兩種形式——永久與暫時。永久持守者在兩者中爲數甚少，持戒者通
常是家庭責任業已完成，欲把餘生用於精進修行、深化心智培養的長者們。即使那種情形也不普
遍。短期八戒通常爲居士們在布薩日或者密集禪修期間持守。布薩日爲陰曆的新月和滿月日，這
些日子被專門用來進行特別的宗教行持，該定制在古印度歷史上早於佛教之前已經存在，爲佛教
所吸收。這些日子裏，佛教國家的居士們常常持守八戒，特別是當他們去寺院度過布薩日時。在
這些場合，八戒的持守時間爲一天一夜。第二種情形是 在密集禪修期間，居士們全程持守八戒，
從幾天到幾個月不等。 
        兩套不同的倫理准則，來自於佛教戒律的兩個基本目的。一個是基本的倫理目的，它遏止直
接或間接地傷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爲。這個目的由五戒覆蓋，約束的是對他人導致痛苦的行爲
[業]。在要求戒離這些非善巧行爲的同時，五戒也保護自己不受其不良後果的回報——這些果報
有的在此生即刻可見、有的只有在未來生命中該業結果時才得顯現。 
        佛教戒律修練的另一個目的與其說關乎倫理，不如說關乎靈性。它提供的是一個自我調禦的
系統，它可以作爲禪定修習的基礎，實現更高的層次。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戒律起著某種禁欲的
功能，要求操行具備提昇到高等覺知所必須的克己與出離。這個上昇的過程——其頂峰即爲涅
槃，從苦中的最終解脫——有賴於渴求的削弱與滅盡，正是渴求以欲望的多樣分枝，構成了束縛
我們的主要力量。爲了減少與克服渴求，有必要不僅節制破壞型的道德違犯，也必須節制那些對
他人無害但仍然給奴役我們的渴求提供出口的種種行爲模式。 
        八戒中闡述的佛教行爲准則，代表著戒律從初級層次朝第二個層次的過渡，那就是，從純粹
的道德持守式的sīla，轉向以解脫道的進步爲目標的克己自修式的sīla。五戒在一定程度上也起著
這個功能，不過形式有限，不如八戒那麼完整。在八戒當中，倫理准則有了一個明顯的轉折，轉
向對那些於社會並非有害、失德的欲望 的控制。修練的這一步延伸，主要是針對聚焦於身體和與
之相關的種種欲求。第三戒被改成戒一切性事，要求遏制性欲，後者並非被視爲敗德之邪惡，而
是被當作渴求的強烈表達，爲了朝高等禪定層次進步，必須加以遏制。三條新戒律節制對食物、
娛樂、自我美化、身體舒適的關注。它們的持守對深度精神生活所必須之素養的生長——知足、
少欲、謙虛、簡樸、出離——起著滋養的作用。隨著這些素養的成熟，雜染被削弱，對止與觀的
成就是一個助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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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戒德的利益 
        戒德對持戒者的利益可分爲三類:(1)此生的利益; (2)來生的利益; (3)終極至善的利益。我們逐
一討論如下。 
1. 此生的利益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五戒的持守保護個人不與[世間]法律起衝突，至少可以免受戒律禁止之
業的現世懲罰。殺人、偷盜、通奸、作假證、醉後的不負責行爲，都是受法律懲處的罪業， 受持
五戒者藉者避開這些業，即可免遭其帶來的懲罰。 
        進一步的現世利益透過持戒自然增生。服從戒律有助於在智者與有德者當中確立起良好的名
譽。在一個更內向的層次上，它使人問心無愧。反復違犯基本的倫理原則，即使不爲人知，仍傾
向於制造良知上的擾亂——自責、不安、悔恨之苦。然而持戒則引生無悔，這股良知上的安寧
感，在我們回顧自己的行爲，意識到它們善巧、善良時，可以轉化爲“無咎之
樂”(anavajjasukha)。這種良知上的清明還會滋長另一種利益——臨終時的平靜、無畏懼、無混
亂。臨終時刻，我們一生中頻繁造作之諸業將上昇到心的表面層次，投射的形像如同屏幕上的圖
畫。如果不善巧業占據多數，其權重將成爲主導，引生臨終的恐懼，導致死亡時的混淆與痛苦。
但是，如果善巧業在一生中占據主導，情形則相反: 臨終時，我們將能夠平靜安寧地死去。 
 
2. 來生的利益 
        根據佛陀的教導，我們下一個存在[來世]的重生模式取決於我們的業，即當下存在[此生]中 我
們所作的意志所支配的行爲。主宰重生過程的大體原則是，非善巧業導致不良的重生，善巧業導
致良好的重生。具體地說，假若破壞五戒所積累的業力成爲重生模式的決定性因緣，它將引向四
種惡趣的重生——地獄、餓鬼、動物界、阿修羅界。假若作爲某個善業的果報，一個經常破壞五
戒者重生爲人，那麼當他的不善巧業異熟時，將導致他在人界的痛苦。該痛苦的形式與違犯的形
式相對應。殺生導致短命、盜竊導致失財、不當性事招致敵意、謊言導致被人欺騙與誣蔑、用醉
品導致智力喪失。 
        另一方面，五戒的持守帶來善巧業的積累，它們導致重生樂趣，即人界或天界。這種業，同
樣地也在生命軌跡中異熟，所產生的良好果報與所戒的性質相一致。因此，戒殺生導致長壽、戒
偷盜致富、戒不當性事得人愛戴、戒謊言得良好信譽、戒醉品引生念住與智慧。 
 
3. 終極至善的利益 
        終極至善即是涅槃，從重生輪回之中的解脫，依照我們的靈性根器的成熟度，它可以在此生
或某個未來的生命中成就。涅槃的證得方式是修習解脫之道，即以戒德、定力、智慧爲三階段的
八聖道。這三階段以戒德爲根本，後者以五戒爲開端。因此受持五戒可以理解爲解脫道上的實際
起步與高等定慧成就的必要基礎。 
        戒律在解脫道上以兩種方式起著基礎的作用。首先，持戒引生無悔的良知，這對修定極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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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果行事時常違戒，我們的業傾向於生悔，坐下來禪定時悔意將湧上心的表層，造成躁動不
安與內疚感。但是，如果行爲與戒律和諧一致，我們的心將充滿著喜樂，懷著清明的良知，讓定
力順利地增長。持戒益於修定的第二種方式是: 它把我們從夾陷於種種不兼容動機之相互衝突的
危險當中救離; 這種衝突會破壞禪定的心態。止觀禪修必須在雜染靜止的情形下進行，但是當我
們在行動上有意破戒時，我們的諸業便從貪、嗔、癡的不善根性中湧現出來。造這種業時我們在
激發著雜染，一邊在坐禪時試圖克服它們。後果是，內在的衝突與不和諧在我們的存在核心制造
起分裂，妨礙禪定要求達到的心一境。 
        開始時，我們不能期望一舉滅除所有細微形式的雜染。這些只能在以後更深的禪定階段加以
對付。初始階段我們必須停止雜染以粗糙的形式昇起，這是由制止它們透過身語渠道的表達來實
現的。這種制止正是戒律的精髓。因此我們受持戒律，把它們作爲一種精神修練的形式，一種封
鎖雜染防止它們向外爆發的手段。當它們被封閉起來、當它們的外流被制止之後，我們接下來透
過定力與智慧的修習，可以致力拔除其根性。 
 
五、受戒 
        佛教傳統承認三種不同的持戒方式。一種稱爲自然離(sampattavirati)，意謂藉著固有的良知
自然地戒離，這種良知或者來自內在敏銳的道德天性、或者來自教育與修練。第二種稱爲持戒離
(samādānavirati)，意謂這種戒離是藉著受戒，決意服從端正操行的指導規則的結果。第三種稱爲
正斷離(samucchedavirati, 根絕性的戒離)，意謂這種對戒律禁止之違犯的戒離，是業已斬斷引生違
犯之雜染的結果。 
        爲了達到自我訓練的目的，佛教強調第二種戒離形式。自然離本身被認爲是值得贊揚的，但
它不足以作爲訓練的基礎，因爲它預設強烈良知的存在，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並非是一個現實。
爲了培育抵制雜染潮昇的心理力量，藉著有意識地發願受戒並下決心認真持守，是極其重要的。 
        正式受五戒有兩種方式，初受與再受，它們對應於歸依的兩種形式。初受戒緊接著初歸依。
在正式儀式中，歸依者從一位比丘處接受三歸依後，接下來將是五戒的傳授; 該比丘逐一念誦每
條戒律，居家人跟著重複。在沒有比丘主持傳授三歸依與五戒的情形下，請求者帶著強烈而專注
的決意，可以自己履行儀式，最好是在一尊佛像面前進行。比丘的在場不是必要的，但一般是人
們所期望的，它給予一種承傳的連續感。 
        受戒並非是經歷一番後即投入記憶儲倉的一次性事件。反之，如同三歸依，戒律應當重複受
持，最好成爲日常習慣。這就是戒律的再受。正如佛弟子每日重複三歸依以強化自己對法的承
諾，他也應當緊接著持誦五戒，表達自己在行爲中體現法的決心。不過，戒德的修持不可混同於
僅僅在口頭上背誦。持誦戒律有助於增強修持的意志，但在一切口頭持誦之外，更重要的是戒律
必須應用於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相關情形之下。受戒好比購買火車票: 車票的購買許可我們上
車，但這件事本身並不把我們載往任何地方。同樣地，正式受戒讓我們得以開始修練，但在接受
之後，必須把戒律的內容轉化爲行動。 
        培育戒德的初心一旦形成，某些心理素質能夠助我們保護戒行。其中之一爲念住(sati)。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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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覺知，是連續的專注、敏銳的觀察。念住包涵著我們存在的一切側面——我們的身體活動、感
受、 心態、思維對象。有了敏銳的念住，我們能夠明確知曉自己正在做什麼，是什麼感受與心態
促使我們采納某種行爲軌跡，是什麼思想構成了我們的動機。接下來，藉著這股念住，我們能夠

避免不善巧、培育善巧。 
        助我們持戒的另一個因素是智慧(pañña)。戒律的修持不應作爲對外在規則的盲目而教條的服
從，而應作爲理智引導之下的完全自覺的過程。是智慧的諸因素賦予我們指引的理智。爲了正確
地持戒，我們必須自己懂得哪類行爲善巧、那類行爲不善巧。我們還必須懂得其理由——爲什麼
它們善巧或不善巧，爲什麼一類必須追求、一類必須棄絕。智慧的深化使我們看見個人行爲的根
性，即作爲業的出發點的心理因素，使我們看見其後果即對己對人造成的長遠影響。智慧使我們
的視野擴大起來，不僅看見後果，也看見另類選擇，以及在任何客觀情形之下不同行爲的軌跡。
它以此賦予我們對種種方案的知見與擇善而就的領悟。 
        助我們持戒的第三個因素是精進(viriya)。端正操行的訓練本質上是一種修心方式，因爲是心
支配我們的行爲。不過，沒有精進、沒有付出能量把心引向善巧渠道，心是不可能被調禦的。精
進與念住、智慧一起使戒德逐步淨化。藉著念住，我們了解自己的心態; 藉著智慧，我們確定這
些心態的傾向、品質、根性與後果; 接下來透過精進，我們棄絕非善巧，培育善巧。 
        助我們持戒的第四個因素是忍耐(khanti)。忍耐使我們安於他人的侮辱行爲，不惱怒、不報
復。它還使我們安於不樂情形，無不滿、無沮喪。它遏制我們的愛厭、約束我們不以貪求或暴力
性的回擊破壞戒律。 
        最高形式的持戒——正斷離——隨著成爲證法的聖者自動來臨。當弟子達到入流(sotāpatti)即
聖者初階時，他必然在至多七次生命之內徹底解脫。他不可能在覺悟進程中倒退。隨著他證得入
流果，這位弟子獲得被稱爲四入流分(sotāpattiyanga)的四種不褪素質。前三種素質是指對佛、
法、僧的不可動搖的確信。第四種素質是徹底淨化的戒德。這位聖弟子已經徹底斬斷破戒的驅動
性雜染，因此永不可能故意破壞五戒。他對戒律的持守已達到“不破不壞、無暇無疵、使解脫、
受智者贊揚、不被執取、助長正定。” 
 
六、破戒 
        受戒等於下一個決心，使生活與戒律和諧一致，它不等於保證自己永不破戒律。雖然我們下
了決心，但有時出於不慎或者受雜染影響的沖擊，有可能行事與戒律相背離。因此就有了這種情
形下怎麼辦的問題。 
        有一件事是我們在破戒後不應當做的，那就是，讓自己背負起內疚與自鄙。在我們達到解脫
的維度之前，雜染必然會時時地冒出來，激發不善巧的行爲。負罪與自責的情緒不但無濟於事，
而且只會因自厭的堆積使事情更糟。知恥感與道德上的審慎對持戒是極其重要的，但不要讓它們
與盤旋的內疚纏繞在一起。 
        當違犯戒律的情形發生時，有數種補救的方式。比丘們違戒時爲了還淨而采取的方式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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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某些種類的戒律被觸犯時，比丘只需對另一位比丘發露即可還淨。也許在適當修改之後，同
樣的步驟也可以爲居士采納，至少用於那些較爲嚴重的違犯。因此，如果有若干居士精進修道，
其中一位違犯某戒，他可以把自己的錯失對一位法友發露，或者，無他人時，他可以私下在一尊
佛像面前發露。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發露的目的不是爲了得到赦免。[發露時]沒有誰被這項失
德所觸犯，也沒有誰在施予原宥。而且，發露並不取消該違犯所招致的業報。此業已被該事件造
成，假若得到機會，必然會結生果報。發露的根本目的是清除內心由破戒而背負的悔意。發露特
別有助於防止對錯誤的遮掩，後者是我執的一種微妙手段，用來維持對自我完美之幻想的驕傲。 
        另一種補救方式是重新受戒，在一位比丘或一尊佛像面前逐一重複戒律。重新受戒可以被第
三種方式強化，也就是，下決心未來不再重犯。實行這三種方式之後，接下來可以去做更多的善
行，以此善業補救破戒的不善業。業力傾向於結生應得的果報，假若這個傾向足夠強，我們無法
遮住它。然而，業力果報的異熟不是一個嚴格的定數。錯綜複雜的業力傾向之間相互推拉。有的
業傾向於強化其它業的果報、有的傾向於弱化該果報、有的傾向於阻礙該果報。假若我們藉善行
積累起善業，這種淨業可以抑制不善業，妨礙它結果。由於業力是一個活的、非機械性的過程，
因此不可能保證情形必然會如此這般，但這個過程的諸種傾向是可以被了解的。既然善業具有遮
蔽不善巧、阻礙其不良果報形成的傾向，那麼克服破戒效應的一個增益力量，即是行持善業。 
 
七、戒德的比喻 
        經文中以眾多的比喻彰顯戒德的品質，不過類似三歸依，我們再次只略舉數例。戒德被比作
清澈的泉水，因爲它能夠洗滌永不能爲其它一切河水洗去的錯業垢染。戒德好比檀香木，因爲它
能夠退解雜染的熾熱，正如檀香木(根據古印度信仰)可用於退解體熱。戒德又被比作寶石飾品，
因爲它美飾佩戴者。它好比薰香，因爲它釋放出悅意的氣息，那是有別於普通芳香、甚至可以逆
風傳送的“戒德之香”。它被比作月光，因爲它涼卻貪愛的狂熱，如月光涼卻日間的酷暑。戒德又
好比階梯，因爲它逐階上昇——昇向來世重生善趣、昇向高等層次的定力與智慧、昇向神通力、
昇向解脫的道與果、最後昇向至高目標——涅槃的證得。  
(本文來自原作者文集《歸依與受戒》。)  

 
中譯注: 
[1]本句與英文原版略有不同，原因是尊者作了修改。筆者曾就本文向尊者請教，他在回函中說:[...... 
Instead I would say: "To accept such a rule for oneself can be self-defeating and may cause inner conflict, since 
our inner attitudes are simply not so docile that they can be determined by commond[sic]." I would suggest 
translating from this revised version rather than from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wheel282.html#prec 
最近訂正 12-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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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的行持，是佛教修證當中一項最重要的基本元素。其種種形式之總和，爲實修佛教提供
了一個概要; 這表明佛教不是一個思想系統，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佛教的流行觀念常常把
福德作爲世俗福佑——健康、財富、長壽、美貌、友誼——的生産源泉來強調。其結果是，福德
行持被理解爲一種經濟投資、一項以滿足參與者的世俗欲望爲回報的宗教性風險貿易。雖然這種
觀念無疑包含著某些真實成分，但它的普及化已趨向於掩蓋福德在佛教修持中那個更重要的功
能。從正確的角度看，福德乃是使精神生活達到和諧完整的基本要素、是自我修養的手段、是禪
修進步不可或缺的基石。 
        “福德儲備”的積累，是證得佛教精神修持之一切果報的主要資糧，從即時即地的樂住之境，
到來世投生善趣，從禪定進展的初階，到聖道四果的證得。福德的至上果報，即等同於佛教禪修
的最高成就——那就是，輪回枷鎖的解脫與涅槃的實現，涅槃即是那超越了無實質之現象世界的
非緣起態。僅僅堆積福德，本身固然不足以保證該目標的成就。福德只是資糧的一種，它必須借
助另一種資糧的平衡，才有可能突破結縛達到終極自由。這另一種資糧就是智[ñana] ，即透過直
覺智眼對生存基本真相的洞見。 
        福德與智共同構成了行者追求解脫所必備的兩組資糧，它們分別稱爲福德資糧
[puññasambhara]與智資糧[ñanasambhara]。每一種資糧對梵行成就各有其獨特的貢獻。福德資糧
有助於輪回軌跡的進步: 它帶來的是，良好的重生、善知識指點修行的值遇、靈性成長的機會、
尊貴素質在個性中的湧現、以及高等成就所需之靈性根器的成熟。智資糧則帶來斬斷輪回生存結
縛的直接必要因素: 真相的洞見、覺悟、對諸現象本質如實無偏的全知。 
        兩組資糧之任一，在獨立運作時不足以證得目標; 單獨追求其一，則導致歧趨、片面的發
展，偏離佛陀教導的解脫直道。無智之福德引生愉快的果報與喜樂的重生，但不可能超越世俗秩
序，進入出世之道。無福德因緣之智，則退化爲乾癟的主智論、純博學與學術化，無力擔負起把
握非思考所及之實相的任務。不過，這兩套資糧在精神生活中共同運作時即獲得功效，把行者推
向高等成就。當這兩者相互補充、相互琢磨、相互完善時，即是在經歷一個漸進的相互淨化過
程，在達到頂峰之際具足解脫者的兩項稟賦——明察的智慧與無瑕的操行，以佛陀的話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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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天神與人類中之最勝者” [明行悉具足,天人中最勝]。 
        不過，福德與智雖然地位協調，從靈性進展的角度來看，當以福德居先。原因是，內在成長
過程之中，福德的效力先行。如果說，智爲解脫果報之花，信[saddha]是令那朵花從中生顯之
種，那麽福德就是土壤、水分、肥料的總合——也就是每一個生長階段不可或缺的養分。福德爲
智鋪平道路，它在佛教修練系統內的地位，從智當中得到肯定。 
        之所以有此種次第結構，原因與佛教的實修親證[noetic realization]之說密切相關。從佛教角
度來看，對靈性真相的全知，不是一個單單理性上作思考的問題，而是一個存在上作實踐的問
題。那就是說，它要求用我們自己的整個存在，去把握所求的真諦，並且內向地應用此真諦，其
方式之完全徹底，使得我們自身的存在，轉化爲我們立足之真諦的反射與流露。換句話說，在修
道的背景之下，真相的領悟，遠非是一項零散知識的累積工作，那些知識對公衆開放、與主體無
關; 反之，它是一個至深真相的揭示過程，這個真相直接關乎我們的自身與世界;  
它是一個把昇起的領悟，融會到內在生活整個復合體的過程。故此，我們以“實踐”、“實現”等語
匯，提示這個親證過程所蘊涵的踐行性背景。 
        爲了在精神修持的每一個特定階段以此等徹底的方式把握真相，我們的內在主調必須被提昇
到一定的高度，使之適合於接受真諦的某些新揭示。智慧與品德，雖不等同，至少平行，在多數
情形下，兩者的成熟也具有某種微妙的平衡比例。我們只可能把握我們適於把握的，而這種適合
性主要取決於品德。對真相的實踐性全知[existential comprehension]，因此就成了一個內在價值、
值得性、或者說福德的問題。使這種內在值得性生效的方式，即是透過福德的行持，不僅指外在
的作爲，而且還必須得到正確的態度與心性的支持。這是因爲，對靈性秩序之真相的全知能力，
總是與福德積累的儲備與質量成比例。福德越多、越精細，悟性的容量也就越廣、越深。這個原
理不僅適用於通往圓滿果證之每一進階的成熟，也以特別的力量作用於終極真相的把握。 
        終極真相，在佛陀的教導之中即爲涅槃，或者說是非造作元素[asankhata dhatu]; 終極真相的
實現，即是涅槃的實現。涅槃是清淨的圓滿成就: 一切貪愛的摧毀、一切執取的斷滅、每一個自
我肯定之沖動的廢除。趨向涅槃的最後沖刺，屬於智慧的職能，因爲單有智慧一項，足以擔當起
全知一切造作現象之無常、苦、非我本質，藉由厭離、洞見非造作的任務，只有非造作才可能永
遠滅苦。不過，爲了得此洞見，我們的內心必須淨化到相應於欲把握之真相的純度，這就要求首
先排除一切阻礙高等光明與智能顯現的因素。涅槃乃是離貪離垢的徹底清淨，它的全知只有我們
自己的內心確立起相應的清淨才有可能。這是因爲，只有清淨之心才能夠穿透無明與雜染的迷
霧，明辨涅槃的無垢清淨，安住於超越了現象行進之動亂的絕對獨立。 
        我們的內在得此淨化，乃是福德的作爲。是福德在內心搜索粗相雜染、松懈不善根性的緊
攫、增強引生善巧與增益之心態的力量。以其累積的功力，爲智慧最終洞見非造作提供了基礎。
可以說，它是智慧從世俗層次上昇到出世層次的燃料。正如昇月火箭在初級諸階段獲得的沖力使
它在最後階段得以突破地心引力，駛向月球，同樣地，是福德賦予禪修生活那股向前的沖力，推
動慧根突破世俗秩序的引力，洞穿出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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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佛教注疏者們從語源學角度把福德[puñña] 定義爲“洗滌與淨化心流者” 時[santanam 
punati visodheti]，便著重指出了福德這個前行性的洗滌功能。福德的洗滌效力，發生於一個複雜
的過程，其中涉及作者、淨化目標與操作模式。淨化的作者乃是心本身，作爲業力的來源與基
質，它起著造作、構成的作用。如前所見，福德業即爲善巧業，而業終究歸結爲動機。因此，究
其根本，福德業乃是由動機構成，是一種意志的造作，該意志歸屬一個端正的秩序
[puññabhisankhara，福行]。既然動機是心理活動，細審之下，這就意味著福德也是心理活動。以
行爲模式爲載體，其核心乃是某個意念的動作，心藉此集結起它的組件，求達某個選定的目的。 
        這個發現警示我們，不要把佛教對福德修持的重視，誤解爲盲目服從戒規與儀軌的要求。從
佛教觀點來看，任何福德業背後的主要工具乃是心。該事件本身，在其身或語的維度上，主要作
用是表達相應的意識狀態[心所]，若非對福德業之本質與意義具有敏銳的覺知，光憑外在的動
作，並無洗滌價值。即便帶著求取福德之見，遵守操行戒律、舉行儀式禮拜，這些造作的精神力
量，也並非來自它們本身有什麽神聖內涵，而是來自它們能夠有效地引導心理活動的續流朝著於
靈性有益的方向發展。它們所起的功能，實際上是作爲引生善巧意識態的技能手段或者說方便設
置。 
        機械地服從戒律規則，不予質疑地循照既定儀軌行使宗教職責，從佛教的觀點看，遠非是救
贖之道，實際上反構成障礙。它們正是第三種結縛[samyojana]        ——“戒禁
取”[silabbataparamasa]的範例，是這些結縛把衆生綁束於緣起之輪，我們必須斷除它們才能夠最
終進入解脫道。即使在受戒與頂禮等相對外在的福德業形式當中，念住與警覺也是必要的; 兩者
對禪定與學法等主要爲內在的福德業形式，則更有必要。 
        福德的淨化對象也是心。只不過此處的考慮角度，非是從它作爲業的造作來源的當下性，而
是從它作爲心續流[cittasantana]的連續性。這是因爲，從時序角度來看，心因其變化活動，並無
可認同爲我的穩定實體，而是由分列的思維動作構成、相互間由因果關係的精確法律串聯起來的
一個續流系列。每一個思維單元一閃而現，持續極爲短暫的刹那，接著消失，把它記錄的印象存
儲交給下一單元。每一個系列成員對整個系列的全部內容，加上它自己的新近修改，起著承接、
保存、傳遞的作用，因此整個系列爲其中每個成員的基礎。從那裏，該系列維持著某種一致性，
給分立的思維刹那的流動賦予一種連續性，盡管它的構成具間斷性。 
        根據佛教，這種思維的序流無始以來一直在繼續著。爲無明與渴求所推動，從一生到一生，
它一時以某種形式、一時又以別種形式出現。埋藏在心續流內部、貫穿於整個無始旅程之中的，
是一群特別致苦的破壞性的心理力量，稱爲“雜染”[kilesas]。這當中最主要者爲貪、嗔、癡三種非
善巧根性; 從三者出發，湧現出諸如驕傲、成見、自私、嫉妒、昏睡、掉舉等該組的其餘成員。
未被激發時，這些雜染作爲“隨眠” [anusaya]即潛在傾向，沈眠在心續流的底部。但是，當它們藉
著外在感官刺激的沖力，或者自發的潛在增長，獲得足夠力量時，便以“纏” [pariyutthana，偏執]
的形式上昇到意識的表面。這些“纏”以它們的毒流污染著心，並且反作用於意識深層，強化著心
續流底部的根性。假若繼續聚集更大的沖力，這些雜染有可能達到更危險的“違犯” [vitikkama]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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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那時它們就爆發成違犯道德基本原則、導致痛苦果報的身體或語言行動[業]。 
        所謂福德“清除與淨化心續流”，是指它具有遏制雜染潮昇的力量，雜染威脅著把心沖向違犯
業的危險深淵。只有智慧——聖道的出世智慧——才能夠消滅潛伏層次的諸雜染，這是欲斷有生
之結縛、證得解脫所必須的。不過，福德的修持對緩解雜染的纏力、爲智慧准備解脫的立足地，
可以作莫大的貢獻。智慧只可能作用於清淨之心，而福德的積累使心淨化，爲智慧提供了助緣。 
        當心被允許無拘無束地隨其沖動奔流時，它將如一條湍急的河流，把底部積泊的污垢——
貪、嗔、癡及其衍生雜染——攪至表面即活躍的意識層次。假若耽溺其中，給這些雜染以進一步
發展的餘地，它們將使善的潛力枯萎、使覺知之光晦暗、使慧根被扼制，直至所餘無幾。福德業
的行持，可作爲抵制雜染態的昇起、代之以善巧態的手段，藉此把心續流淨化到一定程度，爲智
慧滅棄雜染提供必要的力量儲備。 
        福德對淨化心續流的有效性，以其與若干心理法則的一致性爲依據。這些法則共同構成了使
整個佛教精神修持具有效力的沈默的基石，下文僅作簡述。 
        第一法則: 某一時刻只能發生一種意識狀態; 這條法則看似平常，它與其它法則共同作用時引
生重要的後果。第二法則: 帶著相反倫理素質的心態不可能共存。第三法則: 意識態的一切因素
——感受、認知、意志、以及包括在“心理造作蘊”[行蘊]之中的其餘狀態——必然帶有等同於該
意識態本身的倫理素質。 
        一個業力上活躍的意識態，不是完全善巧，就是完全非善巧，它不可能(根據第二法則)包含
兩者。因此，某個善巧狀態發生時，非善巧狀態不可能同時發生。一個於靈性有益的善巧意識態
必然排除了每一個有害性的非善巧意識態以及後者所隨帶的一切非善巧素質(第三法則)。因此，
他在做一件福德業的刹那，該福德行爲將自動地排除非善巧的意識、動機與相關的雜染。起碼在
該刹那，意識將是清淨的。福德業的頻繁地造作，每一次都將排除雜染在造作該業時昇起的機
會。 
        因此，福德業的行持總是誘導短暫的淨化，這等事件的頻繁行持則誘導出多次的短暫淨化。
不過引生某些更持久的果報，則另須其它原則，即第四法則。 
        第四法則是，重複賦予力量。正如鍛煉某塊體肌，可以把它從孱弱無力的肌纖轉化成強大的
力源，同樣地，反復修練個人的心理素質，可以把它們從沈睡的士兵再造成無敵的求道勇士。 
        自我轉變構成了靈性生活的精髓，對這整個過程來說，重複乃是關鍵。正是重複使自我轉變
成爲可能。透過重複的力量，純淨、善巧素質——信念、能量、念住、定力、智慧——的脆弱、
柔軟之苗，才可能壯大起來，在覺悟的追求中長出主宰性的五根[indriya]，或者在拔除雜染的戰
役中，昇起不屈的五力[bala]。藉著對惡潮的反復抵制，對善行的反復作爲，能夠轉魔成神，轉
罪犯爲聖者。 
        如果說，是重複提供了自我轉變的關鍵，那麽可以說，是意志爲重複提供了賴以發揮效應的
工具。意志對心續流施加著定向的力量，它從續流中昇起，根據它自身的道德基調，重導續流的
方向。每一個意志的作用，隨著它傳入前湧的心續流而隱沒，同時又把心流推向自身的趣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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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動機引導心流朝向善——清淨、智慧、終極自由，非善巧的動機則推動它朝向惡——雜染、
無明、不可避免的綁縛。 
        每一個意志的發生，都以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修改著心靈生活，無論多麽輕微，因此
任何特定時刻人的總體品質，是積累於續流之中的諸動機的反射與揭示。 
        既然意志把整個心理流朝著它自己的方向推動，那麽是意志必須以重複之力加以強化。心理
生活的改造，只有把意志朝善巧渠道引導轉變，才有可能發生。對意志重新定向的有效渠道乃是
福德的修持。 
        當意志被引向培育福德時，它將自然地妨礙雜染的湧流，增進心續流中儲存的尊貴品質的陪
伴。在後者的溫和教化之下，清淨的因素將從沈眠態覺醒，使它們的存在成爲個性的習慣傾向。
一個專注佈施的意志將引生仁慈與同情; 一個專注持戒的意志將引生無害、誠實、自制、真語、
離醉; 一個專注修心的意志將引生平靜與洞見。信念、崇敬、謙虛、同情、勇氣、舍離，將會增
長。意識將修得寧靜、輕安、柔韌、靈活、熟練。被這些善法淨化的意識將無礙地進步，經由定
與慧的高等成就，達到精神修持的頂峰——涅槃。 
(本文來自原作者文集《滋養根柢》。)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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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cca vata sankhara — "Impermanent, alas, are all 
formations!" — is the phrase used in Theravada 
Buddhist lands to announce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but I have not quoted this line here in order to begin 
an obituary. I do so simply to introduce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which is the word sankhara itself. 
Sometimes a single Pali word has such rich 
implications that merely to sit down and draw them 
out can shed as much light on the Buddha's teaching 
as a long expository article.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with the word sankhara. The word stands squarely at 
the heart of the Dhamma, and to trace its various 
strands of meaning is to get a glimpse into the 
Buddha's own vision of reality.

Anicca vata sankhara——“諸行無常!”——這
是上座部佛教國家通報親人去世的用語; 不
過我在此引用這個偈句，非是作爲訃告的開
端，僅是爲了介紹本文的主題—— sankhara
[行]這個詞本身。有時候，一個巴利單詞具
有如此豐富的內涵，僅僅坐下把它們勾畫出
來，對於闡明佛陀的教導，作用不亞於一篇
義理長文。Sankhara一詞的確可當此說。該
詞正居於佛法的核心，對其內涵的種種線索
探究一番，即是對佛陀本人的現實觀作一管
窺。 

The word sankhara is derived from the prefix sam, 
meaning "together," joined to the noun kara, "doing, 
making." Sankharas are thus "co-doings," things that 
act in concert with other things, or things that are 
made by a combination of other things. Translators 
have rendered the wor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formations, confections, activities, processes, forces, 
compounds, compositions, fabrications, 
determinations, synergies, constructions. All are 
clumsy attempts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for which we have no exact 
parallel, and thus all English renderings are bound to 
be imprecise. I myself use "formations" and 
"volitional formations," aware this choice is as 
defective as any other.

Sankhara一詞來自前綴 sam 與名詞 kara 的組
合; 前者意謂“共同”，後者意謂“做、造”。 
諸行因此就是“合造”，即與其它事物共同行
動的事物，或者被其它組合事物造作起來的
事物。對這個詞的譯法，衆譯家已有種種表
達: 造作、合成、活動、過程、力量、化
合、組成、制造、決意、協同、構造。這都
是爲了把握一個我們並無准確對應的哲學概
念所作的粗陋嘗試，因此一切英譯必然是不
准確的。我自己用的是 formations [ 造作]與 
volitional formations[有動機的造作/意志的造
作]，亦知其缺憾不少於任一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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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discover an exact 
English equivalent for sankhara, by exploring its 
actual usage we can still gain insight into how the 
word functions in the "thought world" of the 
Dhamma. In the suttas the word occurs in three major 
doctrinal contexts. One is in the twelvefold formul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paticca-samuppada), where 
the sankharas are the second link in the series. They 
are said to be conditioned by ignorance and to 
function as a condition for consciousness. Putting 
together statements from various suttas, we can see 
that the sankharas are the kammically active volitions 
responsible for generating rebirth and thus for 
sustaining the onward movement of samsara, the 
round of birth and death. In this context sankhara is 
virtually synonymous with kamma, a word to which it 
is etymologically akin.

不過，雖不可能爲sankhara找到一個確切對
應的英語詞彙，透過對其用法的探討，我們
仍然可對它在佛法“思維世界”中的功能獲得
領悟。在經文中，該詞出現於三類主要的教
義語境。一類是十二因緣的連鎖公式，在其
中 sankhara[行/造作]居系列的第二位。經文
中說，它們以無明爲緣，又作爲意識的緣。
把諸經中有關句子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
見，諸行乃是負責造作重生、從而維持生死
輪回繼續運行的有業力活性的意志。在這個
語境當中，諸行與語源學上一個相近的詞
kamma[業] 基本上同義。

The suttas distinguish the sankharas active in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to three types: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gain, the sankharas are divided into the 
meritorious, demeritorious, and "imperturbable," i.e., 
the volitions present in the four formless meditations. 
When ignorance and craving underlie our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ur volitional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become forces with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results, and of the results they produce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renewal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ollowing death. It is the sankharas, 
propped up by ignorance and fueled by craving, that 
drive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nward to a new 
mode of rebirth, and exactly where consciousness 
becomes established is determined by the kammic 
character of the sankharas. If one engages in 
meritorious deeds, the sankharas or volitional 
formation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a happy 
sphere of rebirth. If one engages in demeritorious 
deeds, the sankhara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a miserable rebirth. And if one masters the 
formless meditations, these "imperturbable" 
sankhara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rebirth in 
the formless realms.

經文中把作用於十二因緣的諸行分爲三類: 
身、語、意。諸行又被分爲福行、非福行、
以及“不可擾動” —— 即四類無色界禪定中的
存在意志。當無明與渴求主宰我們的意識流
時，我們身、語、意的有動機行爲，便成爲
造作果報的力量，在它們産生的果報之中，
最重要的是死後該意識流的更新。以無明爲
促進，以渴求爲燃料，是諸行推動著意識
流，朝下一個重生模式行進，並且，意識的
具體立足點，取決於諸行的業力性質。假若
某人行福德事，那麽該行或者說“有動機的
造作”將會把意識推向喜樂的重生域界。假
若某人行損福德事，則將把意識推向痛苦的
重生。假若他掌握了無色界禪定，這些“不
可擾動”的諸行將推動他的意識流重生於無
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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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cond major domain where the word sankharas 
applies is among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fourth 
aggregate is the sankhara-khandha,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e texts define the sankhara-
khandha as the six classes of volition (cha 
cetanakaya): volition regarding forms, sounds, 
smells, tastes, tactile objects, and ideas. Though these 
sankharas correspond closely to those in the formul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e two are not in all 
respects the same, for the sankhara-khandha has a 
wider range.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mprises all kinds of volition. It includes not merely 
those that are kammically potent, but also those that 
are kammic results and those that are kammically 
inoperative. In the later Pali literature the sankhara-
khandha becomes an umbrella category for all the 
factors of mind except feeling and perception, which 
are assigned to aggregates of their own. Thus the 
sankhara-khandha comes to include such ethically 
variable factors as contact, attention, thought, and 
energy; such wholesome factors as generosity, 
kindness, and wisdom; and such unwholesome 
factors as greed, hatred, and delusion. Since all these 
factors arise in conjunction with volition and 
participate in volitional activity,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ers decided that the most fitting place to assign 
them is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諸行”一詞的第二個主要應用領域，是作爲
五蘊之一。第四蘊即爲行蘊(sankhara-
khandha)，也就是有動機的造作的聚集體。
經典上把行蘊定義爲六類動機(cha 
cetanakaya): 即與色、聲、香、味、觸、法相
關的動機。盡管這些“行”與十二因緣公式中
的“行”密切對應，兩者並非處處等同，因爲
行蘊的範疇更爲廣泛。有動機的造作蘊[行
蘊]涵攝一切動機種類。不僅包括業力上有活
性的造作，也包括造作的業果，還包括那些
與業力無關的造作。在後來的巴利文獻中，
行蘊成爲一個覆蓋了除受蘊與想蘊之外的一
切心理素質的類別，前兩項各具獨立的蘊。
於是行蘊這個詞便涵攝著諸如接觸、專注、
思維、能量等倫理上中性的素質，諸如慷
慨、仁慈、智慧等善巧的素質，以及諸如
貪、嗔、癡等非善巧的素質。既然這一切素
質隨著動機共同昇起，並且參與動機的活
動，早期佛教導師們認爲它們最適合歸類於
有動機的造作。

The third major domain in which the word sankhara 
occurs is as a designation for all conditioned things. 
In this context the word has a passive derivation, 
denoting whatever is formed by a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hatever is conditioned, constructed, or 
compounded. In this sense it might be rendered 
simply "formations," without the qualifying adjective. 
As bare formations, sankharas include all five 
aggregates, not just the fourth. The term also includes 
external objects and situations such as mountains, 
fields, and forests; towns and cities; food and drink; 
jewelry, cars, and computers.

“行”的第三個主要語境，是作爲一切有爲[緣
起的]事物的統稱。在這個語境當中，該詞有
了一種派生的被動性，指凡是因緣造作的事
物， 凡是有爲的、被造作的、被合成的。在
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把它只譯成不帶限制
性形容詞的“造作”。作爲廣義的造作， 諸行
不僅是第四蘊，而且包括了所有五蘊。該詞
還包括諸如山、地、林; 城鎮; 飲食; 珠寶、
車輛、電腦等外在的客體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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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that sankharas can include both active forces 
and the things produced by them is highly significant 
and secures for the term its role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Buddha's philosophical vision. For what the 
Buddha emphasizes is that the sankharas in the two 
active senses — the volitional formations operative in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kammic volitions in 
the fourth aggregate — construct the sankharas in the 
passive sense: "They construct the conditioned; 
therefore they are called volitional formations. And 
what are the conditioned things they construct? They 
construct the body,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y are 
called volitional formations" (SN XXII.79).

諸行既可包括主動的力量，也包括由它們産
生的事物，這個意義的重要性，確立了它在
佛陀的哲學觀中的奠基石作用。這是因爲，
佛陀強調的是，兩種主動意義上的諸行——
即十二因緣中的有動機的造作，以及第四蘊
的業力動機——造就了被動意義上的諸行: 
“它們造作有爲的，因此被稱爲有動機的造
作。它們造作的有爲事物是什麽? 它們造作
色、受、想、行、識; 因此它們被稱爲有動
機的造作。”(SN XXII.79) 

Though external inanimate things may arise from 
purely physical causes, the sankharas that make up 
our personal being — the five aggregates — are all 
products of the kammically active sankharas that we 
engaged in our previous lives. In the present life as 
well the five aggregates are constantly being 
maintained, refurbished, and extended by the 
volitional activity we engage in now, which again 
becomes a condition for future existence. Thus, the 
Buddha teaches, it was our own kammically 
formative sankharas that built up our present edifice 
of personal being, and it is our present formative 
sankharas that are now building up the edifices of 
personal being we will inhabit in our future lives. 
These edifices consist of nothing other than 
sankharas as conditioned things, the conditioned 
formations comprised in the five aggregates.

盡管外在的無活性的事物可以純粹從物理因
緣中昇起，構成我們個人存在的諸行 ——五
蘊——則完全是我們在宿世生命中所作的具
有業力活性的造作産物。此生的五蘊也同樣
地被我們當下所作的有動機的活動不斷地維
持、替補、延續，這些活動再復成爲將來的
存在之緣。因此佛陀教導說，是我們自己的
業力形成的諸行，建築了我們當前個人存在
的結構，是我們當下的諸行，正在建造我們
未來生命中將進住的個人存在的結構。這些
結構由有爲的諸行組成，也就是，由有爲的
造作形成的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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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fact to understand about 
sankharas, as conditioned formations, is that they are 
all impermanent: "Impermanent, alas, are 
formations." They are impermanent 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n their gross manifestations they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but even more pointedly 
because at the subtle, subliminal level they are 
constantly undergoing rise and fall, forever coming 
into being and then, in a split second, breaking up and 
perishing: "Their very nature is to arise and vanish." 
For this reason the Buddha declares that all sankharas 
are suffering (sabbe sankhara dukkha) — suffering, 
however, not because they are all actually painful and 
stressful, but because they are stamped with the mark 
of transience. "Having arisen they then cease," and 
because they all cease they cannot provide stable 
happiness and security.

以有爲的造作來理解諸行，其中最重要的事
實是，它們無一持久: 所謂“諸行無常”。在意
義上，無常不僅指諸行的那些粗糙形體終究
完結，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微妙、精深的層
次上，連續不停地昇起、落下，永遠出生，
又在轉瞬間敗壞、消失: 所謂“是生滅法”。因
此，佛陀宣稱諸“行”皆苦(sabbe sankhara 
dukkha)。不過，這並非是因爲它們本身痛
苦、緊張，而是因爲它們具有不持久的特
徵，所謂“生滅滅已”; 由於它們都趨向止息，
因此不能夠提供安穩的幸福。

To win complete release from suffering — not only 
from experiencing suffering, but from the 
unsatisfactoriness intrinsic to all conditioned 
existence — we must gain release from sankharas. 
And what lies beyond the sankharas is that which is 
not constructed, not put together, not compounded. 
This is Nibbana, accordingly called the 
Unconditioned — asankhata —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sankhata, a word which is the passive participle 
corresponding to sankhara. Nibbana is called the 
Unconditioned precisely because it's a state that is 
neither itself a sankhara nor constructed by 
sankharas; a state described as visankhara, "devoid 
of formations," and as sabbasankhara-samatha, "the 
stilling of all formations."

爲了從苦中徹底解脫——不僅從苦的體驗，
而且從一切有爲存在的不滿意屬性中解脫
——我們必須從諸行中解脫。諸行之外者，
是那非構造、非組建與非合成。這就是涅
槃，相應地又稱“非行” (asankharas)，它與
sankhata[被造作]——諸行的被動分詞——意
義相反。涅槃之所以被稱爲非行，正是因爲
這個狀態本身既非是一種“行”，也非
由“行”造成; 它被描述爲“離
行”( visankharas)，又被描述爲“一切行的寂
止”( sabbasankhara-sam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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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when we put the word sankhara under our 
microscope, we see compressed within it the entire 
worldview of the Dhamma. The active sankharas 
consisting in kammically active volitions perpetually 
create the sankhara of the five aggregates that 
constitute our being. As long as we continue to 
identify with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work of 
ignorance) and to seek enjoyment in them (the work 
of craving), we go on spewing out the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at build up future combinations of 
aggregates. Just that is the nature of samsara: an 
unbroken procession of empty but efficient sankharas 
producing still other sankharas, riding up in fresh 
waves with each new birth, swelling to a crest, and 
then crashing down into old age, illness, and death. 
Yet on it goes, shrouded in the delusion that we're 
really in control, sustained by an ever-tantalizing, 
ever receding hope of final satisfaction.

因此，當我們把sankhara一詞置於顯微鏡下
觀察時，便在其中窺見了整個佛法世界觀的
壓縮版。主動的“行”藉著業力上活躍的動
機，持久地制造、構建著我們存在的五蘊。
只要我們繼續認同五蘊(此爲無明的作用)，
在其中尋求享樂(此爲渴求的作用)，我們就
繼續噴放有動機的造作[諸行]，建築起未來
的諸蘊組合。那正是輪回的本質: 空洞而有
效的諸行連續推進，制造出更多的行，隨著
每一次新生，堆聚起新的波動，上昇至頂峰
後傾頹，又成爲舊式的老、病、死。然而它
繼續著，被一團我自掌控的癡迷所籠罩，爲
一股對終極滿足的冀望所維持，該冀望永具
誘惑，永見退卻。

When, however, we take up the practice of the 
Dhamma, we apply a brake to this relentless 
generation of sankharas. We learn to see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ankharas, of our own five aggregates: 
as unstable, conditioned processes rolling on with no 
one in charge. Thereby we switch off the engine 
driven by ignorance and craving, and the process of 
kammic construction, the production of active 
sankharas, is effectively deconstructed. By putting an 
end to the constructing of conditioned reality, we 
open the door to what is ever-present but not 
constructed, not conditioned: the asankhata-dhatu, 
the unconditioned element. This is Nibbana, the 
Deathless, the stilling of volitional activities, the final 
liberation from all conditioned formations and thus 
from impermanence and death. Therefore our verse 
concludes: "The subsiding of formations is blissful!"

不過，當我們開始修習佛法時，諸行的這場
不屈不撓的生産就被緩止下來。我們學會看
見諸行的真相，看見我們自己的五蘊: 它們
是不穩定、有爲的過程，無人主宰地滾動
著。因此，我們關閉被無明與渴求所驅動的
引擎，中止業力的築造，那麽諸行的主動生
産，就被有效地卸除了。藉著對有爲現實的
造作的終止，我們打開了通往無時相、但非
是造作有爲的非行元素(asankhata-dhatu) : 
即，非緣起元素。這就是涅槃、不死、意志
活動的止息、從一切緣起造作也就是從無常
與死亡中的最後解脫。因此我們的偈句末尾
如此結束:“寂滅爲樂!”

譯按:“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偈爲帝釋天王在佛陀般涅槃之際所誦，見於
《大般涅槃經》等。常在南傳佛國葬禮上持誦，首句亦爲訃告之發端語。現代語中譯爲: “一切造作無常
啊，生滅是其法則。既已升起，必然滅去，它們的止息是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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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43.html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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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all the major religions of the world must 
respond to a double challenge. On one side is the 
challenge of secularism, a trend which has swept 
across the globe, battering against the most ancient 
strongholds of the sacred and turning all man's 
movements toward the Beyond into a forlorn 
gesture, poignant but devoid of sense.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meeting of the great religions with each 
other. As the most far-flung nations and cultures 
merge into a single global communit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umankind's spiritual quest have 
been brought together in an encounter of 
unprecedented intimacy, an encounter so close that it 
leaves no room for retreat. Thu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each major religion faces, in the amphitheater 
of world opinion, all the other religions of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vast numbers of people who regard all 
claims to possess the Great Answer with a skeptical 
frown or an indifferent yawn.

當前，世界上的諸大宗教都必須對一項雙重
挑戰作出回應。一方面，是世俗主義的挑
戰。這股潮流已橫掃全球，沖擊著神聖信念
的亘古堡壘，把人類一切朝向超世的沖動，
淪變爲一場感人而無謂的悲涼作態。另一方
面，是諸大宗教的相互交會。隨著地理遙遠
的國度與文化融合爲同一個全球社區，人類
的精神追求的代表者們，在一場前所未有的
近距離接觸中被帶到了一起，接觸之緊密，
使得人們已無後撤的余地。於是，每一個主
要宗教，在世界觀的圓型競技場中，同時面
對著地球上所有的其它宗教，也面對著以懷
疑的蹙眉與漠然的哈欠，回應超世解悟之一
切持稱的芸芸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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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ituation, any religion which is to emerge as 
more than a relic from humanity's adolescence must 
be able to deal, in a convincing and meaningful 
manner, with both sides of the challenge. On the one 
hand it must contain the swelling tide of secularism, 
by keeping alive the intuition that no amount of 
technological mastery over external nature, no 
degree of proficiency in providing for humanity's 
mundane needs, can bring complete repose to the 
human spirit, can still the thirst for a truth and value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contingency. On 
the other hand, each religion must find some way of 
disentangling the conflicting claims that all religions 
make to understand our plac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and to hold the key to our salvation.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its own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 religion must be able to address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own tenets and those 
of other creeds, doing so in a manner that is at once 
honest yet humble, perspicacious yet unimposing.

在此情形之下，任何一個層次上高於人類早
期遺俗的宗教，都必須能夠以一種既令人信
服又富有意義的方式，應對這個挑戰的雙重
側面。一方面，它必須藉使那股直覺保持活
力，遏制世俗主義的潮漲，也就是: 無論多少
對外在自然的技術性掌控，無論多少對世俗
需求的精良供給，都不能給人類的心靈帶來
徹底的甯靜，都不能平息對一種超越偶然性
範圍之真諦與價值的渴求。另一方面，各個
宗教都必須找到某種方式，拆解諸教皆持的
抵牾指稱，即本教懂得我們在宇宙大局中的
位置並擁有救贖之鑰。一個宗教在忠實自身
之根本原則的同時，必須能夠闡明本門旨趣
與別教的突出歧異，闡明的方式必須同時既
坦誠又謙和，既明察又不強加。

In this brief essay I wish to sketch the outline of an 
appropriate Buddhist response to the second 
challenge. Since Buddhism has always professed to 
offer a "middle way" in resolv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spiritual life, we may find 
that the key to our present problematic also lies in 
discovering the response that best exemplifies the 
middle way. As has often been noted, the middle 
way is not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extremes but a 
way that rises above them, avoiding the pitfalls into 
which they lead. Therefore, in seeking the proper 
Buddhis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the diversity of 
creeds, we might begin by pinpointing the extremes 
which the middle way must avoid.

在本篇短文中，我打算概述佛教徒對第二種
挑戰的適當回應由 於佛教在解決精神生活的
思想、倫理矛盾時一貫主張“中道”，我們也
許會發現，當下問題的解決關鍵，也有賴於
找到最能夠體現中道的回複。正如常爲人們
指出的那樣，中道並非是兩個極端間的折
衷，而是超越兩者、避開兩者所趨之困境的
方式。因此，就教義的多元性問題探索正確
的佛教回應時，我們一開始不妨指明中道必
須避開的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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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xtreme is a retreat into fundamentalism, 
the adoption of an aggressive affirmation of one's 
own beliefs coupled with a proselytizing zeal toward 
those who still stand outside the chosen circle of 
one's co-religionists. While thi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has assumed alarming 
proportions in the folds of the great monotheistic 
religion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t is not one toward 
which Buddhism has a ready affinity, for the ethical 
guidelines of the Dhamma naturally tend to foster an 
attitude of benign tolerance toward other religions 
and their followers. Though there is no guarantee 
against the rise of a militant fundamentalism from 
within Buddhism's own ranks, the Buddha's 
teachings can offer no sanctification, not even a 
remote one, for such a malignant development.

第一個極端是朝向原教旨主義的退卻，采取
的態度是對自身信仰的激烈肯定，結合著對
仍位於同道圈外者的傳教狂熱。對多元性挑
戰的這種回應， 雖然在諸大單神宗教即基督
教與伊斯蘭教之中已達到示警的比例，對於
這個極端，佛教是不具備現成親和力的，因
爲佛法的倫理准則自然地傾向對其它宗教及
其追隨者培育良性的寬容態度。雖不能保證
佛教自身的教衆中不會産生一種好戰的原教
旨主義，佛陀的教言對這樣的惡性發展，不
能夠提供任何支持依據，甚至連邊也夠不
上。

For Buddhists the more alluring alternative is the 
second extreme. This extreme, which purchases 
tolerance at the price of integrity, might be called the 
thesis of spiritual universalism: the view that all the 
great religions, at their core, espouse essentially the 
same truth, clothed merely in different modes of 
expression. Such a thesis could not, of course, be 
maintained in regard to the formal creeds of the 
major religions, which differ so widely that it would 
require a strenuous exercise in word-twisting to 
bring them into accord. The universalist position is 
arrived at instead by an indirect route. Its advocates 
argue that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utward 
face of a religion — its explicit beliefs and exoteric 
practices — and its inner nucleus of experiential 
re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distinction, they then 
insist, we will find that beneath the markedly 
different outward faces of the great religions, at their 
heart — in respect of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from 
which they emerge and the ultimate goal to which 
they lead — they are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Thus 
the major religions differ simp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different means, different expedients, to the same 
liberative experience, which may be indiscriminately 
designated "enlightenment," or "redemption," or 
"God-realization," since these different terms merely 
highligh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goal. As the 

對佛教徒來說，更具誘惑力的是第二種極
端。這個以正直爲代價購買寬容的極端，或
者可稱爲靈性普遍論: 認爲諸大宗教的核心基
本上擁護的是同一個真理，只不過爲不同的
表達模式所包裹。當然這種論說不可能依靠
各大宗教的正式教義來維持，其旨趣如此歧
異，須得下一番大功夫扭曲文字，才能夠把
它們整束一致。普遍論者的立場改由一條間
接的途徑得出。它的主張者們 論辯說，我們
必須把宗教的外在表面—— 它的具體信條與
外在持守——與其內在的體驗核心區別開
來。在這個區別的基礎上，他們接著堅持
說，我們將會發現各大宗教在迥異的外表之
下，其核心——也就是引生宗教的靈性體驗
與其指向之目標——實質上是等同的。因
此，諸大宗教的區別僅僅在於，它們是達到
同一種解脫體驗的不同手段、不同方便，而
這個解脫體驗則可以不加區別地稱爲“開
悟”、“救贖”、或者“神的實現”，因爲這些異
稱僅是在顯示那同一目標的不同側面。有道
是: 條條蹊路通山頂，山頂月色同一景。照這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BodhiTolerance2.htm (3 of 7) [12/31/2010 10:42:50 PM]



菩提尊者-寬容與多元

famous maxim puts it: the roads up the mountain are 
many, but the moonlight at the top is on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Buddha Dhamma is only one 
more variant on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underlying all the mature expressions of man's 
spiritual quest. It may stand out by its elegant 
simplicity, its clarity and directness; but a unique 
and unrepeated revelation of truth it harbors not.

個觀點，佛法只不過是人類精神追求之一切
成熟表達所共同蘊涵的“長青哲學”的另一變
異。也許它以簡潔、清晰、直接而出類拔
萃，然而它所揭示的真諦卻並非獨一無二、
未見重複。 

On first consideration the adoption of such a view 
may seem to be an indispensable stepping-stone to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to insist that doctrinal 
differences are not merely verbal but real and 
important may appear to border on bigotry. Thus 
those who embrace Buddhism in reaction against the 
doctrinaire narrowness of the monotheistic religions 
may find in such a view — so soft and 
accommodating — a welcome respite from the 
insistence on privileged access to truth typical of 
those religions. However, an unbiased study of the 
Buddha's own discourses would show quite plainly 
that the universalist thesis does no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the Awakened One himself. To the 
contrary, the Buddha repeatedly proclaims that the 
path to the supreme goal of the holy life is made 
known only in his own teaching, and therefore that 
the attainment of that goal — final 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 can be achieved only from within his 
own dispensation. The best known instance of this 
claim is the Buddha's assertion, on the eve of his 
Parinibbana, that only in his dispensation are the 
four grades of enlightened persons to be found, that 
the other sects are devoid of true ascetics, those who 
have reached the planes of liberation.

初察之下，這種觀點的采納，似乎是走向宗
教寬容的不可或缺的踏腳石，堅持教義上的
分歧不僅存在於文字表達，而且有其真實性
與重要性，或許看來幾近頑固不化。因此， 
出於對單神宗教之教條與狹隘的反對而接納
佛教的人們可能會發現，面對那些宗教獨家
掌握真理的典型堅稱，這樣一種觀點——何
等地柔和、通融——不啻爲可取的避風港。
然而，不帶偏見地對佛陀口述的經文作一番
考察，即可以明確地顯示，普遍主義者的論
點並未得到這位覺悟者本人的支持。相反，
佛陀反複地宣稱，通往梵行生活之殊勝目標
的途徑，只有在他本人的教導中闡明，因
此，該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苦的終極解脫
——也只能在他本人的教派中成就。此說的
最佳例證，存在於佛陀般涅槃之夜的指稱，
他說，只有在他的教派中存在四種層次的覺
悟者，其他教派缺乏真正的沙門即已證達解
脫境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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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s restriction of final emancipation to his 
own dispensation does not spring from a narrow 
dogmatism or a lack of good will, but rests upon an 
utterly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final goal and of the means that must be 
implemented to reach it. This goal is neither an 
everlasting afterlife in a heaven nor some nebulously 
conceived state of spiritual illumination, but the 
Nibbana element with no residue remaining, release 
from the cycle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This goal 
is effected by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the mind's 
defilements — greed, aversion and delusion — all 
the way down to their subtlest levels of latency. The 
eradication of the defilements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insight into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which 
means that the attainment of Nibbana depends upon 
the direct experiential insight into all conditioned 
phenomena,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 stamped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impermanence, suffering, and non-selfness. What 
the Buddha maintains, as the ground for his assertion 
that his teaching offers the sole means to final 
release from suffering, is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in its exactitude and 
completeness, is accessible only in his teaching. This 
is so because, theoretically, the principles that define 
this knowledge are unique to his teaching and 
contradictory in vital respects to the basic tenets of 
other creeds; and because, practically, this teaching 
alone reveals, in its perfection and purity, the means 
of generating this liberative knowledge as a matter 
of immediate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means is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hich, a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spiritual training, cannot be found outside the 
dispensation of a Fully Enlightened One.

佛陀把終極解脫限定在他本人的教說之內，
並非是出自狹隘的教條主義， 或者是由於慈
心不足，而是立足於對終極目標之本質與其
成就之必要手段的精准確定。這個目標，既
不是死後永生天界，也不是某種概念模糊的
靈性啓示態，而是無余涅槃，從生死輪回之
中的解脫。這個目標的成就，來自徹底摧毀
心的雜染——貪、嗔、癡——直至最細微的
潛在層次。雜染的滅除，只能藉著洞見諸法
實相才可能成就，那就意味著，涅槃的證得
有賴於親見內在、外在一切有爲現象之“三特
徵”: 無常、苦、非我。佛陀斷言，他的教導
提供從苦中最終解脫的唯一法門，他的依據
是，對諸法本質如實完整的知見，只能透過
他的教導才能達到。之所以如此，在理論
上，是因爲定義此知見的原則爲他的教導所
獨有，並且與其他教派基本教義的關鍵部分
有重大分歧; 還因爲在實踐上，只有他的教導
完整、純淨地揭示了親證這個解脫知見的途
徑。這就是八聖道，它作爲一個綜合系統，
在一位徹底覺悟者的教說之外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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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ingly, this exclusivistic stance of Buddhism 
in regard to the prospects for final emancipation has 
never engendered a policy of intolerance on the part 
of Buddhists toward the adherents of other religions. 
To the contrary, throughout its long history, 
Buddhism has displayed a thoroughgoing tolerance 
and genial good will toward the many religions with 
which it has come into contact. It has maintained 
this tolerance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deep 
conviction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 offers the 
unique and unsurpassable way to release from the 
ills inherent in conditioned existence. For Buddhism, 
religious tolerance is not achieved by reducing all 
religions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nor by 
explaining away formidable differences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as acciden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Buddhist point of view, to make tolerance 
contingent upon whitewashing discrepancies would 
not be to exercise genuine tolerance at all; for such 
an approach can "tolerate" differences only by 
diluting them so completely that they no longer 
make a difference. True tolerance in religion 
involves the capacity to admit differences as real and 
fundamental, even as profound and unbridgeable, 
yet at the same time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ose 
who follow a religion different from one's own (or 
no religion at all) to continue to do so without 
resentment, disadvantage or hindrance.

不同尋常的是，佛教對终极解脫之道的獨持
性立場，從未導致佛教徒對其他教派的追隨
者采取過不容性政策。相反，在其漫長曆史
上，佛教對於所遭遇的諸多宗教一直體現了
完全的寬容與和藹的善意。在保持寬容的同
時， 它也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深刻信念，那就
是，佛陀的教導對有爲生存之過患，提供了
獨一無二、無可超越的解脫之道。對佛教來
說，宗教寬容性的達成，不是透過把諸種宗
教縮減爲一個共同的基本命題，也不是把它
們在思想與行持上的重大差異，化解成曆史
發展中的偶然性事件。從佛教的觀點來看，
使寬容依賴於粉飾差異，根本不是行使真正
的寬容; 因爲這種做法能夠“寬容”的差異，只
是藉著把差異稀釋得如此徹底，使得它們不
再具有區別的意義。真正的宗教寬容，要求
有度量承認差異的實存性與基本性，甚至於
深刻性與不可逾越性，然而在同時又尊重信
奉別教者(或無宗教信仰者)繼續奉持的權利，
不施以怨恨、損害或障礙。 
 

Buddhist tolerance springs from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dispositions and spiritu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are too vastly diverse to be encompassed by any 
single teaching, and thus that these needs will 
naturally find express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religious forms. The non-Buddhist systems will not 
be able to lead their adherents to the final goal of the 
Buddha's Dhamma, but that they never proposed to 
do in the first place. For Buddhism, acceptance of 
the idea of the beginningless round of rebirths 
implies that it would be utterly unrealistic to expect 
more than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o be drawn 
toward a spiritual path aimed at complete liberatio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even of those who seek 
deliverance from earthly woes, will aim at securing a 

佛教的寬容性來自於承認，人類的心性與精
神需要種類繁多，不可能爲單一教說所包
容，因此這些需要自然地將在廣泛多樣的宗
教形式中找到表達。種種非佛教系統不會把
其追隨者引向佛陀之法的終極目標，然而那
些系統原本未作此等主張。對佛教來說，接
受一種無始輪回的思想，意味著預期受吸引
而走上一條以徹底解脫爲目標的修行道者多
於一小部分人，根本是不切實際的。絕大多
數人，即便是那些追求脫離世俗之過患者， 
將會瞄准在輪回內部穩得一種良性的生存模
式，甚至於把它誤解爲宗教追求的終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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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able mode of existence within the round, even 
while misconceiving this to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religious quest.

標。

To the extent that a religion proposes sound ethical 
principles and can promote to some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some qualities such as love, 
generosity, detachment and compassion, it will merit 
in this respect the approbation of Buddhists. These 
principles advocated by outside religious systems 
will also conduce to rebirth in the realms of bliss — 
the heavens and the divine abodes. Buddhism by no 
means claims to have unique access to these realms, 
but holds that the paths that lead to them have been 
articulate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larity, in many 
of the great spiritual traditions of humanity. While 
the Buddhist will disagree with the belief structures 
of other religi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deviate from 
the Buddha's Dhamma, he will respect them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njoin virtues and standards of 
conduct that promote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human be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一門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張堅實的倫理原
則，能夠在一定層次上促進諸如愛心、佈
施、遠離、悲愍等善巧素質的發展，那麽在
多大程度上，在這個方面，它值得佛教徒的
稱贊。這些爲其它宗教系統所倡導的原則，
也將有助於重生樂趣——天界與梵天界。佛
教從未聲稱對這些境界擁有獨家通道，而是
認爲，趣向這些境界的途徑已經在人類不少
偉大的精神傳統之中，以種種的清晰度被描
述闡說。盡管對其它宗教的信仰結構， 在多
大程度上它們與佛陀之法有偏離 ，佛教徒將
在相應程度上持異見，然而就其箴誡的道德
與操行准則在多大程度上促進靈性進步與人
類的和諧相處，他將在相應程度上敬重它
們。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4.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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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經文中把佈施(dana)贊爲高尚美德。實際上它是走向解脫的第一步。 佛陀對新來者的分
步說法是以講解佈施這個美德開始的 ( danakatha，律藏 Vin.i,15,18)。三種基本福德
( punnakiriyavatthu)之中，以佈施爲首，另兩種爲持戒與禪定(直譯爲心智培養)(增支部 A.
iv,241)。在佛陀的十大至高成就(十波羅密)之中，佈施也居首位。因此，在通往解脫、成就阿羅
漢與佛陀之路上，首先應當修習佈施。 
 
佈施的作用  
        佈施在佛教心靈淨化過程中占有首要地位，因爲它是對付貪欲的最佳武器，而貪欲( lobha)在
三大不良根本動機中居於首位。利己與自私包裹著貪欲，因爲我們把身份與財産當成“我”和“我
的”。佈施作爲治療自私與貪欲之病的良藥，有助於化解利己主義。《諸天相應》裏告誡說，“克
服貪欲的雜染，修持佈施(相應部 S.i,18)。” 《法句經》中也提醒我們以慷慨克服慳吝
( Dhp223)。  
        以一個人的貪欲與自私程度，修持相應程度的佈施美德卻不容易。因此《諸天相應》中把施
舍等同於交戰(相應部 S.i,20)。他必須與貪婪的惡勢力爭鬥才能下決心把自己珍愛、有用的東西贈
給他人。中部《鵪喻經》中藉比喻說明，缺乏靈性力量者放棄自己熟悉之物是何等困難(中部 M.
i,449); 小鵪鶉身陷松弛腐爛的爬藤中也會死去。盡管松弛腐爛的爬藤是小鳥的束縛，對強壯的大
象來說，鐵鏈也不算大枷鎖; 同樣，一位個性軟弱的潦倒貧者，會難於舍棄僅有的一點物品，而
個性堅強的君王，一旦確信貪欲的危險，甚至可以放棄整個王國。  
        慳吝並非是佈施的唯一障礙， 失慎 、對業力與輪回的無知也同樣是原因(相應部 S.i,18)。假
如一個人了解佈施的道德善益，他會警覺地抓住各種機會修持這個大德。佛陀曾言，世人若知自
己佈施的價值，每餐飯都不會不與他人共享(自說經 It.p,18)。 
 
施者的素養 
        經文中(例如， D.i,137)用了若干名詞形容施者的素養。他是個有信者( saddha)，相信有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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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尊貴、相信業與輪回。他相信人在道德與靈性上達到圓滿的可能性。簡言之，他非是一 位 
物質主義者，他對佛、法、僧有信心。他不僅是施者( dayako)，而是個尊貴的施者( danapati)。在
經疏中對“尊貴的施者”這個概念解釋如下: “樂於甘美之物，卻把不美之物贈予他人，他是佈施之
禮的奴隸。把自己同樣喜愛之物贈予他人，他是佈施之禮的友人。自己安於所有，卻把甘美之物
贈予他人，他是尊貴的施者，是佈施之禮的長老與主人。”  
        經文中還形容施者是對困難者敞開大門者( anavatadvaro)。他對隱者、婆羅門、潦倒者、旅
人、游方者、乞食者，有如一座甘泉。這樣的人是在行福德。他慷慨大度( muttacago)、願意與他
人分享福報( danasamvibhagarato)。他是了解窮困者難處的慈善者( vadannu)。他慷慨大度、有求
必應( payatapani)。他是值得相求的人( yacayogo)、他樂於佈施窮人( vossaggarato)、他有佈施之
心( cagaparibhavitacitto)。經文中以這些專詞形容心地慷慨者的素質。  
        一位尊貴的施者，在佈施前、佈施時、佈施後常有喜悅(增支部 A.iii,336)。佈施前，他喜悅
地期待著行使贈予的機會。在佈施時，爲提供他人之需而喜悅。佈施後，他滿足於行了一件善
事。經文中把佈施列爲君子的重要素養( A.iv,220)。佛陀稱正當致富者把財富佈施給窮人爲有雙 
目 者，只掙財富不行福德者爲獨 目 者( A.i,129-30)。富者對財富獨享不散，被稱爲自掘墳墓(小
部經集 Sn.102)。 
 
佈施之物  
        幾乎任何有用物品，俱可爲佈施之禮。《義釋經》中( ND.2,523)列出十四項適於行善的佈施
物品。它們是: 僧袍、鉢食、居住地、醫藥等病者之需、食物、飲料、布料、車輛、花環、香
料、軟膏、床鋪、房屋與燈具。修習佈施不需有大量財富，因爲那是各予所有。從自己卑微所得
中行佈施，被認爲是極有價值的(相應部 S.i,18；法句經 Dhp224)。一個人勉強糊口，盡己所能照
顧家庭，但堅持正命，而且特地從有限之得中行佈施，他的慷慨等價於一千次祭獻( S.i,19-20)。
佛陀曾盛贊以來路正當的財富作供養(增支部 A.iii,354; 如是語 It.p.66; A.iii,45-46)。他說，一個居
家人這樣做，會立刻從此幸運。在《經集》的《馬訶經》中，馬訶說自己把正當途徑獲得的財富
大量散給窮人，得到佛陀的高度贊揚。  
        即使佈施少量的物品，只要滿懷信心，也可以從此得到喜樂。在《天宮事》中就有許多例
子。根據其中的《阿迦瑪施主天宮事》( Acamadayakavimanavatthu)，帶著崇敬之心，對一位傑出
的阿羅漢供養一小塊米糕，得到的福報會是重生於天堂華廈。在《施分別經》中說，一件供養物
的純淨，有賴於施者有德，有賴於受者有德，有賴於施受者雙方有德，如果雙方都不虔誠，那麽
禮物就不純淨。傳播佛法( Dhammadana,法施) 據說是超過了一切其它形式的佈施(法句經354)。  
        在相應部經文中，提到五種禮物，自古以來受心地尊貴者的高度景仰。它們的價值過去、現
在、未來皆不容置疑。有智慧的隱者與婆羅門對它們有著最高的敬意。這個佈施指的是對五戒一
絲不苟的持守。這樣做，他會給一切衆生帶來無畏、慈愛、與善意。如果一個人能以自己的行爲
給別人——不僅人類，而且一切衆生——帶來安全感與自由感 ，那是他能做的最高形式的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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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受施者 
        經文中也描述了佈施應該贈與的對象( A.iii,41)。客人、旅人、和病人應施以好客與關懷。饑
荒時期對困難者應慷慨相助。對有戒德者，應供以頭期收獲的果實。經文中有一個反復出現的詞
組，指特別需要公衆慷慨佈施的對象。他們是: 隱者、婆羅門、潦倒者、旅人、游方者、乞食
者。隱者與婆羅門是宗教人士，不得工錢。他們爲居家人提供靈性指導，因此應當護持他們。窮
人需要幫助，富者藉助窮人，獲得精神上的財富。在交通設施匱乏的時代，公衆當出面對旅人多
加關照。佛教認爲對上述這幾類人給予幫助，是道義上的責任。  
        在增支部中，佛陀以祭獻儀式用詞，描述了必須以細心與敬意照應的三種聖火(增支部 A.
iv,44)。它們是， ahuneyyaggi， gahapataggi 與 dakkhineyyaggi。佛陀解釋說， ahuneyyaggi 意思
是雙親，應當尊敬與照顧他們。 Gahapataggi意思是妻兒、員工與仰賴爲生者。 Dakkineyyaggi代
表宗教人士，或者已證得阿羅漢果、或者已走上滅除負面心理素質 的 修練 之道者 。這些人都應
當如照顧聖火一般予以盡心照應。根據《大吉祥經》，一位居家者款待親戚，是大吉大利的善行
之一。　  
        拘薩羅國國王有一次問佛陀，佈施應該給送給誰(相應部 S.i,98)。佛陀答，佈施應給施者給了
之後心有喜樂的人。接著國王再問: 施舍應給予誰，才能獲得大果報? 佛陀把兩者看成不同的問
題，答道，佈施給有德者得大果報。他又進一步闡明，供養那些滅除五蓋、具備了戒、定、慧、
解脫與解脫知見的有德隱者，最有果報。  
        在相應部( S.i,233)中，天神之王向佛陀請教同樣問題: 禮物贈給誰，會帶來最大果報? 佛陀
答，贈予僧伽的禮物會得到最大的果報。在這裏佛陀專門指明，他所說的“僧伽”，意爲由正直、
尊貴的成員組成的僧團，他們已經進入聖道、證得聖果、具備了戒德、定力與明辨。要注意的重
要一點是，在比丘律裏，僧伽意味著人數足夠、可行種種宗教活動的僧團(律藏 Vin. i,319); 但在
經文中，“僧伽”意味著四雙尊貴者、八輩超凡者，也就是，趨 向 初果、不還、一還、與阿羅漢
道 者 、及已證得上述四果 者 。  
        《馬訶經》中(經集 Sn.p.86)詳述了阿羅漢的美德，闡明這是欲求福德者應該供養的對象。
《婆羅門相應》中說，供養那些知道自己前世、見過天界與地獄界、終止了重生、已證得最高智
識的人最有果報。因此經中把戒德圓滿的尊貴者組成的僧伽描述爲福田( punnakkhetta，中部 M.
i,447)。正如在一塊水足土肥之地裏播種會得到豐收，把供養送給八聖道上有成就者，會得到大
果報(增支部 A.iv,238; i,162)。《法句經》中說，如雜草爲田地的污點，人的污點是貪、瞋、癡，
因此給予那些已滅除污點的人，會有大果報( Dhp356-59)。佈施的果報，更多以接受者的品質，
而非以禮物的數量與價值來衡量。  
        在增支部( A.iv,392-95)經文中，記載了菩薩(譯按：指世尊前世)作供養的傳奇故事，當時他
是一位名爲毗拉瑪的婆羅門; 他不僅把食物、飲料、衣物，還把大量金銀、大象、奶牛、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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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任何前來領取的人。不過這樣做就福德 而言並非殊有價值，因爲沒有尊貴的應供者。據說，
以鉢食只供養一位有正見的入流者，也比如 毗拉瑪那樣廣泛施予更有福德。以鉢食供養一位不還
者的福德，甚於供養一百位入流者。接下來的次序爲不還者、阿羅漢、辟支佛、與正覺佛。以鉢
食供養佛陀與僧伽的福德，又高於單獨供養佛陀。甚至更有福德的是，造一座寺院請僧伽常住，
歸依三寶則更佳。更有價值的是持守五戒。比之福德更高的是培養慈心，最有福德的是，洞見無
常，趨向涅槃。 
 
佈施的動機  
        經文中記載過各種佈施動機。增支部中( A.iv,236)羅列了以下八種： 
        1. Asajja danam deti: 帶著惱意佈施、或刻意冒犯受供者、或以侮辱之意贈予。 
        2. Bhaya danam deti: 畏懼也可以是某人供養的動機。 
        3. Adasi me ti danam deti: 還願，作爲過去對自己恩惠的回報。  
        4. Dassati me ti danam deti: 希望此時饋贈在將來獲得同類回報。 
        5. Sadhu danan ti danam deti: 他佈施是因佈施爲善事。 
        6. Aham pacami，ime ne pacanti，na arahami pacanto apacantanam adatun ti danam deti: 有些
人以這樣的利他動機佈施：“我煮食，他們不煮。煮食的人不該不給那些不煮食的人。” 
        7. Imam me danam dadato kalyano kittisaddo abbhuggacchati ti danam deti: 有些人供養是爲了贏
得好名聲。 
        8. Cittalankara-cittaparikkarattham danam deti: 還有人佈施是爲了裝點與美化心智。 
        偏 好 、惡意與癡迷也被列爲佈施的動機。有時佈施是爲了維持一個長久的家族傳統。死後
重生於天界是另一個主要動機。佈施給有些人帶來愉快，他們帶著贏得心智喜悅的目的佈施( A . 
iv.236)。  
        然而經中說( A.iv,62)，佈施應該不帶任何期許，也不應帶著對受施者的執取。假如佈施時想
著積攢以後所用的物事，那是一種低下的佈施; 想著死後享受的果報，也同樣是一種低下的佈
施。唯一正確的佈施動機應該是美化心智，遣除內心貪婪自私的醜惡。 
 
佈施的方式  
        經文中認爲佈施的方式極其重要(例如,增支部 A.iii,172)。無論禮物大小，佈施者在贈予時的
態度不同，對施受兩者間善意的培養，有天壤之別。贈予的方式應使受者無屈辱、渺小、受傷之
感。需要幫助的人，帶著難堪之心相求，施者的責任是不讓他更難堪，增加他業已沈重的負擔。 
Cittikatva danam deti: 　意思是，佈施必須帶著相應的關切與尊重。應該使受供者有受歡迎之感。
當一件禮物以這般的溫暖相贈時，在贈者與受者之間會産生一種牢固而互益的友誼， Sahattha 
deti:　他應當親手佈施。在佈施時親自參與是大有益的。這樣做促進了施者與受者之間的關係，
佈施的社會價值正在於此。當佈施以親身參與的暖意進行時，社會將以相互關心與照應的風氣團
結在一起。 Na apaviddham deti:　他不應當佈施只適於扔棄之物。他應當注意只 布 施有用而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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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事。 Na anagamanaditthiko deti:　他不應當以冷淡的方式佈施，令受者不願再來。  
        帶著信念佈施( saddhaya deti)，在經文中廣受贊揚(增支部 A.iii , 172)。特別是在供養僧侶
時，應當帶著相應的恭敬與尊敬，樂於有此服務的機會。他還應當在急需時應時佈施。這樣的及
時供養最有價值，因爲他們寬解了求者的焦慮與壓力。他應當帶著利他動機佈施，唯一目的是幫
助有難處者。在佈施時，他應該注意不傷害自己、不傷害他人。佛陀曾贊揚帶著理解與審慎佈施
的做法。如果有助於受者的福祉，那麽這樣的佈施是明智的。但若是有害於受者的福祉，那麽他
應當小心謹慎。上述的佈施方式受到高度贊揚，被稱爲尊貴的佈施。一件禮物具有價值，不僅在
於佈施什麽，而且在於佈施的方式。一個人也許不能夠贈一件昂貴禮物，但他總能以贈禮的方
式，使受者感受到關懷。 
 
佈施的價值  
        許多經文羅列了佈施的各種益處。佈施促進社會交流與團結。它是有者與無者之間彌補心理
差距的最佳方式，其意義遠大於物質經濟本身。《馬訶經》中說，當一個人確立了慷慨之心時，
可以消解仇恨( Sn.506)。 心地 慷慨 者 會贏得他人的喜愛，許多人願與他交往。佈施可以鞏固友
誼( Sn.187)。  
        經中說，如果一個人在供養之後發願重生於某個特定域界，這個願望只有在有戒德時才能實
現，否則無效(增支部 A.iv , 239)。根據一部經文( A.iv,241-43)，如果一個人的佈施與戒德修習有
限、且對禪定一無所知，那麽他會在人界得到不幸的重生。一個人對佈施與戒德修到一定程度、
但對禪定一無所知，那麽他會在人界得到良好的重生。但是那些大力修習佈施與戒德，也對禪定
一無所知的人，卻有可能重生於某個天界。他們會在壽命、美貌、喜悅、名聲、五種享樂上，超
過其他天神。　　  
        在增支部中( A.iv，79)羅列了佈施可以獲得的一些世俗果報。一位慷慨好施者、而非吝嗇
者，會贏得人們的同情; 阿羅漢們會朝他走去，首先接受他的佈施、對他傳法。他的好名聲會傳
播開來。他可以帶著自信與尊嚴參加任何集會。他在死後會重生於喜悅的域界。另一部經( A.
iii,41)補充說，一位慷慨好施者會受人歡迎；聖者與他交往，他以完成家主的責任而心滿意足。  
        經上說，一位贈予他人生命、美貌、喜悅、力量與智力的佈施 [食物] 者，藉把這些素質饋贈
他人，自己也成了受益者(增支部 A.iii,42)。在另一部經裏則以簡明一句話表達了同樣意思：種什
麽收獲什麽(相應部 S.i,227)。  
        帶著信心佈施，在果報實現時會得到財富與美貌。另外，帶著相應的恭敬作供養，他的妻
兒、下屬與僕人也會恭順、有責任心、通情達理。及時供養不僅可以得到巨富，而且也會得到及
時之需。帶著真誠的助人願望佈施、他可以得到巨富、享受最好的感官之樂。佈施時不傷害自己
與他人，他不會受到火災、水災、盜賊、王權與恨心子孫 等 的傷害( A.iii,172)。　  
        供養走在八聖道上的隱者與婆羅門會得到神奇的果報，如同在一塊富饒、水足、遍耕的良田
裏播種，會得到大豐收( A.iv,238)。不帶任何期許的佈施可以重生於梵天，在那裏最後還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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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不還者( A.iv,62)。  
        在《施分別經》中，列出了一系列佈施對象，所得福德是這樣依次遞增的。把一件物事給一
頭動物帶來一百倍果報。贈與一位道德不佳者的禮物帶來一千倍果報。贈給一位有德者的禮物帶
來一萬倍果報。贈與一位非佛教者，此人已不再執取於感官之樂，所得果報爲一千萬的十萬倍。
當一件禮物贈給一位趨入流道者，所得果報不可計數。那麽一件禮物贈給一位入流者、一還者、
不還者、阿羅漢、辟支佛與完全覺醒的佛陀，福德又怎麽說呢？  
        同一部經中又強調說，贈給僧伽團體的禮物比起贈給某一位比丘個人更有價值。據說遠久之
後會有一位道德敗壞邪惡的佛教比丘，僅在衣領上著黃色代表他的僧侶地位。即使佈施這樣一位
比丘，如果是以僧伽的名義佈施，也比單獨佈施一位比丘本人，福德要多得多。但是，應當注意
到，這句話與經中其它地方表達的意見 並 不一致，在別處說的是，贈與有德者而不是不道德
者，才有大福德，顯然不能排除這句話作爲後來一個推論的可能性。  
        佛陀有一次曾經說，即使在把涮盤水倒掉時帶著佈施之心，想著：“願這洗盤水裏的食物顆
粒，成爲地上生靈的食物”，也是一件有德之舉。那麽，如果佈施食物給一個人，會有多少福
德！不過那篇經文緊跟一句說，佈施一位有德者，會有更多福德(增支部 A.i,161)。　  
        另一部經中說( A.iii,336)，佈施時擁有了六個特別的素質時，所積累的福德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三種素質屬於施者，三種屬於受者。施者應當在佈施之前對饋贈心懷喜悅，他在佈施時應當
愉快，他在佈施後應當心懷滿足。因此是佈施前、佈施中、佈施後不著貪欲的尊貴意念，才使他
的禮物成爲真正的大禮。受者也應當是棄除了貪、瞋、癡，或者已開始了消除這些不良心理素質
的修練過程。據說，當佈施的施者與受者具備這些素質時，福德如大海之水一般不可估量。  
        有一次，佛陀問毗沙卡，她對自己樂善好施的優點有什麽看法(律藏 Vin.i,293-94)，於是毗沙
卡對自己佈施所期待的回報，作了一番博學的解釋。她說，當聽聞某一位比丘或比丘尼證得了任
何聖果，如果那位比丘或者比丘尼曾經來訪過舍衛城，她便可以肯定他／她曾得益於自己長期不
斷的供養。當她觀想自己曾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他／她的靈性成就作過貢獻，心裏就昇起極大的愉
悅。 愉悅的心中就有喜。心中有喜時，身體放松下來。當身體放松時，就有了自在，助心入定。
那樣就有助於培養五根、五力、七覺支。這就是她樂善好施所期待的益處。佛陀對於她的回答如
此歡喜，大聲贊道：“善哉、善哉、善哉。”  
        很明顯，單單佈施並不足以導致苦的終結。被佛陀稱爲最大佈施者之一的給孤獨長者，只成
爲一位入流者。特別是，佈施必須由戒德的鞏固，才能得到好的果報。盡管給孤獨戒德無缺，經
中並沒有在哪裏提到他曾修習禪定。因此，即使他有著樂善好施的慷慨，他只能是一位入流者。  
        在《卡提迦拉經》(中部 M.ii,52陶師經)中記載了一個獨特的佈施故事，其中佈施者甚至不在
場。陶工卡提迦拉是迦葉佛的主要供養者。他本人是不還果者，因需照顧年老眼盲的父母而不願
出家，他以自己的尊貴行爲與敬意，得到了佛的高度信任。有一天迦葉佛托鉢時來到他家，但卡
提迦拉不在。他向盲眼的父母詢問陶工 何 在，他們答：出門了，請佛進來，從鍋盤中自行取
食。佛照辦了。卡提迦拉回來時詢問，是誰取走了食物，父母告訴他，佛來過了，他們請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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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卡提迦拉覺得佛對他如此信任，因此很高興。據說，他的喜樂持續了兩周，父母的喜樂一
周不褪。  
        同一部經報道，另一次，迦葉佛的寺院屋頂漏水。他派比丘去卡提迦拉家裏取一些茅草，他
當時不在家。比丘們回來說，除了屋頂上的草，別處沒有。佛陀讓比丘們從屋頂上取草。比丘們
開始從屋頂拿草時，卡提迦拉年老的父母探問是誰。比丘們說明情況，父母說：“請拿走所有的
草”。卡提迦拉聽說後，對於佛的信任深深感動。昇起的喜樂持續了兩周，父母的喜樂一周不
褪。於是卡提迦拉的房子有三個月只見天空、不見屋頂，但是據說那幢房子不受雨水侵濕。  
        如本文起始所述，佈施居福德之首。它也是利益他人的四種方法之一( cattari 
sangahavatthuni，四攝)。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覺悟所必須的三十七道品當中，從不曾把佈施列
爲必要的因素之一。有的列表中包括五種素養——信念、戒德、學問、舍離、智慧，這裏說的是
舍離( caga)，而非佈施( dana)。從根植於內心的美德 角度 考慮，佈施與舍離之間也許是有 一定 
區別的。佈施是指贈與的動作本身，舍離則是指藉反復佈施、根植於心的慷慨態度。 Caga 這個
詞字面意義是放棄、放下，意思是藉由舍 離 ，放松對個人財産的自私執取。人們佈施時，甚至
可以懷著偏意、惡意、恐懼、癡迷、與追求名聲等心態，但舍 離 則是一種正面的慷慨美德。  
        佛陀教導的是一套逐步把自己清空的過程。它起始於放棄個人的外在所有。當慷慨好施的素
質開始培養起來、同時又有了對於事物本質的深刻洞見，他會對感官之樂失去追求興趣 
( nibbindati) 。在這個階段，他會放棄居家生活而出家。接下來，藉 由 守護感官之門，他清空感
官輸入。藉 由 禪定( bhavana)，他清空自己內心根深蒂固的雜染，補充以正面的尊貴素養。但
是，這整個脫離負面心理素質的過程，起始於佈施。 
(本文引用的經典卷頁數以牛津巴利聖典學會出版的巴利三藏爲參照 。) 

中譯注: ahuneyyaggi, gahapataggi, dakkhineyyaggi爲吠陀傳統的三種祭火: 祖先火、家主火、供養火。 

相關連接: 
        佈施 

最近訂正 5-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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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教誡護理病者的重要性時曾經說:“瞻視病人者，是爲瞻視我” 。這句著名的教言，是
世尊在見到一位身患重癥痢疾、臥於糞污的比丘後發出的。在阿難的協助下，世尊以溫水爲該病
僧洗 淨身體。有鑒於此，他提醒衆比丘，他們既無父母的照看，也無親戚的扶持，應該相互瞻
視。若師尊罹病，弟子有責任護理; 弟子有疾，師尊當負責照看。爲師爲徒若不克出面，則僧團
有責任瞻視病僧(律藏 Vin.i,301ff.)。  
        另有一次，佛陀見到一位比丘遍身瘡癘，僧袍附於病體，瘡膿自袍滲出。同伴因無力看護，
已棄之而去。佛陀見後，煮燒熱水並親手爲他清理，再將其僧袍洗淨晾乾。等到該比丘身心安
適，佛陀爲之說法，他遂證阿羅漢果，不久命終(法句經注疏 DhpA.i,319)。因此，佛陀不僅敦促
弟子爲人瞻病療傷，並且親自護理身患惡疾乃至爲人厭棄者，樹立聖者 之楷模 。  
        佛陀曾經提到過理想護理者的素質。他應勝任施藥; 他應懂得護理的損益事宜，揚益祛害; 他
應有慈悲心，瞻病動機出於奉獻、非爲物質酬報; 他應對尿屎、吐唾、傷口等無嫌惡之意; 他應勝
任說法，以聖道理想激勵病人(增支部 A.iii,144)。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對護理者，不僅要求以合理的膳食與醫藥調理病人的色身，還要求護理
病人的心態。衆所周知，醫護人員的慈心對病人的精神與康復，其作用不亞於藥物。重病之下彷
徨無助，一句溫言，一件善行，都會給病人帶來慰籍與希望。這正是慈心與悲心——梵住之心
——被視爲護理者的可貴素養之故。該部經文要求護理員的言語有靈性內涵，藉此爲護理職業增
設了另一個緯度。人於病中，乃正視活命現實之時，這也是輸入靈性警寤感的良機，即便對拜物
心態最強的人也不例外。再者，病中對死亡的恐懼自然較平時猶甚。平息這股恐懼的良方，乃是
把心念轉向佛法。作爲護理者職責的一部分，便是爲自己照看的病人提供這項靈性指南。  
        在增支部經文裏，佛陀提到過三類病人(增支部 A.i,120)。有的病人不論有無良好的醫療護
理，俱不能康復; 有的病人不論有無醫護，必能好轉; 有的 病人，僅有治療頤養得當，方可痊
愈。因爲有這第三類病人的存在，一切病人俱應給予妥善的醫治、合理的膳食與良好的護理。只
要病人還活著，有可能康復，則應盡量給予醫治。  
        根據另一部經文(增支部 A.iii,56,62)，疾病乃生命中無可回避之事。面對疾病，一切可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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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即便是咒語，也盡當利用，以期康復[1]。這等做法是否有效的問題在此未予討論。其意似乎
是，在危機關頭，即便對傳統上認爲有效、但本人不一定確信的做法，亦不妨一試。當然這類做
法不應違背良知。倘若竭盡努力，仍不免一死，那麽他就可以把死亡當成自身的業報，心平氣
和、成熟理智地予以接受。  
        此處令我們聯想起另一個事件(中部注疏 MA.i,203): 一位母親病情垂危，需兔肉入藥。其子
求覓於市不得，遂自往獵。雖捕得一兔，即便爲救母，仍不忍宰殺。於是他將兔放生，祈母安
康。此願一發，該子的戒德之力使母親身病立除。佛教傳統似乎認爲，在某些情形下，道德力量
所具有的醫療性能，即便 在 藥 石 不治時，亦可 能 有效。  
        《毗尼律-大品-藥犍度》(律藏 Vin.i,199ff.)中顯示，佛陀對患病的比丘放寬了若干戒律條文。
雖然他對持戒要求嚴格，但對病者卻有 著 極大的慈悲與體恤之心。健康的寶貴受到充分承認，
甚至被稱爲最大的收益(法句經 Dhp204)。[1]  
        佛陀教導說，病人爲了康復，也應與醫護人員合作。好病人的取用與行事，應以適宜爲准。
除了種類適宜，他還懂得份量適宜。他應服所給之藥，不生怨言。他應對有責任心的護理員如實
披露病情。 哪怕病痛劇烈，他也應予忍耐。  
        經文中可見，佛陀在病中保持了極大的毅力與鎮靜。提婆達多投擲巨石時，有一塊碎石砸傷
了世尊的足部，引生劇痛。他以正念與自制忍受痛苦，不受其擾(相應部 S.i,27, 210)。世尊在臨終
前患病時，也憑著正念忍受劇痛，以可敬的勇氣，與他的忠實侍從阿難一起從波婆步行至拘屍那
羅，路上幾處停下，讓病體暫作歇息(長部 D.ii,128,134)。《大般涅槃經》裏還報道，佛陀有一次
在竹林村以意志壓制了一場重病，使身體恢復健康(長部 D.ii,99)。  
        心智高度發達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似乎能夠抑制病情。有一次，那拘羅父年邁時拜訪佛
陀，世尊建議他，色身雖弱，仍應保持心靈的健康(相應部 S.iii,1)。痛苦有身心之分。若有生理
之痛，便憂心忡忡，則又增添心理之苦，好比身中雙箭(相應部 S.iv,208)。靈性發達者，能夠維持
心智在相應靈性層次上的健康。由於阿羅漢的靈性成就已具足圓滿，他僅體驗色身之痛，而無心
理之苦(相應部 S.iv,209)。  
        有數部經裏主張藉憶誦七覺支治愈身恙。有兩次，大迦葉長老與大目建連長老患病時，佛陀
爲誦七覺支，據報道兩位比丘俱告痊愈(相應部 S.v,79-80)。或許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比丘皆爲阿
羅漢，七覺支故已具足長養。在《覺支相應》中還報道，一時佛陀有恙，囑純陀爲誦七覺支(相
應部 S.v,81)。佛陀聞誦心悅，據說隨之康復。另有一次，耆利摩難陀比丘(增支部 A.v,109)病重，
佛陀告訴阿難，若爲說十種認知( dasa sañña,十想)，他將會好轉。這十種認知爲: 無常、 非 我、
色身不淨、(色身存在)的惡果、(感官之樂)的棄絕、無欲、止息、厭離、一切造作之無常、出入
息念。阿難從世尊處學說此法，爲耆利摩難陀復述，據報道後者旋即痊愈。  
        有一次，佛陀聽說某位新近出家、少爲人識的比丘病勢沈重(相應部 S.iv,46)，於是前往探
視。該比丘見到世尊時掙紮欲起，世尊囑他息臥勿動。落座後佛陀探問痛感是增是減。比丘答，
自感病重、虛弱、痛感有增無減。佛陀接著問，他是否有任何不滿與追悔。比丘答，實有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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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與追悔。佛陀問，他是否因破戒而自責。他予之否認。接著佛陀問，若非破戒，何以追悔。比
丘答，佛陀說法非爲戒德清淨，而爲脫離色欲。佛陀大爲嘉許，連稱善哉、善哉。  
        接著佛陀爲比丘說法。他解釋說，感官體驗是無常、有苦、非我的，故不應視爲“我”、“屬
我”。理解了真相，聖弟子即對感官體驗不再熱衷。正當說法時，該比丘法眼開啟: 凡是緣起的皆
會止息。換句話說，他證得了預流果。  
        根據《預流相應》，給孤獨有一次身罹重病，在他的請求下，舍利弗前往探視(相應部 S.
v,380)。聞長者疼痛劇烈，舍利弗爲之說法，提醒他自身修成的戒德。他說，對佛、法、僧無信
念、未修戒行的凡夫，身壞命終時投向惡趣。然而，給孤獨對佛、法、僧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已
成就聖戒。舍利弗告訴他，憶念這些尊貴品質，可以消減痛苦。  
        舍利弗接著又說，未受教化的凡夫由於未長養八聖道，身壞命終時將投生惡趣。反之，給孤
獨你已成就八聖道。心念 聖道、思維其尊貴品質時，痛苦將會消減。據報道，痛苦果然消減，給
孤獨於病中康愈。如此有起色，以至於他離開病床，親自備餐供養了舍利弗。  
        《預流相應》中記載了給孤獨的另一個罹病事件(相應部 S.v,385)。阿難尊者被請至床邊說
法。阿難解釋說，未受教的凡夫，對佛、法、僧無信念，不守戒行，命終時滿心憂懼。然而，對
佛、法、僧有深刻信念、成就戒德的聖弟子們，則無憂懼之感。給孤獨坦承說，他對佛、法、僧
已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並宣稱自己戒行無染。阿難高聲說，給孤獨披露已得預流之果，實乃大收
獲也。不過，經文中對於給孤獨是否即刻康復未予報道。  
        佛陀建議說，一位比丘即使在病中，亦不應松懈精進之力與解脫之心(增支部 A.iv,335)。病
情有可能惡化，應當在病重之前盡量修有所成。病情好轉後，他也不應放逸，因爲病情若復發
時，靈性進步的機緣便失去了。  
        從上述經文的例子看來，佛陀的瞻病關懷之道不僅高度重視合理的醫療護理，也高度重視把
心智引向善巧之念。人們似乎相信，思維法義特別是憶念業已成就的戒德，具有治療之力。在佛
陀與阿羅漢的例子中，藉由念誦七覺支得以恢復健康。在耆利摩難陀比丘的例子中，他可能當時
尚未證阿羅漢果，是一場有關十種認知的開示助他康愈。給孤獨是一位預流果者，對預流素養的
討論對他的迅速好轉起了關鍵的作用。有可能在提醒某人業已成就的靈性素質時，他的心中昇起
極大的喜悅。這股喜悅甚至也許能以正面與健康的方式，使體內化學發生轉變。  
        此處令我們聯想起《破除疑障》(中部注疏 MA.i,78)中提到的一個相關事件。一位正聞說法
的比丘被蛇咬傷，他罔顧傷口繼續靜聽。毒液擴散，劇痛昇起。於是他觀想自己出家以來無染的
戒德。當他意識到自身戒德之純淨時，心裏昇起極大的喜悅與滿足。這個健康的心理變化，作用 
一 如抗毒素，令他即刻痊愈。這類事件似乎揭示出，重病之時憶念自身的靈性素質，所湧起的衷
心喜樂有可能透過康復荷爾蒙的分泌，激活體內的保健因子。或許那正是靈性發達者持誦合適的
經文時健康得以恢復的機制吧。  
        巴利經典中對於善終輔導多有記載。與臨終者談論死亡，並非是應予回避的不快話題。反
之，人們毫無矯飾地接受死亡的現實或其逼近之可能，幫助病人以信心與平靜面對將近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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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關的是那拘羅母給予那拘羅父的一段極其寶貴的忠告(增支部 A.iii,295-98)。有一次那
拘羅父身患重病，妻子那拘羅母注意到他焦躁憂鬱，便作了以下一番勸解:“請你面臨死亡時不要
擔憂。憂患者死得痛苦。世尊認爲懷憂而死是不可取的。也許你以爲死後我難以養活全家，請勿
作此想。我會紡紗織布，即使你不在了，我仍有能力把子女撫養成人。也許你以爲死後我會另嫁
他人，請勿作此想。我們兩人都持居士聖戒，生活清淨正善，因此不要對此心有焦躁。也許你擔
心我日後對佛陀與僧伽供養疏失，請勿作此想。你死後我會對佛陀與僧伽更加虔誠。也許你擔心
我日後戒行松懈，請勿有疑。凡居士之戒德我已具足圓滿，如果你願意，請就此事求問佛陀。也
許你怕我未得心定，請勿作此想。凡居士能修之定力我已修成，你若對此有疑，佛陀在設首婆羅
園，你可去問他。也許你想到，我尚未通曉佛法，尚未超越疑惑、不依賴他人，你若想澄清此
事，不妨去問佛陀。但是面臨死亡時請勿擔憂。憂患者死得痛苦。世尊認爲懷憂而死是不足取
的。”據報道，那拘羅父接受那拘羅母這番進言之後病體康愈，該疾癥再未復發。後來佛陀聽了
整個事件的復述後，稱贊那拘羅母的忠告何其明智。  
        《預流相應》中有一部關於善終輔導的寶貴經文(相應部 S.v,408)。有一次，釋迦族的摩訶男
請教佛陀，一位明智的優婆塞如何對另一位明智的優婆塞作善終輔導。此處應當注意的是，輔導
者與病者同爲有智慧的佛 教居士。整部經文記載了佛陀對善終輔導的解說。首先，一位明智的優
婆塞命終時，另一位明智的優婆塞應以四句慰語安撫他:“賢友放心，你對佛、法、僧有著不可動
搖的信念，堅信世尊的徹底覺醒、法義的善說、僧伽行道的正直。你還成就了趨向正定的無染戒
德。”以四句慰語如此安撫病人後，他應當問對方是否顧戀父母。他若說是，則應指出，無論顧
戀與否，死亡必然來臨，因此最好放下。接著，他若說自己已斷棄對父母的顧戀，則應問他是否
顧戀妻兒，以同樣的推理勸他斷棄此念。接下來應當問他是否顧戀感官之欲，若答是，則應說服
他，天界之樂遠勝於人間之樂，鼓勵他向往天界之樂。接下來，應當引導他沿著天界之樂的進階
次第上行，來到欲界天的最高層次時，應當引導他把注意力轉向梵天。假若他說，自己已志願生
往梵天界時，應當勸誡他，即便梵天界也不脫無常與重生，因此發願止息輪回更佳。他若能夠使
心智確立於止息輪回，佛陀說，此人與已證得解脫的比丘無異。  
        無疑這是一位靈性發達者能夠給予另一位靈性同等發達者的最高形式的輔導。經文中很清
楚，病人必定是一位修道已達預流者，因爲經文一開始提到的四句慰語或者說安慰素質，與預流
者的素質等同。 
        《質多相應》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講述一位靈性發達而多聞的優婆塞之死。家主質多是一
位不還果者。當他病危之時，有一群林居天神邀他發願投生爲轉輪王，因爲有德者的志願是能夠

實現的。他以該境界也不脫無常爲 理由 拒絕了。質多臨終前囑告身邊的親人淨信佛、法、僧的
重要性與佈施的重要性，旋即去世。  
        根據《預流相應》，佛陀有一次探望臨終的優婆塞長壽(相應部 S.v,344)。世尊建議他把注意
力定駐於對三寶尊貴品質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上，並且發願戒德無染。長壽答，這些預流者的素質
他已具備。佛陀接著囑咐他，確立於預流者的品德之中，並且培養引生智慧的六種素質，即對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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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常、無常者皆苦、苦者非我的認知，對無欲、出離、止息的認知。長壽答，這些素質他也已
具備，只是他擔心自己的死令父親悲傷。這時，他的父親喬帝波羅囑他不必擔心，只管諦聽佛陀
的教言。佛陀離去不久，長壽去世。後來佛陀宣佈長壽命終時已得不還果位。  
        婆羅門陀然闍尼是一位瀆職濫收的稅務官，既貪污皇家、也剝削民衆(中部 M.ii,184-96)。舍
利弗尊者有一次見到他，曾就邪命的惡報作過一番勸誡。不久陀然闍尼身染沈疴，舍利弗被請至
床邊。探問之下，陀然闍尼訴說頭痛難忍，舍利弗於是與病人交談，把他的注意力從低等域界逐
漸提昇至梵天。等到把臨終病人的注意力如此引向梵天界後，舍利弗爲之解說趣向梵天的修行法
門，即四梵住——修練慈、悲、喜、舍之心，使之具足長養、朝各方傳布。說法完畢時， 陀然闍
尼要求舍利弗轉達對佛陀的禮敬。舍利弗離開後不久，陀然闍尼去世。據經文報道他重生於梵天
界。佛陀得知此事，批評舍利弗未引導陀然闍尼在靈性道路上走得更遠。  
        這部經文顯示，一位行爲不端者在命終前的關鍵時刻，也有可能在關懷引導下重生善趣。惡
行者是否人人可被如此輔導、投生樂趣，是很可懷疑的。也許陀然闍尼的優點超過了他的惡行
(法句經 Dhp173)，臨終時有緣得一位阿羅漢聖者的輔導，引其投生善趣。  
        上述解釋從經文中推斷可知(中部 M.ii,185)。舍利弗游方於邊遠的南路時，有位比丘從王舍
城來。舍利弗在問候佛陀的健康之後，特意探問陀然闍尼是否精勤修道。極有可能陀然闍尼在他
的前妻——一位淨信女——未亡故時，曾是僧伽的誠心護持者。他的續妻卻不信佛法。舍利弗聽
說陀然闍尼行事不端，失望之下，決意有機會見面時加以勸誡。  
        這部經文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特點是，舍利弗說法時，從最低等的域界開始，一路提昇
至梵天。以地獄爲起點，可能是因爲陀然闍尼已退墮到那個層次。舍利弗也許已助他憶念起過去
的善行，也使他回想起病發前不久、可能 近在 數日之前的有關開示。也許正因此引發了他內心
隱藏的靈性潛勢，舍利弗才能夠在臨終說法時助陀然闍尼重生善趣。  
        此處令我們聯想起少年摩陀昆陀離的故事(法句經注疏 DhpA.i,26)。在他臨終時刻，世尊前來
探望。摩陀昆陀離在極度喜悅之下，對佛陀生起大信心。不久善終，生於天界。  
        《預流相應》(相應部 S.v,386)裏的一部經指稱，一位未受教的凡夫臨近死亡時，意識到自己
對佛、法、僧的尊貴品質素無信心，戒行不良，內心對死亡昇起極大的憂懼。然而，對三寶的尊
貴品質有不可動搖的信念、戒行無染清淨者，不會有這種憂懼。死亡時刻，似乎是自責的良知在
制造極大的痛苦。當恐懼與憂慮在這個關鍵時刻存在時，重生必然發生在與該痛苦體驗同等相應
的域界。  
        此處適合記述釋迦族的摩訶男與佛陀之間關於暴死者命運的一場對話(相應部 S.v,369)。摩訶
男告訴佛陀，當他來到氣氛寧靜的寺院裏親近聖僧時，感到平靜自持。但外出走在迦毗羅衛城車
水馬龍的大街上時，想到自己萬一暴死於交通事故，不知重生何處，不免恐懼起來。佛陀安慰他
說，持戒正命之人，無需有這等懼怕。他用一個比喻解釋: 假若把一罐酥油投入水中，陶片雖沈
入河底，酥油則浮於水面。同樣地，色身分解消散，修練成就的心則如 水中酥油一般上昇。  
        諸如《行生經》(中部 M.iii,99)、《狗行者經》(中部 M.i,387)、與《三明經》(長部 D.i,23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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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也同樣強調了這個意思。重生通常取決於一生中最常存持的心念。假若某人思想與心性
類似於動物，比如《狗行者經》中提到的狗與牛，那麽有可能他會在這些動物——即心性等同的
有情——當中重生。另一方面，倘若他藉著培養慈愛同情等崇高心境，已達到類似於梵天的思想
與心性，那麽他很有可能重生爲梵天中的一員。因此，預備死亡實在必須從活著時做起。即便有
善終輔導，心念得以被引向更高等的重生，仍需對人生圓滿的德性與悟性有信心——因爲這就是
對佛、法、僧有信心的涵義—— 作 爲前提， 同 時還需有道德習性[持戒]爲前提。假若他戒德虧
失，死亡時刻對其心意模式的引導會隨著失德的程度，相應地困難起來。不過，無論實際的引導
困難與否、有效與否，佛教的傳統做法是，延請一位比丘來到臨終者病床前念誦護衛經，希望藉
此助病人長養信心，並把他的心念提昇到更高的靈性層次。 
        我們在此聯想到，根據毗尼律(律藏 iii,8)，一些以往的佛陀，例如其法駐世不長的毗舍浮
佛，曾以他心通觀視弟子之心，引其思路:“作此想、不作彼想; 念此處、勿念彼處; 釋放此，長養
此”，等等。也許喬達摩佛與他的大弟子們正是利用這類能識，對有信受力的弟子臨終前的思維
模式加以引導。在其它日常情形下，與其把握引導個別弟子的思路，他們似乎更傾向於采取一般
的大段講解 作 爲教育手段。  
        人們也許會問，臨終病人若處於昏迷狀態，靈性輔導又有多少效力。在此值得強調的是，我
們並不真正了解病人在死亡時刻的心靈狀態。醫生與旁觀者也許得出結論，病人對其環境與問話
不作響應，故此說明他神智昏迷。不過，他的感官機能也許部分或完全失效，無人能夠確定他的
心智是否依舊活躍。我們確然不了解死亡時刻心 所 存持的特別潛能。很有可能心智機能在這個
關鍵時刻極其活躍。也許正是在這個時刻，他的心理掙紮最爲劇烈，帶著固執的習慣性渴求生
命，抵制、反抗著死亡。  
        我們可以推測，人對死亡的恐懼最強烈時，對生命的渴望也最強烈。自責感最強烈時，對死
亡的恐懼也最強烈。恐懼的是，他荒廢了人生本可用於長養靈性的大好時機。另一方面，若是善
用一生，增長靈性，他就能夠以相對的平靜、滿足與欣慰， 面對死亡之必然。他的重生境界似乎
對應於其靈性 的 潛力——佛教稱之爲業。  
        以探望臨終病人時如何行事的思考結束本文，是合乎題意的。我們一般的態度是傷感與垂
憐，然而佛教認爲，在這種時刻存持負面想法並不正確。我的觀點是，對臨終 者 或任何 患者 傳
布慈愛之心是行之有益的。由於瀕死者的心智功能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可能續存，不受感官生理機
制的局限，他的心對周圍人們的靈性思緒有敏感受納的可能性。如果哀痛悲歎引起負面的思想波
動，臨終者有可能受到不良影響。不過，我們如果能夠傳送溫和的慈愛心念，它也許可以成爲精
細的心理藥物，減輕瀕死時的焦慮與不安，使臨終者之心受到寧謐慰籍的溫暖護持。 
(本文引用的經典卷頁數以牛津巴利聖典學會的巴利三藏本爲參照。)
中譯注： 
[1]中譯者注: 此處提到的是AN5.48與AN5.50詩偈中的相同一句，大意是: “對傳下來善語，思索念誦，照
著領悟之意，身體力行。” 文中 推論對傳統善語若不解其義，但出於信心，反復念誦思考，亦可能有靜
心之效，甚至有可能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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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慈悲的教育 
        面對病痛與死亡文選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desilva/bl132.html 
最近訂正 5-22-2007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LilySick2.htm (7 of 7) [12/31/2010 10:42:56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desilva/bl132.html


向智尊者-四梵住

[ 首 頁 ] >> [作者索引] 

向智尊者論四梵住 
 

((譯自《四梵住》引言)) 
[作者]向智尊者 

[中譯]良稹 
The Four Sublime Attitudes 
by Ven. Nyanaponika Thera

原文版權所有 ©  1993 佛教出版
社.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
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然
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曾傳授四種崇高的心靈境界: 
慈愛 (慈， metta )  
同情 (悲， karuna )  
隨喜 (喜， mudita )  
舍離 (舍， upekkha ) 

        巴利文佛教經典中，此四種心境稱爲" Brahma-vihara "(梵住、梵天之居處 )。這個詞既可表達
爲: 卓越、崇高、昇華的心境，又可表達爲: 梵天般的、天神般的、神聖的居處。  
        這四種心態被稱爲卓越 、崇高，因其爲衆生的正確或者說理想的操行之道( sattesu samma 
patipatti )。事實上，它們可應對社會接觸的一切場景，在社會衝突中，對於化解緊張、制造和
平、愈合生存爭鬥的創傷起著極大作用。它們填平社會隔閡、建立和諧的團體、喚醒久已忘卻的
寬容、復蘇久已失卻的喜悅與希望、促進人類的兄弟情誼、抗衡自私自利的力量。  
        四梵住心與仇恨心不可兼容，因其心等同於梵天，即傳統佛教宇宙觀中高等天界內神聖而壽
命有限的統治者。東西方不少其它教說中的神祗，據其信徒之言，示現嗔意、苛責、嫉妒與"義
憤"; 與之相反，梵天無恨心。一個藉著戒行與禪定，勤勉培養這四種崇高心境的人，被認爲與梵
天等同( brahma-samo )。如果這些境界在此人內心成爲主導影響，他將會重生於相合的域界，即
梵天界。因此，這些心態被稱爲似梵似神。  
        它們被稱爲住( vihara ，居處 )，其因在於，我們應以之爲心的長久停住之處，以之爲"家"，
而不應僅作偶至、暫住、旋即忘失的造訪之處。換句話說，我們的心應當爲之徹底飽和，讓它們
成爲我們不可分離的同伴，在一切尋常活動時連續念住其中。正如《慈經》中說: 

無論站 、行、坐、臥， 
凡清醒時， 
他應當確立此念。 
此謂即時即地的梵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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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種心境——慈愛、同情、隨喜與舍離——亦稱爲無量心( appamañña ，無邊界，無限 )，
因爲在其完善與真實狀態下，普及衆生的範疇不應受任何限制而有偏狹。它們應當無排斥性，無
偏向性，不爲任何選擇或偏見所束縛。達到如此無量梵住的心，不包含任何建立在國籍、種族、
宗教或階級基礎上的仇恨。  
        不過，若非對這種心態具有牢固、自然、根植的傾向，我們很難藉由迫使意念，成就那種無
量並持續避免任何形式與程度的偏失。爲了成就它，多數情形下，我們不僅必須以這四種素質作
爲行爲准則與省思內容，還要把它們作爲系統禪修的主題[業處 ]。那樣的禪修稱爲"梵住修
習"( Brahma-vihara-bhavana )。修習的目標是，藉由這四種崇高心態，成就高度的心力專注狀態
——即禪那( jhana )。修習慈、悲、喜三梵住之一，皆能成就前三禪那，而修習舍，僅能成就第
四禪，在其中"舍"爲最主要的禪支[中譯者注: 另有一說認爲四梵住之任一出發皆可成就四禪 ]。  
        一般而言，持續修練會有兩種至高果報：第一、這四種素質深植於心，成爲不易瓦解的自然
態度。第二、引領並鞏固梵住心的無量延伸，其範圍達到包容一切衆生。事實上，佛經中對這四
種修持的詳盡教導，顯然正是爲了使這些崇高心態的無量性逐漸地延展開來，有系統地突破人地
限制的一切障礙。  
        在禪定修練時，慈、悲、喜心朝向之對象的選擇，乃是從易到難。例如，修慈心禪時，從祝
願自己得安寧開始，以之爲參照點逐步展開:"正如我希望幸福、離苦，願那個有情、願一切有
情，幸福、離苦!"接著，把慈心傳向自己所敬愛者，如導師; 接著傳向親愛者、無特殊情感者、最
後傳向敵對者，假若有的話，或者自己所厭惡者。因爲此種禪定與生者之福利有關，不應選已亡
故者，也應避免選擇對之自感性吸引者。 
        完成最難的一步即把心念傳向爲自己厭惡者後，他應當"破除界限"( sima-sambheda )。把自己
的慈心，對這四類人無分區別地平等傳送。那時，他將已達到較高的禪定階段: 隨著似相
( patibhaganimitta )的出現，達到"近行定"( upacara samadhi )，進一步修持將趨向初禪安止定
( appana )，在上昇至高階禪那。  
        在空間擴展上，該禪法從就近的環境出發，如自己的家庭，接著推延到鄰舍、整條街、整個
城鎮、國家、別國、全世界。在"方向延滲"上，慈心首先朝東面傳播，接著朝西、北、南、兩個
正方向之間、上方、下方。同樣的修行原則也適用於慈心、喜心、舍心觀的修持，對象的選擇相
應有變動。詳細修法可在經典中找到(見清淨道論，第九章)。  
        成就梵住的最終目的在於，其達到的心態，可作爲解脫"觀智"的堅實基礎，洞察一切現象其
無常、造苦及無實質的真相。由四梵住而成就禪那的心，純淨、寂止、穩固、鎮定、無粗相的自
私，因此爲解脫的最後工作所必要的"觀"做好了准備。  
        以上論述表明，培養梵住的方法有兩種: 首先是操行修持與正確的思維指向，第二是以禪那
爲目標的系統禪修。這兩者相輔相成。系統的禪修有助於使慈、悲、喜、舍自發而生，使我們的
心面對人生中無數煩惱的挑戰，在身、語、意上保持這四種素質，越來越堅定與寧靜。  
        另一方面，如果操行越來越受四梵住的把握，心智會減少怨惱、緊張與煩躁，這類心態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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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禪定時刻細微地侵入，構成所謂的"掉舉"蓋[焦躁不定之障礙 ]。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思維對禪定之
心有著強烈地影響; 只有兩者距離不斷縮小，才可望有穩步的禪定進展，成就修行的最高目標。  
        反復思索這四種崇高心境的本質、利益、以及其對立素質的過患，有助於梵住修習。如佛陀
所說:"長久地思索、觀想之事，即爲其心所趨、所向之處。" 

相關連接: 
        四梵住经文  
        坦尼沙羅尊者: 四梵住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nyanaponika/wheel006.html#intro 
最近訂正 1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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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作者索引]

發自內心的佈施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Giving from the Heart 
by O'C. Walshe 

原文版權所有 ©  1990 佛教出版
社。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
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
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對某些人來說，佈施爲其天性——他們樂於施舍，施舍不成反而不樂。盡管人們佈施時顯然
有可能行事愚昧，但總的來說，佈施是善行、有福德之舉。這一點大約所有宗教皆予承認: 在基
督教中，我們被告知，施比受更有福; 在伊斯蘭教中，對於把部分財産施舍給窮人，也有著正面
的教誡。 
        然而我們也許應該在本文之首，開誠佈公地討論可能令不少人不安的一點: 對僧伽的佈施。
有一段經文居士們也許時常聽誦乃至於自誦，在其中僧伽被形容爲 anuttaram punnakkhettam 
lokassa, 即“世間的無上福田”，意謂佈施僧伽的福德是無可比擬的。當然了，聽聞或共誦這段經
文的居士們，並非人人懂得這句話的含義，不過在那些聽懂的人當中，西方佛教徒或佛教同情者
們有時對這個概念的反應是某種程度的義憤，認爲這些詞句頗不得當，甚至更糟! 實際上，對一
些至少部分受基督教路德教派影響的人來說，這令他們回想起馬丁-路德當年所反對的教會弊
病，“善行”在當時的流行觀念中尤指供養僧侶階層，後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習慣於無所事事，並
且腐化敗德。 
        這等芥蒂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適當的解釋應該能排除障礙，使之不至久存，條件是，只
要僧伽明顯地行道正善(supatipanno)。傳統的佛教社團由四衆組成: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盡管原始比丘尼僧伽已經消亡，梵行女性依然存在，生活與尼衆幾乎無異，所有跡象表明她
們的人數將會增加。前二衆與後二衆的關係乃是相互共生。畢竟，僧伽有一件無價之寶可以相
贈，那就是法寶。 Sabbadanam dhammadanam jinati:“法禮高於一切(Dhp 354)”。 如律而活，爲證
悟而不斷精進，也是僧伽成員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實際上，惟有如此行持，他們才擔當得起“世
界的無上福田”之稱，否則他們不僅虧欠自己，也虧欠了護持他們的居家衆。一位不能夠守戒的
僧尼應該，並且在某些情形下必須離開僧團。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這可視爲對濫用居家護持者之
慷慨的代價。 
        如前所述，根據聖經，施比予更有福。值得注意的是，對猶太-基督教中那句難行的告誡“愛
你的鄰人，一如愛你自己，”慈心禪給出了一個成就它的切實法門，並且對這句聖經名言，佛教
還能夠賦予一個明白的技術性解釋。假若我們得到某件可愛的物事，這在佛教中被認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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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ka:“報”[異熟]，即過去福德的果報。該果報持續期間固然美好，不過當它終結時，該福德就
耗盡了。然而，施予卻是一件善業(kusala kamma)，對施主來說，將會産生某種愉快的回報或者
說果報。如此看來，施明顯地比受更有“福”。確實，這種福是“爲世間(lokassa)行福德”，因此仍
完全是世俗而有限的。然而，由於我們的一切行爲皆構成習慣，佈施一次，使我們傾向於再次佈
施，因此果報傾向於累積。當然，這個善業之王還能夠引生其它結果，佈施被列爲十項波羅密
[完美]之首，甚至先於戒德，並非毫無道理。畢竟，一位道德不佳者也有可能佈施! 
        在一本流行的巴利文入門閱讀小冊子中，已故的I-B-霍納博士挑選了十個本生故事藉以解說
十大波羅密，其中的佈施波羅密采用了野兔自我獻身(No.316)的故事。不過奇怪的是，這類主題
中傳誦最廣的毗桑塔羅本生故事(Vessantara Jataka No. 547)，至少對西方心態來說卻是最不受歡
迎的; 在故事中，菩薩佈施了一切所有，最後包括了自己的妻兒——人們也許會想，此故事之寓
意殊爲可疑! 不過在泰國，該故事專門被挑選出來，時常作爲對居家人開示及特別閱讀的主題。 
        佈施是發自內心的行動，我在前文提到，有的人樂於爲佈施而 佈施——只要該施予有智慧兩
相平衡，則堪稱善事。當然，也有人不願佈施，這些人與口不言“請”、“謝謝”、“對不起”等的，
常常是同一群人。對於這類人，慈悲梵住禪定有益於開放其心智。 
        最近在英國，我們有了一樁發心佈施的大好事例，其來源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搖滾明星鮑
勃-蓋道夫有感於埃塞俄比亞饑民的艱難處境，組織了那場全球直播的盛大義演，募得幾百萬英
鎊善款——以這種方式，得現代科技之助緣，這項歷史上至爲壯觀的佈施之舉，觸動了幾百萬人
的心靈，不僅跨越了不同的政治與宗教間的隔閡，而且也跨越了對此種娛樂形式成癮者與反對者
之間的鴻溝。 
        勿庸贅言，佈施須謹慎爲之，如同一切業，應服從中道原則。譬如教養孩子時任予所欲，斷
非良策。與近來某些時興理論相反，對一個寵壞了的頑劣子弟偶爾挫其濫求，危害甚少! 當然，
若期望某種回報——哪怕是重生於某個天界——也非是最高形式的佈施。那種佈施基本上根植於
執取，因此業力價值有限。 
        實際上對施主來說，真正的利益在於，自發的佈施行爲是克服貪執的絕好方式。那正是毗桑
塔羅本生故事的寓義。我們西方人想的卻是被菩薩“犧牲”了的不幸妻子與家庭(盡管故事結局自是
皆大歡喜，他們又回到了菩薩身邊!)，不過，故事的動機是，視妻兒爲執取之對象，並將其爲執
取之對象而放下。實際上，這個故事盡管婦孺皆知，現代學者們卻認爲它原非佛教故事，而是把
它不甚善巧地演繹一番，賦予了“佛教”的寓意。 
        我們越思考佈施的問題，它的各個側面越顯示出來; 我們看見，佈施有多種形式，有善巧者
也有不然者。我們不妨以經典中一個有趣的故事結束本文，講的是一樁不甚善巧的佈施。《弊宿
經》(長部23)中，我們讀到不信死後生命續存的懷疑論者弊宿王子與尊者庫摩羅-迦葉之間的一場
辯論。在聽了這位比丘一系列高明的比喻之後，弊宿宣佈歸依，決定佈施“沙門、婆羅門、行路
人、乞丐、窮人”，命年輕的婆羅門鬱多羅組織分發。鬱多羅抱怨說，他被召去佈施的衣食如此
劣質，連弊宿本人都不願碰; 弊宿終於准他施予“如我所食、如我所著”的衣食。在經文末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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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被告知這兩人死後的果報。弊宿頗不情願地作了那次佈施，他的確重生天界，不過是最低的四
大王天，住在空蕩蕩的色裏沙迦宮。在那裏，他接待了尊者伽梵婆提的來訪，這位阿羅漢習慣於
午休[入定]時前往低等天界。於是此事被傳回人間。然而，重新安排佈施、施予時發自內心的鬱
多羅，則生於更高的三十三天。 
        或許西方人之中少有人會以重生爲三十三天的天神爲目的而佈施，也許有人所求的唯一回報
是緩解良知: 即對某種特別需求的覺知——埃塞俄比亞饑民爲突出例子，人們覺得假若不給些什
麽自己不能夠心安。比起重生天界的期望，這自然要好些，不過心安的購買，或許有時也過於容
易了些。最好是把施予本身作爲其報償，止此而已! 

相關連接: 
        佈施文選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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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相經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良稹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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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仙人墜
的鹿野苑。在那裏，他對五比丘說:

"Form, monks, is not self. If form were the self, this 
form would not lend itself to dis-eas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form, 'Let this form 
be thus. Let this form not be thus.' But precisely 
because form is not self, form lends itself to dis-ease.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form, 
'Let this form be thus. Let this form not be thus.'

        “比丘們，色身(色)非我(不是我)。假若色
身是我，這個色身不會讓它自己有不適。對於
色身可以[說]，‘讓這色身這樣。讓這色身不這
樣。’ 然而，正因爲色身非我，色身自己遭受
不適。並且對於色身不能[說] ‘讓這色身這
樣。讓這色身不這樣。’

"Feeling is not self...         “感受(受)非我……
"Perception is not self...         “辨識(想)非我……
"[Mental] fabrications are not self...         “[心理]造作(行)非我……
"Consciousness is not self. If consciousness were the 
self, this consciousness would not lend itself to dis-
eas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consciousness, 'Let my consciousness be thus. Let 
my consciousness not be thus.' But precisely because 
consciousness is not self, consciousness lends itself 
to dis-ease.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consciousness, 'Let my consciousness be thus. Let 
my consciousness not be thus.'

        “意識(識)非我。假若意識是我。這個意
識不會讓自己有不適。對於意識可以[說]，‘讓
我的意識這樣。讓我的意識不這樣。’ 然而，
正因爲意識非我，意識自己遭受不適。並且對
於意識不能[說]:‘讓我的意識這樣。讓我的意
識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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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monks — Is form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lord."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No, lord."

        “比丘們，你們覺得如何─—色身恒常還
是無常?” 
 
        “無常，世尊。” 
 
        “那麽，無常(的事物)是輕松還是苦?” 
 
        “是苦，世尊。” 
 
        “那麽，把無常、苦、易變(的事物)看
成‘這是我。這是我自己。這是我的存在特點
(定義我的特征)’適合嗎?” 
 
        “不適合，世尊。”

"...Is feeling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感受恒常還是無常?” 
 
        “無常，世尊。” 
……

"...Is perception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辨識恒常還是無常?” 
 
        “無常，世尊。” 
……

"...Are fabrication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造作恒常還是無常?” 
 
       “無常，世尊。” 
……

"What do you think, monks — Is consciousnes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lord."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意識恒常還是無常?” 
 
“無常，世尊。” 
 
“那麽，無常(的事物)輕松還是苦?” 
 
“是苦，世尊。” 
 
“那麽，把無常、苦、易變(的事物)看成‘這是
我。這是我自己。這是我的存在特點(定義我的
特征)’適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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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ord." “不適合，世尊。”
"Thus, monks, any body whatsoever that is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blatant or 
subtle; common or sublime; far or near: every body 
is to be seen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因此，比丘們，凡是色身，無論屬於過
去、未來、當下; 內在、外在; 粗糙、細微; 平
凡、崇高; 遠、近: 必須以正確的明辨把每一個
色身如實看成: ‘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自己。
這不是我的存在特點(定義我的特征)。’ 

"Any feeling whatsoever...         “凡是感受……

"Any perception whatsoever...         “凡是辨识…… 

"Any fabrications whatsoever...         “凡是造作……

"Any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that is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blatant or subtle; 
common or sublime; far or near: every consciousness 
is to be seen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凡是意識，無論屬於過去、未來、當下; 
內在、外在; 粗糙、細微; 平凡、崇高; 遠、
近: 必須以正確的明辨把每一種意識如實看
成:‘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自己。這不是我的
存在特點(定義我的特征)。’ 

"Seeing thus, the well-instructed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body, disenchanted 
with feeling, disenchanted with perception, 
disenchanted with fabrication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Disenchanted, he becomes 
dispassionate. Through dispassion, he is fully 
released. With full release, there is the knowledge, 
'Fully released.' He discerns that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the task done.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for this world.'"

        “如此看待時，聖者的多聞弟子便疏離(厭
離,不再熱衷於)色身、疏離感受、疏離辨識、疏
離造作、疏離意識。疏離了，他達到無欲。藉
著無欲，他徹底解脫。隨著徹底解脫，有智
識:‘徹底解脫了。’他辨知: ‘輪回已終止。梵行
已圓滿。任務已完成。不再有爲於世。(不再有
可修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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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 hearts of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through not clinging (not 
being sustained), were fully released from 
fermentation/effluents.

那就是薄伽梵之言。比丘們對他所言隨喜、心
悅。并且在這段講解進行期間，五比丘的心
智，亦由不再執取[不再被維持]，徹底解脫於
漏。 
 
[中譯者評: 本經中的關鍵詞 anatta, 坦尼沙羅尊者
譯作not-self; 年那摩利尊者亦譯作not-self; 菩提尊
者則譯作 nonself, 皆爲『非我』，『不是我』之
意。『無我』之英譯爲no-self。有些詞的反意,前
綴譯成"非"或者"無"意思差別不大,例如"无常",但
有的不然。巴利文atta爲『我』,從語源上看,其反
義anatta解作『非我』更合適,從經中上下文看
『非我』也更合適。]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無我，還是非我? 
        佛陀對有我無我之問的應對

最近訂正 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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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Gaya, at Gaya Head, with 1,000 
monks. There he addressed the monks: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與一千名比丘住在
伽耶國的伽耶頭。在那裏，他對比丘們說: 

"Monks, the All is aflame. What All is aflame? The 
eye is aflame. Forms are aflame. Consciousness at 
the eye is aflame. Contact at the eye is aflam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eye —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pain — that too is aflame. 
Aflame with what? Aflame with the fire of passion, 
the fire of aversion, the fire of delusion. Aflame, I 
tell you, with birth, aging & death, with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比丘們，這一切在燃燒。哪一切在燃燒? 
眼在燃燒。形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
燃燒。凡依賴於眼觸而昇起者——樂、痛、不
樂不痛之體驗——也在燃燒。燃起爲何? 燃起
了欲望之火、嗔意之火、與癡迷之火。我告訴
你們，燃起了生、老、死，燃起了憂、哀、
痛、悲、慘。 

"The ear is aflame>. Sounds are aflame...         “耳在燃燒。聲音在燃燒…… 

"The nose is aflame. Aromas are aflame...         “鼻在燃燒。氣息在燃燒…… 

"The tongue is aflame. Flavors are aflame...         “舌在燃燒。味感在燃燒…… 

"The body is aflame. Tactile sensations are aflame...         “身在燃燒。觸感在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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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ect is aflame. Ideas are aflame. 
Consciousness at the intellect is aflame.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is aflam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
nor-pain — that too is aflame. Aflame with what? 
Aflame with the fire of passion, the fire of aversion, 
the fire of delusion. Aflame, I say, with birth, aging 
& death, with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心在燃燒。觀念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
觸在燃燒。凡依賴於意識接觸而昇起者——
樂、痛、不樂不痛之體驗——也在燃燒。燃起
爲何? 燃起了欲望之火、嗔意之火、與癡迷之
火。我告訴你們，燃起了生、老、死，燃起了
憂、哀、痛、悲、慘。 

"Seeing thus, the well-instructed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eye, 
disenchanted with form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at the eye, disenchanted with contact 
at the ey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eye,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pain: With 
that, too, he grows disenchanted.

        “如此觀之，一位聖者的多聞弟子便疏離
[厭離,不再熱衷於]眼、疏離形色、疏離眼識、
疏離眼觸。凡依賴於眼觸昇起的樂、痛、不樂
不痛之體驗: 他隨之也疏離了。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ear...         “他疏離耳……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nose...         “他疏離鼻……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tongue...         “他疏離舌……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body...         “他疏離身……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intellect, 
disenchanted with idea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at the intellect, disenchanted with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
nor-pain: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at too. 
Disenchanted, he becomes dispassionate. Through 
dispassion, he is fully released. With full release, 
there is the knowledge, 'Fully released.' He discerns 
that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the task 
done.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for this world.'"

        “他疏離思維、疏離觀念、疏離意識、疏離
意觸。凡依賴於意識接觸而昇起的樂、痛、不
樂不痛之體驗: 他隨之也疏離了。疏離了，他
達到無欲。由無欲，他徹底解脫。隨著徹底解
脫，他知道:‘徹底解脫了。’他有明辨:‘輪回已
終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成。不再有爲於
世。’”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 hearts of the 1,000 
monks, through no clinging (not being sustained), 
were fully released from fermentation/effluents.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比丘們對他的話隨
喜、心悅。並且，就在這段講解進行期間，這
一千位比丘的心智，由不再執取(維持)，完全
解脫於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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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與學者談人們對卡拉瑪經的誤解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on a wandering tour among the Kosalans with a large 
community of monks, arrived at Kesaputta, a town of 
the Kalamas.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heard it said,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 the son of the Sakyans, 
having gone forth from the Sakyan clan -- has arrived 
at Kesaputta. And of that Master Gotama this fine 
reputation has spread: 'He is indeed a Blessed One,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well-gone, a knower of the 
cosmos, an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persons ready 
to be tamed,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He has made known -- having 
realized it through direct knowledge --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its generations 
with their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their rulers & 
common people; has explained the Dhamma 
admirable in the beginning, admirable in the middle, 
admirable in the end; has expounded the holy life 
both in its particulars & in its essence, entirely 
perfect, surpassingly pure. It is good to see such a 
worthy one.'"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與一大群比丘在拘
薩羅國游方，來到卡拉瑪(伽藍磨)人居住的克
薩普達(羇舍子)城。克薩普達的卡拉瑪人聽
聞:“沙門喬達摩——從釋迦族出家的釋迦之子
——已來到克薩普達。關於喬達摩大師，流傳
著這樣的好名聲。‘他確是一位阿羅漢、正自
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
者、人天之師、佛陀、 薄伽梵。他親證了
法，之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行者僧
侶與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講;他解說的法義，
始善、中善、後善; 他講述的梵行，在細節與
要義上，圓滿具足、清淨非凡。見這樣一位阿
羅漢是件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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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some of them bowed down to him 
and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m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him and,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having saluted him with 
their hands palm-to-palm over their hearts.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having announced their name & 
clan.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in silence. 

        於是卡拉瑪人去見薄伽梵。到達時，有的
向他頂禮，在一旁坐下。有的與他相互問候，
在友好的問候與禮節之後，在一旁坐下。有的
合掌於胸前，朝他致意，在一旁坐下。有的自
報姓名後，在一旁坐下。有的不出聲，在一旁
坐下。 

As they sat there,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there are some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who come to Kesaputta. They 
expound & glorify their own doctrines, but as for the 
doctrines of others, they deprecate them, revile them, 
show contempt for them, & disparage them. And 
then other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come to 
Kesaputta. They expound & glorify their own 
doctrines, but as for the doctrines of others, they 
deprecate them, revile them, show contempt for 
them, & disparage them. They leave us absolutely 
uncertain & in doubt: Which of these venerable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are speaking the truth, and 
which ones are lying?" 

        他們在一旁坐著時，克薩普達的卡拉碼人
對薄伽梵說: “世尊，有一些僧侶行者來到克薩
普達。他們闡述、頌揚自己的教義，但是對於
他人的教義，則貶低、辱罵、鄙視、毀謗。接
著，又有其他僧侶行者來到克薩普達。他們闡
述、頌揚自己的教義，但是對於他人的教義，
則貶低、辱罵、鄙視、毀謗。他們根本讓我們
疑惑不定: 這些尊敬的僧侶行者們，哪些講真
話，那些在欺騙？” 

"Of course you are uncertain, Kalamas. Of course 
you are in doubt. When there are reasons for doubt, 
uncertainty is born. So in this case,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un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worthy; these 
qualities ar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 then you should abandon them. 

        “卡拉瑪人，你們當然不確定。你們當然
有疑惑。當有某些原因使你們疑惑、不確定，
就象這個情形時，卡拉瑪人，不要只聽從報
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
同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老
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缺
乏技巧的；這些素質是該受責備的；這些素質
受智者的批評；這些素質采納施行起來，趨向
傷害與苦痛’——那時你應當棄絕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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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greed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greedy person, overcome by greed, his 
mind possessed by greed,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Yes, lord."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貪欲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害。” 
 
        “這個貪人，爲貪意左右，心受貪意控制: 
他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說謊並誘
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遠的傷害與苦
痛。” 
 
        “正是，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aver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aversive person, overcome by aversion, his 
mind possessed by aversion,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Yes, lord."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瞋怒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害。” 
 
        “這個瞋人，爲瞋意左右，心受瞋意控制: 
他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說謊並誘
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遠的傷害與苦
痛。” 
 
        “正是，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delu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deluded person, overcome by delusion, his 
mind possessed by delusion,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癡迷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害。” 
 
        “這個癡人，爲癡意左右，心受癡意控制: 
他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說謊並誘
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遠的傷害與苦
痛。” 
 
        “正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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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lord." 

 
"So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Are these qualities 
skillful or unskillful?" 

"Unskillful, lord." 

"Blameworthy or blameless?" 

"Blameworthy, lord." 

"Criticized by the wise or praised by the wis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lord."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do they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or not?"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they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That is how it appears to us." 

 

        “那麽，卡拉瑪人：這些素質是善巧還是
缺乏善巧？” 
 
        “世尊，它們缺乏善巧” 
 
        “是該受責備，還是無可責備？” 
 
        “世尊，它們該受責備。” 
 
        “是受智者批評還是贊揚？” 
 
        “世尊，它們受智者的批評。” 
 
        “采納施行起來，是否趨向傷害與苦痛？” 
 
        “世尊，它們采納施行起來，趨向傷害與
苦痛。” 

"So, as I said,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un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worthy; these 
qualities ar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 then you should abandon them.' Thus 
was it said. And in reference to this was it said. 

 

        “因此，卡拉瑪人，我說過，‘不要只聽從
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
老師”的想法。 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
是缺乏技巧的；這些素質是該受責備的；這些
素質受智者的批評；這些素質采納施行起來，
趨向傷害與苦痛”——那時你應當棄絕它
們。’是這樣說的. 是指這方面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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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less; these qualities are prais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 then you should 
enter & remain in them. 

        “再者，卡拉瑪人，不要只聽從報道、傳
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感、
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老師’的想
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善巧的；
這些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贊
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安寧與幸
福’——那時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greed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greedy person, not overcome by greed,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greed,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Yes, lord."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離貪之意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益。” 
 
        “這個離貪之人，不爲貪意左右，他的心
不受貪意控制: 他戒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
人之妻、說謊並誘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
遠的安寧與幸福。” 
 
        “正是，世尊。”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aver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aversive person, not overcome by 
aversion,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aversion,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Yes, lord."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離瞋之意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益。” 
 
        “這個離瞋之人，不爲瞋意左右，他的心
不受瞋意控制: 他戒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
人之妻、說謊並誘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
遠的安寧與幸福。” 
 
        “正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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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delu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deluded person, not overcome by 
delusion,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delusion,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Yes, lord."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昇
起離癡之意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世尊，是有益。” 
 
        “這個離癡之人，不爲癡意左右，他的心
不受癡意控制: 他戒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
人之妻、說謊並誘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
遠的安寧與幸福。” 
 
        “正是，世尊。” 

"So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Are these qualities 
skillful or unskillful?" 

"Skillful, lord." 

"Blameworthy or blameless?" 

"Blameless, lord." 

"Criticized by the wise or praised by the wise?" 

"Praised by the wise, lord."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do they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or not?"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they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That is how it appears to us." 

 

        “那麽，卡拉瑪人：這些素質是善巧還是
缺乏善巧？” 
 
        “世尊，它們是善巧的。” 
 
        “是該受責備，還是無可責備？” 
 
        “世尊，它們無可責備。” 
 
        “是受智者批評還是贊揚？” 
 
        “世尊，它們受智者贊揚。” 
 
        “采納施行起來，是否趨向安寧與幸福？” 
 
        “世尊，它們采納施行起來，趨向安寧與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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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I said,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less; these qualities 
are prais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 then 
you should enter & remain in them.' Thus was it said. 
And in reference to this was it said. 

        “因此，卡拉瑪人，我說過，‘不要只聽從
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
老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
善巧的；這些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
智者的贊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起來，趨向安
寧與幸福”——那時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 

"Now, Kalama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thus devoid of greed, devoid of ill will, 
undeluded, alert, & resolute --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the east]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good will.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good will: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compassion.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compassion: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appreciation.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appreciation: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卡拉瑪人，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離
貪、離瞋、離癡、警覺、堅定——以滿懷善意
(慈)的覺知，連續朝第一個方向[東方]、又朝
第二、第三、第四個方向傳送。如此，他以滿
懷善意的覺知，連續朝上、朝下、周遭，朝包
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傳送: 充沛、寬廣、
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同情(悲)的覺知，連續朝第一
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個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連續朝上、朝
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傳
送: 充沛、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隨喜(喜)的覺知，連續朝第一
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個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連續朝上、朝
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傳
送: 充沛、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平等(舍)的覺知，連續朝第一
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 、第四個方向傳
送。如此，他以滿懷平等的覺知，連續朝上、
朝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傳
送: 豐富、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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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equanimity.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equanimity: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Now, Kalama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now: 

"'If there is a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the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this is the basis 
by which,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I will reappear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there is no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no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here in 
the present life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free from trouble.' 
This is the second assurance he acquires. 

"'If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still I have willed no 
evil for anyone. Having done no evil action, from 
where will suffering touch me?' This is the third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no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then I can 
assume myself pure in both respects.' This is the 
fourth assurance he acquire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these four個 assurances in the 
here-&-now." 

        “卡拉瑪人，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心
無敵意、心無惡意、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
得四個保障。 
 
        “‘如果死後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惡行有果
報，以此爲據，死後隨色身分解，我將重生善
處、天界。' 這是他所得的第一個保障。 
 
        “‘但是，如果死後非另有世界，如果善行
惡行無果報，那麽此生此地，我遠離敵意、遠
離惡意、遠離困頓，自在地照顧自己。' 這是
他所得的第二個保障。 
 
        “‘如果行爲造作惡業，我卻不曾對任何人
起過惡意。既不造惡業，苦又從何觸及我?'這
是他所得的第三個保障。  
 
        “‘但是，如果行爲不造惡業，那麽我可以
認爲自己在這兩方面是清淨的。'這是他所得
的第四個保障。 
 
        “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心無敵意、心
無惡意、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得這四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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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t is, Blessed One. So it is, O One Well-gone.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
now: 

"'If there is a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the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this is the basis 
by which,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I will reappear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there is no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no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here in 
the present life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free from trouble.' 
This is the second assurance he acquires. 

"'If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still I have willed no 
evil for anyone. Having done no evil action, from 
where will suffering touch me?' This is the third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no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then I can 
assume myself pure in both ways.' This is the fourth 
assurance he acquire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these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
&-now. 

 

        “是這樣，世尊。是這樣啊，善逝者。一
位聖者的弟子——如此心無敵意、心無惡意、
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得 四個保障。 
 
        “‘如果死後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惡行有果
報，以此爲據，死後隨色身分解，我會重生善
處、天界。' 這是他所獲的第一個保障。 
 
        “‘但是，如果死後非另有世界，如果善行
惡行無果報，那麽此生此地，我遠離敵意、遠
離惡意、遠離困頓，自在地照顧自己。' 這是
他所得的第二個保障。 
 
        “‘如果行爲造作惡業，我卻不曾對任何人
起過惡意。既不造惡業，苦又從何觸及我?'這
是他所得的第三個保障。  
 
        “‘但是，如果行爲不造惡業，那麽我可以
認爲自己在這兩方面是清淨的。'這是他所得
的第四個保障。 
 
        “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心無敵意、心
無惡意、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得這四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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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ficent, lord! Magnificent! Just as if he were to 
place upright what was overturned, to reveal what 
was hidden, to show the way to one who was lost, or 
to carry a lamp into the dark so that those with eyes 
could see forms, in the same way has the Blessed 
One -- through many lines of reasoning -- made the 
Dhamma clear. We go to the Blessed One for refuge, 
to the Dhamma, and to the Sangha of monks. May 
the Blessed One remember us as lay followers who 
have gone to him for refuge,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life." 

“勝哉！世尊，勝哉！世尊正好比將顛倒之物
置正、把隱秘之事揭開、爲迷途者指路、在黑
夜裏舉燈、使有目者見形，同樣地，世尊藉多
方推理，闡明了法。我們歸依世尊、歸依法、
歸依僧。願世尊記得我們這些從今天起一生歸
依於他的居家弟子們。” 

尊者與學者談人們對卡拉瑪經的誤解 
 
坦尼沙羅尊者: (摘自本經英譯者注) 
        “盡管這部經文常被引用，作爲佛陀許可人們跟著自己對錯感走的空白通行證，文中所講實
際要嚴格得多。對於傳統，不能只因爲是傳統就奉行。對於報道，不能只因爲來源似乎可靠(例
如曆史記載或者新聞)就聽信。對於個人偏好，不能只因爲它看上去符合邏輯或反映個人感情，
就遵循。反之，任何見解與信仰，必須受實證檢驗; 而且——爲了防止那些檢驗結果帶著個人偏
見與理解限制——必須進一步對照智者的經驗。”  
 
菩提尊者:(摘自講經錄音以及《讀卡拉瑪經》一文) 
        “在卡拉瑪經中，佛陀爲我們提供了幾個判斷某個靈性教導是有益還是有害的標准。運用這
些判斷標准，我們采納或放棄某種靈性教導，使我們的生活對己對人有益。不過，卡拉瑪經在佛
教圈子裏，在佛教宣傳家當中十分流行，經常給理解成，你可以同時既是一位佛教徒，又想信什
麽就信什麽，因爲這部經告訴你，不應依靠任何外在權威。如果是那樣的話，爲什麽你依靠佛陀
呢，依靠你自己行了。”  
…… 
        “根據單獨一個段落，斷章取義地引用，佛陀被人們描繪成一個務實的經驗主義者，他排斥
一切信仰，他的法不過是一個自由思考者的工具箱，讓每個人用來隨心所欲地接受、排斥任何事
物。”  
…… 
        “[卡拉瑪經中]佛陀首先肯定卡拉瑪人有疑問是合理的，這個肯定是在鼓勵自由探索; 接著，
他建議卡拉瑪人放棄那些自己確知是不良的教導，接受那些他們確知是善良的教導。這個建議，
如果給道德感低下者，是很危險的。我們因此可以假設，佛陀把卡拉瑪人看作具有良好道德感的
群體。不過，他還是沒有讓他們單獨自己去摸索，而是藉著提問，使他們理解，趨向傷害與痛苦
的貪、瞋、癡，應當放棄，對衆生的善意，應當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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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卡拉瑪經是否如許多人認爲的那樣，表明佛陀弟子可以不需要任何信仰與教義，他
應該以個人經驗爲標准，來判斷佛陀教導，如果不一致就可以拒絕呢? 佛陀的確沒有要求卡拉瑪
人相信他而接受他的教導，但是讓我們注意到重要一點: 在經文開始時，卡拉瑪人並不是佛陀的
弟子。他們只是把他當成一個咨詢專家，希望能幫助自己解除某個疑惑，而沒有把他當成如來，
要求他指出靈性進步與解脫之路。 ” 
…… 
        “應當公正地指出，佛陀教導當中，那些屬於我們常規經驗範疇內的，是可以親身證實的，
而這樣的證實提供了一個堅實基礎，去信賴那些必然超越常規經驗的教導。佛陀的教導中，信仰
本身從來不是目的，也不足以保證解脫，而是作爲起點，開始一個內在轉化過程，最終達到親身
的洞見。但是爲了這個洞見真正有解脫之力，它必須在我們對自己在世處境與解脫的尋求之地有
著准確的理解這個背景下進行。佛陀對人類處境已獲得深刻的理解，并把這些真理傳授給了我
們。藉著仔細思索之後接受它們，就是走上一條道路，最終将化信仰爲智慧、化信心爲確定，從
苦中解脫。” 
 
理查德-貢布裏奇:(牛津大學巴利學與梵文學教授，摘自《上座部佛教》一書) 
        “有一段經文在現代西方極其流行，因爲它似乎帶有個人主義訊息，這便是《卡拉瑪經》。
在這部經中佛陀教導說，每個人應當自己判斷宗教教義; 對一種教說不應輕信，而必须親身驗
證。這確是一段極其重要的談話。不過細讀之下可見，佛陀至少是極具自信，人們聽從這段忠
告，將會接受他的教導。他的忠告，是一位背離常規權威的創新者之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本人
對真理的了解有任何缺陷或僅在主觀上有效。用史蒂芬-科林斯的說法，佛陀之意非是‘創造你自
己的真理’(Make your own truth)，而是‘使真理成爲你自己的’(Make the Truth your own)。” 

相關連接: 
        坦尼沙羅尊者: 信仰與覺醒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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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Rajagaha, at the Bamboo Grove, the 
Squirrels' Feeding Ground.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的松鼠
園。

At that time Ven. Rahula was staying at the Mango 
Stone. Then the Blessed One, arising from his 
seclusion in the late afternoon, went to where Ven. 
Rahula was staying at the Mango Stone. Ven. 
Rahula saw him coming from afar and, on seeing 
him, set out a seat and water for washing the feet. 
The Blessed One sat down on the seat set out and, 
having sat down, washed his feet. Ven. Rahula, 
bowing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at to one side.

爾時尊者羅睺羅[1]住芒果石。薄伽梵日晡從隱
居處起身，去尊者羅睺羅所住的芒果石。尊者
羅睺羅見他從遠處走來，見他後，便爲之敷座
備洗足水。薄伽梵在施座處坐下，坐下後洗
足。尊者羅睺羅向薄伽梵頂禮後，坐於一邊。

Then the Blessed One, having left a little bit of the 
remaining water in the water dipper,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this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left in the water dipper?" 

"Yes sir."

"That's how little of a contemplative there is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接著，薄伽梵在水勺中存留丁點殘水，之後對
羅睺羅尊者說:“羅睺羅，你看見水勺中所剩這
丁點殘水麽?” 
 
“是，世尊。” 
 
“一個故意說謊而無愧意的人，其沙門[2]心性，
便是那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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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tossed away the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this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is 
tossed away?"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tossed away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將殘水倒去，之後對羅睺羅尊者說:“羅
睺羅，你看見這丁點殘水怎樣給倒去麽?”  
 
“是，世尊。” 
 
“一個故意說謊而無愧意的人，其沙門心性，便
是那樣給倒去了。 

Having turned the water dipper upside down,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this water dipper is turned upside down?"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turned upside down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將水勺翻轉倒置，之後對羅睺羅尊者
說:“羅睺羅，你看見這水勺怎樣翻轉倒置麽?”  
 
“是，世尊。” 
 
“一個故意說謊而無愧意的人，其沙門心性，便
是那樣翻轉倒置了。”

Having turned the water dipper right-side up,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empty and hollow this water dipper is?"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empty and hollow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將水勺置正，之後對羅睺羅尊者說:“羅
睺羅，你看見這水勺內怎樣空無、空洞麽?”  
 
“是，世尊。” 
 
“一個故意說謊而無愧意的人，其沙門心性，便
是那樣空無、空洞。”

"Rahula, it's like a royal elephant: immense, 
pedigreed, accustomed to battles, its tusks like 
chariot poles. Having gone into battle, it uses its 
forefeet and hind feet, its forequarters and 
hindquarters, its head and ears and tusks and tail, 
but will simply hold back its trunk. The elephant 
trainer notices that and thinks, 'This royal elephant 
has not given up its life to the king.' But when the 
royal elephant... having gone into battle, uses its 
forefeet and hind feet, its forequarters and 
hindquarters, its head and ears and tusks and tail and 
his trunk, the trainer notices that and thinks, 'This 
royal elephant has given up its life to the king. 
There is nothing it will not do.' 

“羅睺羅，譬如有一頭御象: 巨大、良種、善
戰、牙如戰車之柱。作戰時，它動用前足、後
足、象頭、象耳、象牙、象尾，只護著象鼻。
馴象士注意到了，心想:‘這頭御象尚不能爲王
舍命。’但是，當這頭御象......作戰時，它動用
前足、後足、象頭、象耳、象牙、象尾、與象
鼻，馴象士注意到了，心想:‘這頭御象已爲王
舍命。沒有什麽它不會做。’  
 
 
“同樣，凡是故意說謊而無愧意的人，我告訴
你，沒有什麽他不會做。因此羅睺羅，你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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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holds true with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in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There is no evil, I 
tell you, he will not do. Thus, Rahula,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I will not tell a deliberate lie even in 
jest.'

訓練自己:‘我決不故意說謊，哪怕於戲笑之
中。’

"What do you think, Rahula: What is a mirror for?"

"For reflection, sir."

"In the same way, Rahula,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are to be done with repeated 
reflection.

“你覺得如何，羅睺羅，鏡子有何用途?” 
 
“世尊，用於觀照。” 
 
“同樣地，羅睺羅，對於身業、語業、意業也應
當反複觀照。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bodily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bodily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bodily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bodily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bodily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每當你想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
的這個身業——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
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身業你絕對不適合
做。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
致……它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
報，那麽任何那樣的身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
的這個身業——是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
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身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
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害己、害 人、或
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
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的修行同
伴忏悔、披露、公開。忏悔後，你應當在未來
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
曾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傷……它是一種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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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confess it, reveal it, lay it open to the Teacher or to a 
knowledgeable companion in the holy life. Having 
confessed it...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bodily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的身業，有樂果、樂 報，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
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verbal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verbal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verb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verbal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verbal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confess it, reveal it, lay it open to the Teacher or to a 
knowledgeable companion in the holy life. Having 
confessed it...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每當你想作某個語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
的這個語業——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會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會有
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語業你絕對不適合
做。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導
致……它是一種善巧的語業，會有樂果、樂
報，那麽任何那樣的語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語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
的這個語業——是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致傷害自
己、傷害他人、或傷害雙方……你應當放棄。
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你可
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語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
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害己、害人、或
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語業，有苦果、苦
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的修行同
伴忏悔、披露、公開。忏悔後，你應當在未來
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
曾導致害己、害人、或 兩害……它是一種善巧
的語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
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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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verb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mental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mental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ment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mental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mental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feel 
distressed, ashamed, and disgusted with it. Feeling 
distressed...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ment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每當你想作某個意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
的這個意業——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會導致傷害
己、害人、或兩害;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
業，有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意業你絕對不
適合做。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
會導致傷害……它會是一種善巧的意業，有樂
果、樂報，那麽任何那樣的意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意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
的這個意業——是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 
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業，有苦果、苦報
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在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
之後你了解了，它不會……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意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
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導致了害己、害 人、或
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業，有苦果、苦
報，那麽你應當對此有憂惱、可恥、厭棄感。
有了憂惱、可恥、厭棄感之後，你應當在未來
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不
曾導致害己、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
的意業，有樂果、樂報， 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
新與喜樂，日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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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ula,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in the 
course of the past who purified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did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in the course 
of the future who will purify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will do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at present who 
purify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do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Therefore, Rahula,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I will 
purify my bodily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I 
will purify my verbal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I will purify my mental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That is how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羅睺羅，過去所有淨化了自己的身業、語業、
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所做的，正是這般反複
地觀照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未來所有将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
侶行者，他們要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自
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當前所有在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
侶行者，他們在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自
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因此，羅睺羅，你應當訓練自己:‘我要藉反複
觀照淨化自己的身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
己的語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己的意
業。’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Ven. 
Rahula delighted in the Blessed One's words.

那就是薄伽梵所說。羅睺羅尊者對 薄伽梵之言
隨喜、心悅。 
 

[1]羅睺羅: 佛陀之子，根據論藏，這段爲他作的開示發生於他七歲那年。 
[2]samañña，沙門，修行者，修道者。 
中譯注: Mango Stone 亦作芒果核，爲地名。 
最近訂正 2-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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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o be done by one skilled in aims 
who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state of peace: 
Be capable, upright, & straightforward, 
easy to instruct, gentle, & not conceited, 
content & easy to support, 
with few duties, living lightly, 
with peaceful faculties, masterful, 
modest, & no greed for supporters. 
 

爲了解脫、獲得甯靜， 
善達目標者當如此行: 
能幹、端正、直接、 
易教、溫和、不自滿、 
知足、易養、 
少管事、生活簡樸、 
諸根寂靜、技能完善、 
謙虛、對供養者不貪。

Do not do the slightest thing 
that the wise would later censure. 
 

不做任何 
事後受智者指責之事。

Think: Happy, at rest,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Whatever beings there may be, 
        weak or strong, without exception, 
        long, large, 
        middling, short, 
        subtle, blatant, 
        seen & unseen, 
        near & far, 
        born & seeking birth: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這樣想: 喜樂、平安， 
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一切衆生， 
        無論軟弱、強壯、 
        長、大、 
        中等、短小、 
        精細、粗顯、  
        可見、不可見、 
        遠、近、  
        已出生的、将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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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Let no one deceive another 
or despise anyone anywhere, 
or through anger or irritation 
wish for another to suffer. 
 

願人們不相互欺騙、 
不鄙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不以怒意、敵意， 
願他人受苦。

As a mother would risk her life 
to protect her child, her only child, 
even so should one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with regard to all beings. 
With good will for the entire cosmos,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unobstructed, without enmity or hate. 
Whether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or lying down, 
        as long as one is alert, 
one should be resolved on this mindfulness. 
This is called a sublime abiding 
here & now. 
 

如一位母親 
舍命保護親子、獨子, 
他更應對一切衆生 
長養無量之心。 
以對全宇宙的善意， 
長養無量之心: 
        自上、自下、周遭， 
        無障礙、無敵意、無恨意。 
        無論站、行、 
        坐、臥， 
        凡清醒時， 
他應當确立此念。 
這稱爲即時即地的 
梵住之心。 

Not taken with views, 
but virtuous & consummate in vision, 
having subdued desire for sensual pleasures, 
        one never again 
        will lie in the womb. 

不受觀念左右， 
有戒德與具足見， 
滅除了感官貪欲， 
他不再投胎。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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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at one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Then a certain deva, in the far extreme 
of the night, her extreme radiance lighting up the 
entirety of Jeta's Grove,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On approaching,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he stood to one side. As she stood to 
one side, she addressed him with a verse.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精
舍。有一天神，於深夜時分，身放強光、遍照
祇樹，走近薄伽梵。走近跟前，向薄伽梵頂禮
後，立於一邊。立於一邊後，她向薄伽梵口說
一偈: 

Many devas and humans beings 
give thought to protection, 
desiring well-being. 
Tell, then, the highest protection. 

諸天與世人， 
想望吉祥、 
希求安甯， 
以此，請宣說至高的吉祥。 

The Buddha: 
Not consorting with fools, 
consorting with the wise, 
paying homage to those worthy of homage: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佛陀:

遠離愚人、 
親近智者、 
禮敬值得禮敬者: 
        這是至高的吉祥。 

Living in a civilized land, 
having made merit in the past, 
directing oneself rightly: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依往昔所修福德、 
生活於文明國土[1]、 
志向端正:  
        這是至高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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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knowledge, skill, 
well-mastered discipline, 
well-spoken word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博學、廣能、 
精通律儀、 
言語善宜:  
        這是至高的吉祥。

Support for one's parents, 
assistance to one's wife and children, 
consistency in one's work: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奉養父母、 
照顧妻兒、 
行事周全:  
        這是至高的吉祥。

Giving, living in rectitude, 
assistance to one's relatives, 
deeds that are blameles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佈施、正命、 
濟助親友、 
行事無咎: 
        這是至高的吉祥。

Avoiding, abstaining from evil; 
refraining from intoxicants, 
being heedful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戒諸惡行、 
避諸醉品、 
心智警醒:  
        這是至高的吉祥。

Respect, humility, 
contentment, gratitude, 
hear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恭敬、謙卑、 
知足、感恩、 
適時聞法:  
        這是至高的吉祥。

Patience, compliance, 
seeing contemplatives, 
discuss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忍耐、受教、 
親見沙門、 
適時論法: 
        這是至高的吉祥。

Austerity, celibacy, 
seeing the Noble Truths, 
realizing Unbinding: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儉樸、獨身、 
親見聖諦、 
實證涅槃:  
        這是至高的吉祥。

A mind that, when touched 
by the ways of the world, 
is unshaken, sorrowless, dustless, at rest: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心觸世法、 
不動、不哀、 
無染、安住: 
        這是至高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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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where undefeated 
when acting in this way, 
people go everywhere in well-being: 
        This is their highest protection. 

如此行持， 
無往不勝、 
隨處安甯:  
        這是至高的吉祥。 

[1]文明國土: 據英譯者,指承認修練心智之重要性的地方. 
最近訂正 1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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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diṭṭhaṃ kho tena Bhagavatā jānatā passatā 
arahatā sammā-sambuddhena: Ovāda-pāṭimokkhaṃ 
tīhi gāthāhi. 
 
This was summarized by the Blessed One, the One 
who Knows, the One who Sees, the Worthy One 
Rightly Self-awakened: the Patimokkha Exhortation 
in three verses:

        這是由薄伽梵、知者、見者、阿羅漢、正
自覺者所總結的教誡波羅提木叉三偈: 

Khantī paramaṃ tapo tī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 
        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Patient forbearance is the foremost austerity. 
        Liberation is foremost: that's what the Buddhas 
say. 
He is no monk who injures another; 
        nor a contemplative, he who mistreats another.

忍耐自制爲至上的簡樸。 
    解脫至要: 那是諸佛之言。 
 
傷害他人者，非隱者。 
    惡待他人者，亦非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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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pāpassa akaraṇaṃ, 
        Kusalassū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Etaṃ buddhāna-sāsanaṃ. 
 
The non-doing of any evil, 
The performance of what's skillful, 
The cleansing of one's own mind: 
        This is the Buddhas' teaching.

諸惡莫作, 
行善巧事, 
自淨其心: 
        這是諸佛的教誡。

Anūpavādo anūpaghāto 
        Pāṭimokkhe ca saṃvaro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Adhicitte ca āyogo: 
        Etaṃ buddhāna-sāsananti. 
 
Not disparaging, not injuring, 
        Restraint in line with the monastic code, 
Moderation in food, 
        Dwelling in seclusion, 
Commitment to the heightened mind: 
        This is the Buddhas' teaching. 

不毀謗，不傷害, 
持比丘戒律, 
飲食有節制, 
隱居靜處, 
確立於提升的心智: 
        這是諸佛的教誡。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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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near 
Kapilavatthu at the Banyan Park. Then many Sakyan lay 
followers, it being the Uposatha day,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they sat to 
one side. As they were sitting there,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them, "Sakyans, do you observe the eight-
factored uposatha?"

"Sometimes we do, lord, and sometimes we don't."

        一時薄伽梵住於迦毗羅衛附近的榕
園。其時衆多釋迦族的居家弟子於布薩日
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
下後，薄伽梵道:“釋迦人，你們可持布薩
八戒?” 
 
        “有時持、有時不持。” 

"It's no gain for you, Sakyans. It's ill-gotten, that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grief,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death, you sometimes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and sometimes don't.

        “釋迦人啊，在這如此爲苦難威脅的人
生裏，在這如此爲死亡威脅的人生裏，你
們有時持布薩八戒、有時不持，對你們是
無益的、是不利的。” 

"What do you think, Sakyans. Suppose a man, by some 
profession or other,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unskillful 
day, were to earn a half-kahapana. Would he deserve to 
be called a capable man, full of initiative?"

"Yes, lord."

        “釋迦人啊，你們以爲如何: 假定某
人，憑某種專業技能，無一日不善巧，掙
得半個卡哈巴那。他可值得被稱爲有主動
性、有能力者?” 
 
        “是的，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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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 a man, by some profession or other,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unskillful day, were to earn a 
kahapana... two kahapanas...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twenty... thirty... forty... 
fifty... one hundred kahapanas. Would he deserve to be 
called a capable man, full of initiative?" 

"Yes, lord."

        “假定某人，憑某種專業技能，無一日
不善巧，掙得一個卡哈巴那……兩個卡哈
巴那……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二十……三
十……四十……一百卡哈巴那。他可值得
被稱爲有主動性、有能力者?” 
 
        “是的，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earning one hundred, one 
thousand kahapanas a day; saving up his gains, living for 
one hundred years, would a man arrive at a great mass of 
wealth?" 

"Yes, lord."

        “那麽，你們以爲如何: 某人日掙一
百、一千卡哈巴那，積攢收入，活一百
年，結果是否得到大財富?” 
 
        “是的，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that man, because of 
that wealth, on account of that wealth, with that wealth 
as the cause,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day, a 
night, half a day, or half a night?" 

"No, lord. And why is that? Sensual pleasures are 
inconstant, hollow, false, deceptive by nature."

        “那麽，你們以爲如何: 此人由於那筆
財富、出於那筆財富、以那筆財富爲因，
是否可以接連一天、或者一夜、半天、半
夜，住於不息的喜樂之中?” 
 
        “世尊，不能。爲什麽? 因爲感官之樂
本質上無常、空洞、虛假、有欺騙性。” 

"Now, Sakyans,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years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釋迦人啊，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導修習十年，能夠接連一
百年、一百世紀、一百千年，住於不息的
喜樂之中。他可以成爲一還者、不還者、
或者至少成爲入流者。 

"Let alone ten years,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nine years... eight years...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years... one year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
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說十年，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導修習九年……八年……
七……六……五……四……三……兩
年……一年，能夠接連一百年、一百個世
紀、一百個千年，住於不息的喜樂之中。
他可以成爲一還者、不還者、或者至少成
爲入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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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alone one year,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months... nine months... eight 
months...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months... one month... half a month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說一年，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導修習十個月……九個
月……八……七……六……五……四……
三……兩月……一月……半月，能夠接連
一百年、一百個世紀、一百個千年，住於
不息的喜樂之中。他可以成爲一還者、不
還者、或者至少成爲入流者。 

"Let alone half a month,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days & nights... nine days 
& nights...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days & nights... one day & night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說半個月，有此情形，我的一位
弟子，遵照我的教導修習十晝夜……九晝
夜……八……七……六……五……四……
三……兩晝夜……一晝夜，能夠接連一百
年、一百個世紀、一百個千年，住於不息
的喜樂之中。他可以成爲一還者、不還
者、或者至少成爲入流者。 

"It's no gain for you, Sakyans. It's ill-gotten, that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grief,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death, you sometimes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and sometimes don't."

        “釋迦人啊，在這如此爲苦難威脅的人
生裏，在這如此爲死亡威脅的人生裏，你
們有時持布薩八戒、有時不持，對你們是
無益的、是不利的。”

"Then from this day forward, lord, we will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世尊，從今天起，我們將持布薩八
戒。”

最近訂正 3-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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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the Eastern Monastery, the palace of 
Migara's mother. Now at that time — it being the Uposatha 
day — Visakha, Migara's mother,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sat to one side. As she was sitting there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her, "Well now, Visakha, why are you 
com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Today I am observing the Uposatha, lord."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在舍衛城
附近的東寺彌诃羅母堂[1]。其時爲布薩
日，彌诃羅之母毗沙卡於日中往詣薄伽
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薄
伽梵對她說:“毗沙卡，你何以日中前
來?”  
 
        “世尊，我今日持守布薩。” 

"Visakha, there are these three Uposathas. Which three?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and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毗沙卡，有這三種布薩。哪三種? 
有牛倌的布薩、有耆那的布薩、有聖者
的布薩。

"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Just as when a 
cowherd returns the cattle to their owners in the evening, he 
reflects: 'Today the cattle wandered to that spot and this, 
drank at this spot and that; tomorrow they will wander to 
that spot and this, will drink at this spot and that';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certain person 
observing the Uposatha reflects, 'Today I ate this sort of 
non-staple food and that sort of staple food. Tomorrow I 
will eat that sort of non-staple food and this sort of staple 
food.' He spends the day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that covetousness, with that greed.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Visakha. When this Uposatha of a cowherd is 

        “何爲牛倌的布薩? 正如牛倌夜晚把
牛群趕回主人家時，他想:‘今日牛群在
那處、這處遊蕩，在這處、那處飲水; 
明日它們將在那處、這處遊蕩，在這
處、那處飲水。'同樣地，有此情形，某
人修持布薩時想:‘今日我吃了這類副
食、那類主食。明日我將吃那類副食、
這類主食。'覺知爲該觊觎所浸染、爲該
貪婪所浸染，他度過了那一日。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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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en, it is not of great fruit or great benefit, not of 
great glory or great radiance.

卡，牛倌的布薩即是如此。持守這等牛
倌的布薩，是無大果報、大利益，無大
榮耀、大光明的。 

"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There are the 
contemplatives called the Niganthas (Jains). They get their 
disciple to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practice: 'Here, my good 
man. Lay down the rod with regard to beings who live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east...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west...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north...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south.' Thus they get the disciple to undertake 
kindness & sympathy to some beings, but not to others.

"On the Uposatha day, they get their disciple to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practice: 'Here, my good man. Having 
stripped off all your clothing, say this: "I am nothing by 
anything or of anything. Thus there is nothing by anything 
or of anything that is mine."' Yet in spite of that, his parents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child.'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parents.' His wives & children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husband & father.'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wives & children.' His workers & 
slaves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master.'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workers & slaves.' Thus at a 
time when he should be persuaded to undertake 
truthfulness, he is persuaded to undertake falsehoo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he resumes the consumption of his 
belongings, even though they aren't given back to him. This 
counts as stealing, I tell you.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Visakha. When this Uposatha of the Jains is 
undertaken, it is not of great fruit or great benefit, not of 
great glory or great radiance.

        “那麽，何爲耆那的布薩? 有稱爲尼
乾子的沙門(指耆那教徒)。他們命弟子
如此修持:‘如此，善男子。對居於東面
一百多裏的有情放下棍杖……對居於西
面一百多裏的有情……對居於北面一百
多裏的有情……對居於南面一百多裏的
有情放下棍杖。'如此，他們命弟子對某
些有情、但不對其他有情施以仁慈與同
情。 
 
        “布薩日時，他們命弟子如此修
持:‘如此，善男子。把你的所有衣服脫
去，說:“對於任何依賴或隸屬之事而
言，我什麽也不是。因此沒有什麽依賴
我或隸屬我。”'盡管如此，他的父母識
得他:‘這是我們的孩子。'他識得他們:‘這
是我的父母。'他的妻兒識得他:‘這是我
們的丈夫、父親。'他識得他們:‘這是我
的妻兒。'他的雇工與家奴識得他:‘這是
我們的主人。'他識得他們:‘這是我的雇
工與家奴。'因此，在他應被勸誡持守真
語時卻被勸誡持守妄語。夜盡時，他恢
複對自己所有物的享受，盡管它們並未
歸還給他。我告訴你，這算偷竊。毗沙
卡，耆那的布薩即是如此。持守這等耆
那的布薩，是無大果報、大利益，無大
榮耀、大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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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t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defiled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Tathagata, thus: 'Indeed,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and rightly self-awakened,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well-gone, an expert with regard to 
the world, unexcelled as a trainer for those people fit to be 
tamed, the Teacher of divine & human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Tathagat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the hea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hea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cosmetic paste & clay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the hea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Tathagat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Tathagat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Brahma-
Uposatha. He lives with Brahma [= the Buddha]. It is owing 
to Brahm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那麽，何爲聖者的布薩? 它是藉適
當的技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如何藉適
當的技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如此憶念
如來:‘的確，薄伽梵是一位阿羅漢、正
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
上調禦者、人天之師、佛陀、薄伽
梵。'隨著他憶念如來，他的心平靜下
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心漏)被棄絕，
有如頭部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頭部如
何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 使用軟膏、黏
土與適當的人力。頭部藉適當的技能被
洗淨，即是如此。那麽，如何藉適當的
技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聖
者的弟子憶念如來……隨著他憶念如
來，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
染被棄絕。因此他被稱爲修持梵天布薩
的聖者弟子。他與梵天[=佛陀]同住。是
歸功於梵天，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
起，心中凡有雜染皆被棄絕。藉適當的
技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hamma, thus: 'The Dhamma is well-
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verification, pertinent, to be realized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hamm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the body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body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scouring 

        “[再者，聖者的布薩]是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如此憶念
法:‘法由薄伽梵善說，即時即地可見、
無時相、邀人親證，向內觀照、由智者
各自證知。'隨著他憶念法，他的心平靜
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被棄絕，有如
身體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身體如何藉
適當的技能被洗淨? 使用擦球、浴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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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s & bath powder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the body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hamm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hamm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Dhamma-Uposatha. He lives with Dhamma. It is owing to 
Dhamm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適當的人力。身體藉適當的技能被洗
淨，即是如此。那麽，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有此情形，聖者
的弟子憶念法……隨著他憶念法，他的
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被棄
絕。因此他被稱爲修持法布薩的聖者弟
子。他與法同住。是歸功於法，他的心
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中凡有雜染皆
被棄絕。藉適當的技能，淨化被汙染的
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Sangha, thus: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 in other 
words, the four types [of noble disciples] when taken as 
pairs, the eight when taken as individual types — they are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Sangh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clothing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clothing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salt earth & lye & cow dung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clothing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Sangh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Sangh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Sangha-Uposatha. He lives with the 
Sangha. It is owing to the Sangh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再者，聖者的布薩]是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如此憶念
僧伽:‘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
善……行道正直……行道有方……行道
卓越——換句話說，他們是四雙、八輩
聖者。那便是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
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
尊敬，是世界的無上福田。'隨著他憶念
僧伽，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的
雜染被棄絕，有如衣服藉適當的技能被
洗淨。衣服如何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 
使用鹽土、堿水、牛糞幹與適當的人
力。衣服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即是如
此。那麽，如何藉適當的技能，淨化被
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聖者的弟子憶念
僧伽……隨著他憶念僧伽，他的心平靜
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被棄絕。因此
他被稱爲修持僧伽布薩的聖者弟子。他
與僧伽同住。是歸功於僧伽，他的心平
靜下來，喜悅升起，心中凡有雜染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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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棄絕。藉適當的技能，淨化被汙染的
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his own virtues, thus: '[They are] untorn, 
unbroken, unspotted, unsplattered, liberating, praised by the 
wise, untarnished, conducive to concentration.' As he is 
recollecting virtue,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a 
mirror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a mirror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oil & ashes & chamois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a mirror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his own 
virtues... As he is recollecting virtue,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virtue-Uposatha. He lives with virtue. It is owing to 
virtue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再者，聖者的布薩]是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如此憶念
他自己的戒德:‘不破不壞、無暇無疵、
利於解脫、受智者贊揚、清淨無染、趨
向正定。’隨著他憶念戒德，他的心平靜
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被棄絕，有如
鏡子藉適當的技能被洗淨。衣服如何藉
適當的技能被洗淨? 使用油、灰、軟皮
與適當的人力。鏡子藉適當的技能被洗
淨，即是如此。那麽，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聖者
的弟子憶念自己的戒德……隨著他憶念
自己的戒德，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
起;心的雜染被棄絕。因此他被稱爲修持
戒德布薩的聖者弟子。他與戒德同住。
是歸功於戒德，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
升起，心中凡有雜染皆被棄絕。藉適當
的技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evas, thus: 'There are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vas, the Contented Devas,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the devas of Brahma's retinue, the devas beyond 
them. Whatever conviction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再者，聖者的布薩]是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如此憶念
天神:‘有四大王天的天神、有三十三天
的天神、有夜摩天的天神、有兜率天的
天神、有化樂天的天神、有他化自在天
的天神、有梵衆天的天神、有高於其上
的天神。他們擁有何等信念，此世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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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sort of conviction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virtue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virtue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learning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learning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generosity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generosity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discernment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discernment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evas,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a 
gol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gol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a furnace, salt earth, red chalk, a blow-pipe, tongs,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gol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evas...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evas,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Deva-Uposatha. He lives with the devas. It 
is owing to the devas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時得以重生於該(天)界，同樣的信念我
也具備。他們擁有何等戒德，此世逝去
時得以重生於該界，同樣的戒德我也具
備。他們擁有何等學問，此世逝去時得
以重生於該界，同樣的學問我也具備。
他們擁有何等佈施，此世逝去時得以重
生於該界，同樣的佈施我也具備。他們
擁有何等明辨，此世逝去時得以重生於
該界，同樣的明辨我也具備。’隨著他憶
念天神，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
的雜染被棄絕，有如金子藉適當的技能
被提純。金子如何藉適當的技能被提
純? 使用熔爐、鹽土、紅土、風管、鉗
與適當的人力。金子藉適當的技能被提
純，即是如此。那麽，如何藉適當的技
能，淨化被汙染的心?有此情形，聖者
的弟子憶念天神……隨著他憶念天神，
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的雜染被
棄絕。因此他被稱爲修持天神布薩的聖
者弟子。他與天神同住。是歸功於天
神，他的心平靜下來，喜悅升起，心中
凡有雜染皆被棄絕。藉適當的技能，淨
化被汙染的心，即是如此。 

"Furthermo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flects thus: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life — abstain from the taking of life. They dwell with 
their rod laid down, their knife laid down, scrupulous, 
merciful, compassionate for the welfare of all living being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life — abstain from the taking of life. I dwell with my 
rod laid down, my knife laid down, scrupulous, merciful, 
compassionate for the welfare of all living being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再者，聖者的弟子如此觀想:‘阿羅
漢們終生離殺生、戒殺生。他們已放下
杖、放下刀，爲著一切有情的福利，謹
慎、仁慈、有同情心。今天我也在這一
日一夜之中，離殺生、戒殺生。我放下
杖、放下刀，爲著一切有情的福利，謹
慎、仁慈、有同情心。以阿羅漢爲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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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what is not given — abstain from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They take only what is given, accept only what is 
given, live not by stealing but by means of a self that has 
become pure.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what is not given — abstain from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I take only what is given, accept 
only what is given, live not by stealing but by means of a 
self that has become pure.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不予而
取、戒不予而取。他們只取所予、只受
所予; 非以竊取而生，而是清淨而活。
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不予而
取、戒予而取。我只取所予、只受所
予; 非以竊取而生，而是清淨而活。以
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
薩。'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uncelibacy — live a celibate life, aloof, refraining from the 
sexual act that is the villager's way.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uncelibacy — live a celibate life, 
aloof, refraining from the sexual act that is the villager's 
way.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性事，操
行貞潔，安住離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
事。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性
事，操行貞潔，安住離欲，戒除村俗之
人的性事。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
戒，我持守布薩。'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false 
speech — abstain from false speech. They speak the truth, 
hold to the truth, are firm, reliable, no deceivers of the 
world.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false speech — abstain from false speech. I speak the truth, 
hold to the truth, am firm, reliable, no deceiver of the world.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妄語、戒
妄語。他們講真語、不離真語，堅定、
可靠。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
妄語、戒妄語。我講真語、不離真語，
堅定、可靠。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
戒，我持守布薩。'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 
abstain from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 abstain from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導致失慎
的蒸餾發酵的醉品、戒導致失慎的蒸餾
發酵的醉品。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
中，離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品、戒
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品。以阿羅漢
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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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live on one meal a day, 
abstaining from food at night, refraining from food at the 
wrong time of day [from noon until dawn].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live on one meal, abstaining from food at 
night, refraining from food at the wrong time of day.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一時而食
[2]，戒夜間進食、離非時而食。今天我
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日食一餐，戒夜
間進食、離非時而食。以阿羅漢爲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abstain from dancing, 
singing, music, watching shows, wearing garlands, 
beautifying themselves with perfumes & cosmetic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abstain from dancing, singing, 
music, watching shows, wearing garlands, beautifying 
myself with perfumes & cosmetic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戒歌舞、音
樂、觀看演藝、佩戴花環、以芳香與美
容品美化自己。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
之中，戒歌舞、音樂、觀看演藝、佩戴
花環、以香水與美容品美化自己。以阿
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 abstain from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They make low beds, on a pallet or a spread 
of straw.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 abstain from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I make a low bed, on a pallet or a 
spread of straw.'

        “‘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高廣華麗
的床與座位、戒高廣華麗的床與座位。
他們以簡陋的床具或草鋪臥於低矮之
處。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高
廣華麗的床與座位、戒高廣華麗的床與
座位。他們以簡陋的床具或草鋪臥於低
矮之處。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
我持守布薩。'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Visakha. When 
this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undertaken, it is of great 
fruit & great benefit, of great glory & great radiance. And 
how is it of great fruit & great benefit, of great glory & 
great radiance?

        “毗沙卡，正是如此修持布薩八
戒，有大果報、大利益、大榮耀、大光
明。有多大的果報、多大的利益、多大
的榮耀、多大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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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 that one were to exercise kingship, rule, & 
sovereignty over these sixteen great lands replete with the 
seven treasures, i.e., over the Angas, Maghadans, Kasis, 
Kosalans, Vajjians, Mallas, Cetis, Vansans, Kurus, 
Pañcalas, Macchas, Surasenas, Assakas, Avantis, 
Gandharans, & Kambojans: It would not be worth one-
sixteenth of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Why 
is that?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假定某人君臨、統轄、坐鎮充滿
七種寶藏的這十六個大國——即，鴦伽
國、摩竭陀國、迦屍國、拘薩羅國、拔
祇國、末羅國、支提國、盤沙國、拘樓
國、般闇羅國、婆蹉國、蘇羅西那國、
阿梭迦國、阿般提國、鍵陀羅國、劍洴
沙國: 如此仍不值這布薩八戒的十六分
之一。爲什麽? 人間的帝位，較之天界
的喜樂，實在微不足道。 

"Fifty human year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Twelve such months make a year. Five 
hundre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間五十年，是四大王天天神的
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
二月爲一年。如此五百天年，爲四大王
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
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可能投生於
四大王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
此，我才說:‘人間的王位，較之天界的
喜樂，實在微不足道。' 

"A human century is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One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間一百年，是三十三天天神的
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
二月爲一年。如此一千天年，爲三十三
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
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可能投生於
三十三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
此，我才說:‘人間的王位，較之天界的
喜樂，實在微不足道。' 

"Two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Yama Devas... Two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Yama Devas...

        “人間兩百年，是夜摩天天神的一
晝夜……如此兩千天年，爲夜摩天天神
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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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Contented Devas... Four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Contented Devas...

        “人間四百年，是兜率天天神的一
晝夜……如此四千天年，爲兜率天天神
的壽命…… 

"Eight human centuries is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Eight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人間八百年，是化樂天天神的一
晝夜……如此八千天年，爲化樂天天神
的壽命…… 

"Sixteen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Twelve 
such months make a year. Sixteen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間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
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
如此十二月爲一年。如此一萬六千天
年，爲他化自在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
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
就有可能投生於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之
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
的王位，較之天界的喜樂，實在微不足
道。'” 

    One should not kill a being
        or take what is not given;
should not tell a lie
        or be a drinker of strong drink;
should abstain from uncelibacy, the sexual act;
should not eat at night, the wrong time of day;
should not wear a garland or use a scent;
should sleep on a pallet, a mat spread on the ground 
— 
for this eight-factored Uposatha
has been proclaimed by the Awakened One
to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 stress.

人應當不殺生; 
不取未予之物; 
不說謊; 
不飲酒， 
不作性事淫行; 
不非時而食; 
不戴花環、不飾芳香; 
以草席地鋪爲床:  
——因爲這是佛陀教導的布薩八
戒， 
它趨向憂苦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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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on & sun, both fair to see,
shedding radiance wherever they go,
& scattering darkness as they move through space,
brighten the sky, illumining the quarters.
Within their range is found wealth:
        pearl, crystal, beryl,
        lucky-gem, platinum, nugget-gold,
        & the refined gold called 'Hataka.'
                Yet they — 
        like the light of all star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moon — 
aren't worth one sixteenth
of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美麗的日月 
所行之處，驅散黑暗， 
閃耀天空、照亮四方。 
此間的寶藏: 
珍珠、鑽石、綠玉、 
金塊、鉑金、與名爲荷踏卡的細
金， 
它們與布薩八戒相比， 
好似衆星之光與月光相比， 
不足其十六分之一。 

    So whoever — man or woman — 
is endowed with the virtues
of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having done meritorious deeds,
productive of bliss,
        beyond reproach, goes
        to the heavenly state.

因此，凡持布薩八戒，有此戒德的
男女， 
以修持的福德， 
與喜樂的果報， 
無可責咎，升入天界。 

中譯注: 
[1]彌诃羅母堂又譯鹿母堂，即"彌诃羅之母(毗沙卡)所捐贈的寺堂"。毗沙卡七歲證入流果，後來成爲佛陀
著名的護持者; 彌诃羅實爲毗沙卡之公公，由毗沙卡引導證果，從此彌诃羅以奉母之禮尊媳，人稱彌诃羅
之母。 
[2]此處一時而食與戒非時食，指一日只在某一段時間內(即上午)進食，不一定只食一餐。頭陀行則只食
一餐。 

最近訂正 4-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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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8.4 
 

阿難經 
(教誡婆耆沙)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良稹中譯 

 
原文版權所有 ©  1998 坦尼沙羅比丘。免費發

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免
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http://www.
theravadacn.org ， 流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

本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On one occasion Ven. Ananda was staying near 
Savatthi in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Then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put on his robes and, 
carrying his bowl & outer robe, went into Savatthi 
for alms with Ven. Vangisa as his attendant monk. 
Now at that tim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haste life) 
had arisen in Ven. Vangisa. Lust invaded his mind. 
So he addressed Ven. Ananda with this verse:

一時，尊者阿難住在舍衛城附近的祇樹給孤獨
精舍。清早，他身著袈裟，手持僧缽與外袍，
以尊者婆耆沙爲侍者，同往舍衛城托缽。當
時，尊者婆耆沙(對獨身生活)升起不滿; 他的
心爲色欲侵入。於是他對尊者阿難說了以下此
偈:

With sensual lust         I burn. 
        My mind is on fire. 
Please, Gotama,         from compassion, 
        tell me how 
        to put it out.

“以官感色欲，我在燃燒; 
      我的心在起火。 
  喬達摩啊，請出於慈悲， 
      爲我說止熄法。” 

From distorted perception 
        your mind is on fire. 
Shun the theme         of the beautiful 
                                accompanied by lust. 
See mental fabrications       as other, 
                as stress, 
                & not-self. 
 
 
     Extinguish your great lust. 
     Don't keep burning again & again. 
 

[尊者阿難:] 
“因辨識扭曲[想顛倒]， 
        你的心在燃燒。 
應遠離伴隨著色欲的 
        美麗主題。 
 
“把心理造作， 
        視爲它物、苦、非我。 
熄滅你的莫大色欲， 
        切勿一次次繼續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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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the mind 
      — well-centered & one — 
               in the foul, 
               through the foul. 
Have your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Be one who pursues 
      disenchantment. 
Develop the theme-less. 
Cast out conceit. 
Then, from breaking through 
              conceit, 
      you will go on your way 
              at peace.

 
“以不淨觀 
        修練心智， 
在不淨觀中 
        入定、一境。 
 
“使念住 
        浸沒於色身， 
做一個 
        趨向無欲者。 
 
“修練無所緣禪定， 
        脫離自滿。 
穿透自滿後， 
        你得以平靜地繼續前行。” 

最近訂正 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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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Staying at Savatthi. "Monks,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the Dasarahas had a large drum called 
'Summoner.' Whenever Summoner was split, the 
Dasarahas inserted another peg in it, until the time 
came when Summoner's original wooden body had 
disappeared and only a conglomeration of pegs 
remained. [1]

於舍衛城。“比丘們，曾幾何時，陀舍羅诃人有
一面名爲‘召集者'的大鼓。每當‘召集者'出現裂
紋時，陀舍羅诃人便另以一釘銷補合，至
終,‘召集者'原先的木質鼓身已失，只剩一堆釘
銷。[1]

"In the same way, in the course of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nks who won't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are being recited. They won't lend ear, won't set 
thei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won't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or mastering. But they 
will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literary works 
— the works of poets, elegant in sound, elegant in 
rhetoric, the work of outsiders, words of disciples 
— are recited. They will lend ear and set thei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They will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 mastering.

“同樣地，未來時期，當如來所說的諸經——深
邃、出世、相應空性——被持誦時，將會有比
丘不願聽。他們不願傾聽、不用心理解、不以
此教言值得領悟值得把握。然而，當文學造著
的諸經——詩人聲雅辭美之作、外道之說、弟
子之言——被持誦時，他們卻願意聽。他們願
意傾聽、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領悟值得把
握。

"In this wa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will come about.

 

“如來所說的諸經——深邃、出世、相應空性
——將以此種方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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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ves: 'We will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are being recited. We 
will lend ear, will set ou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will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 
mastering.' That's how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ves."

“因此，你們應當訓練自己:‘當如來所說的諸經
——深邃、出世、相應空性——被持誦時，我
們要聽。我們要傾聽、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

得領悟值得把握。'你們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原注1]注疏中說，該鼓原先十二由旬之外尚可聽，最終一重帷幕之隔 不可聞[1由旬爲公牛挂轭行走一日
之旅程]。 
最近訂正9-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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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經文選譯 
 
 

[編譯]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9 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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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確是一位阿羅漢、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

師、佛陀、薄伽梵。』 
——AN11.12(增支部) 

1.  爲何相争? 

2.  爲何衆生在仇恨中生活? 

3.  見的過患 

4.  如何判斷真法? 

5.  如何判斷導師? 

6.  如何護衛真理 

7.  自陷泥沼者難以救人 

8.  爲己爲人修持者最崇高 

9.  遠離愚人，親近智者 

10.  趨向覺悟的最重要的外在與內在原則 

11.  智慧的起點與判斷原則 

12.  何謂妄見，何謂正見? 

13.  所謂"佛教" 

14.  佛陀對有我還是無我之問的應對 

15.  此心明淨 

16.  法句經第一句 

17.  一法經 

18.  佛陀說世界: 定義,起源,止息 

19.  何爲舊業，何爲新業 

20.  這一切 

21.  如來宣說的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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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來的定義,如何禮敬如來 

23.  眼見潦倒者與幸運者當作何結論 

24.  自觀其業 

25.  佛陀對五蓋的比喻 

26.  佛陀教導布薩八戒 

27.  四梵住 

28.  十善業道 

29.  五根定義,五根見於何處 

30.  五上分結與五下分結 

31.  七類人 

32.  此道雖坎坷，聖者行 

33.  四種修持模式 

34.  初禪 

35.  尊者阿難教導如何滅除色欲 

36.  制怒 

37.  鎮伏嗔恨的方式 

38.  人生短暫 

39.  逐步止息 

40.  如何報答父母

...... 

 
爲何相争? 
        婆羅門阿羅摩南達走近大迦旃延尊者, 與他互致友好問候, 接著問他: “迦旃延大師, 爲什麽剎

帝利[貴族武士]與 剎帝利相争、婆羅門與婆羅門相争、家主與家主相争? ” 
        “婆羅門, 是因爲粘著於感官欲樂、流連於感官欲樂、執取於感官欲樂、沈溺於感官欲樂、迷
戀於感官欲樂、緊抓住感官欲樂, 致使剎帝利與剎帝利相争、婆羅門與婆羅門相争、家主與家主
相争。” 
        “迦旃延大師, 爲什麽沙門與沙門相争?” 
        “婆羅門,是因爲粘著於觀念[見]、流連於觀念、執取於觀念、沈溺於觀念、迷戀於觀念、緊
抓住觀念, 致使沙門與沙門相争。” 

——AN4.6(增支部, 菩提尊者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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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衆生在仇恨中生活? 
        世尊許可之後,帝釋天王向他發出第一問:“衆生盡管心想‘願我們遠離敵對、遠離暴力、遠離
爭鬥、遠離惡意、遠離 有敵意者',然而親愛的世尊, 諸天、人類、阿修羅、龍族、乾踏婆等衆生是
受何等束縛, 仍生活在敵對、暴力、爭鬥、惡意、有敵意者之中?” 
        如此, 帝釋天王向世尊發出了第一問, 世尊受問後, 答:“諸天、人類、阿修羅、龍族、乾踏婆等
各類衆生, 受嫉妒與吝啬的束縛,這就是爲什麽他們——盡管心想:‘願我們遠離敵對、遠離暴力、
遠離爭鬥、遠離惡意、遠離有敵 意者 ',——却仍生活在敵對、 暴力、爭鬥、惡意、及有敵意者之
中。” 
        世尊在帝釋天王發問之後, 如此作答。帝釋對世尊之言隨喜、贊歎:“是這樣啊, 世尊, 是這樣
啊, 善逝者。谛聽世尊的解答, 如今我的疑惑斷除了, 我的不解克服了。” 
        接著, 帝釋天王隨喜、贊歎世尊之言後, 再對他發問:“不過, 親愛的世尊, 什麽是嫉妒與吝啬的
因, 什麽是它們的緣、什麽生起它們、什麽是其由來? 當什麽存在時它們才出現? 當什麽不存在時
它們也不見?”  
        “嫉妒與吝啬以愛 厭爲因, 以愛厭爲緣、從愛厭而生、以愛厭爲由來。當愛厭存在時它們就
出現。當愛厭消失時, 它們也不見。” 
        “不過, 親愛的世尊, 什麽是愛厭的因、什麽是它們的緣、什麽生起它們、什麽是其由來? 當什
麽存在時它們才出現? 但什麽不存在時它們也不見?” 
        “愛厭以欲求爲因、以欲求爲緣、從欲求而生、以欲求爲由來。當欲求存在時它們就出現, 當
欲求消失時它們也不見。” 
        “不過, 親愛的世尊, 什麽是欲求的因、什麽是它的緣、什麽生起它、什麽是其由來? 當什麽存
在時它才出現? 但什麽不存在時它也不見?” 
        “欲求以設想爲因、以設想爲緣、以設想爲由來。當設想存在時它們就出現, 當設想消失時它
們也不見。” 

——DN21 (長部,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見的過患 
        “比丘們，我未見任何其它事，如妄見一般，使未升起之不善法[不善巧素質]升起、使已升起
之不善法增長、擴 大。對持妄見者，未升起之不善法升起、已升起之不善法增長、擴大。 
        “比丘們，我未見任何其它事，如妄見一般，使未升起之善法[善巧素質]不 升起、使已升起之
善法消退。對持妄見者，未升起之善法不升起、已升起之善法消退。 
        “比丘們，我未見任何其它事，如妄見一般，使衆生身壞命終時重生匮乏境界、惡趣、低等
域界、地獄。衆生持妄見，身壞命終時重生匮乏之處、惡趣、低等域界、地獄。 
        “比丘們，對一位持妄見者，凡是他按照該妄見所行的身業、語業、意業，凡是他按照該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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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發出的動機、心願、願望、意志，皆趨向不 樂、不欲、不良，趨向傷害、苦痛。爲什麽? 因
爲那個見是惡的。正如楝、苦瓜、苦葫蘆的種子植於濕土，把從土壤水分中獲得的任何養料都轉
化爲苦、辛、不良之味，一位持妄見者更如此。爲什麽? 因爲那個見是惡的。”

——AN1.17 (增支部，《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
譯) 

 
        一時，薄伽梵住舍衛城附近的祇樹給孤獨園。其時有衆沙門、婆羅門、各種外道遊方者住舍
衛城周圍。他們持種種見、種種主張、種種觀 點，並且傳播種種見。他們住於爭論、辯論、辯
駁，以言辭的箭矢互相中傷，說: “法是這樣，法不是那樣!法不是這樣，法是那樣!” 
        其時有衆比丘入舍衛城托缽。返回食畢，往詣薄伽梵，頂禮後坐於一邊，告以所見。[薄伽
梵說:]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盲目、無眼。他們不知什麽有益、什麽有害。他們不知什麽是法、什
麽非法，因此他們住於爭論、辯論、辯駁”。 
        “比丘們，一時舍衛城有位國王對一人發話，把城裏所有生來眼盲的人全部找來。[在 他完成
後]國王命那人給衆盲人展示一頭象。他給其中一些盲人展示象頭，給一些盲人展示象耳，給一
些盲人展示象牙 ……象鼻……象身……象足……象後腿……象尾……尾端的毛。對每個人他都
說: ‘這是一頭大象。 ’ 
        “他向國王報告行事後，國王來到衆盲人面前，問: ‘盲人們，告訴我，大象是什麽樣? ’ 
        “被展示象頭者答: ‘陛下，大象像一只水罐。' 被展示象耳者答: ‘陛下，大象像一只揚谷的簸
箕。' 被展示象牙者答: ‘陛下，大象像一只犁頭。' 被展示象鼻者答: ‘陛下，大象像一根犁柱。' 被
展示象身者答: ‘陛下，大象像一間庫房。' [同樣，其他人各依被展示之部位描述大象的形狀。] 
        “接著說:‘大象是這樣，大象不是那樣! 大象不是這樣，大象是那樣!' 他們相互以拳毆擊。國
王得到娛樂。更如此，比丘們，外道遊方者盲目、無眼。他們不知什麽有益、 什麽有害。他們不
知什麽是法、什麽非法，因此他們住於爭論、辯論、辯駁，以言辭的箭矢互相中傷。” 

——Ud6.4(自說經，《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譯) 
 
        “比丘們，被兩種觀念[見]抓住， 一些天神與人有些固守、 有些過頭。只有有眼者看見。 
        “那麽，比丘們，有些如何固守? 天神與人享受有[存在]、樂於有、滿足於有。當傳給他們有
的止息法時，他們的心不接受、不爲之平息、不安住之、不決意之。 這就是有些如何固守。  
        “那麽，比丘們，有些如何過頭? 天神與人對那個有，怖畏、恥辱、厭惡，耽於非有[不存
在]:‘當這個我，身壞命終，消亡、摧毀、不複存在時，那就是甯靜、 那就是精致、那就是滿足! 
'這就是有些如何過頭。 
        “那麽，比丘們，有眼者如何看見?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視來有爲來有。 視來有爲來有，他
對該來有修習離欲、厭離、止息。這就是有眼者如何看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passages2.htm (4 of 38) [12/31/2010 10:43:32 PM]



專題經文選譯

——Iti49(如是語，《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譯) 

 
怎樣判斷真法? 
        “喬達彌，你了解的素質(dhammas) 中，‘這些素質趨向欲求、非趨無欲；趨向束縛、非趨解
縛；趨向堆積、非趨褪 脫；趨向自大、非趨謙虛；趨向不滿、非趨滿足；趨向糾纏、非趨退隱；
趨向懶惰、非趨勤奮；趨向沈贅、非趨輕松’: 你可以確認‘這不是法(Dhamma)， 這不是律，這不
是師尊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素質中，‘這些素質趨向無欲、非趨欲求；趨向解脫束縛、非趨束縛；趨 向褪
脫、非趨堆積；趨向謙虛、非趨自大；趨向滿足、非趨不滿；趨向退隱、非趨糾 纏；趨向勤奮、
非趨懶惰；趨向輕松、非趨累贅’: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AN8.53(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優波離，你了解的素質中，‘這些素質不趨向徹底的厭離、無欲、止息、甯靜、直觀 智、自
覺醒、也不趨向解脫’: 你可以確認:‘這不是法，這不是律，這不是師尊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素質中，‘這些素質趨向徹底的厭離、無欲、止 息、甯靜、直觀智、自覺醒、
解脫’: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AN7.8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怎樣判斷導師? 
        佛陀: “有此情形，跋羅陀瓦伽，有一位比丘依靠某個村鎮生活。後來有個家主或家主之子去
看他，針對三類心理素質——源於貪、嗔、癡的素質——作觀察:‘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於貪的素

質， 當他的心爲之左右時，盡管他無知，會說“我知”，盡管他無見，會說 “我見”；或者他勸人行
事，結果對那人造成長遠的傷害與苦痛？’他藉著觀察，了解了: ‘這位尊者並無這類源於貪的素
質……他的身業、語業並無貪意。他傳的法，深刻、不易 見、不易實現、甯靜、精細、不依賴猜
測、微妙、由智者親證。這樣的法，貪者輕易不可能傳授。’ 
        “針對源於貪的素質作了觀察，了解這位比丘是純淨的，接著，他針對源於嗔的素質……源

於癡 的素質，作觀察: ‘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於癡的素質，當他的心爲之左右時，盡管他無知，
會說“我知”，盡管他 無見，會說“我 見”；或者他勸人行事，結果卻對那人造成長遠的傷害與苦
痛？’　他藉著觀察，了解了: ‘這位尊者並無這類源於癡的素質……他的身業、語業並無癡意。他
傳的法，深刻、不易 見、不易實現、甯靜、精細、不依賴猜測、微妙、由智者親證。這樣的法，
癡者輕易不可能傳授。’ 
        “針對源於癡的素質作了觀察，了解這位比丘是純淨的，接著，他對他有了信心。他升起了

信心，便去拜訪他、親近他。親近他時，注意聽。 注意聽時，他聽見了法。聽見法，他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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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記住法，他 深解法義。深解法義，他藉 思索法義而認同。藉思索法義達成認同，他升起願

望。 隨著願望升起，他有決心。有決心，他作辨析[巴利直譯爲: 稱量，比較]。辨析時，他精進。
隨著精進，他同時既親身證法、 又以明辨親眼見法。 

——MN95 (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藉著共同生活，一個人的戒德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 
        “藉著交往，一個人的純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 
        “藉著逆境，一個人的忍耐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 
        “藉著討論，一個人的明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 
        [1]“‘藉著共同生活，一個人的戒德才 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 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
者、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說的。這是指哪方面而說？ 
        “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共同生活，因此了解：‘長期以來，此人在行爲上一直有破有壞、
有瑕有疵。他的行爲並不 一致。他對戒律的修持未能始終如一。他不講原則，不 是一個有戒
德、有原則的人。’再者，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共同生活，因此了解：‘長期以來，此人在行
爲上一直 不破不壞、無瑕無疵。他的行爲始終一致。他對戒律的修持始終如一。他是個有戒德、
講原則的人，而非不講原則的人。’ 
        “‘藉著共同生活，一個人的戒德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 者、
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2] “‘ 藉著交往，一個人的純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 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 說的。這是指哪方面而說？ 
        “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交往，因此了解：‘此人與人單獨交往時有一套方式、與兩人交往
時又是一套、與三人交往 時又是一套、與多人交往時又是一套。他先前的交往方式與後來的交往
方式並不一致。他的交往方式並不純淨，是不純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交往，因
此了解：‘此人與人單獨交往時的方式、他與兩人交往、與三人交往、與多人交往時的方式，是
相同 的。他先前的交往方式與後來的交往方式是一致的。他的交往方式是純淨的，而非不純。’ 
        “‘藉著交往，一個人的純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3]“‘ 藉著逆境，一個人的忍耐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 期、爲 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說的。這是指哪方面而說？ 
        “有此情形，一個人失去親人、失去財富、失去健康，卻不觀想:‘一起生活在世上時就 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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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了個體觀念(巴利文字面意義爲自我狀態)時就是那樣。活在世上，有個體觀念時，這八個
世態跟著世界轉，世界又跟著這八個世態轉：得、失、貴、 賤、臧、否、樂、苦。’失去親人、
失去財富、失去健康，他哀傷、悲痛、歎息、捶胸、痛心。再者，有此情形，一個人失去親人、
失去財 富、失去健康，則觀想:‘一起生活在世上時就是那樣。有了個體觀念時就是那樣。活在世
上，有個體觀念時，這八個世態跟著世界轉，世界 又跟著這八個世態轉：得、失、貴、賤、臧、
否、樂、苦。’失去親人、失去財富、失去健康，他不哀傷、悲痛、歎息，不捶胸、痛心。 
        “‘藉著逆境，一個人的忍耐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 
        [4] “‘ 藉著討論，一個人的明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 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是這樣 說的。是指哪方面而說？ 
        “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討論，因此了解:‘此人如此發問。從他應用推理的方式、從 他討
論問題的方式來看，他遲鈍、混淆。爲什麽？他的言談並非深刻、不易見、不易實現、甯靜、精
細，不依賴推測、微妙、有智者親證。他不能夠宣講法義、傳授 它、描述它、提出它、揭示它、
解說它、闡明它。他遲鈍、混淆。’正如一個眼力好的人站在湖邊看見一條小魚浮起，他會想: ‘從
這條魚的浮起、從泛起的波紋、從速度來看，是條小魚，而非大 魚。’同樣，一個人與另一人討
論，因此了解:‘此人如此發問。從他應用推理的方式、從他討論問題的方式來看，他 遲鈍、混
淆。”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與另一人討論，因此了解:‘此人如此發問。從他應用推理的方 式、
從他討論問題的方式來看，他有明辨、不遲鈍。爲什麽？他的言談深刻、不易見、不易實現、甯
靜、精細、不依賴推測、微妙、有智者親證。他能夠宣講法義、 傳授它、描述它、提出它、揭示
它、解說它、闡明它。他不遲鈍、不混淆。’正如一個眼力好的人站在湖邊看見一條大魚浮起，
他會想: ‘從這條魚的浮起、從泛起的波紋、從速度來看，是條大魚，而非小 魚。’同樣，一個人
與另一人討論，因此了解:‘此人如此發問。從他應用推理的方式、從他討論問題的方式來看，他 
有明辨、不遲鈍。 
        “‘藉著討論，一個人的明辨才爲人所知，且只有經長期而非短期、爲專注而不疏忽者， 爲有
明辨而不糊塗者所知。’ 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AN4.192(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比丘們，一位正在求知，不知如何估測他人之心的比丘，應當針對兩種法[狀態,素質]，即眼

可識、耳可識之法，對如來辨察如下:‘如來是否有 眼可識、耳可識的汙穢法[素质]? ’當他辨察如
來時，即得如是知:‘如來無有眼可識、耳可識的汙穢法。’ 
        “得如是知時，他再作辨察:‘如來是否有眼可識、耳可識的混雜法? ’當他辨察如來時，即得如
是知:‘如來無有眼可識、耳可識的混雜法。’ 
        “得如是知時，他再作辨察:‘如來是否有眼可識、耳可識的純淨法? ’當他辨察如來時，即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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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如來有眼可識、耳可識的純淨法。’ 
        “得如是知時，他再作辨察:‘這位尊者 得此善法爲時已久、還是近時? ’當他辨察如來時，即
得如是知:‘這位尊者得此善法爲時已久、並非近時。 
        “得如是知時，他再作辨察:‘這位尊者 既已獲得聲望、已贏得盛名，從他處是否可找到(與聲

望、盛名相應的)過患? ’因爲，比丘們，只要一位比丘尚未獲得聲望、贏得盛名，從他處找不到
(與聲 望、盛名相應的)過患;然而，當他已獲得聲望、已贏得盛名時，從他處便可找到過患。當他
辨察如來時，即得如是知: ‘這位尊者已獲得聲望、已贏得盛名，但從他處找不到(與聲望、盛名相
應的)過患。’ 
        “得如是知時，他再作如下辨察:‘這位尊者 是無畏而自禦、還是爲怖畏而自禦? 他是否因摧毀
貪欲、滅盡貪欲，而遠離感官之樂?’當他辨察如來時，即得如是知: ‘這位尊者是無畏而自禦、非
爲怖畏而自禦。他因摧毀貪欲、滅盡貪欲，而遠離感官之樂。’” 

——MN47(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如何護衛真理 
[佛陀:] 
        “有五件做法，即時即地會産生兩種果報。哪五件？信念、好感、不破壞傳統、類比推理、
藉思考達成同感。正是這五件做法，即 時即地會産生兩種果報。不過有些事雖然人們堅信，卻是
空洞、空虛、虛假的。 有些事雖然人們並不堅信，卻是真實、事實、無誤的。 有些事雖然人們
極有好感……有些事確非破壞傳統……有些事人 們雖多方推理……有些事人們雖多方思索，卻是
空洞、空虛、虛假的。有些事人們並不反複思索，卻是真實、事實、無誤的。 一位護衛真理的有
識之士，不適於得出這樣絕對的結論: ‘只有這是真的，其它毫無價值。’” 
[伽巴提迦-跋羅陀瓦伽:] 
        “但是，喬達摩大師，到什麽地步，一個人才能護衛真理？我們請教喬達摩大師關於真理的
護衛。” 
[佛陀:] 
        “如果一個人有信念，他說‘這是我的信念’這話就護衛了真理。但是他不至於得出 ‘只有這是
真的，其它毫無價值’ 這樣的絕對結論。跋羅陀瓦伽，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對真理的護衛。到了
這個地步，他就護衛了真理。我把它稱爲對真理的護衛。但這還不是對真理的覺醒。 ”

——MN95(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自陷泥沼者難以救人 
        “純陀，一位自身尚陷泥沼者，把他人拉出泥沼是不可能的。然而，純陀，一位自身未陷泥
沼者，把他人拉出泥沼，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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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陀，一位不能自制、不能自律、未曾滅盡[貪欲]者，使他人自制、自律，令其滅盡[貪
欲]，是不可能的。然而，純陀，一位自制、自 律、滅盡[貪欲]者，使他人自制、自律，令其滅盡
[貪欲]，是可能的。” 

——MN8(中部，向智尊者英譯) 
 

好比一位墜河者， 
        ——水勢湍急、泛濫、洶湧—— 
他被水流席卷而去， 
        又怎能助人過河? 
 
更如此, 一位尚未明法者， 
        ——不谙博學者的解說， 
                  自身未曾解惑—— 
        又怎能教誨他人? 

——SN2.8(小部經集，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爲己爲人修持者最崇高 
        “比丘們，世上存在這四類人。 哪四類? 既不爲己也不爲人修持者; 爲人但不爲己修持者; 爲
己但不爲人修持者; 爲己亦爲人修持者。 
        [1]“如一根來自火葬堆的木條——兩頭燒焦、中間爲汙糞覆蓋——村落、野外皆不能用於取
火，我告訴你們，這個比喻指那既不爲己也不爲人修持者。  
        [2]“爲人但不爲己修持者在兩者 中更爲崇高、精純。 
        [3]“爲己但不爲人修持者在三者 中最爲崇高、精純。 
        [4]“爲己亦爲人修持者在四者中 最重要、最突出、最卓越、最崇高、至上。 
        “正如從奶牛得牛奶; 從牛奶得凝乳; 從凝乳得黃油; 從黃油得酥油; 從酥油得酥奶油; 這其中，
酥奶油堪稱最突出——同樣地，這四類人中，爲己亦爲人修持者最突出、最重要、最卓越、最崇
高、至上。 
        “此爲世上存在的四類人。” 

——AN4.95(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依法修持法、了解法、了解法義的兩人之間——一位既爲自己、也爲他人的福利而修，一
位只爲自己、不爲他人福利而修——那位只爲自己、不爲他人福利而修者，當爲此受批評，那位
既爲自己、也爲他人福利而修者，當爲此受稱贊。” 

——AN7.64(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無論利益他人之事何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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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因此犧牲自己的福利; 
要了解你自己的真正福利， 
        並用心去實現它。 

——Dhp166(法句經，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忍耐自制爲至上的簡樸。 
        解脫至要: 那是諸佛之言。 

——教誡波羅提木叉偈(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他首先自立於正善， 
        之後方教導他人: 
如此不辱 
        智者之名。

——Dhp158(法句經，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遠離愚人、親近智者

遠離愚人、 
親近智者、 
禮敬值得禮敬者: 
這是至高的吉祥。

——SN2.4(小部經集，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伴愚人者，長久悲傷。 
與愚人相伴之痛，如仇敵共居。 
與覺者結交之樂，如親族團圓。 

——Dhp206(法句經，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如果你得到一位成熟的伴侶， 
一位端正、睿智的同道， 
那麽克服一切險阻 
與他同行， 
愉悅、念住。 
 
如果你得不到一位成熟的伴侶， 
一位端正、睿智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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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就獨自遊蕩吧， 
如一位國王抛棄他的王國， 
如一頭野象離開他的象群。 
...... 
見一對手镯金光燦燦， 
由一位巧匠精心打造， 
同系於一臂叮當碰撞， 
如一頭犀牛獨自遊蕩吧[1]。 
 
若我與人同住，同樣地， 
胡言與相罵在所難免， 
見此招致的將來之險， 
如一頭犀牛獨自遊蕩吧。 

——Sn1.3(小部經集，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中譯注[1]本句爲經中重複出現的疊句。直譯爲: 如一只犀牛角獨自遊蕩，此處按照英文意譯，英譯者在注
解中提醒讀者，犀牛的獨角強化了獨行者的形象。 
 
 
        阿難尊者坐在一旁時，對世尊說，“世尊，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0;同道，這是
聖道修行的一半。” 
        “不要那麽說，阿難，不要那麽說。實際上，有可敬的友誼、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這
是聖道修行的 全部。當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們作朋友、同伴、同志時，他有指望培養與追求八聖
道。” 

——SN45.2 (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趨向覺悟的最重要的內在與外在原則 
        “關於外在因素，對於一位正在訓練 中、尚未證得心的目標、繼續追求解脫束縛之殊勝安甯
的比丘，我未見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可敬的友誼 [善知識]。 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爲
友，得以棄絕不善巧素質、培養善巧素質[善法]。”　 

一位比丘與可敬的人們爲友， 
——恭敬、禮敬、 
以善友忠告行事—— 
念住、警覺， 
一步步證得 
一切束縛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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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17(如是語，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關於內在因素，對於一位正在訓練中、尚未證得心的目標、繼續追求解脫束縛之殊勝安甯
的比丘，我未見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正確的專注[正思維]。一位比丘作正確的專注，
得以棄絕不善巧素質、培養善巧素質。” 

正確的專注， 
        作爲修行比丘的素質， 
對於達到至高目標， 
        作用無比之大。 
一位比丘正確地精進， 
        將證得苦的止息。 

——Iti16(如是語，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智慧的起點與判斷方式 
        “有此情形，有女子或男子在拜訪沙門、婆羅門時，不問: ‘ 尊者，何爲善巧? 何爲不善巧? 何
爲有咎? 何爲無咎? 何應長養? 何不應長養? 我已行之事，何將有長久的傷害與苦痛? 我已行之
事，何將有長久的安甯與幸福?’ 既行持與造作了此業，身壞命終時，他/她重生惡趣……否則，
他/她若生來人界，無論再生何處，他/她亦愚 鈍。此爲趨向愚鈍之道: 在拜訪沙門、婆羅門時不
問: ‘尊者，何爲善巧? ……我已行之事，何將有長久的安甯與幸福? ’ 
        “又有此情形，有女子或男子在拜訪沙門、婆羅門時，尋問: ‘尊者，何爲善巧? 何爲不善巧? 
何爲有咎? 何爲無咎? 何應長養? 何不應長養? 我已行之事，何將有長久的傷害與苦痛? 我已行之
事，何將有長久的安甯與幸福?’既行持與造作了此業，身壞命終時，他/她重生善趣……否則，假
若他/她生來人界，那麽無論再生何處，他/她亦有明辨[慧]。 此爲趨向明辨之道: 在拜訪沙門、婆
羅門時尋問‘尊者，何爲善巧?……我已行之事，何將有長久的安甯與幸福? ’” 

——MN135(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至於那行之不樂，但行後趨向增益之處[行動軌迹]，正是藉此處，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
力、勇士的毅力、勇士的精進力方面——是愚人還是智者。 因爲愚人不想:‘此處雖行之不樂，然
而行後趨向增益，’於是他不行，故此該處之不行趨向他的損失。然而，智者觀想:‘即便此處行之
不樂，然而行後趨向增益，’於是他行之，故此該處之行趨向他的增益。 
        “至於那行之有樂，但行後趨向損失之處，正是藉此處，可知其人——─ 在勇士的耐力、勇
士的毅力、勇士的精進力方面——是愚人還是智者。因爲愚人不想:‘此處雖 行之有樂，然而行後
趨向損失，’於是他行之，故此該處之行趨向對他的損失。然而，智者觀想:‘即便此處行之有 樂，
然而行後趨向損失，’於是他不行，故此該處之不行趨向他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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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4.115(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何謂妄見，何謂正見? 
        “那麽，何謂妄見? ‘無佈施、無供養、無奉獻。善業惡業無果無報。無此世來世、無父母、
無自行輪回的衆生; 無僧侶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此謂妄見。 
        “那麽，何謂正見? 我告訴你們, 正見有兩類: 有有漏的正見，支持福德、集獲緣起; 有無漏的
聖正見，無漏、超世、爲道支之一。 
        “那麽，何謂有漏、支持福德、集取緣 起的正見? ‘有佈施、有供養、有奉獻。善業惡業有果
有報。有此世來世、有父母、有自行輪回的衆生; 有僧侶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親證之
後，宣說此世來世。’此謂有漏、有福德、趨向緣起集取的正見。 
        “那麽，何謂無漏、超世、爲聖道道支的正見? 一位聖道修習者，其心入聖、其心無漏、聖道
具足時的明辨、明辨根、明辨力、擇法覺支與正見道支。此謂無漏、超世、爲聖道道支的 正
見。”

——MN117(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何謂正見? 苦之智、苦因之智、 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之智。此謂正見。” 

——DN22(長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关连接: 坦尼沙羅尊者論正見) 

 
[迦旃延:] 
        “世尊，人們說，‘正見、正見，’ 到什麽地步，才有正見?” 
[佛陀:]  
        “迦旃延，一般來說，這個世界是由極性(作爲客體—— 原英譯注)維持著的，也就是存在與不
存在。但是當一個人以正明辨如實看見世界的緣起，就不會認爲這 個世界‘不存在’ 。當他以正明
辨如實看見世界的止息，就不會認爲這個世界‘存在’ 。  
        “迦旃延，一般來說，這個世界受粘著、執取[維持——英譯注]與偏見的束縛。但是這樣一個
人，是不會涉入、抓住這些粘取、執取、成見、偏見、偏執的，他也不會堅 持‘我是’ 。 他對此
絕無不定、絕無疑惑，即: 有升起時，只有苦的升起; 有消逝時，只有苦的消逝。在這方面，他的
知識不依賴他人。迦旃延，到了這個地步，就有了正見。” 

——SN12.15(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所謂佛教(buddhasāsana) 
住於慈心，一位對佛教 (buddhasāsane，覺者的教言) 
有淨信[清明的信念]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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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證得甯靜之善境: 
諸造作止息的自在。 

——Dhp368(法句經，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住於多重喜悅，一位對佛教 
有淨信的比丘， 
將證得甯靜之善境: 
諸造作止息的自在。 

——Dhp388(法句經，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關連接: 阿姜李 佛教之道 

 
佛陀對有我還是無我?”之問的應對 
        遊方者婆蹉衢多坐於一邊後，對世尊說: “喬達摩尊者，‘我'存在麽?”此話說出後，世尊靜默
不語。 
        “那麽，‘我'不存在麽?”再一次，世尊靜默不語。 
        遊方者婆蹉衢多離座而去。 
        遊方者婆蹉衢多離開不久，阿難尊者對世尊說: “世尊何以不答遊方者婆蹉衢多之問?” 
        “阿難，遊方者婆蹉衢多發問後，我若答‘我'存在，便是認同主張永恒論[1]的僧侶行者。我
若… …答‘我'不 存在，便是認同主張斷滅論[2]的 僧侶行者。我若……答‘我'存 在，是否隨順諸法
非我之智的升起?” 
        “世尊，不會。” 
        “我若……答‘我'不存在，已經混淆的婆蹉衢多將更混淆:‘我曾經有過 的“我”，現在不存在
了?'” 

——SN44.10(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原注1: 即存在一個永久靈魂之說。常見。 
原注2:即死亡爲體驗的湮滅之說。斷見。 

 
此心明淨 
        “比丘們，此心明淨，爲客塵所染。” 
        “比丘們，此心明淨，離客塵之染。” 
        “比丘們，此心明淨，爲客塵所染。未受教的凡夫，未如實明辨，故此 ——我告訴你們，未
受教的凡夫——無修其心。” 
        “比丘們，此心明淨，離客塵之染。聖者的受教弟子，如實明辨，故此 ——我告訴你們，聖
者的受教弟子——有修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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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49-52(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法句經第一句 
        “諸法[諸現象]以意爲 前導，以意爲主宰，從意所造。” 

——Dhp1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中譯注: mano: 意。citta: 心。從禪定角度看後者意識層次深於前者。] 

 
一法經 
        “我未見一法[一事]，未經修練時，如心一般不柔順。未修練時，心不柔順。 
        “我未見一法，修練成後，如心一般柔順。修練成時，心柔順。 
        “我未見一法，未經修練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傷害。未修練時，心引生大傷害。 
        “我未見一法，修練成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練成時，心引生大福利。 
        “我未見一法，未修練、未明顯時，如心一般引生大傷害。未修練、不明顯時，心引生大傷
害。 
        “我未見一法，修成、明顯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成、明顯時，心引生大福
利。 
        “我未見一法，未修練、未培育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傷害。未修練、未培育時，心引
生大傷害。 
        “我未見一法，修練、培育成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練、培育成時，心引生大
福利。 
        “我未見一法，未修練、未培育時，如心一般帶來如此大的苦。未修練、未培育時，心帶來
苦。 
        “我未見一法，修練、培育成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喜樂。修練、培育成時，心引生喜
樂。 
...... 
        “我未見一法，未調服、未守衛、未保護、未制服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傷害。未調
服、未守衛、未保護、未制服 時時，心引生大傷害。 
        “我未見一法，調服、守衛、保護、制服時，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調服、守衛、保
護、制服時，心引生大福 利。”

——AN 1.21-4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佛陀說世界: 定義，起源，止息 
《世界經》Lok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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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比丘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說:“人們說，‘世界 ’、‘世
界’。‘世界’一詞適用於哪方面? ” 
        “比丘，凡衰解者，即爲‘世界'。是什麽在衰解? 
        “眼衰解。色衰解。眼識衰解。眼觸衰解。凡有賴於眼觸而升起的樂、痛、不樂不痛之體
驗，亦衰解。 
        “耳衰解。聲衰解。耳識衰解。耳觸衰解…… 
        “鼻衰解。香衰解。鼻識衰解。鼻觸衰解…… 
        “舌衰解。味衰解。舌識衰解。舌觸衰解…… 
        “身衰解。觸衰解。觸識衰解。觸觸衰解…… 
        “意衰解。法衰解。意識衰解。意觸衰解。凡有賴於意觸而升起的樂、痛、不樂不痛之體
驗，亦衰解。 
        “凡衰解者，即稱‘世界'。” 

——SN35.82(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世界經》Loka Sutta 
        舍衛城。在那裏，薄伽梵對諸比丘道:“我將爲你們說世界的起源與止息法。你們注意聽。我
將說。”;”;” 
        “世尊，請說，”比丘們答薄伽梵。 
        薄伽梵道:“何爲世界的起源?         “有賴於眼與色，升起眼識。三者交集爲觸。緣觸升起受。 
緣受升起渴求。 緣渴求升起執取/維持。 緣執取/維持升起有。緣有升起生。緣生，則老、死、
憂、哀、痛、悲、慘升起運作。此爲世界的起源。 
        “有賴於耳與聲，升起耳識。三者交集爲觸…… 
        “有賴於鼻與香，升起鼻識。三者交集爲觸…… 
        “有賴於舌與味，升起舌識。三者交集爲觸…… 
        “有賴於身與觸，升起身識。三者交集爲觸…… 
        “有賴於意與法，升起意識。三者交集爲觸。緣觸升起受。緣受升起渴求。緣渴求升起執取/
維持。緣執取/維持升起 有。緣有升起生。緣生，則老、死、憂、哀、痛、悲、慘升起運作。此
爲世界的起源。 
        “何爲世界的止息? 
        “有賴於眼與色，升起眼識。三者交集爲觸。緣觸升起受。緣受升起渴求。現在，從該渴求
之無余止息與消退，來執取 /維持的止息。從執取/維持的止息，來有的止息。從有的止息，來生
的止息。從生的止息，則老、死、憂、哀、痛、悲、慘俱都止息。此爲整團苦的止息。此爲世界
的止息。” 

——SN12.44(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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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爲舊業，何爲新業? 
        “何爲舊業? 應當把眼視爲舊業，造作的 、由意志達成的、能被感受到的。應當把耳…
鼻……舌……身 ……意視爲舊業，造作的、由意志達成的、能被感受到的。此謂舊業。 
        “何爲新業? 凡是以身、以語、以意在當下所造之業。此謂新業。” 

——SN35.145(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這一切 
        “比丘們，我將爲你們說那‘一切’。注意聽，我將說。” 
        衆比丘答:“世尊，請說。” 
        薄伽梵說:“何爲‘一切’? 只是眼與色、耳與聲、鼻與香、舌與味、身與觸、意與法[想法]。比 
丘們，此謂‘一切。’說:‘反駁“一切”，我將描述其它’的人，當被質問他的斷言的根據究竟是什麽
時，將無可回答，而且還將陷於悲哀。爲什麽? 因爲它超越了範圍。” 

——SN12.48(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如來宣說的此法 
        “比丘們，此三事秘密進行。哪三事? 女色、婆羅門之咒語、妄見。” 
    “然而此三事，昭然光明，不秘密行。哪三事? 月、日、如來宣說的法與律。” 

——AN3.129(增支部，菩提尊者英譯) 
 
        “法由薄伽梵善說，即時即地可見、無時相、邀人親證、向內觀照、由智者各自證知。” 

——AN3.70等(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他傳的法，深刻、不易見、不易實現、甯靜、精細、不依賴猜測、微妙、由智者親證。” 

——MN95(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於舍衛城。“比丘們，曾幾何時，陀舍羅诃人有一面名爲‘召集者'的大鼓。每當‘召集者'出現
裂紋時，陀舍羅诃人便另以一釘銷補合，至終,‘召集者'原先的木質鼓身已失，只剩一堆釘銷。[注

1] 
        “同樣地，未來時期，當如來所說的諸經——深邃、出世、相應空性——被持誦時，將會有
比丘不願聽。他們不願傾聽、不用心理解、不以此教言值得領悟值得把握。然而，當文學造著的
諸經——詩人聲雅辭美之 作、外道之說、弟子之言——被持誦時，他們卻願意聽。他們願意傾
聽、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領悟值得把握。 
        “如來所說的諸經——深邃、出世、相應空性——將以此種方式消失。 
        “因此，你們應當訓練自己:‘當如來所說的諸經——深邃、出世、相應空性 ——被持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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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聽。我們要傾聽、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領悟值得把握。'你們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SN20.7(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關連
接:坦尼沙羅尊者: 空性的誠實 

 
[原注1]注疏中說，該鼓原先十二由旬之外尚可聽，最終，一重帷幕 之隔不可聞。 [1由旬爲公牛挂轭行走
一日之旅程——─譯注] 
[中譯評: 巴利語系的佛教絕不單是理性哲學系統。雖然佛法昭然光明，原典白紙黑字，人們沒有仔細
讀，或者無禪修基礎，只理解表面層次而已。許多經文記錄的是禪定指南 (如三部大經、箭喻經等)，听
者大都是已具相當定力的修行 比丘。講述的是心的動作或者說意念的操作。] 

 
如來的定義; 如何禮敬如來? 
        “如來對世間已徹 底覺悟。如來已與世間脫離。如來對世間之起源已徹底覺悟。如來對世間
之止息已徹底覺悟。如來已實現了世間的止息。如來對世間的止息之道已徹底覺悟。如 來已長養
了世間的止息之道。 
        “凡此世間一切——與其天神、摩羅、梵天、世 代的沙門、婆羅門、王子、平民——如來已
見、已聞、已感受、已認知、已達到、已證得、已用心思索、對之徹底覺悟。因此，他被稱爲如
來。 
        “從如來(Tathagata)徹底覺醒、達到正自覺醒之夜起，直到 他徹底涅槃(=解脫)、達到無余般
涅槃那夜爲止，凡如來所言、所論、所釋，皆如是(tatha)無它。因此，他被稱爲如來。 
        “如來是行如(tathaa)其所言教者，是言教如其所行者。因此，他被稱爲如來。 
        “在此世間——有其天神、摩羅、梵天、世代的沙 門、婆羅門、王子、平民——如來乃是不
可征服的勝者、見一切者、大神通力者。因此，他被稱爲如來。” 

——Iti112(如是語，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接著，薄伽梵(臨終前)對阿難尊者說: “阿難，這娑羅雙樹之花非時而盛開，紛撒、散落、點
綴如來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曼陀羅花自空飄落……天界的檀香屑自空灑落……天界的音樂自
空奏起……天界的歌聲自空頌起，以示崇敬。然而這不足以表達對如來的崇拜、致敬、尊敬、崇
仰、禮敬。那些繼續如法修持、繼續善巧修持、奉法而活的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才是以最高的敬意表達對如來的崇 拜、致敬、尊敬、崇仰、禮敬者。因此你們必須訓練自己: ‘我
們要繼續如法修持、我們要繼續善巧修持、我們要奉法而活。’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DN16(長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眼見潦倒者與幸運者當作何結論 
        “你們見到某人生活潦倒、困苦時，當作此結論:‘我們，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裏，也有過與此
同 樣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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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 從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輪回。盡管衆生受無明蒙蔽、受渴求束縛，流轉輪回不
止，起點卻不明顯。你們經曆苦、經曆痛、經曆失卻、充斥墳地，已如此長久 ——對於一切造作
足以升起厭離、足以升起無欲、足以期望解脫。” 

——SN15.11(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你們見到某人生活幸福、富足時，當作此結論:‘我們，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裏，也有過與此
同 樣的經曆。' 
        “爲什麽? 從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輪回。盡管衆生受無明蒙蔽、受渴求束縛，流轉輪回不
止，起點卻不明顯。你們經曆苦、經曆痛、經曆失卻、充斥墳地，已如此長久 ——對於一切造作
足以升起厭離、足以升起無欲、足以期望解脫。” 

——SN15.12(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自觀其業 
        “羅睺羅，過去所 有淨化了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所做的，正是這般反
複地觀照自己的身業、語 業、意業。 
        “未來所有將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要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
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當前所有在淨化自己的身業、 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在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
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因此，羅睺羅， 你應當訓練自己: ‘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己的身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
自己的語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己的意業。’ 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MN61(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關連接: 
《芒果石教誡羅睺羅經》 全文 

 
佛陀對五蓋的比喻 
        “想象一缽水，其中摻著紫膠、雌黃、靛青、赭紅等染料，以至於一個視力好的人對著它觀
察倒 影，不能夠如實知見自己的面貌，同樣地，當一個人，住於爲感官欲望;所支配、爲感官欲
望所制服的覺知時，感官欲望一旦升起， 他不知不見如實存在的逃脫，那麽他對於何者利己、利
人、或者兩利，也不知不見。 
        “想象一缽水在火中煮熱、沸騰、泛泡，以至於一個視力好的人對著它觀察倒影，不能夠如
實知 見自己的面貌，同樣地，當一個人，住於爲惡意所支配、爲惡意所制服的覺知時，惡意一旦
升起，他不知不見如實存在的逃脫，那麽他對於何者利己、利人、或者兩利，也不知不見。 
        “想象一缽水爲水藻與粘液所覆蓋，以至於一個視力好的人對著它觀察倒影，不能夠如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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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自 己的面貌，同樣地，當一個人，住於爲昏睡所支配、爲昏睡所制 服的覺知時，昏睡一旦升
起，他不知不見如實存在的逃脫， 那麽他對於何者利己、利人或者兩利，也不知不見。 
        “想象一缽水爲風吹皺，爲涟漪擾動、覆蓋，以至於一個視力好的人對著它觀察倒影，不能
夠如實知見自己的面貌，同樣地，當一個人，住於爲掉舉[焦躁不安]所支配、爲掉舉所制服的覺
知時，掉舉一旦升起，他不知不見如實存在的逃脫，那麽他對於何者利己、利人、或者兩利，也
不知不見。 
        “想象一缽水被攪動，渾濁、泛泥、置於暗處，以至於一個視力好的人對著它觀察倒影，不
能夠 如實知見自己的面貌，同樣地，當一個人，住於爲疑所支配、爲疑所制服的覺知時， 疑一
旦升起，他不知不見如實存在的逃脫，那麽他對於何者利己、利人、或者兩利，也不知不見。” 

——SN46.55(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佛陀教導布薩八戒 
《教誡毗沙卡布薩經》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舍衛城附近的東寺彌诃羅母堂[1]。爾時彌诃羅之母毗沙卡往詣薄伽
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薄伽梵對彌诃羅之母毗沙卡說: 
        “毗沙卡，修持布薩八戒，有大果報、大利益、大榮耀、大光明。那麽，毗沙卡，如何修持
布薩八戒，有大果報、大利 益、大榮耀、大光明?” 
        “在此，毗沙卡，聖者的弟子如此思維:‘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殺生、戒殺生。他們已放下 
杖、放下刀，爲著一切有情的福利，謹慎、仁慈、有同情心。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殺
生、戒殺生。我放下杖、放下刀，爲著一切有情的福利，謹慎、仁 慈、有同情心。以阿羅漢爲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一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不予而取、戒不予而取。他們只取所予、只受所予; 非以竊取
而生，而是清淨而活。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不予而取、戒不予 而取。我只取所予、只
受所予; 非以竊取而生，而是清淨而活。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二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性事，操行貞潔，安住離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今天 我
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性事，操行貞潔，安住離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以阿羅漢爲楷模，
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三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妄語、戒妄語。他們講真語、不離真語，堅定、可靠。今 天
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妄語、戒妄語。我講真語、不離真語，堅定、可靠。以阿羅漢爲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四戒。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passages2.htm (20 of 38) [12/31/2010 10:43:32 PM]



專題經文選譯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品、戒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 
品。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品、戒導致失慎的蒸餾發酵的醉
品。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五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一時而食，戒夜間進食、離非時而食。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 夜
之中，一時而食，戒夜間進食、離非時而食。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六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戒歌舞、音樂、觀看演藝、佩戴花環、以芳香與美容品美化 自
己。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戒歌舞、音樂、觀看演藝、佩戴花環、以香水與美容品美化自
己。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七戒。 
        “(他想:)‘終其一生，阿羅漢們離高廣華麗的床與座、戒高廣華麗的床與座。他們以簡陋的 床
具或草鋪臥於低矮之處。今天我也在這一日一夜之中，離高廣華麗的床與座、戒高廣華麗的床與
座。他們以簡陋的床具或草鋪低矮而臥。以阿羅漢爲楷模，藉修此 戒，我持守布薩。' 
        “這是修持的第八戒。 
        “毗沙卡，正是如此修持布薩八戒，有大果報、大利益、大榮耀、大光明。有多大的果報、
多大的利益、多大的榮耀、 多大的光明? 
        “毗沙卡，假定某人君臨、統轄、坐鎮充滿七種寶藏的這十六個大國——即，鴦伽國、摩竭
陀國、迦屍國、拘薩羅國、 拔祇國、末羅國、支提國、盤沙國、拘樓國、般闇羅國、婆蹉國、蘇
羅西那國、阿梭迦國、阿般提國、鍵陀羅國、劍洴沙國: 如此仍不值這布薩八戒的十六分之一。
爲什麽? 人間的帝位，較之天界的喜樂，實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五十年，是四大王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月爲一
年。如此五百天年，爲四大 王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
可能投生於四大王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的 王位，較之天界的喜樂，
實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一百年，是三十三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月爲一
年。如此一千天年，爲三十 三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
可能投生於三十三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的 王位，較之天界的喜樂，
實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兩百年，是夜摩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月爲一
年。如此兩千天年，爲夜摩天 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可
能投生於夜摩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的王位， 較之天界的喜樂，實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四百年，是兜率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月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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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此四千天年，爲兜率天 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可
能投生於兜率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的王位， 較之天界的喜樂，實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八百年，是化樂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月爲一
年。如此八千天年，爲化樂天 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命終時，就有可
能投生於化樂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我才說:‘人間的王位， 較之天界的喜樂，實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間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天神的一晝夜。如此三十晝夜爲一月。如此十二
月爲一年。如此一萬六千天 年，爲他化自在天天神的壽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薩八戒，身壞
命終時，就有可能投生於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於此:‘ 我才說，人間的王位，較
之天界的喜樂，實在微不足道。'” 
 

“人應當不殺生; 
不取未予之物; 
不說謊; 
不飲酒， 
不作性事淫行; 
不非時而食; 
不戴花環、不飾芳香; 
以草席地鋪爲床:  
——因爲這是佛陀教導的布薩八戒， 
它趨向憂苦的止息。 
 
“美麗的日月 
所行之處，驅散黑暗， 
閃耀天空、照亮四方。 
此間的寶藏: 
珍珠、鑽石、綠玉、 
金塊、鉑金、與名爲荷踏卡的細金， 
它們與布薩八戒相比， 
好似衆星之光與月光相比， 
不足其十六分之一。 
 
“因此，凡持布薩八戒，有此戒德的男女， 
以修持的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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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喜樂的果報， 
無可責咎，升入天界。” 

——AN8.43(增支部，康提帕羅比丘英譯，主要參
考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AN3.70)(相關經文請看 持
戒) 

 
《教誡婆西塔布薩經》(選譯) 
……(優婆塞婆西塔在毗舍離附近大森林裏的尖頂寺聽薄伽梵講述布薩八戒，內容同上文。他 在
聽完佛陀的偈語後大聲說:) 
        “世尊，假若我的親戚眷屬們修持布薩八戒，他們得到的利益與喜樂將持續多日。世尊，假
若所有刹帝利、婆羅門、工商業者修持布薩八戒， 他們得到的利益與喜樂將持續多日。” 
        “正是如此，婆西塔。假若所有刹帝利、婆羅門、工商業者修持布薩八戒，他們得到的利益
與喜樂將持續多日。假若整個世界，包括天神、摩羅、梵天，與一代沙門、婆羅 門、統治者與平
民，修持布薩八戒，他們得到的利益與喜樂將持續多日。婆西塔，假若這些大娑羅樹修持布薩八
戒，它們得到的利益與喜樂——假若它們有心識—— 將持續多日; 更何況人類。” 

——AN8.44(增支部 ，康提帕羅比丘英譯) 
 
《釋迦經》 
        一時薄伽梵住迦毗羅衛附近的榕園。爾時衆多釋迦族的居家弟子於布薩日往詣薄伽梵。近前
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薄伽梵道:“釋迦 人，你們可持布薩八戒?” 
        “有時持、有時不持。” 
        “釋迦人啊，在這如此爲苦難威脅的人生裏，在這如此爲死亡威脅的人生裏，你們有時持布
薩八戒、有時不持，對你們是無益的、是不利的。” 
…… 
        “世尊，從今日起，我們將持布薩八戒。” 

——AN10.46(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關連接 《釋迦經》全文; 菩提尊者解說八戒

 
[中譯評: 戒非時食相當於調禦舌，戒性事與高床座=調禦身，戒香料=調禦鼻，戒觀歌舞與戒化妝=調禦
眼，戒聽歌樂=調禦耳。時常練習戒離(也就是定期持八戒)，對這 五欲生出自制力，才有可能使心擺脫依
賴五種有限的欲界官能朝外觀索的習慣，轉向朝內培育禅支，有機會發展、顯明一種獨立於五種官感的
覺知。布薩八戒因此可 看成是佛陀爲有志滅苦者設置的一套自我修練系統。修持八戒對入初禅、對維持
禅境不退都是助緣。] 

 
十善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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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陀，淨化身業有三種方式、淨化語業有四種方式、淨化意業有三種方式。 
        “那麽，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 有此情形，某人戒殺生、離殺生。他爲了一切衆生的福
祉，放 下棍、放下刀，謹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離不 予而取。他不以盜賊的方
式，在村中野外，拿走屬於他人、未曾贈與之物。他戒不 當性事、離不當性事。對有父母、兄
弟、姐妹、親戚的監護、有法庇護[指出家人]的人，對有丈夫的、服刑役的、另有男子贈花爲冠
的人，他不與之行任何性事。 此謂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 
        “那麽，如何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 有此情形，某人戒謊言、離謊言。當他被鄉鎮集會、團
體集 會、家族集會、行業集會、或王家集會征召，若他被要求作證:‘來吧，善男子，講你所知的
事’，其時他若不知，就說‘我不知’。他若知，就說‘我知’。他若不曾見，就說‘我不曾見’。他若
見過，就說‘我見過’。如此，他不爲己爲人、爲任何獎賞而 故意說謊。他戒謊言、離謊言。他說
真話、堅持真相、堅定可 靠、不欺騙世界。他戒饞言、離饞言。他在此處聽見的，不在 彼處
講，爲了不離間彼處與此處之人。他在彼處聽見的，不在此處講，爲了不離間此處與彼處之人。
如此，他團結彼此分裂者，鞏固相互聯合者。他愛好和睦、喜好 和睦、樂於和睦，言語間制造和
睦。他戒辱罵、離辱罵。他的 言辭悅耳、慈愛、進入人心、有禮、令衆人寬心愉悅。他戒閑 
談、離閑談。他的言談應時、符合實際、循照目標、法與律。他的言談值得珍視、及時、合理、
謹慎、關乎目的。此謂如何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 
        “那麽，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意業？ 有此情形，某人不貪。他不貪他人所有，想著: ‘啊， 那
個屬於他人的可以成爲我的！’他無惡意、內心堅定、不受敗壞。(他想)‘願這些生靈離敵意、離
壓迫、離困難， 願他們平安照顧自己。’他有正見，看事物的觀點不扭曲：‘有佈施、有供養、有
奉獻。善行惡行有果有報。有此世來 世。有父母。有生靈自發輪回；有僧侶沙門，藉正行正修，
在自知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此謂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意業。 
        “純陀，此謂十善業道。” 

——AN10.176 (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四梵住 
        “比丘們，在此，一位聖弟子——如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堅定——以滿懷善意的覺

知[俱慈之心]， 連續朝第一個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個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
慈愛的覺知，連續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傳送: 充沛、寬廣、無量、
無敵意、無惡意。 
        “他連續以滿懷同情[俱悲之心]以滿懷同情覺知，朝著第一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個
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連續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方
傳送: 充沛、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連續以滿懷隨喜[具喜之心]以滿懷随喜的覺知，朝著第一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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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連續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處、各
方傳送: 充沛、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連續以滿懷平等[俱捨之心]以滿懷平等(舍)的覺知，朝著第一個方向、又朝第二、第三、
第四個方向傳送。 如此，他以滿懷平等的覺知，繼續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萬物的宇宙各
處、各方傳送: 充沛、寬廣、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AN3.65(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五根定義 五根見於何處? 
        “比丘們，何爲信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聖者的弟子，有信心，堅信如來的覺醒:‘世
尊確是一位尊貴者、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 之師、佛、世
尊。’ 比丘們，此謂信根。  
        “那麼，何爲精進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聖者的弟子，勤奮精進，棄絕不善巧的心理

素質。他穩步、踏實地努力，在培養善巧心理 素質方面不逃避責任。他發願、努力、勤奮、持
恒、專心，不令未升起的不善巧素質升起……令已升起的惡劣與不善巧素質得以棄絕……令未升
起的善巧素質升起……令已升起的善巧素質得以維持、不混淆、增進、擴大、發展、圓滿。此謂
精進根。  
        “那麽，何爲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聖者的弟子，有念住、細致入微、即便長久之

前的所行所言也能夠記憶、回憶。 他連續於身內專注身——精勤、警覺、念住——平息對世界的
貪與憂。他連續於受內專注受……連續於心內專注心……連續於心理現象[法]內專注心理現象
——精勤、警覺、念住——平息對世界的貪與憂。 此謂念根。  
        “那麽，何爲定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聖者的弟子，把目標對准遠離，達到入定、達
到一心。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進入、安住於初禪: 由遠離升起喜與樂，伴隨著尋想
與評量。隨著尋想與評量的平息，他進入、安住於第二禪那：有喜有樂，覺知融彙起來，放下了
尋想與評量——達到內在的確定。隨著喜的消退，他 保持甯靜、有念住、有警覺、敏感於樂。他
進入、安住於第三禪那，對此聖者們宣稱 ‘甯靜、念住，他有愉快的居留處。’　隨著樂與痛的放
棄，如前期喜與苦的消退，他進入、安住於第四禪那：甯靜與念住達到純淨，既無樂、又無痛。
此謂定根。 
        “那麽，何爲明辨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聖者的弟子，擁有明辨生滅的能力，他有明
辨——尊貴、透徹、導致苦的正確止息。他如實明辨: ‘這是苦……這是苦因……這是苦的止
息……這是苦的止息之道。 ’ 此謂明辨根。” 

——SN48.10(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比丘們，有此五根。哪五根? 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明辨根。  
        “信根見於何處? 在初果的四個素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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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根見於何處?在四正勤之中…… 
        “念根見於何處? 在四念處之中…… 
        “定根見於何處? 在四禪那之中…… 
        “明辨根見於何處? 在四聖谛之中……” 

——SN48.10(相應部,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五上分結與五下分結 
        “五種低層次束縛[五 下分結]是什麽？自我觀念[身見]、不 確定感[疑]、執取戒律與修持教條
[戒禁取]、感官欲望、惡意：這是五種低層次的束縛。五種高層次束縛[五上分結]是什麽？對色界
的貪欲、對無色界的貪欲、自滿、掉舉[焦躁]、無明：這是五種高層次束縛。” 

——AN10.13(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是阿羅漢，他們的心漏已盡，他們已圓滿成就，已完成任務、放
下重負、達到真正的目標、徹底摧毀了緣起的束縛、 藉著正確的心法獲得解脫: 這個僧團中正有
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低層次五種束縛的徹底終結，會重生於(淨居天)、在那裏獲得
徹底解脫、永不再回該 域界: 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前)三種束縛的徹底終結，隨著貪、瞋、癡的退減，成爲一還

者 ——他們會在回到這個世界的那一次裏，達到苦的止息: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在這個僧團中，有的比丘隨著(前)三種束縛的徹底終結，成爲入流者， 永遠不墜惡趣，穩
步走向自我覺醒: 這個僧團中正有這樣的比丘。” 

——MN118(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賢友，同樣地，即使一位聖弟子已經棄絕了五種低層次束縛，他對於五執蘊余有一點‘我

是’的自滿、 一股‘我是’的欲求、一種‘我是’的迷戀。然而後來，他連續專注於五執蘊的升
起、衰落:‘這是色，這是它的起因，這是它的消失。這是受……這是想……這是行……這是識，
這是它的起因，這是它的消失。'隨著他連續專注 於五執蘊的升起、衰落，参与的‘我是 '之自
滿、‘我是'之欲求、‘我是'之迷戀，便徹底滅除了。” 

——AN22.89(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七類人 
《水喻經》 
        “比丘們，世界上存在七類人。哪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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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情形，一個人一次沈沒，繼續沈沒。有此情形，一個人升至水面，再次下沈。有此情
形，一個人升至水面，繼續 浮在水面。有此情形，一個人升至水面，睜眼四顧。有此情形，一個
人升至水面，朝對岸遊去。有此情形，一個人升至水面，獲得立足點。有此情形，一個人升至水 
面，遊至對岸，站立在高處，[成爲]一位婆羅門。 
        “那麽一個人如何一次沈沒，繼續沈沒? 有此情形，一個人只擁有黑暗、不善巧的素質。那就
是一個人如何一次沈沒，繼續沈沒。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再次下沈?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面，(看見)‘信仰善法善哉，
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然而他的信念既不保持亦不增長，而是退失 
了。他的知恥……畏惡……精進……明辨既不保持 亦不增長，而是退失了。那就是一個人如何升
至水面，再次下沈。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繼續浮在水面?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面，(看見)‘信仰善法善
哉，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他的信念 不退失，而是增長、保持。他
的知恥……畏惡……精進……明辨不退失， 而是增長、保持。這就是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繼續
浮在水面。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睜眼四顧?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面，(看見)‘信仰善法善哉，
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隨著前三 種束縛的徹底終結，他成爲一個入
流者，穩步，不落惡趣，趨向自覺醒。這就是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睜眼四顧。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朝對岸遊去?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面，(看見)‘信仰善法善
哉，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 隨著(前)三種束縛的徹底終結，隨著貪、
瞋、癡的退減，他成爲一還者——他們會在回到這個世界的那一次裏，達到 苦的止息。那就是一
個人如何升至水面，朝對岸遊去。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獲得立足點?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面，(看見)‘信仰善法善
哉，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隨著低層 次五種束縛的徹底終結，他將
重生於(淨居天)、在那裏獲得徹底解脫、永不再回該域界。那就是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獲得立
足點。 
     “那麽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遊至對岸，站立在高處，一位婆羅 門? 有此情形，一個人來到水
面，(看見)’信仰善法善哉，知恥善哉，畏惡善哉，精進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隨著心漏的終 
結，他進入無漏的心解脫與明辨解脫，在即時即地親證自知。那就是一個人如何升至水面，遊至
對岸，站立在高處，一位婆羅門。 
        “這就是世界上存在七類人。” 

——AN7.15(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此道雖坎坷，聖者行 
《迦摩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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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衛城。迦摩陀天子立於一邊，對薄伽梵如是說:] 
[迦摩陀:] 
     “難爲啊，薄伽梵! 
       真難爲啊薄伽梵!” 
[佛陀:] 
     “雖其難爲， 
       以戒爲依恃者，仍爲之。 
       於出家人， 
       隨知足之升起，自有樂。” 
[迦摩陀:] 
     “難得啊，薄伽梵! 
       這所謂的知足!” 
[佛陀:] 
     “雖其難得， 
       以寂心爲樂者，得知足。 
       連日連夜， 
       其心於修習中，有喜樂。” 
[迦摩陀:] 
     “難止啊，薄伽梵! 
       所謂的這顆心!” 
[佛陀:]  
     “雖其難止， 
       以寂靜爲樂者，仍得止。 
       迦摩陀啊， 
       破死亡之網，聖者前行。” 
[迦摩陀:] 
     “難行啊，薄伽梵! 
       這條坎坷之道!” 
[佛陀:] 
     “雖其難行， 
       迦摩陀啊，聖者仍前行。 
       非聖者行道坎坷，倒地撞頭。 
       諸聖者行道平坦，化險爲夷。” 

——SN2.6(相應部，安德魯-奧蘭茨基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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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注]: 據注疏，迦摩陀前世爲人間喻伽行者，未證果即死，此世爲天神之子。經中記載的是面對他修
行艱難的抱怨，佛陀温 和而堅定的回答。 

 
四種修持模式 
        “此爲四種修持模式。哪四種? 修持苦、直悟慢; 修持苦、直悟快; 修持樂、直悟慢; 修持樂、
直悟快。  
        “何爲修持苦、直悟慢?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強烈，他不斷經受由欲望而起的苦。或者，
天性嗔恨強烈，他不斷經受由嗔恨而起的苦。或者，天性癡迷強烈，他不斷經受由癡迷而起的
苦。他的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 明辨根的存在形式微弱。因其微弱，他
僅能緩 慢成就趨向滅漏的直悟[論藏指成就聖道的定力]。此謂修持苦、直悟慢。 
        “何爲修持苦、直悟快?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強烈……天性嗔恨強烈……天性癡迷強烈，
他不斷經受由癡迷而起的苦。 他的五根……的 存在形式敏銳。因其敏銳，他快速成就趨向滅漏
的直悟。此謂修持苦、直悟快。  
        “何爲修持樂、直悟慢?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不強……天 性嗔恨不強……天 性癡迷不
強，他不常經受由癡迷而起的苦。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弱。因其微弱，他僅能緩慢成就趨
向滅漏的直悟。此謂修持樂、直悟慢。 
        “何爲修持樂、直悟快?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不強……天性嗔恨不強……天性癡迷不強，
他不常經受由癡迷而起的苦。 他的五根……的 存在形式敏銳。因其敏銳，他快速成就趨向滅漏
的直悟。此謂修持樂、直悟快。” 

——AN4.162(增支部,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此爲四種修行模式。哪四種? 修持苦、直悟慢; 修持苦、直悟快; 修持樂、直悟慢; 修持樂、
直悟快。 
     “何爲修持苦、直悟慢? 有此情形, 一位比丘連續專注於色身的不淨。 感知食物的可厭與世界的
不樂，他連續專注於一切造作的無常。對死亡的感知在他內心確立起來。他憑借初學者的五種力
量——信念、 知恥[良知]、 畏惡力、精進、明辨——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弱。
因其微弱，他僅能緩慢成就趨向滅漏的直悟。 此謂修持苦、直悟慢。 
        “何爲修持苦、直悟快?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連續專注於色身的不淨 ……連續專注於一切造
作的無常。對死亡的感知在他內心確立起來。他憑借初學者的五種力量… …而安住，但他的五
根……的存在形式敏銳。因其敏銳，他快速成就趨向滅漏的直悟。此 謂修持苦、直悟快。 
        “何爲修持樂、直悟慢?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進入、安住於第一禪那……第二禪那……第

三禪那……第四禪那。 他憑借初學者的五種力量……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弱。
因其微弱，他僅能緩慢成就趨向滅漏的直悟。此謂修持樂、直悟慢。 
        “何爲修持樂、直悟快? 有此情形， 一位比丘……進入、安住於第一禪那……第二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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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禪那……第四禪那。他憑借初學者的五種力量……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敏
銳。因其敏銳，他快速成就趨向 滅漏的直悟。此謂修持樂、直悟快。 
        “此爲四種修持模式。 ” 

——AN4.163(增支部, 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賢友，何爲初禪? ” 
        “賢友，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遠離感官之欲、遠離不善巧心態 ——進入、安住於第一禪
那: 由遠離而生起了喜與樂、伴隨著尋想與評量。此謂初禪。” 
        “初禪之中有多少因素[或譯支]?” 
        “初禪之中有五因素。有此情形，一位已具備初禪五因素的比丘，生起了尋想、評估、喜、
樂與心一境。初禪有五因素，即是如此。” 
        “初禪之中離棄了多少因素? 擁有了多少因素?” 
        “初禪之中離棄了五因素、擁有了五因素。有此情形，一位進入初禪的比丘，離棄了感官之
欲、離棄了惡意、離棄了昏睡、離棄了掉舉[=焦躁不安]、 離棄了疑。並且，生起了尋想、評估、
喜、樂與心一境。初禪 之中棄除了五因素、擁有了五因素，即是如此。” 

——MN43(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相關連接: 四禪那 

 
        “因此，比丘們，我教了你們新業與舊業、業的止息、趨向業的止息之道。凡是一位導師
— —爲著弟子的福利、出於對他們的慈悲——應做之事，我已爲你們做了。那裏有樹樁;那裏有
空 靜處。比丘們，去修禪那。不要失慎。不要以後有悔。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告誡。” 

 
尊者阿難教導如何滅除色欲 
《阿難經》 
        一時，尊者阿難住舍衛城附近的祇樹給孤獨精舍。他於清早身 著袈裟，手持僧缽與外袍，以
尊者婆耆沙爲侍者，一同前往舍衛城托缽。當時，尊者婆耆沙(對獨身生活)升起不滿; 他的心爲色
欲侵入。於是他對尊者阿難說了以下此偈: 

“以官感色欲，我在燃燒; 
           我的心在起火。 
  喬達摩啊，請出於慈悲， 
           爲我說止熄法。” 
 
 [尊者阿難:] 
“因辨識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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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在燃燒。 
  遠離伴隨著色欲的 
           美麗主題。 
 
“把心理造作， 
           視爲它物、苦、非我。 
  熄滅你的莫大色欲， 
           切勿一次次繼續燃起。 
 
“以不淨觀 
           修練心智， 
  在不淨觀中 
           入定、一境。 
 
“使念住 
           浸沒於色身， 
  做一個 
           趨向無欲者。 
 
“修練無所緣禪定， 
           脫離自滿。 
  穿透自滿後， 
          你得以平靜地繼續前行。” 

——SN8.4(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制怒 
        “比丘們，世界上存在三類人。哪三類? 有的人譬如石上銘文，有的人譬如泥上銘文，有的人
譬如水上銘文。 
        “一個人如何譬如石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時常被激怒，他的怒意長久地伴隨他。正如石上
銘文，不能被風或者被水快速抹去，長久存住，同樣地，某人時常被激怒，他的怒意長久地伴隨
他。 此謂一個人譬如石上銘文。 
        “一個人如何譬如泥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時常被激怒，但他的怒意伴隨他不長久。正如泥
上銘文，能被風或者被水快速抹去，不長久存住，同樣地，某人時常被激怒，他的怒意伴隨他不
長 久。此謂一個人譬如泥上銘文。 
        “一個人如何譬如水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當人們對他粗暴地說話、嚴厲地說話、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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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話時——依然和氣、友好、禮貌。如水上銘文，即刻消失，不長久存住，同樣地，某人——
當人們對他粗暴地說 話、嚴厲地說話、無禮地說話時——依然和氣、友好、禮貌。此謂一個人譬
如水上銘文。 
        “此爲世上存在的三類人。” 

——AN 3.13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有此七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對一位憤怒的男子或女子來臨。 
        “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醜陋!’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的美貌而愉
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即使他善沐浴、善塗膏、著白衣、修剪須發，
他依舊醜陋，只因他被嗔怒掌控。這是對一 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來臨的第一件令敵愉悅、助敵得
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難眠!’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的安
眠而愉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即使臥榻上鋪一床長羊毛褥、一床白羊
毛褥、一幅繡花床單、上蓋一床鹿皮毯，頂垂華 蓋，側堆紅枕，他依舊難眠，只因他被嗔怒掌
控。這是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來臨的第二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無贏利!’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的
贏利而愉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即使他失利，卻想:‘我已贏利’; 即使
他贏利，卻想:‘我已失利。’當他抓緊這些違逆事實的想法時，它們引導他趨向長久的傷害與苦
痛，只因他被嗔 怒掌控。這是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來臨的第三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無財富!’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的
富裕而愉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凡是他的財富，透過努力與勤勞、藉
臂力積攢、由汗水集聚的正當合法之財，被國王下令 罰歸國庫，只因他被嗔怒掌控。這是對一位
嗔怒的男子或女子來臨的第四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如此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無名!’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
的盛名而歡喜。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凡是他藉審慎而得的名聲，就此消
退，只因他被嗔怒掌控。這是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 來臨的第五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如此祈願他的敵人:‘啊，願他無友!’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
的多友而愉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時，他的朋友、伴侶、親戚將遠遠地走
避他，只因他被嗔怒掌控。這是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 子來臨的第六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
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們，敵人如此祈願他的敵人:‘啊，願此人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匮乏
界、惡趣、低等域界、地 獄!’爲什麽? 敵人不爲敵人生天而愉悅。當一個人發怒，被嗔怒支配、
被嗔怒掌控時，他作惡身業、作惡語業、作惡意業，於是，此人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匮乏界、惡
趣、低等域 界、地獄，只因他被嗔怒掌控。此爲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發生的第七件令敵愉
悅、助敵得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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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爲對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發生的七件令敵愉悅、助敵得逞之事。” 
怒者醜陋、少眠，他所得盈利， 
        因言行有失，轉爲虧損。  
盛怒的人，把他的財富摧毀。 
        狂怒的人，把他的地位摧毀。 
親戚、朋友、同事們躲避他， 
        瞋怒帶來損失，瞋怒使心燃燒。 
他意識不到危險由內心生起， 
        怒者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怒者看不見法。 
被瞋怒征服的人， 
        處於一團陰暗之中。 
他樂於惡行，以爲善行， 
        當怒意消退之時，他如火燒般受苦。 
他如煙霧圍繞之火， 
        無用、無光。 
 
當嗔怒傳播時，當一人發怒時， 
        他無羞恥、不畏惡、言語不敬。 
因爲對一位被嗔怒掌控者， 
        任何事皆無光明。 
 
我將列出帶來悔恨、遠離教導的行爲。 
        注意聽! 
怒者殺父、殺母， 
        殺婆羅門、也殺 凡人。 
是緣於母愛，人得以見世， 
        發怒的凡夫卻會殺死這位生命的給予者。 
 
如他一樣，一切衆生執愛自己， 
        然而怒者昏亂，能以種種方式殺死自己: 
        用劍、使毒、在山澗以繩自吊。 
做這些事，這些殺生、自戗之事, 
        怒者不知，他已被摧毀。 
 
摩羅之網以嗔怒的形式，住於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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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律、明辨、精進、正見，把它斬斷。 
智者斬斷每一種不善巧， 
        訓練自己:‘願我們不被覆蓋。’ 
離嗔者無苦，離貪者無渴， 
        善調禦、斷嗔怒，滅諸漏、得解脫。 

——AN7.6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比丘們，即使強盜們野蠻地用一把雙柄鋸將你逐肢鋸去，你們當中那些讓自己的心升起怒
意者，還沒有聽從我的教導。即便那時，你們仍應 訓練自己:‘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
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以俱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 發
點，我們將以俱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
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比丘們，假若常念此雙柄鋸之教喻，還有任何細微或粗糙的語言形式你們不堪忍受麽? ” 
        “沒有，世尊。 ” 
        “那麽應當常念此雙柄鋸之教喻，那將是爲了你們長遠的利益與幸福。” 
——MN21(中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鎮伏嗔恨的方式 
        “鎮伏嗔恨有這五種方式，當一位比丘升 起嗔恨時，應藉此把它滅盡。哪五種? 
        “對某人生出嗔恨時，應培育對那人的慈心。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對某人生出嗔恨時，應培育對那人的悲心。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對某人生出嗔恨時，應培育對那人的舍心。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對某人生出嗔恨時，應不心想、不注意那人。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對某人生出嗔恨時，應觀想那人是自己的業的産物:‘這位尊者是他的業的造作者，是他的業
的繼承者，緣他的業而生，由他的 業得眷屬，依他的業而活。’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這便是鎮伏嗔恨的五種方式，當一位比丘升起嗔 恨時，應藉此把它滅盡。” 

——AN5.161(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舍利弗:] 
        “有些人身業不純淨、但語業純淨。應鎮伏對這類人的嗔恨。 
        “有些人語業不純淨，但身業純淨。也應鎮伏對這類人的嗔恨。 
        “有些人身業、語業俱不純淨，但心有间或的清明與平靜。也應鎮伏對這類人的嗔恨。 
        “有些人身業、語業俱不純淨，心無间或的清明與平靜。也應鎮伏對這類人的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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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身業、語業俱純淨，心有间或的清明與平 靜。也應鎮伏對這類人的嗔恨。 
        “那麽，一位身業不純淨、但語業純淨者，如何鎮伏對他的嗔恨? 正如一位取用棄物的比丘在
路上看見一塊破布時，會把完好的那部分撕下帶走: 把它用左腳踩住，用右腳展開，他會把完好
的那部分撕下帶走。同樣地，當某人身業不純淨、但語業純淨時，不應注意其身業之不淨，反
之，應注意其語業之純淨。 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至於一位語業不純淨、但身業純淨者，如何鎮伏對他的嗔恨? 正如水池中蓋滿粘液與水藻，
走來一人，火熱、遍身是汗、力竭、顫抖、口渴。他會跳進池裏，雙手分開粘液與水藻，掬水啜
飲後上路。同樣地，當某人語業不純 淨、但身業純淨時，不應注意其語業之不淨，反之，應注意
其身業之純淨。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至於一位語業、身業俱不純淨、但心有間或的清明與平靜者，如何鎮伏對他的嗔恨? 正如牛
蹄印坑中有一小汪水，一人走來，火熱、遍身是汗、力竭、顫抖、口渴。他想:‘這牛蹄印坑中有
一小汪水。我若用手用杯取水啜飲， 會擾動它、攪動它，令它不適於飲用。我何不趴下，如牛一
般啜飲後上路?’於是他就會趴下，如牛一般啜飲後上路。同樣地，當某人語業不 純淨、但身業純
淨時，不應注意其身業之不淨……其語業之不淨，反之，應注意他心有間或的清明與平靜這件
事。 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至於一位語業、身業俱不純淨、心無间或的清明與平靜者，如何鎮伏對他的嗔恨? 正如一位
病人─—痛苦、症重─—沿路行走，遠離前村、遠離後村，不得所需食物、不得所需藥物、不得
善護理、不得 人搬他到聚落處。再假定另有一人，見他沿路走來。出於慈悲、憐愍、同情，會盡
量相助，想:‘啊，此人應得所需食物、應得所需藥物、應 得善護理、應得人搬他到聚落處。爲什
麽? 使他不在此倒地毀滅。’同樣地，當某人語業、身業俱不純淨，心無间 或的清明與平靜時，應
出於對那人的慈悲、憐愍、同情，盡量相助，想:‘啊，此人應斷棄惡身業、培育正身 業，斷棄惡
語業、培育正語業，斷棄惡意業、培育正意業。爲什麽? 使他身壞命終時，不墮入匮乏處、惡
趣、低等界、地獄。’ 藉此鎮伏對那人的嗔恨。 
        “至於一位語業、身業俱純淨、心有间或的清明 與平靜者，如何鎮伏對他的嗔恨? 正如有一
池清水─—味甜、清涼、清澈─—一人走來，火熱、遍身是汗、力竭、顫抖、口渴。他跳進池
裏，洗濯、啜飲完畢，會在樹蔭下就地坐臥。同樣地，當某人語業、身業俱純淨、心有间或的清
明與平靜時，應注意其身業之淨……其語業之淨……應注意他有间 或的清明與平靜這件事。藉此
鎮伏對那人的嗔恨。一個徹底令人敬仰的人能使心平靜下來。 
        “這便是鎮伏嗔恨的五種方式，當一位比丘升起嗔 恨時，應藉此把它滅盡。” 

——AN5.162(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鎮伏嗔恨有這十種方式.哪十種? 
        “一、作想:‘他傷害了我。不過，我該指望什麽?’而鎮伏嗔恨。 
        “二、作想:‘他正在傷害我。不過，我該指望什麽?’而鎮伏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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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想:‘他將要傷害我。不過，我該指望什麽?’而鎮伏嗔恨。 
        “四、作想:‘他傷害了我所親愛、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而 鎮伏嗔恨。 
        “五、作想:‘他正在傷害我所親愛、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 而鎮伏嗔恨。 
        “六、作想:‘他將傷害我所親愛、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而 鎮伏嗔恨。 
        “七、作想:‘他幫助了我不親愛、不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 而鎮伏嗔恨。 
        “八、作想:‘他正在幫助我不親愛、不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 rsquo;而鎮伏嗔恨。 
        “九、作想:‘他將幫助我不親愛、不悅意者。不過，我該指望什麽?’ 而鎮伏嗔恨。 
        “十、一個人對不可能之事，不激動。 
        “這便是鎮伏嗔恨的十種方式。 ” 

——AN10.8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比丘們，過去曾經有名爲阿羅迦的一位導師、一位宗師，已脫離感官貪欲。他擁有數百位
弟子，他對他們如此傳法: ‘婆羅門啊，人生微不足道─—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
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 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日出時草尖上的一滴露水，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樣地，婆羅門啊，人生如露水─—
有 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
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雨神降大雨時泛起的一個水泡，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樣地，婆羅門啊，人生如水泡─
— 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
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木棒在水面劃出的一條水線，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樣地，婆羅門啊，人生如水線─—
有 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
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遠行、急行、下行的一條山溪，沖走所載，無一時一刻一瞬的靜止，淌流、湍流、奔流
而去，同樣地，婆羅門啊， 人生如山溪─—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
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壯漢在舌尖蓄起的一滴唾液，不費氣力一吐而棄，同樣地，婆羅門啊，人生如唾液─—
有 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
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火燒整日的鐵鍋裏投入的一塊肉片，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樣地，婆羅門啊，人生如
肉片——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
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如被牽向屠宰場的一頭母牛，每走一步，是在趨近宰殺，趨近死亡，同樣地，婆羅門啊，
人生如母牛─—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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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爲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然而，比丘們，在那個年代，人們的壽命有六萬年，姑娘們五百歲可以出嫁。而且那時(只)
有 六種病: 冷、熱、饑、渴、排糞、排尿。然而即便他們如此長壽、如此久住、如此少病，那位
導師阿羅迦對弟子如此傳法:‘婆羅門啊，人生微不足道 ─—有限、微小、苦多、絕望多。人當如
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 ’ 
        “比丘們，如今，一位正語者當然可以說:‘人生微不足道─—有限、微 小、苦多、絕望多。人
當如聖賢一般，接觸這個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爲凡在那裏出生的，逃脫不了死亡。’比丘
們，如今一個人長壽也 就是活一百歲或者略多。活一百歲，等於活三百季: 一百冷季、一百熱
季、一百雨季。活三百季，等於活一千二百月: 四百冷月、四百熱月、四百雨月。活一千二百
月，等於活二千四百雙周: 八百冷雙周、八百熱雙周、八百雨雙周。活二千四百雙周，等於活三
萬六千日: 一萬二千冷日、一萬二千熱日、一萬二千雨日。活三萬六千日，一個人吃七萬二千餐: 
二萬四千冷季餐、二萬四千熱季餐、二萬四千雨季餐─—把母乳與飲食有障礙的餐數也估算在
內。飲食有障礙是指這些: 當他因嗔怒而未吃、當他因痛苦而未吃、當他因患病而未吃、當他守
布薩未吃、當他因貧困而未吃。 
        “因此，比丘們，我把百歲者的一生作了估算: 我估算了壽命、估算了季節、估算了年、估算
了月、估算了雙周、估算了夜、估算了日、估算了餐數、估算了飲食的障礙。凡是一位導師─— 
爲著弟子的福利、出於對他們的慈悲─—應做之事，我已爲你們做了。那裏有樹樁; 那裏有空靜
處。比丘們，去修禪那。不要失慎。不要以後有悔。這就是我們對你們大家的告誡。” 

——AN7.70(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 英譯)

 
逐步止息 
        “我也傳授了造作的逐步止息。證得初禪時，言語已 止息。證得第二禪時，尋想與評估[尋伺]

已止 息。證得第三禪時，喜已止息。證得第四禪時，出入息已 止息。證得空無邊維度時，色[形
體]的辨識已 止息。證得識無邊維度時，空無邊維度的辨識已止息。證得無所有維度時，識無邊

維度的辨識已 止息。證得非想非非想維度時，無所有維度的辨識已止息。證得辨識與感受[想與
受]的 止息維度時，辨識與感受已止息。當一位比丘的漏終結時，貪已止息，嗔已止息，癡已止

息。 
        “我也傳授了造作的逐步寂止。證得初禪時，言語已寂止。證得第二禪時，尋想與評估[尋伺]

已寂止。證得第三禪時，喜已寂止。證得第四禪時，出入息已寂止。證得空無邊 維度時，色[形
體]的辨識已寂止。證得識無邊維度時，空無邊維度的 辨識已寂止。證得無所有維度時，識無邊
維度的辨識已寂止。證得非想非非想維度時，無所有維度的辨識已寂止。證得辨識與感受的寂止
維度時，辨識與感 受已寂止。當一位比丘的漏終結時，貪已寂止，嗔已寂止，癡已寂止。 
        “有此六種平息。證得初禪時，言語已平息。證得第二禪時，尋想與評估已平息。證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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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時，喜已平息。證得第四 禪時，出入息已平息。證得辨識與感受的止息維度時，辨識與感受已
平息。當一位比丘的漏終結時，貪已平息，嗔已平息，癡已平息。 ”

——SN36.11(相應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如何報答父母  
感恩經 Kataññu Sutta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非正直者的層次與正直者的層次。注意聽。我將說。” 
        比丘們應道: “世尊請說。” 
        薄伽梵說:“何爲非正直者的層次? 非正直者忘恩，不承認施予他的幫助。這種忘恩、這種背
恩，是粗暴者的第二天性。這完全是非正直者的層次。 
        “何爲正直者的層次? 非正直者感恩，承認施予他的幫助。這種感恩、這種記恩，是精良者的
第二天性。這完全是正直者的層次。 
        “我告訴你們，有兩種人不易償還。哪兩種? 你的母親和父親。即使你把你的父親掮在一肩，
把你的母親掮在另一肩，長達一百年，塗膏、按摩、沐浴、撫肢，如此照料他們，他們就在[你
的肩上]排屎排尿，那樣仍不能償還你的母親、父親。如果你爲母親、父親在這大地上樹立絕對
的統治權、富有七寶，那樣仍不能償還母親、父親。爲什麼? 母親、父親爲子女做了多少。照料
他們、滋養他們，引領他們入世。然而，凡是能夠激發自己的無信的母親、父親，使他們在信念
中安定、立足; 激發自己的無戒的母親、父親，使他們在戒德中安定、立足; 激發自己的鏗吝的母
親、父親，使他們在佈施中安定、立足; 激發自己的愚昧的母親、父親，使他們在明辨中安定，
立足: 到這個地步，他就償清、償還了自己的母親、父親。” 

——AN2.31-32(增支部，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原文除另注明外,都來自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人物簡介來自 http://www.palikanon.com/english/pali_names/dic_idx.html] 
最近增訂5-15-2009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passages2.htm (38 of 38) [12/31/2010 10:43:32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palikanon.com/english/pali_names/dic_idx.html


福德-巴利經文選讀

[首頁] >>[經文]

福德
巴利經文選讀 

 
(英譯、編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Merit 

A Study Guide Prepared by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美國慈林寺，
僅限於免費發行。慈林寺許可人們在
任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
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
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文
與其它衍生作品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8 良稹， 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並登載
本版權聲明。 

目錄: 
◇引言 

◇基本智慧 

◇福德(Puñña) 

◇佈施(Dana) 

◇持戒(Sila) 

◇禪定(Bhavana) 

◇證入流果的福德 

◇超越福德 

◇名詞解釋 

 

引言 
 

        佛教的所有核心概念之中，福德(puñña)在西方是最鮮爲人知且
最不受欣賞的一項。或許這是因爲，修福德似是一種專注於得利
與“造我”(selfing)的低級修持，而更高等的佛教修持則專注於放開、
特別是放開任何的自我感。由於西方人常爲時間所迫，不願把時間
浪費在低級修持上，而是想直接修習更高的層次。不過，佛陀反複
告誡說，人們若非已培養了堅實的基礎，不可能穩定從事高層次的
修練。求福德，正是在爲此提供基礎。轉引一位現代佛教心理學家
的話來說，一個人除非已培養起明智的自我感，是不可能明智地放
下他的自我感的。福德的追求，正是佛教對一種明智的自我感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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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方式。 
        以下選讀材料，解說的是福德的修持之道。它以討論<基本智慧
>作爲開端，由此揭示出，爲了最終引生「放開」的智慧，何以首先
應側重對某些事的「抓緊」: 這是指初級層次上的那些善巧素質，它
們爲你在放開粗相有害品性時提供一個安全的立足點。佛家智慧以
專注無常、苦、非我之三特徵而著稱，然而該智慧的運用，是在對
那些相對持久、愉悅之事的追求過程當中增長起來的，並且要求具
備一個成熟的「自我」，即: 能夠爲將來作計劃、爲長遠幸福而犧牲
短暫的快樂、顧念他人之需、在追求一種智慧、純淨、慈悲的幸福
之中培養起有力的自我依止感。以下選讀材料，解說的是福德的修
持之道。它以討論<基本智慧>作爲開端，由此揭示出，爲了最終引
生「放開」的智慧，何以首先應側重對某些事的「抓緊」: 這是指初
級層次上的那些善巧素質，它們爲你在放開粗相有害品性時提供一
個安全的立足點。佛家智慧以專注無常、苦、非我之三特徵而著
稱，然而該智慧的運用，是在對那些相對持久、愉悅之事的追求過
程當中增長起來的，並且要求具備一個成熟的「自我」，即: 能夠爲
將來作計劃、爲長遠幸福而犧牲短暫的快樂、顧念他人之需、在追
求一種智慧、純淨、慈悲的幸福之中培養起有力的自我依止感。 
        接下來，<福德>一章概述了引生那類喜樂的諸種福德業形式，
它們主要集中於三類: 佈施、持戒、禪定。此後三章分別講述如何施
行這些業才能夠引生最大的喜樂。例如，<佈施>一章討論了如何可
以藉著明智地選擇適當的施禮動機、適當的禮物、適當的受禮者，
獲得最大的佈施喜樂。<持戒>一章解說了如何從以往的錯誤中學
習，同時又不陷入內疚、消沈。<禪定>一章不僅討論了何以慈心觀
——最常與福德相提並論的禪修法門——趨向即刻當下的幸福，而
且討論了它如何還可以使過去不智之業的果報化至最小。 
        所有這三種福德形式都有益於最高的福德形式:入流果的證得，
即對不死之法的第一瞥。因此，本材料的倒數第二章專講來自該成
就的幸福與安甯。 
        結束章節提醒我們，盡管福德業有如此之果報，對幸福的追求
最終趨向於超越福德追求。實際上，本文爲引介佛教追求幸福之途
徑的兩集閱讀材料的上集，下集討論的是趨向阿羅漢道的三特徵教
導，它引向不死之樂。雖如此，把兩個階段視爲截然二分是不正確
的。藉著對福德的追求，我們培養起一種明智的自我感，該過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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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是在修習如何放開不智的“造我”方式，因爲佈施、持戒、慈心
的修持，正是克服吝啬、冷漠、無情等素質的修習過程。三特徵的
教導只是把同樣的“拆解自我”(de-selfing)過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以
達到一種更複真實的幸福。 

基本智慧 
 
        “有此情形，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憊，便悲傷、痛悼、哀歎、捶胸、昏亂起來。或
者，一個人被痛苦壓倒，他內心疲憊，便外出求索:‘有誰了解止息這苦痛的一兩個辦法?’ 比丘
們，我告訴你們，該苦或者導致昏亂、或者導致求索。” 

——AN6.63(增支部) 

        “此爲趨向明辨之道: 在訪問一位僧侶、沙門時發問:‘尊者: 何謂善巧? 何謂不善巧? 何謂有咎? 
何謂無咎? 何應長養? 何不應長養? 我已行之舉，何將有長期的傷害與痛苦? 我已行之舉，何將有
長期的安甯與幸福?’” 

——MN135(中部) 

         “你認爲如何，羅睺羅，鏡子有何用途?” 
         “世尊，用於觀照。” 
         “同樣地，羅睺羅，對於身業、語業、意業[身、語、意之動作]也應當反複觀照。 
         “每當你想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想作的這個身業——它會導致害己、害人、或兩
害麽? 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麽?’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會導致害己、害
人、或兩害;它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那樣的身業你絕對不適合作。但是，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不會導致害己……它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任何那
樣的身業，你適合作。  
         “你正在作某個身業時，應當觀照它:‘我正在做的這個身業——是在導致害己、害人、或兩
害麽?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么?’ 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在導致害己、害人、
或兩害……你應當放棄。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了，它並不……你可以繼續。 
         “你在作了某個身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導致了害己、害人、或
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身業，有苦果、苦報，那麽你應當對尊師或者一位多聞的修行同伴忏

悔、披露、公開。忏悔後，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不曾導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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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的身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新與喜樂，日
夜修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同理於語業與意業，除了有關意業的最後一段如下:) 
         “你在作了某個意業之後，應當觀照它……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導致了害己、害人、或
兩害; 它是一種不善巧的意業，有苦果、苦報，那麽你應當對此有憂惱、可恥、厭棄感。有了憂
惱、可恥、厭棄感之後，你應當在未來約束自己。但是如果觀照之後你了解，它不曾導致害己、
害人、或兩害……它是一種善巧的意業，有樂果、樂報，那麽你應當安住於清新與喜樂，日夜修
習善巧的心理素質。 
         “羅睺羅，過去所有淨化了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所做的，正是這般反
複地觀照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未來所有將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要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
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當前所有在淨化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的僧侶行者，他們在做的，正是這般反複地觀照
自己的身業、語業、意業。  
         “因此，羅睺羅，你應當訓練自己:‘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己的身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
自己的語業。我要藉反複觀照淨化自己的意業。’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MN61(中部) 

         “至於那行之不樂，但行後趨向增益之處[行動軌迹]，正是藉此處，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
力、勇士的毅力、勇士的精進力方面——是愚人還是智者。因爲愚人不想:‘此處雖行之不樂，然
而行後趨向增益，’於是他不行，故此該處之不行趨向他的損失。然而，智者觀想:‘即便此處行之
不樂，然而行後趨向增益，’於是他行之，故此該處之行趨向他的增益。 
         “至於那行之有樂，但行後趨向損失之處，正是藉此行，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力、勇士
的毅力、勇士的精進力方面——是愚人還是智者。因爲愚人不想:‘此處雖行之有樂，然而行後趨
向損失，’於是他行之，故此該處之行趨向對他的損失。然而，智者觀想:‘即便此處行之有樂，然
而行後趨向損失，’於是他不行，故此該處之不行趨向他的增益。” 

——AN4.115(增支部) 

自己確是自己的依止，他人誰能作你的依止? 
善自調禦者，得難得的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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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p160(法句經) 

惡由自造，染由自汙。 
自不作惡，自行潔淨。 
 
諸淨諸染，各自所爲。 
無人淨化他人，無他人淨化他。 

——Dhp165(法句經) 

以自我監督自我、 以自我省察自我。 
自守、持念的比丘，安住於樂。 

——Dhp379(法句經) 

         “何謂以己爲行事准則?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前往野外、樹下、空居，如此觀想:‘我離家出
家，非是爲了僧袍; 我離家出家，非是爲了缽食……爲了居處……爲了這等那等(來世的)緣起。而
是因爲我爲生、老、病、死、憂、哀、痛、悲、慘所困，爲苦所困，爲苦所制，(我期待:)“這一
整團苦與憂的終結或者可被證知!”我若尋求離家出家時已棄絕的同類感官之樂——或者更糟——
那於我是不合適的。’他於是如此觀想:‘我的精進將奮發而不松懈; 我的念住將確立而不混淆; 我的
色身將平息而不動蕩; 我的心將入定、一境。’在把自己作爲行事准則之後，他棄絕不善巧、培養
善巧，棄絕有咎、培養無咎，以清淨方式照顧自己。此謂以己爲行事准則。” 

——AN3.40(增支部) 

         (阿難:)“‘此色身由自滿而生成。然而該自滿之棄絕，乃藉自滿。’有此一說，指哪方面而說? 
道友姐妹[聽者爲比丘尼]，有一比丘聽聞:‘他們說，名爲某某的比丘，經由終結心漏，在即刻當下
親證自知，已進入、安住於無漏的心解脫與慧解脫。’他想到:‘他們說，名爲某某的比丘，經由終
結心漏，在即刻當下親證自知，已進入、安住於無漏的心解脫與慧解脫。何以我不能?’於是後
來，他藉此自滿，得棄自滿。” 

——AN4.159(增支部)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2.htm (5 of 54) [12/31/2010 10:43:42 PM]



福德-巴利經文選讀

温和的聖者們，常自守身， 
去那不動之境[1]，在彼處再無憂愁。 

——Dhp225(法句經) 
中譯注[1]據英譯者，指涅磐,又指不受任何事擾動。 

喬達摩的弟子心常覺醒， 
無分日夜，念住於佛。 
……念住於法。 
……念住於僧。 
喬達摩的弟子心常覺醒， 
無分日夜，念住於身。

——Dhp296(法句經) 

如若放棄小樂，他得見大樂。 
智者將放棄小樂，求取大樂。 

——Dhp290(法句經) 

         “比丘們，這四種業已由我親知、自證、宣講。哪四種? 有得黑果的黑業。有得白果的白
業。有得黑白果的黑白業。有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何爲得黑果的黑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傷害性的身體造作……傷害性的言語造
作……傷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傷害性的域界……他在該處受傷害性的接觸……他只
體驗痛受，譬如地獄的衆生。是謂得黑果的黑業。 
         “何爲得白果的白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無傷害的身體造作……無傷害的言語造
作……無傷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無傷害的域界……他在該處受無傷害性的接觸……他
只體驗樂受，譬如光明的天神。是謂得白果的白業。 
         “何爲得黑白果的黑白業? 有此情形，某個人造作了既有害又無害的身體造作……既有害又
無害的言語造作……既有害又無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於一個既有害又無害的域界……他在該
處既受有害又受無害的接觸……他體驗傷害與無傷害之受，苦樂混合，譬如人類、某些天神、某
些低等域界的有情。是謂得黑白果的黑白業。 
         “何爲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的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對此得黑果的黑業，當下棄絕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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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對此得白果的白業，當下棄絕其動機……對此得黑白果的黑白業，當下棄絕其動機。是謂
得不黑不白果、趨向業止息的不黑不白業。” 

——AN4.232(增支部) 

         另一篇相關經文大部分與上文重複，用以下例子定義得黑果的黑業:“有此情形，某人殺生、
不予而取、行不當性事、說謊、飲用造成失慎的蒸餾與發酵飲料。”而把得白果的白業定義爲:“有
此情形，某人戒殺生、戒不予而取、戒行不當性事、戒說謊、戒飲用造成失慎的蒸餾與發酵飲
料。” 

——AN4.234(增支部) 

         “何爲得非黑非白之果，趨向業之止息的非黑非白之業? 正見、正志、正言、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 

——AN4.235(增支部) 

         於是，針對麻瘋病者蘇巴菩達，他作了一場循序漸進的開示，即，一段佈施說，一段戒德
說，一段天界說; 他宣說了感官之欲的過患、降格、退敗，以及出離的果報。接著，他看見麻瘋
病者蘇巴菩達的心已預備、可塑、五蓋除卻、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場諸覺者特有的法義開示，
即：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如無垢、潔淨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樣地，麻瘋病者
蘇巴菩達正端坐原地，即升起內在無塵、無垢的法眼：“凡緣起者，皆趨向止息。” [凡緣起法，皆
止息法] 

——Ud5.3(自說經) 

福德 
 

臨難遇友爲福。少欲知足爲福。 
命終積德爲福。離一切苦爲福。 
 
在世間，孝敬母親爲福。孝敬父親亦爲福。 
在世間，敬奉沙門爲福。敬奉婆羅門亦爲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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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到老爲福。確立信心爲福。 
證得明辨爲福。諸惡不作爲福。 

——Dhp331-333(法句經)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比丘們: 不要畏惧福德業。這是幸福、如意、喜
樂、可親、愉悅的別語——福德業。我知道，我曾經長久地行福德，因此長久地體驗著幸福、如
意、喜樂、可親、愉悅的果報。修習慈心禪七年後，長達七個收縮擴張之劫，我未回此世界。凡
於收縮之劫，我往生光音天。凡於擴張之劫，我重現空曠的梵天界。在那裏，我是大梵天、不可
征服的勝者、無所不見者、大威力者。接著，我做了三十六次帝釋天王。我做了幾百次國王、轉
輪皇帝、正法王、四方的勝者，穩坐江山，擁有七寶[1]——更不必說做地方國王的次數了。我
想:‘是什麽業成就此果、是什麽業成就此報，如今我擁有如此的大力與威力?’接著我想到:‘是我的
三種業果、三種業報，使得我如今擁有如此的大力與威力: 那就是佈施、自律[身行語行]、自禦[心
意]。’” 

修習那引生長樂的福德之， 
長養那佈施、戒行[2]、與慈心。 
培育這三件造就長樂之舉， 
智者重生純淨的喜樂之界。 

——Iti22(如是語) 
[1]原注:七寶爲:聖輪、聖[理想的]寶石、聖象、聖馬、聖妻、聖司庫、聖顧問。 
[2]中譯注:[samacariya] 直譯爲和諧的生活。 

他於此世歡喜，他於來世歡喜。 
行福德者於兩處皆有歡喜。 
自見業行清淨，他歡喜、快意。 
 
他於此世愉悅，他於來世愉悅。 
行福德者於兩處皆有愉悅。 
憶及:‘我造了善業，’他爲之愉悅。 
重生於善趣後，他愉悅愈多。 

——Dhp16，18(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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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之業速行，自禦其心避惡。 
緩行福德業時，心於惡中耽樂。 

——Dhp116(法句經) 

惡者也見善祥，直到惡報異熟。 
惡報異熟之時，惡者即見諸惡。 
 
善士也見惡運，直到善報異熟。 
善報異熟之時，善者即見諸善 。 
 
莫小視惡:‘它不來我’。 
點滴之水，可以盈缽。 
愚人惡滿，點滴累積。 

——Dhp119(法句經)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有福德的活動，其場地有這三種。哪三種? 佈施
福德活動的場地[福德行處,行福德的方式]、持戒福德活動的場地、禪定福德活動的場地。這就是三
種福德活動的場地。” 

修習那引生長樂的福德業， 
長養那佈施、戒行、與慈心。 
培育這三件造就長樂之舉， 
智者重生無咎的喜樂之界。 

——Iti60(如是語)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我見過諸有情——擁有善身業、善語業、善意
業，不曾辱罵聖者，持正見，受正見影響而行動[正見業]——身壞命終時，重生善趣、天界。我
非是從其他僧侶行者處聽來後告訴你們，我見過諸有情——擁有善身業、善語業、善意業，不曾
辱罵聖者，持正見，受正見影響而行動——身壞命終時，重生善趣、天界。而是我親知、親見、
親證之後告訴你們，我見過諸有情——擁有善身業、善語業、善意業，不曾辱罵聖者，持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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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正見影響而行動——身壞命終時，重生善趣、天界。” 

端正意向、言正語、身造正業:  
此處一人—— 
博學、福行於此短促一生， 
身壞時隨明辨，現於天界。 

——Iti71(如是語) 

         坐於一邊後，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對薄伽梵說:“世尊，我方才獨處時，覺知中升起這個想
法:‘誰愛惜自己，誰不愛惜自己?’接著，我想到:‘那些行不良身業、不良語業、不良意業者，不愛
惜自己。即便他們也許說我們愛惜自己，”然而他們並不愛惜自己。爲什麽? 他們自己對待自己，
如同仇敵對待仇敵; 因此他們不愛惜自己。然而，那些行善身業、善語業、善意業者，愛惜自
己。即便他們也許說:“我們不愛惜自己，”然而他們的確愛惜自己。爲什麽? 他們自己對待自己，
如同親人對待親人; 因此他們愛惜自己。’”  
         “正是如此! 大王，正是如此! 那些行不良身業、不良語業、不良意業者，不愛惜自己。即便
他們也許說:‘我們愛惜自己，’然而他們並不愛惜自己。爲什麽? 他們自己對待自己，如同仇敵對
待仇敵; 因此他們不愛惜自己。然而，那些行善身業、善語業、善意業者，愛惜自己。即便他們
也許說:‘我們不愛惜自己，’然而他們的確愛惜自己。爲什麽? 他們自己對待自己，如同親人對待
親人; 因此他們愛惜自己。’”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畢，這位善逝者、導師，又道: 

你若愛惜自己，勿以惡業自縛， 
因行錯事者，不易得幸福。 
 
當你離棄人態、爲終結者抓住時， 
是什麽真正爲你擁有? 
是什麽你攜帶而行? 
是什麽如影不棄跟著你? 
 
你作爲凡人，在此生所行的福德與惡業: 
那是你真正擁有的。 
那是你攜帶行走的。 
那是如影不棄跟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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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可敬之事，作爲來生的儲蓄， 
是福德維持有情在它界的生存。 

——SN3.4(相應部) 

         坐於一邊後，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對薄伽梵說:“世尊，是否有一種素質，可以安穩保障兩種
福利——此生的福利與來生的福利? 
         “大王，有一種素質，可以安穩保障兩種福利——此生的福利與來生的福利。 
         “尊者，是什麽素質……” 
         “大王，是審慎[不放逸]。正如一切有足衆生的足印爲大象足印所包容，大象足印以其巨大被
推爲首位; 同樣地，審慎的素質可以安穩保障兩種福利——此生的福利與來生的福利。”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畢，這位善逝者、導師，又道: 

對期望長壽、健康、美貌、生天、世襲者， 
——豐碩的喜樂，接連不斷—— 
智者贊揚行福德時的審慎。 
 
審慎、明智，得兩種福利:  
此生的福利、來生的福利。 
藉收獲福果，被稱爲賢者、智者。 

——SN3.17(相應部) 

佈施 
 
         “未棄絕這五類素質，他不能進入、住於第一禪那……第二禪那……第三禪那……第四禪那; 
不能證得初果……一還果……不還果……阿羅漢果。哪五類？對本寺院(指住宿)的吝啬、對家族
(指護持者)的吝啬、對個人收益的吝啬、對個人地位的吝啬、對法的吝啬。” 

——AN5.256-257(增支部) 

                   以佈施征服悭吝。 

——Dhp223(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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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爲佈施的寶藏?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覺知已洗清了悭吝之染，居於家中、慷
慨、廣施、樂於大方、回應所求、喜供缽食。此謂佈施的寶藏。” 

——AN7.6(增支部) 

         接著另一位天神在薄伽梵面前大聲說: 

佈施善哉，親愛的尊者! 
雖貧乏而佈施，善哉!  
依信仰而佈施，善哉! 
以正當財佈施，善哉! 
有分辨而佈施，善哉! 
 
善逝者稱贊有分辨而佈施， 
給活在世間的值得應供者:  
施予他們的禮物生大果報， 
如良田沃土中播撒的種籽。 

——SN1.33(相應部) 

         “這是佈施的五種果報: 他在人們眼裏可親、有魅力; 他得善士的景仰; 他的善名廣傳; 他不偏
離家主的正當責任; 身壞命終時，他重生善趣、天界。” 

——AN5.35(增支部) 

         “衆生若了解佈施與分享的果報，如我所了解那樣，他們不佈施不會吃。悭吝之染也不會制
服他們的心。即便那是他們的最後一嚼、最後一口，若有人接受佈施，他們也不會不分享。但因
爲衆生不了解佈施與分享的果報，不如我所了解那樣，他們不佈施就吃。悭吝之染制服了他們的
心。” 

——Iti26(如是語) 

         村長刀師兒對薄伽梵說:“尊者，難道薄伽梵不曾多方贊揚對家庭的仁慈、愛護與同情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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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村長，如來曾多方贊揚對家庭的仁慈、愛護與同情。” 
         “那麽，尊者，爲什麽薄伽梵在饑荒之中、匮乏之際，在莊稼枯萎發白、轉爲幹草之時，帶
著大批比丘在那爛陀遊方? 薄伽梵是爲了家庭的毀滅而修行。薄伽梵是爲了家庭的消亡而修行。
薄伽梵是爲了家庭的衰敗而修行。” 
         “村長，回憶過往九十一劫，我未知有任何家庭因佈施煮熟之僧食而衰敗。相反，凡是殷富
之家，有多少財富、多少財産、多少金錢、多少寶飾、多少用品，一切皆來自佈施、來自[行事]
真實、來自自禦。” 

——SN42.9(相應部) 

吝啬者不願佈施，所懼怕的， 
正是當他不佈施時，將出現的。 

——SN1.32(相應部) 

吝啬者確然去不了天界，不贊美佈施的真是愚人。 
賢明者隨喜佈施，在來世自有喜樂。 

——Dhp177(法句經) 

         “藉由佈施一餐飯: ，施主施予受者五件禮。哪五件? 他/她施予生命、美貌、喜樂、力量、與
急智。既施予了生命，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長壽。既施予了美貌，他/她得以分享人界、
天界的美貌。既施予了喜樂，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喜樂。既施予了力量，他/她得以分享
人界、天界的力量。既施予了急智，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急智。由佈施一餐飯，施主施予
受者這五件禮。” 

賢明者施予生命、力量、美貌與急智， 
智慧者施予喜樂，自得喜樂。 
施予了生命、力量、美貌、喜樂與急智， 
無論重生何處，皆有長壽與地位。 

——AN5.37(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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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位天神，在深夜時分，身放強光、遍照祇林，走近薄伽梵。走近跟前，向薄伽梵頂禮
後，立於一邊。立於一邊後，她在薄伽梵面前口說此偈: 

當房屋起火時，搶救出來的器皿， 
是那些將來有用的，不是留在那裏焚燒的。  
 
因此，當世界隨著老與死起火時，你應當 
藉著佈施搶救(財産)，佈施了的是完好搶救下的。 
 
佈施之物，帶來愉快的果報，不佈施之物，則無果報。 
盜賊、君王會搶走，它或者被燒、或者丟失。 
 
最後你離開色身、離開財産， 
懂得此理，聰明人享受財産，同時也佈施財産。 
 
按其所有享受與佈施之後， 
他不受責咎，重生天界。 

——SN1.41(相應部) 

         其時，蘇摩那公主帶領五百貴族女伴，乘五百輛車，前往佛陀居處。近前頂禮後，坐於一
邊。坐下後她對薄伽梵說: 

         “假定有薄伽梵的兩位弟子，信念、戒德與明辨等同，但其中一位佈施僧食、另一位未曾佈
施。身壞命終時，他們將重生善趣、天界。在成爲天神後，兩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區別?” 
         “是的，有區別。” 薄伽梵說。“那位佈施僧食者，生爲天神後，將在五方面超過另一位: 天
界的壽命、天界的美貌、天界的喜樂、天界的地位、天界的威力……” 
         “那麽，假若他們從該界落下，重生此地: 生爲人後，兩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區別?” 
         “是的，有區別。” 薄伽梵說。“那位佈施僧食的，生爲人後，將在五方面超過另一位: 人界
的壽命、人界的美貌、人界的喜樂、人界的地位、人界的威力……” 
         “那麽，假若他們出家成爲比丘: 出家後，兩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區別?” 
         “是的，有區別。” 薄伽梵說。“那位佈施僧食的，出家後，將在五方面超過另一位: 他會時
常被供養[被請用]僧袍，罕有未受供養的情形。他會時常被供養食物……他會時常被供養居
處……他會時常被供養醫藥，罕有未受供養的情形。他的聖道同伴們會時常待之以愉快的行
動……愉快的言語……愉快的想法，並贈予他愉快的禮物，罕有待之以不愉快的行動…… 
         “那麽，假若兩人都證得阿羅漢果，兩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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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在該種情形下，就他們的解脫來說，兩者並無不同。” 
         “太驚奇了，喬達摩大師，太震驚了，只此理由足以使人想佈施僧食、足以使人想行福德，
因爲它使人在重生爲天神、人類、比丘時皆得利益。” 

有人把一筆資財存起——深埋入地、接近水線——  
“當有必要、有征賦時，它將提供我的急求， 
若被國王貶、被盜賊欺時，它將提供我的解救。” 
爲了此類目的，一筆資財被存儲於世間。 
 
盡管如此隱蔽——深埋入地、接近水線——不總能滿足他的需求。 
埋財之地變遷、他的記憶混淆。 
或者在暗中，它被水蛇取走、被神靈偷走、被恨心子孫卷走。 
當福德終結時，它被徹底破壞。 
 
然而有位男子或女子存起一筆善儲的資財: 
對寺堂、僧伽、善士，對客人、父母、兄長， 
佈施、守戒、自禦、自持， 
那才是一筆善儲的資財。 
 
當你離開此界時，無論去何處，你帶著它走。 
它不能被奪走、它隨處跟著你，它不與衆生共持、它不爲盜賊所竊。 
受此啓示，你應行福德，積累那類跟隨你的資財。 
這等資財，將給予人界、天界的有情所想的一切。 

——AN(增支部) 

         婆羅門生漏往詣薄伽梵，到達後，與他交換友好問候。在交換友好的問候言辭之後，坐於一
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說:“喬達摩大師，您知道，我們婆羅門作佈施、作供養，(說:)‘願此供禮
增益我們死去的親戚們、願我們死去的親戚們享用這件供禮。’那麽喬達摩大師，那件供禮是否
增益我們死去的親戚? 我們死去的親戚們是否享用到那件供禮?” 

         “婆羅門，在可能之處，它有增益，但在無可能之處則無。” 
         “那麽喬達摩大師，何爲有可能之處? 何爲無可能之處?” 
         “婆羅門，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當性事、講謊言、讒言、惡語、閑
談、有貪意、有惡意、持妄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於地獄。他藉著地獄生靈之食在那裏活、在
那裏住。這是那件供禮對居者有增益的一個無可能之處。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當性事、講謊言、讒言、惡語、閑談、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2.htm (15 of 54) [12/31/2010 10:43:43 PM]



福德-巴利經文選讀

有貪意、有惡意、持妄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動物。他藉著動物之食，在那裏活、在那裏
住。這也是那件供禮對居者有增益的一個無可能之處。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戒讒言、戒惡
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人。他藉著人類之食在那裏活、
在那裏住。這也是那件供禮對居者有增益的一個無可能之處。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戒讒言、戒惡
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天神。他藉著天神之食在那裏
活、在那裏住。這也是那件供禮對居者有增益的一個無可能之處。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當性事、講謊言、讒言、惡語、閑談、
有貪意、有惡意、持妄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餓鬼。他藉著親友供養之食，在那裏活、在那
裏住。這才是那件供禮對居者有增益的那個有可能之處。” 
         “不過，喬達摩大師，假若那位死去的親戚未重生於那個可能之處，是誰享用那件供禮?” 
         “婆羅門，是重生於那個可能之處的其他親戚。” 
         “不過，喬達摩大師，假若那位死去的親戚未重生於那個可能之處，而其它死去的親戚未重
生於那個可能之處，是誰享用那件供禮?” 
         “婆羅門，經過如此漫長的歲月，那個可能之處缺少他死去的親戚[1]，這是不可能的、這是
不能夠的。不過不管怎樣，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 
         “喬達摩大師能否講述[往生]那些無可能之處的准備?” 
         “婆羅門，我可以講述[往生]無可能之處的准備。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
當性事、講謊言、讒言、惡語、閑談、有貪意、有惡意、持妄見。然而，他把食物、飲料、布
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大
象。在那裏，他得到食物、飲料、鮮花及各種飾品[2]。因爲他奪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當性
事、講謊言、讒言、惡語、閑談、有貪意、有惡意、持妄見，他重生爲大象。但因爲他把食物、
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他得到食物、飲
料、鮮花及各種飾品。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持妄見。但他把食物……佈施給僧侶、沙門。身壞命
終時，他重生爲馬……牛……家禽。在那裏，他得到食物、飲料、鮮花及各種飾品。因爲他奪取
生命……持妄見，他重生爲家禽。但因爲他把食物、飲料……佈施給僧侶、沙門，他得到食物、
飲料、鮮花及各種飾品。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戒讒言、戒惡
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他把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
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人。在那裏，他體驗人界的五條感官
之樂(愉快的色、聲、香、味、觸)。是因爲他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
戒讒言、戒惡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他重生爲人。是因爲他把食物、飲料、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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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他體驗五條人界的感官之
樂。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持正見。他把食物、飲料、布匹、車
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身壞命終時，他重生爲天神。在
那裏，他體驗五條天界的感官之樂。因爲他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戒
讒言、戒惡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他重生爲天神。因爲他把食物、飲料、布
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佈施給僧侶、沙門，他體驗五條天界的感官之
樂。不過不管怎樣，婆羅門，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 
         “太驚奇了，喬達摩大師，太震驚了，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那多麽足以使人想佈施、足
以使人想供養。” 
         “正是如此，婆羅門，正是如此。施者是不會沒有果報的。” 
         “勝哉！世尊，勝哉！喬達摩大師好比將顛倒之物置正、把隱秘之事揭開、爲迷途者指路、
在黑夜裏舉燈、使有眼者見形，同樣地，喬達摩大師藉多方推理，闡明了法。我歸依喬達摩大
師、歸依法、歸依僧。願喬達摩大師記得我這個從今天起一生歸依於他的居家弟子。” 

原注:[1]律藏把自祖父上朔七代世系算作親戚——換句話說，指所有來自同一個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的子
孫。 
          [2]禽類的“飾品”似包括色澤鮮豔的羽毛。類似地，大象、馬、牛的“飾品”似指美觀的紋理。 

——AN10.177(增支部) 

         尊者舍利弗與來自瞻波的居士們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
說:“是否有此情形，某人佈施某種禮物，未得到大果報、大利益，而另一人佈施同種禮物，卻得
到大果報、大利益?”  
         “是的，舍利弗，有此情形……”  
         “世尊，何以有此情形……”  
         “舍利弗，有此情形，一個人佈施是爲己私利、內心執取(果報)，爲己積攢、(想)‘我死後要
享受此物，’他把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
——佈施給僧侶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如此佈施?” 
         “世尊，是的。” 
         “他爲己私利、內心執取，爲己積攢、(想)‘我死後要享受此物，’佈施了那件禮品——身壞命
終時，重生四大王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返回
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再者，有此情形，一個人佈施非是爲己私利、內心不執取，非爲己積攢、不想 ‘我死後要享
受此物，而想‘佈施是善事，’他把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
具、住地、燈具——佈施給了僧侶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這樣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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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是的。” 
         “他想‘佈施是善事，’而佈施了這件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三十三天的天神。接著，那
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佈施是善事，他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這個
古老的家族傳統是不對的，’而佈施了該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夜摩天的天神。接著，那個
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這個古老的家族傳統是不
對的，’他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對的，’而佈施了該
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兜率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
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對的，’他
想‘正如過去那些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羅、跋羅
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而佈施了該禮
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化樂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
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 ‘正如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羅、
跋羅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大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他想‘我
佈施這個禮物時，它使心安甯、升起滿足與喜悅，’而佈施了該禮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他化
自在天的天神。接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返回者、又回到
這個世界。 
         “或者，不想‘我佈施此禮，它使心安甯、升起滿足與喜悅，’他想‘這是對心的美化、對心的
支持，’而把他的禮物——食物、飲料、布匹、車輛、花環、香料、軟膏、床具、住地、燈具
——佈施給僧侶與行者。舍利弗，你覺得如何? 一個人是否會這樣佈施?” 
         “世尊，是的。” 
         “他佈施了該禮物，不爲己私利、內裏不執取，不爲己積攢、不想:‘我死後要享受此物。’ 
         “……也不想:‘佈施是善事。’ 
         “……也不想:‘我的父親、祖父過去曾這般佈施、這般行事。我中斷這個古老的家族傳統是
不對的。’ 
         “……也不想:‘我富裕，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佈施不富裕的，是不對的。’ 
         “……也不想:‘正如古聖賢們——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
羅、跋羅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們曾作過大奉獻，我佈施也爲作這樣的奉獻。’ 
         “……也不想:‘我佈施此禮，它使心安甯、升起滿足與喜悅。’ 
         “……而是想:‘這是對心的美化、對心的支持’——身壞命終時，重生爲梵衆天的天神。接
著，那個業、那個力、那個地位、那個權威耗盡之後，他是個不還者、他不回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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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這就是爲什麽，一個人佈施某種禮物，未得到大果報、大善益，而另一個人佈施
同種禮物，卻得到大果報、大利益。” 

——AN7.49(增支部) 

         “這五件爲正直者[善人]的 佈施: 哪五件? 正直者帶著信念[具信]佈施; 正直者用心佈施; 正直者
適時佈施; 正直者帶著同情心佈施; 正直者佈施時不傷害自己與他人。” 
         “既帶著信念佈施，無論該禮物之果報異熟於何處，他富有，財富多、財産多。他健壯、英
俊、令人景仰、膚色如蓮。 
         “既用心佈施，無論該禮物之果報異熟於何處，他富有，財富多、財産多。他的兒女、妻
子、家奴、仆人、役工，用心聽從他，仔細聽從他，以善解之心事奉他。 
         “既適時佈施，無論該禮物之果報異熟於何處，他富有，財富多、財産多。他的目標適時達
成。 
         “既帶著同情心佈施，無論該禮物之果報異熟於何處，他富有，財富多、財産多。他的心傾
向於享受五種奢華的感官之樂。 
         “既佈施時不傷害自己或他人，無論該禮物之果報異熟於何處，他富有，財富多、財産多。
他的財産無論在何處不遭破壞——無論來自火燒、水淹、王權、盜賊、還是恨心子孫。 
         “這就是正直者的五件佈施。” 

——AN5.148(增支部) 

         “有這五件適時之禮。哪五件? 他佈施給新來者; 他佈施給離去者; 他佈施給患病者; 他在饑荒
時佈施; 他向有德者供養田地與果園的頭期收獲。這就是五件適時之禮。 

有明辨、回應所求、不吝啬者—— 
他們適時佈施。  
帶著受聖者們激勵、糾正的心， 
適時佈施後， 
他們的供養結出豐盛的果實。 
隨喜佈施、協助佈施者 
也得以分享福德， 
供養不會因此失散。 
因此，以毫不猶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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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當在有大果報處佈施，  
是福德決定了衆生的來世。 

——AN5.36(增支部) 

         於是弊宿王子爲婆羅門、沙門、潦倒者、流浪者、窮人、乞者設了一次佈施。在那次佈施
中，他施予了米糠粥與鹵水; 他施予了邊緣起結的粗布。有一名爲郁多羅的婆羅門少年，是那次
佈施的主管。他在施予時如此發願:“藉此佈施，願我此生與弊宿王子交往，但不在來世。” 弊宿
王子聽說郁多羅在施予時如此發願:“藉此佈施，願我此生與弊宿王子交往，但不在來世，”便把他
召來，對他說:“親愛的孩子，聽說你施予時如此發願:‘藉此佈施，願我此生與弊宿王子交往，但
不在來世，’可是真的?” 
         “是，大人。” 
         “你何以如此發願……? 難道我們這些求福德者，不期望佈施的果報麽?” 
         “可是大人，那次佈施的食物是米糠粥與鹵水: 你連腳都不願碰觸，何況食之。還有那邊緣起
結的粗布: 你連腳都不願碰觸，何況著之。大人待我們親愛、 和悅，因此我們如何能把親愛、和
悅[之果]與不悅[之果]結在一處? 
         “既如此，親愛的孩子，那就以我所食、以我所著的等次作佈施吧。” 
         “是，大人，” 婆羅門少年郁多羅答道，於是便以弊宿王子所食之食、以弊宿王子所著之衣
的等次設立佈施。後來，弊宿王子——因未用心佈施、未親手佈施、 佈施時不體貼、佈施如棄廢
物——身壞命終時，重生爲四大王天的天神，住在空蕩的色裏沙迦宮。然而婆羅門少年郁多羅，
那次佈施的主管——因爲用心佈施、親手佈施、 佈施時體貼、佈施不似棄廢物——身壞命終時，
重生於善趣、天界，成爲(更高的)三十三天的天神。” 

——DN23(长部) 

         其時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於日中往詣薄伽梵。到達後對薄伽梵頂禮，坐於一邊。坐下後，薄
伽梵對他說:“大王日中由何處前來?” 
         “世尊，方才一位放貸人家主在舍衛城逝世。我剛把他的無嗣巨財轉歸王宮: 一千萬銀幣，更
不必提金幣。然而，盡管身爲放貸人家主，他竟如此享受食物: 吃碎米與鹵水。他竟如此享受衣
物: 穿三片麻布。他竟如此享受車乘: 坐以樹葉爲篷的破車。” 
         “正是如此，大王，正是如此。那位放貸人家主過去有一世曾經給名爲多迦羅屍棄的獨覺佛
供養缽食。他一邊(對仆人)說:‘給這位沙門佈施缽食，’一邊起座離去。不過在佈施後他反悔了:‘不
如把那些缽食給我的家奴或仆役吃’……他給名爲多迦羅屍棄的獨覺佛供養缽食的業果是，他七
次重生於善趣、天界。隨著該業的余果，他就在舍衛城此地七次重生爲放貸人。不過，他在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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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反悔——‘不如把那些缽食給我的家奴或仆役吃’——該業果是，他的心不讓自己對食物肆意享
受、不讓自己對衣物肆意享受、不讓自己對車乘肆意享受、不讓自己對五條感官之欲肆意享
受。” 

——SN3.20(相應部) 

         遊方者婆蹉衢多往詣薄伽梵，到達後，與他交換友好問候。交換友好問候言辭之後，坐於一
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說:“喬達摩大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如是說:“只能對我佈施，不能對他
人。只能對給我的弟子佈施，不能對他人。只有施予我而非他人之禮，方可生大果報。只有施予
我的弟子而非他人弟子之禮，方可生大果報。”’傳播此言者: 他們是在傳播喬達摩大師的實言麽? 
他們未以不實之言誤傳他麽? 他們是如法回駁，使得如法思考者無理由批評麽? 因爲我們不想誤
傳喬達摩大師。” 
         “婆蹉，凡是說:‘只能對我佈施……只有施予我而非他人之禮，方可生大果報。只有施予我
的弟子而非他人弟子之禮，方可生大果報’的人士，並未傳播我的實言，而是以不實不真之言誤
傳我。 
         “婆蹉，凡是阻礙他人佈施者，造成三種障礙、三種妨礙。哪三種? 他造成對施者福德的障
礙、對受者利益的障礙、在此之前他破壞與傷害他自己。凡是阻礙他人佈施者，即造成這三種障
礙、這三種妨礙。 
         “我告訴你，婆蹉，即便一個人把涮完杯碗的水倒進村裏的池塘時，想著:‘願住在此處的動
物以之爲食，’那也是福德的一個來源，更不必說佈施給人。但我實說，施予有德者之禮有大果
報，施予失德者之禮果報不大。” 

——AN3.57(增支部) 

         坐於一邊後，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對薄伽梵說:“世尊，一件禮物應送往何處?” 
         “大王，應送到使心有自信感之處。” 
         “不過世尊，一件禮物送往何處，才生大果報?” 
         “大王，‘一件禮物應送何處’是一回事，而‘一件禮物送往何處，生大果報’則是完全不同的一
回事了。贈予一位有德者——而不是失德者——會生大果報。既如此，大王，我反問一個問題。
你方便回答。 
         “大王，你認爲如何，有此情形，你有一場戰爭迫近，一場兵事將臨。一位刹帝利青年前來
加入——未受訓、未練習、未整紀、未操練，怖畏、懼怕、怯懦、擅遁。你接納他麽? 你任用此
種人麽? 
         “不，世尊，我不接納他，我不用此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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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一位婆羅門青年……一位商賈青年……一位勞工青年前來加入——未受訓、未練
習、未整紀、未操練，怖畏、懼怕、怯懦、擅遁。你接納他麽? 你任用此種人麽?” 
         “不，世尊，我不接納他。我不用此種人。” 
         “那麽大王，你認爲如何，有此情形，你有一場戰爭迫近，一場兵事將臨。一位刹帝利青年
前來加入——已受訓、已練習、已整紀、已操練，無畏、無懼、不怯、不遁。你接納他麽? 你任
用此種人麽? 
         “是，世尊，我會接納他，我任用此種人。” 
         “接著，一位婆羅門青年……一位商賈青年……一位勞工青年前來加入——已受訓、已練
習、已整紀、已操練，無畏、無懼、不怯、不遁。你接納他麽? 你任用此種人麽? 
         “是，世尊，我會接納他，我任用此種人。” 
         “同樣地，大王，當某人已離家、出家——無論來自何等種姓——並且已離棄了五種素質、
擁有了五種素質時，施予他的禮物生大果報。 
         “他離棄了哪五種素質? 他已離棄了感官之欲……惡意……昏睡……掉舉……疑。這是他離
棄的五種素質。他擁有了哪五種素質? 他擁有了成就者[1]的戒德蘊……成就者的定力蘊……成就
者的明辨蘊……成就者的解脫蘊……成就者的知見蘊。這是他擁有的五種素質。 
         “離棄這五種素質、已擁有這五種素質者，施予他的禮物生大果報。”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畢，這位善逝者、導師又說: 

正如一位備戰的國王將任用一位青年， 
他擁有箭術、毅力與體力， 
而非是出身高貴的懦夫， 
同樣地，你應當禮敬一位行爲尊貴者， 
他擁有智慧、沈著與耐心， 
即使出身低下。 
 
讓施主建造愉快的隱居處，邀博學者居住， 
讓他們在幹燥的森林中，建造起蓄水池， 
在不平的土地上，建造起經行道， 
讓他們以清明、甯靜之心， 
佈施食物、飲料、點心、衣服、居處， 
給諸位正行道者。 
 
正如一片雲，百座峰頭、閃電環飾、雷聲隆隆， 
降雨在肥沃的土地，灌滿了平原與峽谷。 
更如此一個人，有信念、有學問、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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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資糧，給行道者補充飲食，樂於施予，“給吧! 給吧!”他說。 
那就是他的雷聲，如降雨之雲所隨， 
福德的甘霈，對著施者回降。 

中譯注[1]直譯爲無學， 成就圓滿不更修學者，指阿羅漢。 
——SN3.24(相應部)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這是三種無上的信仰對象。哪三種? 
         “凡一切有情中——無足類、雙足類、四足類、多足類、有色身與無色身者、有感受者、無
感受者、非感非非感者 ——如來、阿羅漢、正自覺者被尊爲無上。那些對這位覺者有信心者，是
對無上者有信心，對無上者有信心者，得無上果報。 
         “凡一切造作與非造作的素質中，無欲的素質——制服沈醉、消滅渴欲、拔除執取、中斷輪
回、摧毀貪愛、無欲、止息、證得解脫——被尊爲無上。那些對無欲的素質有信心者，是對無上
者有信心，對無上者有信心者，得無上果報。 
         “凡一切造作的素質之中，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
定——被尊爲無上。那些對八聖道有信心者，是對無上者有信心，對無上者有信心者，得無上果
報。[1]  
         “凡一切團體之中，如來弟子的僧伽被尊爲無上——即四雙八輩者。那些對僧伽有信心者，
是對無上者有信心，對無上者有信心者，得無上果報。 
         比丘們，這就是三種無上的信仰對象。”

具信——理解無上法之無上。 
對無上佛陀有信心——他是無上應供。 
對無上之法有信心——無欲寂止爲至樂。 
對無上僧伽有信心——他們是無上福田。 
 
既施予無上者，他長養無上福德，得無上的 
長壽、美貌、地位、榮譽、喜樂與力量。 
既施予無上者，智者安住於無上之法， 
無論生爲天神、人類，樂住於無上果報[2]。 

中譯注:據英譯者，[1]三對象爲佛、法、僧，此處第二與第三節屬於法的兩個層次。 
                 [2]指該界中的至高果報。 

——Iti90(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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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 “有這兩類禮: 財禮與法禮。兩者之中，此爲至高: 
法禮。有這兩類分享: 財的分享與法的分享。兩者之中，此爲至高: 

法的分享。有這兩類增益: 財的增益與法的增益。兩者之中，此爲至高: 法的增益。” 
他稱爲至高無上的禮物， 
薄伽梵贊歎的那類分享， 
凡有智慧、明辨、信仰無上福田者， 
誰不願應時佈施此禮? 
 
既對施法者，也對聞法者， 
凡堅信善逝者的訊息者: 
它淨化他們的至高福利[1]， 
凡聽從善逝者的訊息者。 

中譯注[1]據英譯者，指法禮助他們證得清淨。 

——Iti98(如是語) 

         “阿難，向他人傳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種素質兼備者來傳。哪五種? 
         “傳法時應作如是想:‘我願一步一步講。’ 
         “傳法時應作如是想:‘我願講解(因果)順序。’ 
         “傳法時應作如是想:‘我願出於同情心而講。’ 
         “傳法時應作如是想:‘我不爲物質報酬而講。’ 
         “傳法時應作如是想:‘我講時不诋毀自己與他人。’ 
         “阿難，向他人傳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種素質兼備者來傳。” 

——AN5.159(增支部) 

(天神:)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力量?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美貌?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安逸?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視力? 
施予了一切的，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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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受此問，請爲我解說。 
 
(佛陀:) 
食物的施主，施予了力量。 
衣服的施主，施予了美貌。 
車乘的施主，施予了安逸。 
燈具的施主，施予了視力。 
是居處的施主，施予了一切。 
然而是法的傳授者，施予了不死。 

——SN1.41(相應部) 

持戒  
  

灌溉者引導水流。 
弓弩手矯直箭杆。 
木工匠造型木材。 
善修者制服自己。 

——Dhp145(法句經) 

藉由振奮、 
         審慎、調伏、自制， 
智者造起 
         洪水不沒之洲。 

——Dhp25(法句經) 

         “何爲戒德的寶藏? 有此情形，一位聖弟子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謊
言、戒導致失慎的醉品。此謂戒德的寶藏。” 

——AN7.6(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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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不善巧? 奪取生命爲不善巧，不予而取……不當性事……說謊……辱罵……讒言……
閑談爲不善巧。貪欲……惡意……妄見爲不善巧。此爲不善巧。  
         “何謂善巧? 戒奪取生命爲善巧，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說謊……戒辱罵……戒
讒言……戒閑談爲善巧。離貪欲……離惡意……離妄見爲善巧。此爲善巧。” 

——MN9(中部) 

         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自宮樓走下，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
梵說:“方才我與末利王後同在宮樓。我對她說:‘有誰比你更愛惜你自己?’ 
         ‘陛下，沒有。’她答。‘沒有人比我更愛惜我自己。那麽陛下你呢?有誰比你更愛惜你自己?’ 
         ‘末利，沒有。沒有人比我更愛惜我自己。’” 
         接著，意識到那件事的重要性，其時薄伽梵大聲道: 

以你的覺知朝四方搜索， 
不見比自己更愛自己者。  
同樣地，人皆酷愛自己， 
故你若自愛，則不應傷人。 

——Ud5.1(自說經) 

         “有此五件贈禮、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
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沙門、婆羅門無可指責的。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戒奪取生命、離奪取生命。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
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一件禮物、第一件大禮——獨
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沙門、婆
羅門無可指責的。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不予而取、離不予而取。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二件禮物……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不當性事、離不當性事。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三件禮物……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謊言、離謊言。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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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四件禮物……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醉品、離醉品。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五件禮物、第五件大禮——獨特、持久、傳
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沙門、婆羅門無可指責
的。這是福德的第八種果報: 是善巧、喜樂的滋養、如天界、得快樂、趨向天界、趨向愉快、喜
悅、適意、福利、與幸福的果報。” 

——AN8.39(增支部) 

         “純陀，淨化身業有三種方式、淨化語業有四種方式、淨化意業有三種方式。  
         “那麽，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有此情形，某人戒殺生、離殺生。他爲了一切衆生的福
祉，放下棍、放下刀，謹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離不予而取。他不以盜賊的方
式，在村中野外，拿走屬於他人、未曾贈與之物。他戒不當性事、離不當性事。對有父母、兄
弟、姐妹、親戚的監護、有法庇護的人(指出家人)，對有丈夫的、服刑役的、另有男子贈花爲冠
的人，他不與之行任何性事。此謂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身業。 
         “那麽，如何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有此情形，某人戒謊言、離謊言。當他被鄉鎮集會、團
體集會、家族集會、行業集會、或王家集會征召，若他被要求作證:‘來吧，善男子，講你所知的
事’，其時他若不知，就說‘我不知’。他若知，就說‘我知’。他若不曾見，就說‘我不曾見’。他若
見過，就說‘我見過’。如此，他不爲己爲人、爲任何獎賞而故意說謊。他戒謊言、離謊言。他說
真話、堅持真相、堅定可靠、不欺騙世界。他戒饞言、離饞言。他在此處聽見的，不在彼處講，
爲了不離間彼處與此處之人。他在彼處聽見的，不在此處講，爲了不離間此處與彼處之人。如
此，他團結彼此分裂者，鞏固相互聯合者。他愛好和睦、喜好和睦、樂於和睦，言語間制造和
睦。他戒辱罵、離辱罵。他的言辭悅耳、慈愛、進入人心、有禮、令衆人寬心愉悅。他戒閑談、
離閑談。他的言談應時、符合實際、循照目標、法與律。他的言談值得珍視、及時、合理、謹
慎、關乎目的。此謂如何以四種方式淨化語業。 
         “那麽，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意業？有此情形，某人不貪。他不貪他人所有，想著: ‘啊，那
個屬於他人的可以成爲我的！’他無惡意、內心堅定、不受敗壞。(他想)‘願這些有情離敵意、離
壓迫、離困難，願他們平安照顧自己。’他有正見，看事物的觀點不扭曲：‘有佈施、有供養、有
奉獻。善行惡行有果有報。有此世來世。有父母。有生靈自發輪回；有僧侶沙門，藉正行正修，
在自知親證之後，宣說此世來世。’此謂如何以三種方式淨化意業。 
         “純陀，此謂十善業道。” 

——AN10.176(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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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於一邊後，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對薄伽梵道:“世尊，我方才在獨處時，覺知中生起此
念:‘是誰自得護衛，是誰自缺護衛?’接著我想:‘那些行不良身業、不良語業、不良意業者，自缺護
衛。即便有一隊象軍、一隊馬軍、一隊車軍、一隊步軍的護衛，他們仍自缺護衛。爲什麽? 因爲
那是外在護衛、非是內在護衛。故此他們自缺護衛。然而，行良好身業、良好語業、良好意業
者，自得護衛。即便無一隊象軍、一隊馬軍、一隊車軍、或者一對步軍的護衛，仍自得護衛。爲
什麽? 因爲那是內在護衛、非是外在護衛。故此他們自得護衛。”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 那些行不良身業、不良語業、不良意業者，自缺護衛。即便有
一隊象軍、一隊馬軍、一隊車軍、一隊步軍的護衛，他們仍自缺護衛。爲什麽? 因爲那是外在護
衛、非是內在護衛。故此他們自缺護衛。然而，行良好身業、良好語業、良好意業者，自得護
衛。即便無一隊象軍、一隊馬軍、一隊車軍、或者一隊步軍的護衛，仍自得護衛。爲什麽? 因爲
那是內在護衛、非是外在護衛。故此他們自得護衛。”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畢，這位善逝者，導師又道: 

調禦身者，善哉! 
善哉! 調禦語者。 
調禦意者，善哉! 
善哉! 調禦一切者。 
調禦一切的謹慎者， 
堪稱得護衛。 

——SN3.5(相應部) 

         坐於一邊後，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對薄伽梵道:“世尊，方才我(在皇家法庭)斷案時看見，即
便是富裕的刹帝利、富裕的婆羅門、富裕的家主——富有巨量的財物産業、巨量的金幣銀幣、巨
量的寶物用品、巨量的資財糧食——也以感官之欲爲因、以感官之欲爲緣、爲著感官之欲，故意
說謊。於是我想:‘我再不欲斷案了! 讓其他善士斷案出名吧!’”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 即便是富裕的刹帝利、富裕的婆羅門、富裕的家主……也以感
官之欲爲因、以感官之欲爲緣、爲著感官之欲，故意說謊。那將引導他們趨向長久的傷害與痛
苦。” 
         那就是薄伽梵所說。言畢，這位善逝者、導師，又道: 

熱衷於感官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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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迷於感官之樂， 
如魚兒自陷羅網， 
         未醒悟已走太遠。 
此後有苦， 
         果報爲惡。 

——SN3.7(相應部) 

         “我告訴你們，有一件事，違反的人，沒有什麽惡事他不會做。哪一事？是這件事：故意說
謊。” 

違反此戒的妄語者， 
         毫不關心來世。 
沒有什麽惡事， 
         他不會做。 

——Iti25(如是語) 

         “比丘們，有這五種缺失。哪五種? 親戚的缺失、財富的缺失、因病的缺失、戒德的缺失、
見的缺失。非是因爲親戚的缺失、財富的缺失、或者因病的缺失——有情於身壞命終時——重生
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而是因爲戒德的缺失、見的缺失——有情於身壞命終時——重
生於匮乏界、惡趣、低等域、地獄。這就是五種損失。 
         “有這五種具足。哪五種? 親戚具足、財富具足、無病具足、戒德具足、見具足。非是因爲
親戚具足、財富具足、無病具足——有情於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而是因爲戒德具
足、見具足——有情於身壞命終之時——重生於善趣、天界。這就是五種具足。” 

——AN5.130(增支部) 

         “擁有戒德、具足戒德有此五種利益。哪五種? 有此情形，一位有戒德者，藉行事不失慎，
聚集大量財富……他的善名遠揚……與任何團體打交道——貴族武士、婆羅門、家主、沙門——
他/她有自信、不窘怯……他死時不昏亂……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這是擁有戒德、具
足戒德的五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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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6(長部) 

         薄伽梵如是語，阿羅漢如是語。我如是聞: “期望此三種喜樂的智者，應守護他的戒德。哪三
種? (想:)‘願褒揚來我處，’智者應守護他的戒德。(想:)‘願財富來我處，’智者應守護他的戒德。
(想:)‘願我身壞命終時重生善趣、天界，’智者應守護他的戒德。期望此三種喜樂的智者，應守護
他的戒德。” 

聰明者守護戒德，期望此三種喜樂: 
得褒揚、得財富、死後生天得歡喜。 
 
雖不作惡，但結交作惡者， 
受嫌作惡，你的惡名增長。 
 
你所結交的，你所親近的， 
是你將變成的，因共居者同類。 
 
被親近者，親近者，被接觸者，接觸者， 
如同毒箭，汙染箭囊。 
賢明者畏懼汙染，不應與惡人爲伍。 
 
腐臭之魚，以吉祥草包裹， 
得腐臭之草: 結交愚人者亦然。 
 
薰香之粉，以樹葉包裹， 
得薰香之葉: 結交聖賢者亦然。 
 
如同那裹葉者，懂得自己的業報， 
不善之輩不應結交，智者愿結交善者。 
不善者引你去地獄，善者助你至善趣。

——Iti76(如是語) 

一切衆生對杖戰栗，一切衆生畏懼死亡。 
以此類比自推，莫殺生莫唆使殺生。 
 
一切衆生對杖戰栗，一切衆生愛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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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類比自推，莫殺生莫唆使殺生。 
 
衆生向往安樂，凡以杖傷害者， 
雖自求安樂，死後無安樂。 
 
衆生向往安樂，不以杖傷害者， 
自求安樂，死後將得安樂。 
 
莫對任何人口說粗語，否則惡言將朝你回擲。 
激憤的爭言多有痛苦，棍杖毆擊是你的回報。 
 
如壓扁的金屬罐，你若能止無回響， 
則已證得解脫，內心不見激憤。 

——Dhp129-134(法句經) 

         凡以杖爲難無辜、無杖者，將迅速陷入十事之一:

大痛、大災、破體、重病、瘋癫、 
官司、誣陷、失親、財毀、屋焚。 
 
身壞命終時， 
此人無明辨，重生地獄。 

——Dhp137(法句經) 

         “世間有這四種人。哪四種? 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不予而取(偷盜)、行不當性事、妄
語、讒言、惡語、閑談、有貪欲、有惡意、持妄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
界、地獄。 
         又有此情形，某人奪取生命……持妄見。身壞命終時，他卻重生於善趣、天界。 
         又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當性事、戒妄語、戒讒言、戒惡語、戒閑
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身壞命終時，他重生於善趣、天界。 
         又有此情形，某人戒奪取生命……持正見。身壞命終時，他卻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
界、地獄。 
         凡某人奪取生命……身壞命終時，卻重生於善趣、天界者——此種情形: 或者他先前曾作過
善業，令有樂受，或者他在死亡時刻改持正見。因此，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至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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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奪取生命……持妄見的果報，他或者在即刻當下、或者在(此生)後期、或者在來世感受。 
         凡某人戒奪取生命……持正見，身壞命終時，卻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者——
此種情形: 或者他先前曾作過惡業，令有痛受，或者他在死亡時刻改持妄見。因此，身壞命終
時，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至於他那些戒奪取生命……持正見的果報，他或者在
即刻當下、或者在(此生)後期、或者在來世感受……” 

——MN136(中部) 

         “村長，有的沙門、婆羅門持這類教義、持這類觀點:‘一切殺生者，即刻當下經曆痛苦。一
切不予而取者……行不當性事者……說謊者，即刻當下經曆痛苦。’ 
         “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配帶花環、飾品、沐浴梳洗、修剪須發、享受女色，如一位國
王。他們探問:‘朋友，此人做了什麽，得以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答:‘朋友，此人攻擊了國王
的敵人，奪取了他的生命。國王感謝他、獎賞他。那就是何以他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被堅繩捆綁、雙臂反縛、頭發剃光、隨著凶厲的鼓聲被迫遊
街，從一街到另一街、從一路口到另一路口，逐出南門，在城南郊被砍頭。’他們問:‘朋友，此人
做了什麽，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答:‘朋友，此人是國王的敵人，他奪取了某男子或
女子的生命。那就是何以官家派人抓住他，對他施以此等刑罰。’ 
         “村長，你覺得如何: 你是否見過、聽過此種情形?” 
         “世尊，我見過、聽過，將來還會聽聞此種情形。” 
         “那麽，村長，持此教義、持此見——‘一切殺生者，即刻當下經曆痛苦’ ——的沙門、婆羅
門，他們所說是真是假? ” 
         “是假，世尊。” 
         “那些信口說空洞假話者，他們道德不道德?” 
         “不道德，世尊。” 
         “那些修持錯誤者，他們持的是正見、妄見?” 
         “妄見，世尊。” 
         “信任持妄見者是否合適?” 
         “不合適，世尊。” 
         “那麽，村長，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配帶花環、飾品……如一位國王。他們探問:‘朋
友，此人做了什麽，得以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人們答:‘朋友，此人攻擊了國王的敵人，盜
竊了他的財寶。國王感謝他、獎賞他。那就是何以他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他們問:‘朋友，此人做了什
麽，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答:‘朋友，此人是國王的敵人，他犯了盜竊罪，從某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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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盜竊了某物事……’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配帶花環、飾品……如一位國王。他們探問:‘朋友，此人做了
什麽，得以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答:‘朋友，此人誘惑了國王敵人之妻……’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他們問:‘朋友，此人做了什
麽，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答:‘朋友，此人誘惑了良家婦人與少女……’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配帶花環，飾品……如一位國王。他們探問:‘朋友，此人做了
什麽，得以配帶花環……如一位國王?’答:‘朋友，此人用一句謊話使國王大笑……’ 
         “又有此情形，人們看見某人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他們問:‘朋友，此人做了什
麽，被堅繩捆綁……在城南郊被砍頭?’答:‘朋友，此人用一句謊話使某家主或家主之子的志向被
毀滅。那就是何以官家派人抓住他，對他施以此種刑罰。’ 
         “村長，你覺得如何: 你是否見過、聽過此等情形?”  
         “世尊，我見過、聽過，將來還將聽聞此等情形。” 
         “因此，村長，持此教義、持此見——‘一切說謊者，即刻當下經曆痛苦。一切不予而取
者……行不當性事者……說謊者，即刻當下經曆痛苦。’ ——的沙門、婆羅門，他們所說是真是
假? ……信任持妄見者是否合適?”“不合適，世尊。”

——SN42.13(相應部) 

         “比丘們，奪取生命——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
之事。來自奪取生命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短命。 
         “偷盜——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自不
偷盜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失去財富。 
         “不當性事——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
自不當性事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敵對與報複。 
         “說謊——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自謊
言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被誣陷。 
         “離間饞言——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
自離間饞言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失去友誼。 
         “粗言惡語——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
自粗言惡語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嗓音粗糙。 
         “瑣碎閑談——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鬼界之事。來
自瑣碎閑談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言辭不爲重視。 
         “飲用發酵、蒸餾的醉品——耽溺、培育、發展之——乃是趨向地獄、趨向畜生界、趨向餓
鬼界之事”。來自飲用發酵、蒸餾的醉品的一切果報中最輕者，是當他重生爲人時導致精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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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AN8.40(增支部) 

         尼乾陀的弟子、村長刀師兒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薄伽梵對他
說:“村長，尼乾陀-若提子如何對弟子說法?” 
         “世尊，尼乾陀-若提子如此對弟子說法:‘一切奪取生命者，必定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一
切偷盜者……一切行不當性事者必定墜匮乏處、必定墜地獄……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隨其引導
而重生。’那便是尼乾陀-若提子對弟子的說法方式。” 
         “假若‘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隨其引導而重生’爲真，那麽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無人必定
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你以爲如何:假定某人爲奪取生命者，那麽考慮他作此事與不作此事的時
間，不論日夜，何者長久: 是他奪取生命的時間，還是未奪取生命的時間? 
         “世尊……他奪取生命的時間較短，未奪取生命的時間較長。假如‘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隨
其引導而重生’爲真，那麽依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無人必定墮匮乏處、墮地獄。” 
         “村長，你以爲如何: 假定某人偷盜……行不當性事……說謊，那麽他作此事的時間與不作此
事的時間，不論日夜，何者長久: 是他說謊的時間，還是未說謊的時間? 
         “世尊……他說謊的時間較短，未說謊的時間較長。假如‘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隨其引導而
重生’爲真，那麽依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無人必定墮匮乏處、墮地獄。” 
         “村長，有此情形，某位導師持此教義，持此見[觀點]:‘一切奪取生命者，必定墮匮乏處、必
定墮地獄。一切偷盜者……一切行不當性事者必定墜匮乏處、墜地獄。” 一位弟子信仰那位導
師，想道:‘我們的導師持此教義，持此見:“一切奪取生命者，必定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我曾
經殺死有情，我也必定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他便抓緊了那個見。假若他不放棄該教義，不放
棄該心態，不舍棄那個見，那就如同他已被帶走，他已被置於地獄。’ 
         “(他想:)‘我們的導師持此教義，持此見:‘一切盜竊者……一切行不當性事者……一切說謊
者，必定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我曾說過謊，我也必定墮匮乏處，必定墮地獄。他便抓緊了
那個見。假若他不放棄該教條，不放棄該心態，不舍棄那個見，那就如同已他被帶走，他已被置
於地獄。’ 
         “有此情形，村長，一位如來出現於世，他是阿羅漢、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
解、無上調禦者、天人之師、佛陀、薄伽梵。他以種種方式，批評與責備奪取生命，並且說:‘戒
奪取生命。’他批評與責備偷盜，並且說:‘戒偷盜。’ 他批評與責備不當性事，並且說:‘戒不當性
事。’ 他批評與責備說謊，並且說:‘戒謊言。’ 
         “一位弟子信仰這位導師，想道:‘薄伽梵以種種方式，批評與責備奪取生命，並且說:“戒奪取
生命。”我或多或少曾經奪取過有情的生命。那是不對的。那是不善的。但假若我對此悔恨，我
的那件惡行不會消解。’他如此觀想之後，當即戒奪取生命，在未來離奪取生命。如此才有該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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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棄絕，如此才有該惡行的超越。 
         “(他想:)‘薄伽梵以種種方式，批評與責備偷盜……行不當性事……批評與責備說謊，並且
說:“戒謊言。” 我或多或少曾經說過謊言。那是不對的。那是不善的。但假若我對此悔恨，我的
那件惡行不會消解。’他如此觀想之後，當即戒說謊，在未來離說謊。如此才有該惡行的棄絕，
如此才有該惡行的超越。” 

——SN42.8(相應部) 

         一時，薄伽梵住那爛陀附近的波婆離迦芒果林中。村長刀師兒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
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說:“世尊，西部地方的婆羅門——那些手持水瓶、佩帶西瓦羅[某種
水生植物]花環、以水爲淨化媒介的拜火者——能夠把死者(的靈魂)取出、托起、指教它、送它生
天。不過，薄伽梵、阿羅漢、正自覺者能夠使全世界有情，於身壞命終後，重生於善趣、天界
吧。” 
         “好吧，村長，我就此事問你，你看怎麽合適就怎麽答。你覺得如何: 有此情形，有人是一位
破壞生命、偷盜、行不當性事、謊言、讒言、粗語、閑談、有貪欲、有惡意、持妄見者。又有衆
人聚集、集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說):‘願此人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善趣、天界。’你
覺得如何，那人——得到衆人的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身壞命終時，能否重生善趣、
天界?” 
         “不能，世尊。” 
         “假定有人把一塊巨石投入深湖，又有衆人聚集、集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
(說):‘大石啊，上升吧! 大石啊，浮起吧!大石啊，漂上岸吧!’你覺得如何，那塊大石——得到衆人
的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能否上升、浮起、漂上岸?” 
         “不能，世尊。” 
         “同理於任何破壞生命、偷盜、行不當性事、說謊、讒言、粗語、閑談、有貪欲、有惡意、
持妄見者。哪怕有衆人聚集、聚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說)——‘願此人身壞命終時，
重生於善趣、天界。’那人身壞命終時，仍將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  
         “再者，你覺得如何: 假定有人是一位戒破壞生命、戒偷盜、戒不當性事、戒謊言、戒讒言、
戒粗語、戒閑談、無貪意、無惡意、持正見者。又有衆人聚集、集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
繞行(說):‘願此人身壞命終時，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你覺得如何，那人——得
到衆人的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身壞命終時，能否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
獄?” 
         “不能，世尊。” 
         “假定有人把一罐酥油投入深水湖中，油罐破壞、殘片下沈、酥油則上升。又有衆人聚集、
集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說):‘酥油啊，沈沒吧! 酥油啊，淹沒吧! 酥油啊，下沈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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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如何，那酥油——得到衆人的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能否沈沒、淹沒、下沈?” 
         “世尊，不能。” 
         “同理於任何破壞生命、偷盜、行不當性事、說謊、讒言、粗語、閑談、有貪欲、有惡意、
持妄見者。哪怕有衆人聚集、集會、祈禱、持頌、合掌於心前繞行(說)——‘願此人身壞命終時，
重生於善趣、天界。’ ——身壞命終時，仍將重生於匮乏處、惡趣、低等界、地獄。” 

——SN42.6(相應部) 

禪定 
 
         “趨向自發重生(天界)之一切福德活動場地[福德行處]，不若慈心解脫(指藉修慈達心解脫)的
十六分之一。慈心光明、光絢、光輝——遠勝它們。 
         “正如一切星光不若月光的十六分之一，因爲月光光明、光絢、光輝——遠勝它們，更如
此，趨向自發重生天界之一切福德活動場地，不若慈心解脫的十六分之一，因爲慈心光明、光
絢、光輝——遠勝它們。” 
         “正如在雨季的末月、在秋季，天空晴朗無雲，太陽升起時，光明、光絢、光輝，占領了被
黑暗浸沒的空間，更如此，趨向自發重生天界的一切福德活動場地，不若慈心解脫的十六分之
一， 因爲慈心光明、光絢、光輝——勝於它們。” 
         “正如晨星在黎明前的暗色中光明、光絢、光輝，更如此，趨向自發重生天界的一切福德活
動場地，不若慈心解脫的十六分之一，因爲慈心光明、光絢、光輝——勝於它們。” 

以正念培育無量慈心， 
見取終結，系縛磨穿。 
 
以未腐敗之心，僅對一人生慈意，亦得善巧。 
而聖者對一切衆生具慈心，福德豐碩。 
 
諸先知，如王者征服了衆生芸芸之地， 
四處祭奉: 馬祭、人祭、水祭、蘇摩祭、無礙祭。 
 
然而，皆不若善修慈心的十六分之一， 
如一切星光，不若月光的十六分之一。 
 
既不殺生，也不令殺生; 既不征伐，也不令征伐， 
對一切衆生具慈心，與任何人無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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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27(如是語) 

         “何爲不善巧之根? 貪爲不善巧之根，嗔爲不善巧之根，癡爲不善巧之根。此謂不善巧之
根。 
         “何爲善巧之根? 離貪爲善巧之根，離嗔爲善巧之根，離癡爲善巧之根。此謂善巧之根。 ” 

——MN9(中部) 

         於是卡拉瑪人往詣薄伽梵。到達時，有的向他頂禮後，坐於一邊。有的與他相互問候，在友
好的問候與禮節後，坐於一邊。有的合掌於胸前向他致意，坐於一邊。有的自報姓名，坐於一
邊。有的不出聲，坐於一邊。 
         坐於一邊時，克薩普達的卡拉碼人對薄伽梵說:“世尊，有些僧侶行者來到克薩普達。他們闡
述、頌揚自己的教義，但對他人的教義，卻貶低、辱罵、鄙視、毀謗。又有其他僧侶行者來到克
薩普達。他們闡述、頌揚自己的教義，但對他人的教義，卻貶低、辱罵、鄙視、毀謗。他們根本
讓我們疑惑不定: 這些尊敬的僧侶行者們，哪些講真話，那些在欺騙？ 
         “卡拉瑪人，你們當然不確定。你們當然有疑惑。當有某些原因使你們疑惑、不確定，就像
此種情形時，卡拉瑪人，不要只聽從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感、可能
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導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法]是缺乏技巧的；這些素
質是該受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批評；這些素質采納施行時，趨向傷害與苦痛’——那時你
應當棄絕它們。”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升起貪欲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 
         “世尊，是有害。” 
         “此貪人爲貪意左右，心受貪意控制: 他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說謊並誘使他人效
仿，這一切皆有長遠的傷害與苦痛。” 
         “正是，世尊。” 
         (同理於嗔與癡。) 
         “因此，卡拉瑪人，我說過:‘不要只聽從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
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老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 這些素質是善巧的；這些
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贊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時，趨向安甯與幸福’——那時
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卡拉瑪人，你們認爲如何，當一個人升起離貪之意時，是有益還是有害 ？” 
         “世尊，是有益。” 
         “此離貪之人不爲貪意左右，心不受貪意控制: 他戒殺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說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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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使他人效仿，這一切皆有長遠的安甯與幸福。” 
         “正是，世尊。” 
         (同理於離嗔與離癡) 
         “因此，卡拉瑪人，我說過:‘不要只聽從報道，傳聞、傳統、經典、猜測、推論、類比、同
感、可能性、或者“這位行者是我們的老師”的想法。當你親自了解了:‘這些素質是善巧的；這些
素質是無可責備的；這些素質受智者的贊揚；這些素質采納奉行時，趨向安甯與幸福’——那時
你應當進入、安住其中。’ 是這樣說的，是指這方面而說。 
         “卡拉瑪人，一位聖者的弟子——如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決意——以滿懷善意的覺
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
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
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具悲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
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
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具喜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
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
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他以滿懷舍離的覺知[具舍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
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舍離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
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卡拉瑪人，一位聖者的弟子——其心如此無敵意、無惡意、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得四
種保障。 
         “‘如果死後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惡行各有果報，那麽以此爲依據，身壞命終時，我將重生善
趣、天界。’這是他所得的第一種保障。 
         “‘不過，如果死後另無世界，如果善行惡行各無果報，那麽此生此地，我離敵意、離惡意、
離困頓，自在地照顧自己。’這是他所得的第二種保障。 
         “‘如果惡由行爲造成，我卻不曾對任何人有過惡意。既未造惡業，苦又從何處觸及我?’這是
他所得的第三種保障。  
         “‘如果，如果行爲不造惡業，那麽我可以認爲自己在這兩方面是清淨的。’這是他所得的第
四種保障。 
         “一位聖者的弟子——其心如此離敵意、離惡意、清淨無染——即時即地便得此四種保
障。” 

——AN3.66(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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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有衆比丘往詣薄伽梵，近前頂禮後，坐於一邊。坐於一邊後，他們對他說:“世尊，方才
在舍衛城，一比丘被蛇噬中後死去。” 
         “比丘們，那位比丘必定未曾以滿懷善意的覺知[具慈之心]遍傳四蛇王族。因爲，他若以慈心
遍傳四蛇王族，他不會死於蛇噬。哪四蛇王族? 毗樓帕卡蛇王族、伊羅缽多蛇王族、舍婆子蛇王
族、黑瞿昙蛇王族。那位比丘必定未曾以慈心遍傳四蛇王族。他若以滿懷善意的覺知遍傳四蛇王
族，他不會死於蛇噬。比丘們，我准許你們，爲了自我保護、自我護衛、自我生存，以滿懷善意
的覺知遍傳此四蛇王族。” 

我對毗樓帕卡有慈心， 
我對伊羅缽多有慈心， 
我對舍婆子有慈心， 
我對黑瞿昙有慈心。 
 
我對無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雙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四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多足衆生有慈心。 
 
願無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雙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四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多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一切生物、一切有息生物、一切衆生， 
每一個， 
有吉祥善運， 
願它們無一面臨險惡。 
 
佛無量、法無量、僧無量。 
爬行衆生——蛇、蠍、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量。 
我作此保衛、我作此護衛。 
願它們離去。 
我禮敬薄伽梵， 
禮敬七位正自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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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4.67(增支部) 

         “比丘們，他人對你們說話，也許隨帶這五方面: 適時或非時、真或假、親切或粗暴、有益或
無益、慈心或恨意。 
         “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適時，也許非時。 
         “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爲真，也許爲假。 
         “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親切，也許粗暴。 
         “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有益，也許無益。 
         “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懷著慈心，也許懷著恨意。 
         “不管怎樣，你們應當訓練自己:‘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惡語。我們將住於善
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點，以具慈的覺知連
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假若有一人執鋤、筐來說:‘我要使這大地成爲非地。’他處處挖掘、處處撒土、處處吐唾、
處處解尿，一邊說:‘成爲非地，成爲非地。’你們覺得如何——他能否使這大地成爲非地? ” 
         “不能，世尊。爲什麽? 因爲這大地既深又廣。不易成爲非地。那人只會得到疲倦與失望。 ” 
         “同樣地，比丘們，他人對你們所說之語也許隨帶這五方面: 適時或非時、真或假、親切或粗
暴、有益或無益、慈心或恨意。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適時，也許非時。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
爲真，也許爲假。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親切，也許粗暴。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有益，也許無
益。他們對你們說話，也許懷著慈心，也許懷著恨意。不管怎樣，你們應當訓練自己:‘我們的心
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以等同大地之
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點，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廣博、廣
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假若有一人手執紫膠、雌黃、綻藍、或者鍺紅來說:‘我要在此虛空之中，畫出圖像、顯現
圖像。’你們覺得如何——他能否在虛空之中，畫出圖像、顯現圖像? ” 
         “不能，世尊。爲什麽? 因爲虛空無形、無相。不易在虛空之中畫出圖像、顯現圖像。那人
只會得到疲倦與失望。” 
         “同樣地，比丘們，他人對你們所說之語可能包含這五方面……不管怎樣，你們應當訓練自
己: ‘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
以等同虛空之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點，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假若有人執幹草火炬來說:‘我要以此幹草火炬令恒河升熱、沸騰。’你們覺得如何——他能
否用這把幹草火炬使恒河升熱、沸騰? ” 
         “不能，世尊。爲什麽? 因爲恒河既深又廣，不易以幹草火炬使它升熱、令它沸騰。 那人只
會收獲疲倦與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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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 比丘們， 他人對你們所說之語可能包含這五方面……不管怎樣，你們應當訓練自
己: ‘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
以等同恒河之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點，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假若有一貓皮袋——捶擊、善捶、捶透、柔軟、如綢、無沙沙咯咯之聲響。一人執杖或礫
來說:’我以此杖或礫，將此貓皮袋——捶擊、善捶、捶透、柔軟、如綢、無沙沙咯咯之聲響者
——令它發出沙沙咯咯之聲響。那麽你們以爲如何——他能否以此杖或礫，將此貓皮袋——捶
擊、善捶、捶透、柔軟、如綢、無沙沙咯咯之聲響者——令它發出沙沙咯咯之聲響? ” 
         “不能，世尊。爲什麽? 因爲那貓皮袋已被捶擊、善捶、捶透、柔軟、如綢、無沙沙咯咯之
聲響。不易以杖或礫令它發出沙沙咯咯之聲響。那人只會得到疲倦與失望。 ” 
         “同樣地， 比丘們， 他人對你們所說之語可能包含這五方面……不管怎樣，你們應當訓練自
己: ‘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
以等同貓皮袋的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點，繼續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
宇宙——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比丘們，即使強盜們野蠻地用一把雙柄鋸將你逐肢鋸去，你們當中那些讓自己的心升起嗔
怒者，還沒有聽從我的教導。即便那時，你們仍應訓練自己:‘我們的心決不受影響，我們決不講
惡語。我們將住於善意、無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們將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他，以他爲出發
點，我們將以具慈的覺知連續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
意。’你們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比丘們，假若常念此雙柄鋸之教喻，還有任何細微或粗糙的語言形式你們不堪忍受麽? ” 
         “沒有，世尊。 ” 
         “那麽應當常念此雙柄鋸之教喻，那將是爲了你們長遠的利益與幸福。” 

——MN21(中部) 

爲了解脫、獲得甯靜， 
善達目標者當如此行: 
能幹、端正、直接、 
易教、溫和、不自滿、 
知足、易養、 
少管事、生活簡樸、 
諸根寂靜、技能完善、 
謙虛、對供養者不貪。 
不做任何事後受智者指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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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想: 喜樂、平安， 
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一切衆生， 
         無論軟弱、強壯、 
         長、大、 
         中等、短小、 
         精細、粗顯、  
         可見、不可見、 
         遠、近、  
         已出生的、將投生的:  
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願人們不相互欺騙、不鄙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不以怒意、敵意，願他人受苦。 
如一位母親舍命保護親子、獨子， 
他更應對一切衆生長養無量之心。 
以對全宇宙的善意，長養無量之心: 
         自上、自下、周遭， 
         無障礙、無敵意、無恨意。 
         無論站、行、坐、臥， 
         凡清醒時， 
他應當確立此念。 
這稱爲即時即地的梵住之心。 
不受觀念左右，有戒德與具足見， 
滅除了感官貪欲，他不再投胎。 

——Khp9(小部經集) 

         “賢明，念住，你們應當修無量定[即以無量慈、悲、喜、舍爲修行業處所得之定]。一個人賢
明、念住，修成無量定時，當即自得五種智。哪五種? 
         “‘此定當下極樂，將來亦得極樂。’之智當即自得。 
         “‘此定爲聖定，非與肉欲之誘相關。’ 之智當即自得。 
         “‘此定非由低俗者證得。’ 之智當即自得。 
         “‘此定甯靜、精致、得輕安、證一境、非藉造作約束維持境界。’ 之智當即自得。 
         “‘我具念入此定、具念出此定。’ 之智當即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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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明、念住，你們應當培育無量定。 一個人賢明、念住，修成無量定時，當即自得五種
智。 ” 

——AN5.27(增支部) 

        “比丘們，一位慈心解脫得以培育、發展、修習、給予傳播手段、給予根基、穩定、牢固、
善持者，可預期十一種利益。哪十一種? 
        “他安眠。安醒。不見惡夢。爲人敬愛。爲非人敬愛。天衆守護他。火、毒、武器不能碰觸
他。他的心入定迅速。他的膚色明亮。他臨終不混淆。並且——若不能洞穿更高境界——他將往
生梵天界。 
        “此爲一位慈心解脫得以培育、發展、修習、給予傳播手段、給予根基、穩定、牢固、善持
者，可預期的十一種利益。 ”  

——AN11.16(增支部) 

        “既已離棄殺生，他戒殺生……(聖者的弟子)戒偷盜……他戒不當性事……他戒說謊……他戒
讒言……他戒謾罵……他戒閑談。既已離棄觊觎，他無觊觎。既已離棄惡意與忿怒，他成爲無惡
意者。既已離棄妄見，他成爲持正見者。 
        “村長，聖者的那位弟子——如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堅定——以滿懷善意[具慈]的覺
知，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
部，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
如一位強力的螺號手可以朝四方無礙地傳訊，同樣地，慈心解脫如此發展、修習時，凡已行之任
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那裏，不再停在那裏。 
        “聖者的那位弟子……以滿懷同情……隨喜……舍離的覺知，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
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舍離的覺知，朝包容
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如一位強力的螺號手可朝四方無礙
地傳訊，同樣地，舍心解脫如此發展、修習時，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那裏，不再
停在那裏。” 

——SN42.8(相應部) 

        “ 比丘們，我不說，已完成及累積之業[有動機的行爲]，(其果報)未在此地此刻或在未來狀態
體驗，即可消除。我也不說，已完成與累 積之業，(其果報)尚未體驗，即[成就]止息苦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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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者的那位弟子——由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念住——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第
一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
他以具慈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明辨:‘過
去，我之此心有限、未修。如今，我之此心已無量、善修。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
那裏，不再停在那裏。’ 
        “比丘們，你們以爲如何: 假若那位青年，從少時起，即修慈心解脫，他會作任何惡業麽? ” 
        “世尊，不會。 ” 
        “既不作惡業，他會觸及苦麽? ” 
        “世尊，不會，因爲當他不行惡業時，從何處觸 及苦? ” 
        “此慈心解脫，無論男女，皆當修。無論男女，皆不能帶此色身離去。比丘們，死亡只有一
念之遙。(修此心解脫者)他明辨:‘此色身由業所生，凡此身已行之惡業，將全部在此(此生)體驗。
以後將不再來。’如是修成之慈心解脫，將使在此地證得直覺智而未成就更高解脫的比丘趨向不
還。 
        “聖者的那位弟子——由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念住——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朝第
一方向…… 
        “聖者的那位弟子——由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念住——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朝第
一方向…… 
        “聖者的那位弟子——由此離貪、離嗔、離癡、警覺、念住——他以滿懷舍離的覺知，朝第
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
懷舍離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明辨:‘過
去，我之此心有限、未修。如今，我之此心已無量、善修。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
那裏，不再停在那裏。’ 
        “比丘們，你們以爲如何: 假若那位青年，從少時起即修慈心解脫，他會作任何惡業麽? ” 
        “世尊，不會。 ” 
        “既不作惡業，他會接觸苦麽? ” 
        “世尊，不會，因爲當他不行惡業時，從何處接觸苦? ” 
        “此舍心解脫，無論男女，皆當修。無論男女，皆不能帶此色身離去。比丘們，死亡只有一
念之遙。(修此心解脫者)他明辨:‘此色身由業所生，凡此身已行之惡業，將全部在此(此生)體驗。
以後將不再來。’如是修成之舍心解脫，將使在此地證得直覺智而未成就更高解脫的比丘趨向不
還[得不還法]。 

——AN10.208(增支部) 
原注: 巴利聖典協會增支部10-11的翻譯者F.L.伍德華提到本經似由數处來源連綴成。他舉本段與下一段之
間、下一段與其後段之間的驟然中斷爲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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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們，說‘某人凡以何等方式造業，那即是它的體驗方式’之任何者，不可能梵行，無緣正
確止息苦。但是說‘當某人令業得如此如此之感受，那就是它的果報的體驗方式’之任何者，有可
能梵行，有緣正確止息苦。 
        “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樣一件小惡在
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那麽，何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有此情形，某人未修身(不淨觀)、未修戒德、
未修心、未修明辨: 狹促、心小、住於苦。這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那麽，何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在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有此情形，某人
修身、修戒德、修心、修明辨: 無限、心大、住於無量(心解脫)。這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在即刻當
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假若一人把一塊鹽投進杯中少量水裏。你們覺得如何? 杯中水是否因那塊鹽而變得味鹹、不
適飲? ” 
        “世尊，是的。爲什麽? 杯中水只有少量，因爲那塊鹽而變得味鹹、不適飲? ” 
        “那麽，假若一人把一塊鹽投進恒河。你們覺得如何? 恒河水是否因那塊鹽而變得味鹹、不適
飲? ” 
        “不，世尊。爲什麽? 因爲恒河水巨量，不會因爲那塊鹽而變得味鹹、不適飲。” 
        “同樣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樣一件
小惡在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有此情形，某人因半錢(卡哈巴那)被投進監獄、因一錢被投進監獄、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
有此情形，另一人不因半錢被投進監獄、不因一錢被投進監獄、不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那麽，
是什麽人因半錢……因一錢……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 有此情形，某人貧窮、少資、寡財。是這
種人因半錢……因一錢……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那麽，是什麽人不因半錢……不因一錢……不
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 有此情形，某人富有、多資、多財。是這種人不因半錢……不因一錢……
不因一百錢被投進監獄。 
        “同樣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樣一件
小惡在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正如屠羊者對一盜羊者有魄力打、綁、殺、或任意處置、但對另一盜羊者無魄力打、綁、
殺、或任意處置。那麽，何種人盜羊時，屠羊者有魄力打、綁、殺、或任意處置? 有此情形，某
人貧窮、少資、寡財。是這種盜羊者，屠羊者有魄力打、綁、殺、或任意處置。那麽，當何種人
盜羊時，屠羊者無魄力打、綁、殺、或任意處置?有此情形，某人富有、多資、多財，是一位國
王或國王的大臣。是這種人盜羊時，屠羊者無魄力打、綁、殺、或任意處置。他只能雙手合於心
前乞求:‘請大人把羊或羊的價錢給我。’ 
        “同樣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樣一件
小惡在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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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何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有此情形，某人未修身、未修戒德、未修心、
未修明辨: 狹促、心小、住於苦。這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把他帶入地獄。 
        “那麽，何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在即刻當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有此情形，某人
修身、修戒德、修心、修明辨: 無限、心大、住於無量(心解脫)。這種人所行之一件小惡在即刻當
下被體驗，大部分僅顯現於刹那間。  
        “比丘們，說‘某人凡以何等方式造業，那即是它的體驗方式’之任何者，不可能梵行，無緣正
確止息苦。但是說‘當某人令業得如此如此之感受，那就是它的果報的體驗方式’之任何者，有可
能梵行，有之機正確止息苦。 

——AN3.99(增支部)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許說:‘盡管善意作爲我的心解脫，已被我發展、修習、調禦、作爲基
礎、穩定、牢固、善持，惡意仍繼續控制我的心。’應當告訴他:‘不要那樣說，不應那樣講。不要
誤傳薄伽梵，因爲誤傳薄伽梵是不對的，薄伽梵不會那樣講。當善意作爲心解脫，已被發展、修
習、調禦、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時——惡意仍繼續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夠的。
那個可能性不存在，因爲這就是逃離惡意: 慈心解脫。’ 
        “再者，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許說:‘盡管同情作爲我的心解脫，已被我發展、修習、調禦、
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害意仍繼續控制我的心。’應當告訴他:‘不要那樣說，不應那樣
講。不要誤傳薄伽梵，因爲誤傳薄伽梵是不對的， 薄伽梵不會那樣講。當同情作爲心解脫，已被
發展、修習、調禦、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時——害意仍繼續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
能夠的。那個可能性不存在，因爲這就是逃離害意: 悲心解脫。’ 
        “再者，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許說:‘盡管隨喜作爲我的心解脫，已被我發展、修習、調禦、
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怨意仍繼續控制我的心。’應當告訴他:‘不要那樣說，不應那樣
講。不要誤傳薄伽梵，因爲誤傳薄伽梵是不對的， 薄伽梵不會那樣講。當隨喜作爲心解脫，已被
發展、修習、調禦、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時——怨意仍繼續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
能夠的。那個可能性不存在，因爲這就是逃離怨意: 喜心解脫。’ 
        “再者，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許說:‘盡管舍離作爲我的心解脫，已被我發展、修習、調禦、
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欲意仍繼續控制我的心。’應當告訴他:‘不要那樣說，不應那樣
講。不要誤傳薄伽梵，因爲誤傳薄伽梵是不對的， 薄伽梵不會那樣講。當舍離作爲心解脫，已被
發展、修習、調禦、作爲基礎、穩定、牢固、善持時——欲意仍繼續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
能夠的。那個可能性不存在，因爲這就是逃離欲意: 舍心解脫。’ ” 

——AN6.13(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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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解脫[藉由修慈入定得心解脫]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麽，它的殊勝、果報、終極是什麽?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慈心培育念覺支，依靠獨居……離欲……止息，得以放開。他以慈
心培育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舍覺支，依靠獨居……離
欲……止息，得以放開。他若願意，則在非可厭存在的情形下住於辨識可厭。他若願意，則在非
可厭存在的情形下住於辨識可厭。他若願意，則在非可厭與可厭存在的情形下住於辨識可厭。他
若願意，則在可厭與非可厭存在的情形下住於辨識非可厭。他若願意——在可厭與非可厭存在的
情形下——使自己斷離兩者，住於舍離、警覺、念住。或者，他可以進入、安住善妙[美好]的解
脫。我告訴你們，比丘們對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脫者——慈心解脫以善妙爲其殊勝。 
        “那麽，悲心解脫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麽，它的殊勝、果報、終極是什麽?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悲心培育念覺支……他若願意——在可厭與非可厭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斷離兩者，住於舍離、警覺、念住。或者，隨著對色(身體)之辨識的徹底超越，隨著
對阻礙之辨識的消失，不注意辨識多樣性，(而辨識):‘空無邊，’他進入、安住空無邊的域場。我
告訴你們，比丘們，對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脫者——悲心解脫以空無邊處爲其殊勝。 
        “那麽，悲心解脫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麽，它的殊勝、果報、終極是什麽?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喜心培育念覺支……他若願意——在可厭與非可厭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斷離兩者，住於舍離、警覺、念住。或者，隨著徹底超越空無邊處之辨識，(想):‘識無
邊，’他進入、安住識無邊的域場。我告訴你們，比丘們，對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脫者——喜心解
脫以識無邊處爲其殊勝。 
        “那麽，舍心解脫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麽，它的殊勝、果報、終極是什麽?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舍心……培育念覺支……他若願意——在可厭與非可厭存在的情形
下——使自己斷離兩者，住於舍離、警覺、念住。或者，隨著徹底超越識無邊處之辨識，(想):‘無
所有，’他進入、安住無所有的域場。我告訴你們，比丘們，對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脫者——舍心
解脫以無所有處爲其殊勝。 ” 

——SN46.54(相應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善意的覺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
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
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品嘗它、渴望它、藉此得滿足。住於它
——固定於它、常居於它、不離落它——那麽，死時，他重現於梵衆天之天神之中。比丘們，梵
衆天之天神的壽命有一劫。凡夫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去地獄、動物胎、餓鬼界。然而，
薄伽梵的弟子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就在該生存態得解脫。比丘們，這就是聖者弟子與凡
夫，有趣向、有重現時，兩者之間的不同、差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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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同情的覺知[具悲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
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同情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
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品嘗它、渴望它、藉此得滿足。住於它——固定
於它、常居於它、不離落它——那麽，死時，他重生於光音天之天神中。比丘們，光音天之天神
的壽命有兩劫。凡夫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去地獄、動物胎、餓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
子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就在該生存態得解脫。比丘們，這就是聖者弟子與凡夫，有趣
向、有重現時，兩者之間的不同、差異、區別。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隨喜的覺知[具喜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
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隨喜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
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品嘗它、渴望它、藉此得滿足。住於它——固定
於它、常居於它、不離落它——那麽，死時，他重生於遍淨天之天神中。比丘們，遍淨天之天神
的壽命有四劫。凡夫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去地獄、動物胎、餓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
子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就在該生存態得解脫。比丘們，這就是聖者弟子與凡夫，有趣
向、有重現時，兩者之間的不同、差異、區別。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舍離的覺知[具舍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連
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舍離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連續
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品嘗它、渴望它、藉此得滿足。住於它——固定
於它、常居於它、不離落它——那•死時他重生於廣果天之天神中。比丘們，廣果天之天神的壽
命有五百劫。凡夫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去地獄、動物胎、餓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子
在彼處，耗盡天神的壽命後，就在該生存態得解脫。比丘們，這就是聖者弟子與凡夫，有趣向、
有重現時，兩者之間的不同、差異、區別。 ” [2] 

——AN4.125(增支部) 
[1]原注:光音天、遍淨天[直譯:黑美]、廣果天的天神都是色界層次的梵天。 
[2]原注:本經與增支部4.123一起讀時給人印象是，以修習無量慈心只能得初禪，而下兩個無量境界——悲
與喜——只能分別得第二與第三禪那。然而，下文的AN8.63表明，這四種無量境界都能一路引向第四
禪。那部經與本經的不同之處在於修習這些境界的行者對該境界的態度。在那部經中，此人特意以該境
界作爲培育所有四禪的基礎。本經中，此人只享受該境界而住於其中。 

         某比丘往詣薄伽梵，到達頂禮後，坐於一邊。坐下後他對薄伽梵說:“善哉薄伽梵若爲我簡要
說法，使我從薄伽梵處聞法後，獨居遠離: 審慎、精勤、決意。” 
         “不過，某些低俗之人正是如此求法，爲說法後，卻以爲應該緊隨於我。” 
         “願薄伽梵爲我簡要說法! 願善逝者爲我簡要說法! 也許我能領悟薄伽梵之言。也許我能成爲
薄伽梵言教的繼承者。”         
         “那麽，比丘，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我的心將朝內確立、善持。惡法、非善巧法[素質]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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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無一將繼續毀壞心。’你應當那樣訓練自己。 
         “接下來，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慈，作爲我的心解脫，應當發展、修習、給予傳播手段、
給予根基、穩定、牢固、善持。’你應當那樣訓練自己。當你修得此定時，應以尋想與評估發展
此定、應以無尋想[尋]與少量評估[伺]發展它、應以無尋想與無評估發展它、應以喜感……非喜
感……樂感……應以舍離發展它。 
         “當此定如此發展、如此善修之後，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悲，作爲我的心解脫……隨喜，
作爲我的心解脫……舍，作爲我的心解脫，應當發展、修習、給予傳播手段、給予根基、穩定、
牢固、善持。’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當你修得此定時，應以尋想與評估發展此定、應以無尋想
與少量評估發展它、應以無尋想與無評估發展它、應以喜感……非喜感……樂感……應以舍離發
展它。 
         “當此定如此發展、如此善修後，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我將住於觀色身——精勤、警覺、
念住——把對世間的貪與苦放在一邊。’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當你修得此定時，應以尋想與評
估發展此定、應以無尋想與少量評估發展它、應以無尋想與無評估發展它，應以喜感……非喜
感……樂感……應以舍離發展它。 
         “當此定如此發展、如此善修後，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我將住於觀受——精勤、警覺、念
住——把對世間的貪與苦放在一邊。’你應當如此訓練自己。 當你修得此定時，應以尋想與評估
發展此定、應以無尋想與少量評估發展它、應以無尋想與無評估發展它、應以喜感……非喜
感……樂感……應以舍離發展它。 
         “當此定如此修習、如此善修後，凡行處，安適而行。凡立處，安適而立。凡坐處，安適而
坐。凡臥處，安適而臥。” 
         於是那位比丘，被薄伽梵的訓誡所訓誡，離座起身，對薄伽梵右繞後離去。獨居遠離: 審
慎、精勤、決意，他不久即達到、安住梵行生活的至上目標——族姓子爲此正當出家，即時即地
親證自知。他了知: 生已止，梵行已圓滿，任務已完成，此世界不再有爲。”於是他成爲另一位阿
羅漢。 

——AN8.63(增支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善意的覺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
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
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把凡與色、受、想、形、識相關的一切現
象視爲無常、苦、病症、造作、箭、痛、疾、異物、破壞、空性、非我。身壞命終時，他重現於
淨居天的天神之中。這種重生是不同於凡人的。 ” 
        (同理於悲、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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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4.126(增支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滿懷善意的覺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東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
方向連續遍傳。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處處、全部，他以滿懷善意的覺知，朝包容一切的宇
宙連續遍傳: 廣博、廣大、無量、無敵意、無惡意。他對此觀想，則明辨:‘此慈心解脫是造作、意
作的。凡造作、意作者，皆是無常、會止息的。’正是住於彼處，他達到心漏的終結。或者，若
未達到——則由於此法愛、此法喜、由於五下分結的徹底消褪——他將重生(淨居天)，在那裏徹
底解脫，從彼世界再不還此。 
        “家主，這也是薄伽梵——那位知者、見者、阿羅漢、正自覺者——所說之一法[素質]，住於
其中，審慎、精勤、決意，一位比丘解脫尚未解脫之心，滅盡尚未滅盡之漏，證得尚未證得的離
轭之殊勝安穩。” 
        (同理於慈心解脫、喜心解脫、舍心解脫。) 

——MN52(中部) 

證入流果的福德 
 
        “比丘們，有此四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樂的滋潤。哪四種?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擁有對佛陀的確信:‘薄伽梵確是一位尊貴者、正自覺者、明行
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師、佛、薄伽梵。’這是第一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
富源、喜樂的滋潤。 
        “再者，聖者的弟子擁有對法的確信:‘法由薄伽梵善說，此時此地可見，無時相、邀人證實、
貼切、由智者親身證悟。’這是第二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樂的滋潤。　 
        “再者，聖者的弟子擁有對僧伽的確信:‘世尊的僧伽弟子們行道正善……他們行道正直……有
方……卓越——換句話說，四雙聖弟子們、八輩聖弟子們——他們是世尊的僧伽弟子，值得佈
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他們是世界的無上福田。’這是第三種福德的富源、善巧
的富源、喜樂的滋潤。 
        “再者，聖者的弟子擁有爲聖者們欣賞的戒德: 不破不壞、無暇無疵、使解脫、受智者贊揚、
無染、趨向正定。”這是第四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樂的滋潤。 
        這就是四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樂的滋潤。” 

——SN55.31(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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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55.32把第四種福德的富源定義爲: “再者，聖者的這位弟子，居於家中，覺知洗淨了悭吝
之染，慷慨大方、寬宏大度、回應所求、樂於佈施僧食物。” 
        SN55.33如此定義: “再者，聖者的弟子有明辨，擁有明察生滅的能力——尊貴、有洞察力、
趨向苦的正確止息。”  
        “正如大海之水難以用‘有這幾桶、幾百桶、幾千桶、千萬桶水’來衡量。只能說這是不可估
算、不可測度的巨量之水，同樣地，當聖者的一位弟子擁有此四種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時，
這福德難以用‘有這等數量的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樂的滋養，如天界、果報成熟之喜樂
趨向天界、趨向欣悅、愉快、適意、幸福與利益’來衡量，只能說這是不可估算、不可測度的巨
量福德。” 

——SN55.41(相應部) 

        (阿難尊者爲給孤獨講前一組福德的富源:) “一位受聖者良好教育的弟子，擁有這四種素養，
死時對來世無恐懼、無驚惶、無畏懼。” 

——SN50.27(相應部) 

        “有此情形，那人已無疑問、混淆，已得對真法之確信[淨信]。接著他得重病臥床。隨著他重
病臥床時，心有此想:‘我已無疑問、混淆。我已得對真法之確信。’他不悲傷、不痛苦、不哀哭、
捶胸、狂亂。這也是一位臨死時，對死亡無懼、無畏者。” 

——AN4.184(增支部) 

        (佛陀與離車維族的大臣難陀迦談到有關初果者的素養):“擁有此四素養[四法]的聖者的弟子，
是一位初果者，已確定、永不墜惡趣[得不墜惡之法]、趨向自我覺醒。 
        “再者，擁有此四素養的聖弟子，與人界或天界的長壽相關聯[相應]、與人界或天界的喜樂相
關聯、與人界或天界的地位相關聯、與人界或天界的影響力相關聯。 
        “難陀迦，我對你說此，非是從其他婆羅門、沙門處聽來，而是我親知、親見、親證之後告
訴你的。” 
        講此話時，有人對離車維族的大臣難陀迦說:“大人該沐浴了。” 
        (難陀迦答:)“我說，無需這外在沐浴了，我已滿足這內在沐浴：對世尊的淨信。” 

——SN55.30(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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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世尊以指端取起一粒微塵，對諸比丘說:“比丘們，你們以爲如何? 哪個更多: 是我以指
端取起之微塵，還是大地之土？”  
        “世尊，大地之土量遠多。世尊以指端取起之微塵，根本不算什麽。世尊以指端取起之微
塵，與大地之土相比，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有具足見的聖者弟子，一位已突破(入流)者，總體終結與止息之苦量
遠多。所余至多七次的輪回，根本不算什麽：與過去那大團苦相比，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千萬分之一。比丘們，突入法流之利益巨大如此。得法眼之利益巨大如此。” 

——SN13.1(相應部) 

君臨大地， 
升入天界， 
統治一切域界: 
         入流的果報， 
         勝於它們。 

——Dhp178(法句經) 

超越福德 
 
        立於一邊時，優多羅天子在薄伽梵面前口誦此偈: 

生命在流逝， 
壽限幾無多。 
隨衰老逝去者， 
無安穩庇護所。 
死亡時既知此險惡， 
當行得喜樂之福德。 
 
(佛陀:) 
生命在流逝， 
壽限幾無多。 
隨衰老逝去者， 
無安穩庇護所。 
死亡時既知此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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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棄世間餌求甯靜。 
——SN2.19(相應部) 

心未被[欲望]浸濕， 
心未被[仇恨]擊潰， 
福德、邪惡皆棄去， 
警醒者，無險亦無畏。 

——Dhp39(法句經) 

此處福德與邪惡， 
         兩者的執取他已超越—— 
無憂、離塵、已清淨， 
         他是我說的婆羅門。 

——Dhp412(法句經) 

名詞解釋 
Arahant: 阿羅漢; 尊貴者; 清淨者——心已無有雜染之漏，故不再重生者。這是佛陀及已證得最高
果位諸聖弟子的稱號。 
Asava: 漏; 雜亂; 流出; 指四種素質——感官之欲、觀念[見]、有生、無明——即制造死亡與重生輪
回的洪流自心之“流出”。 
Brahma: 梵天，高等無色界天的居住者。 
Deva (devata): 意爲“發光者”，天界居者。  
Dhamma: 法。(1)事件; 行動; (2)現象本身; 事物本相; (3)心理素質; (4)教義; 教說; (5)涅槃(但又有段
落把涅槃描述爲對一切法的棄離)。梵文爲Dharma。 
Jhana: 禪那。以某一種體感或心理概念爲單一專注對象的高度入定狀態。與之同源的一個動詞
爲 jhayati，意爲以安靜、穩定之火的燃燒。 
Kamma: 業，有動機的行爲。梵文爲Karma。 
Nibbana: 真實意義上把心從貪、嗔、癡，從整個死亡重生當中“解脫”出來。由於該詞也指火的熄
滅，它因此帶有寂止、冷卻、甯靜的涵義。“般涅槃”(徹底涅槃)在某些情形下指覺醒的體驗;在另
一些情形下指一位阿羅漢的最後逝世。梵文爲Nirvana。 
Sangha: 僧伽。常規意義上指佛教僧尼團體。理想意義上指佛陀的弟子，無論在家出家者之中，
已至少證得第一覺醒層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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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ta: 經文。 
Tathagata: 如來; 意爲“已成就真者(tatha-agata)”，該名號在古印度用以形容證得最高宗教目標
者。在佛教中，通常指佛陀，但偶爾也指他的阿羅漢弟子。 
Vinaya: 比丘戒律。
 

福德回向誦文 

sabbe satta sada hontu 
avera sukha-jivino 

katam punna-phalam mayham 
sabbe bhagi bhavantu te 

願一切衆生安樂活命，常離敵怨。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完] 

最近訂正 6-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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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依三寶

[首頁]
/tr> 

歸依三寶 
The Threefold Refuge 

tisarana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至高归依

人們畏懼危險， 
四處尋求歸依: 
        去山嶽、森林、 
        去庭園、樹木、神龕。 
那不是平安的歸依， 
不是至上的歸依。 
一切苦與憂， 
        以此歸依 
        不得解脫。  
 
而歸依佛、法、僧者， 
以正明辨得見四聖諦—— 
        苦、 
        苦因、 
        苦的超越、 
        與趨向滅苦的八聖道。 
那才是安全的歸依、 
        那才是至高的歸依。 
一切苦與憂， 
        以此歸依 
        得解脫。 

——Dhp188-192(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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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依三寶

 
三寶 
        “薄伽梵確是一位阿羅漢、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者、人天之師、
佛、薄伽梵。 
        “法由薄伽梵善說，此時此地可見，無時相、邀人證實、貼切、由智者親證。 
        “薄伽梵的僧伽弟子們行道正善......他們行道正直......有方......卓越——換句話說，四雙聖弟
子、 八輩聖弟子——他們是薄伽梵的僧伽弟子，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他
們是世界的無上福田。” 

——AN11.12(增支部)

 
歸依巴利誦文 
(以下句子通常在受五戒之前持誦)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我歸依佛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我歸依法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歸依僧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歸依佛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歸依法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歸依僧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歸依佛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歸依法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歸依僧

——Khp.1(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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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果報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佛。 這是第一次福德果報: 是善巧、喜樂的滋養、如天
界、得快樂、導向天界、導向愉快、喜悅、適意、福利、與幸福的果報。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法。這是第二次福德果報......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僧。這是第三次福德果報......” 

——AN8.39(增支部)

 
解脫痛苦的歸依 

如果你懼怕痛、 
        如果你厭惡痛， 
去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受持戒律:; 
        那將會引導你; 
        走向解脫。 

——Thig12(長老尼偈)

 
一位家主的宣告 
        世尊這般說完之後，年輕的家主屍迦羅越說了以下的話: 
        “勝哉，世尊，勝哉! 世尊正好比將顛倒之物置正、把隱秘之事揭開、爲迷途者指路、在黑夜
裏舉燈、使有目者見形，世尊更是藉多方推理，闡明了法。 
        “我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僧。願世尊記得我這個從今天起一生歸依於他的居家弟子。” 

——DN31(長部)

相關連接: 
        五戒 
        阿姜李歸依儀式(來自《修心之技能》) 
        坦尼沙羅尊者: 歸依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tisaran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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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尊者-归依佛陀

[首頁] >> [作者索引]

歸依佛陀 
 

[作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Refuge in the Buddha 
by Bhikkhu Bodhi

原文版權所有 ©  1993 佛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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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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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
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The first step in entering the Buddhist path is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Triple Gem, and the first of the three 
gems that we approach as refuge is the Buddha, the 
Enlightened One. Because the act of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our life, it is worth our while to repeatedly pause 
and reflect up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mentous 
step. Too often we are prone to take our first steps 
for granted. Yet it is only if we review these steps 
from time to time in a deepening awareness of their 
implications that we can be sure the following steps 
we take will bring us closer to our desired destination.

踏上佛教之道的第一步，乃是歸依三寶，而
我們前往歸依的三寶之首，即是佛陀，覺悟
者。由於歸依佛陀之舉標志著生命新一章的
開啓，它值得我們反複地靜下來觀想這一重
大步驟的意義。我們太傾向於想當然地看待
自己的起步。只有以漸進的理解，時時回顧
這些足迹的意涵，我們才能夠確保後繼的步
程將帶領我們趨近欲達之終點。 
 

The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is not a single 
action which occurs only once and is then completed 
with absolute finality. It is, or should be, a 
continually evolving process which matures in 
tandem with our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mma. To go for refuge does not imply that at the 
outset we already possess a clear grasp of the dangers 
that make a refuge necessary or of the goal toward 
which we aspire. Comprehension of these matters 
grows gradually over time. But to the extent that we 
have actually gone for refuge with sincere intent, we 
should make an earnest effort to sharpen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s to which we have 
turned as the basis for our deliverance.

歸依佛陀並非是一次性徹底完成的單一事
件。它是，或者說應該是一個隨著我們對佛
法的修持與領悟的成熟而連續進化的過程。
歸依並不意味著我們對使歸依成爲必要的危
險或者對期望達到的目標一開始就有了明確
的領悟。對這些事的理解與時俱增。不過，
我們應當作出相應於歸依之誠意的認真努
力，對自己視爲解脫之根本依靠的對象，獲
得明確與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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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尊者-归依佛陀

In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it is most essential 
at the outset to clarify our conception of what a 
Buddha is and how he functions as a refuge. If such 
clarification is lacking, our sense of refuge can easily 
become tainted by erroneous views. We may ascribe 
to the Buddha a status he never claimed for himself, 
as when we regard him as the incarnation of a god, as 
the emanation of the Absolute, or as a personal 
savior.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detract from the 
exalted status to which the Buddha is properly 
entitled, as when we regard him simply as a 
benevolent sage, as an unusually astute Asiatic 
philosopher, or as a genius of meditative technology.

在歸依佛陀的初端，從概念上澄清何爲佛
陀、他如何起歸依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
缺乏這樣的澄清，我們的歸依感很容易沾染
妄見。我們也許會賦予佛陀某種他自己從未
承認的位格，比如把他視爲一尊神祗的化
身、絕對終極的體現、或者一位個人的救
主。另一方面，我們也許會對佛陀正當擁有
的崇高地位加以貶低，比如把他僅僅視爲一
位慈藹的智者、一位異常敏銳的亞洲哲學
家、或者一位掌握禪定技術的天才。

A correct view of the Buddha's nature would see him 
in terms of the title he assigned to himself: as a Fully 
Self-Enlightened One (samma sambuddha). He is 
self-enlightened because he has awakened to the 
essential truths of existence entirely on his own, 
without a teacher or guide. He is fully enlightened 
because he has comprehended these truths 
completely, in all their ram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d as a Buddha he has not only 
fathomed these truths himself, but has also taught 
them to the world so that others may awaken from 
the long sleep of ignorance and attain the fruits of 
liberation.

對於佛陀本質的正確見解，乃是以他本人賦
予自己的名號來看待他: 一位正自覺者 
(samma sambuddha, 徹底自我覺醒者)。之所
以稱他爲自覺者，是因爲他對生存的基本真
相的覺醒，無師尊、向導，全憑自力成就。
之所以稱他爲正自覺者，是因爲他對這些真
相的一切細節與寓意，已達成全知。作爲一
位佛陀，他不僅本人領悟了這些真相，而且
還把它們傳給了世界，使得他人也有可能從
無明的長眠中醒過來，證得解脫之果。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is an act anchored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individual: the recluse Gotama, 
the scion of the Sakyan clan, who lived and taught in 
the Ganges valley in the fifth century B.C. When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we rely upon this 
historical individual and the body of instruction that 
stems from him.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is point in 
view of the fashionable notion that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means that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mind within ourselves" or in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enlightenment." Such ideas, allowed to 
go unchecked, can lead to the belief that anything we 
contrive in the flights of our imagination can qualify 
as true Dhamma. To the contrary, the Buddhist 
tradition insists that when we go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we place ourselv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歸依佛陀，指的是對一位特定曆史人物的歸
依: 即隱者喬達摩，生活於公元前五世紀、傳
法於恒河流域的釋迦族太子。我們歸依這位
佛陀時，是在歸依這位曆史人物與他的教
誡。面對現今流行的歸依觀念——所謂歸依
佛陀意味著歸依“我們自己內在的佛性”或
者“開悟之普遍原則” ——強調這一點是十分
重要的。聽任那些想法自由發展，可以引向
但凡想象力馳騁所及皆可作爲真法的地步。
與之相反，佛教傳統堅持認爲，當我們歸依
佛陀時，是在把自己置於那位卓然獨立者的
指導之下，他所成就的高度我們只開始獲得
遙遙的一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BodhiRefugeBuddha2.htm (2 of 5) [12/31/2010 10:43: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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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ho i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ourselves, one 
who has scaled heights that we have barely begun to 
glimpse.
But when we rely upon the recluse Gotama as our 
refuge, we do not apprehend him merely as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a wise and sensible sage. We 
apprehend him rather as a Buddha. It is his 
Buddhahood — his possess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excellent qualities that come with perfect 
enlightenment — that makes the recluse Gotama a 
refuge. In any cosmic epoch, a Buddha is that being 
who firs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 mass of ignorance 
encompassing the world and rediscovers the lost path 
to Nibbana,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He is the 
pioneer, the trailblazer, who discovers the path and 
proclaims the path so that others, by following his 
tracks, may extinguish their ignorance, arrive at true 
wisdom, and break the fetters that tie them to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不過，當我們依止隱者喬達摩作爲自己的庇
護時，並不把他僅僅理解爲一位智慧賢明的
個人。我們把他理解爲一位佛陀。正是他的
佛陀位格——隨著圓滿覺悟而來的、對一切
殊勝品質的擁有——使得隱者喬達摩成爲一
個歸依處。在任何一個宇宙紀元之中，佛陀
是那位率先突破籠罩世界的無明黑暗、重新
發現失卻的滅苦涅槃之道者。他是一位先驅
者、開拓者，他重新發現古道、宣講古道，
使得其他人跟隨他的足迹，也能夠滅盡自己
的無明，證得真智，突破把他們綁束在反複
生死輪回之中的諸種結縛。

For the refuge in the Buddha to be genuine, i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commitment to the Buddha as 
an incomparable teacher, as unexcelled and 
unsurpassed. Strictly speaking, the historical Buddha 
is not unique since there have been earlier Fully 
Enlightened Ones who have arisen in past epochs 
and there will be others who will arise in future 
epochs as well. But in any one world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for a second Buddha to arise while the 
teaching of another Buddha is still extant, and thus in 
terms of human history we are justified in regarding 
the Buddha as a unique teacher, unequalled by any 
other spiritual teacher known to humanity. It is this 
readiness to recognize the Buddha as "the 
unsurpassed trainer of persons to be tamed, the 
teacher of gods and humans" that is the hallmark of 
an authentic act of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爲了真正地歸依佛陀，必須伴隨著把佛陀尊
爲一位無可倫比的導師 、一位至勝無上者的
承諾。嚴格地說，曆史上的佛陀並非獨一無
二，因爲徹底的覺醒者在過去紀元中曾經出
現過，在未來紀元中還將會升起。 但是在任
一世界系統中，在一位佛陀的教導尚存時，
不可能升起第二個佛陀，因此就人類曆史來
說，我們有理由把佛陀視爲獨一無二的導
師，不可與人類任何其它精神導師同日而
語。正是願意承認佛陀爲“無上調禦者，天人
之導師”，成爲對佛陀的真正歸依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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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serves as a refuge by teaching the 
Dhamma. The actual and final refuge, embedded 
within the Dhamma as refuge, is Nibbana, "the 
deathless element free from clinging, the sorrowless 
state that is void of stain" (Itiv. 51). The Dhamma as 
refuge comprises the final goal,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at goal, and the body of teachings that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the path. The Buddha as refuge has no 
capacity to grant us liberation by an act of will. He 
proclaims the path to be traveled and the principles to 
be understood. The actual work of walking the path 
is then left to us, his disciples.

佛陀的歸依作用是藉著傳法進行的。真正而
終極的歸依，蘊涵在作爲歸依的法之中，也
就是涅槃——“無執取的不死元素 ，無垢染
的無憂狀態”(Itiv. 51,如是語)。 作爲歸依的
法，包括的是終極目標、趨向目標的道路、
以及解說此修行道的教導體系。憑借願力，
並不能使作爲歸依的佛陀把解脫施予給我
們。他宣說了必須行走之道，解說了必須領
悟的原理。接下來，實際的修行道，得由我
們這些弟子去走。

The proper response to the Buddha as refuge is trust 
and confidence. Trust is required because the 
doctrine taught by the Buddha runs counter to our 
innate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and our natural 
orientation toward the world. To accept this teaching 
thus tends to arouse an inner resistance, even to 
provoke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changes it requires us 
to make in the way we lead our lives. But when we 
place trust in the Buddha we open ourselves to his 
guidance. By going to him for refuge we show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recognize that our inherent 
tendencies to self-affirmation and grasping are in 
truth the cause of our suffering. And we are ready to 
accept his counsel that to become free from 
suffering, these tendencies must be controlled and 
eliminated.

把佛陀作爲歸依的正確態度，是信任與信
心。之所以必須付諸信任，是因爲我們對自
身的內在了解以及對世界的自然趨向與佛陀
所傳的教義是背道而馳的。接受這套教導因
此傾向於觸發內在的抵制， 甚至對它要求的
生活方式的轉變激起抗拒。不過，當我們對
佛陀寄予信任時，便對他的教導敞開了自己
的心靈之門。我們藉著歸依佛陀，表示自己
准備承認，對自我的肯定與執取的內在傾向
確實是我們的苦因。我們准備接受他的教
誡，也就是，爲了滅苦，這些傾向必須加以
控制與遣除。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as our refuge is initially 
awakened when we contemplate his sublime virtues 
and his excellent teaching. It grows through our 
undertaking of the training. At first our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may be hesitant, punctured by doubts and 
perplexity. But as we apply ourselves to the practice 
of his path, we find that our defilements gradually 
lessen, that wholesome qualities increase, and with 
this comes a growing sense of freedom, peace and 
joy. This experience confirms our initial trust, 
disposing us to advance a few steps further. When at 
last we see the truth of the Dhamma for ourselves, 
the refuge in the Buddha becomes inviolable. 
Confidence then becomes conviction, the conviction 

把佛陀作爲歸依的信心，在我們觀想他的崇
高品德與他的殊勝教導時被初次喚醒，透過
修持開始增長。 我們對佛陀的信心一開始也
許帶著猶豫、遲疑，但隨著修持我們發現，
自己的雜染逐漸減少，善巧的素質在擴展，
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愈增的自由、平靜、喜樂
之感。這個體驗證實了我們最初的信任，使
我們傾向於繼續進步。等到我們最終親見法
的真相時，對佛陀的歸依成爲不可動搖。信
心於是轉爲確信，確信“佛陀是善的演說者、
宣示者、帶來者、是不死的給予者、法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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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Blessed One is "the speaker, the proclaimer, 
the bringer of the good, the giver of the Deathless, 
the lord of the Dhamma, the Tathagata."

主、如來。”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4.html 
最近訂正 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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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增支部經文選讀

[首頁] >>[經文]

福德 
 

——增支部經文選讀 
  

[英譯] 向智尊者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1976 佛教出版
社.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媒
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然
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
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1.佈施的方式  
        “有八種佈施的方式。哪八種?  
        “自發地佈施[1];  
        “因爲懼怕而佈施[2];  
        “因爲想:‘他也施予了我一件禮物’;  
        “因爲想:‘他也將施予我一件禮物’;  
        “因爲想:‘佈施是善事[3]’;  
        “因爲想:‘我煮食，他們(指沙門)不煮; 既然我煮食，不施予不煮食者(一餐飯)是不合適的’;  
        “因爲想:‘藉著佈施這件禮物，我將贏得善名’;  
        “他佈施，是因爲它使心尊貴、使心美化。[4]” 

——AN 8.31 

 
2.佈施的理由  
        “有八種佈施的理由。哪八種? 
        “人們出於喜愛而佈施; 
        “以惱意佈施[5]; 
        “出於愚昧而佈施[6]; 
        “出於畏懼而佈施; 
        “因爲想:‘這等禮物我的父親與祖父曾經佈施過，他們過去曾經做過此事; 因此我放棄這個古
老的家族傳統，是不值得的’;  
        “因爲想:‘藉著佈施這件禮物，願我身壞命終後，重生於善趣、天界’;  
        “因爲想:‘當我佈施這件禮物時，我的心將愉悅，喜與樂將在內心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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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佈施，因爲它使心尊貴、使心美化。” 
——AN 8.33

 
3. 根據佈施的重生  
        “根據佈施，有八種重生。哪八種?  
        “有此情形，比丘們，某人對一位沙門或婆羅門佈施，施予他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
環、熏香、床具、住處、或燈具。在佈施此禮時，他希望有回報。他注意到富有的刹帝利、富有
的婆羅門、富有的家主，擁有五種感官之樂並享受它們。於是他想:‘啊，當我身壞命終時，願我
重生於他們當中! ’他把心住於那個想法中 、定在那個想法上、培育它。他的這個想法瞄准的目標
低下[7]，假若不培育提昇[8]，就會引導他得到這個重生。在他身壞命終後，他將重生於富有的刹
帝利、富有的婆羅門、富有的家主當中。然而我說，這只是對有戒德者、不是對缺戒德者[9]，因
爲比丘們，正是由於他的純淨，具德者的心願才能夠達成。  
        “有此情形，比丘們，某人對一位沙門或婆羅門佈施，施予他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
蔓、熏香、床具、住處、或燈具。在佈施此禮時，他希望有回報。他聽說四大王天……三十三
天……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們的長壽、美貌、喜樂，想重生於
他們當中。他把心住於那個想法中、定在那個想法上、培育它。他的這個想法瞄准的目標低下，
假若不培育提昇，會引導他得到這個重生。在他身壞命終後，他將重生於四大王天……三十三
天……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然而我說，這只是對有戒德者、不是對
缺戒德者，因爲比丘們，正是由於他的純淨，具德者的心願才能夠達成。  
        “有此情形，比丘們，某人對一位沙門或婆羅門佈施，施予他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
蔓、熏香、床具、住處、或燈具。在佈施此禮時，他希望有回報。他聽說梵天界的天神們的長
壽、美貌、喜樂，想重生於他們當中。他把心住於那個想法中、定在那個想法上、培育它。他的
這個想法瞄准的目標低下，假若不培育提昇 ，會引導他得到這個重生。在他身壞命終後，他將重
生於梵天的天神當中。然而我說，這只是對有戒德者、不是對缺戒德者，只是對無淫欲者[10]、
不是對有淫欲者。因爲比丘們，正是由於他的無淫欲，具德者的心願才能夠達成。  
        “比丘們，這就是根據佈施所得的八種重生。” 

——AN8.35 
 
4.福德業的方式  
        “比丘們，有三種造福德的方式 [11]。哪三種? 
        “有藉著佈施、持戒、禪定制造福德的方式。 
        “有一人，只在少量程度上藉佈施修福德; 又只在少量程度上藉持戒修福德; 然而他卻不曾藉
禪定修福德[12]。此人身壞命終時，將重生於人類當中的一個困苦的境界[14]。 
        “另一人，曾經大量地藉佈施修福德; 又曾經大量地藉持戒修福德; 然而他卻不曾藉禪定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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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這樣一個人身壞命終時，將重生於人類當中一個良好的境界。 
        “或者，他將重生於四大王天的天神當中。在那裏，曾經高度修習佈施與持戒的四大王，在
十事上超過該界的其他天神: 天界壽命、天界美貌、天界喜樂、天界權力、天界之色、天界之
聲、天界之香、天界之味、天界之觸。 
        “或者，他將重生於三十三大的天神當中 。在那裏，曾經高度修習佈施與持戒的帝釋天王，
在十事上超過了…… 
        (同樣地提到在夜摩天 、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重生以及這些域界的統治者。)  
        “比丘們，這就是三種造福德的方式。” 

——AN8.36 
 

 
5.福德的富源  
        “比丘們，有八種福德與善巧的富源，哪八種? 
        “比丘們，有八種福德與善巧的富源，它們是喜樂的滋養、珍貴、得快樂、趣向天界、帶來
愉快、喜悅、適意、福利。哪八種?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佛。這是福德與善巧的第一種富源: 它們是喜樂的滋
養、珍貴、得快樂、趣向天界、帶來愉快、喜悅、適意、福利。 
        “再者，有此情形，這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法。這是福德與善巧的第二種富源…… 
        “再者，有此情形，這位聖者的弟子前去歸依僧。這是福德與善巧的第三種富源…… 
        “再者，有此五件贈禮——獨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
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們無可指責的 。這五件贈禮是什麽? 
        “有此情形，一位聖者的弟子戒奪取生命、離奪取生命。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
免於危險、免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一件禮物、第一件大禮——獨
特、持久、傳統、古老、純淨、從起始便純淨——不容置疑、永遠不容置疑、是多聞的行者僧侶
們無可指責的。這是第一件贈禮，是福德與善巧的第四種富源。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不予而取，離不予而取。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二件贈禮，是福德與善巧的第五種富
源。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不當性事，離不當性事。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
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壓迫 。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
也得以分享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三件贈禮，是福德與善巧的第六種
富源。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謊言 ，離謊言。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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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四件贈禮，是福德與善巧的第七種富源。 
        “再者，這位聖者的弟子戒醉品 ，離醉品。他這樣做時，便使數量無限的生靈免於危險、免
於敵意、免於壓迫。藉著向數量無限的生靈贈予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這個無危險、無敵意、無壓迫的無限自由。這是第五件贈禮，是福德與善巧的第八種富源。 
        “比丘們,這就是八種福德與善巧的富源，它們是喜樂的滋養、珍貴、得快樂、趣向天界、帶
來愉快、喜悅、適意、福利。” 

——AN8.39
原注選譯: 
[1]據經注: 例如居士見到一位比丘，立即自發供養一個座位與一餐飯。 
[2]“畏懼責咎或畏懼重生惡趣”(經注); 或者爲了討好權貴。 
[3]“因爲佈施被佛陀與智者贊揚”(經注)。 
[4]“藉著使施者與受者的心柔軟”(經注)。此處與下文中提到的“佈施”特指佈施比丘齋食，但也並非完全局
限於此。有些物品可以普遍贈與。在斯裏蘭卡，巴利詞 daana(佈施)通常指供養佛教僧侶的齋食;不過該詞
的用法在巴利經文當中未限於此。 
[5]Dosena，字面意義爲: 出於嗔。據經注: “帶著嗔心，他隨手抓一件物事，快速給予。” 
[6]Mohena，出於愚蠢的理由; 或者以一種不智或心不在焉的方式。 
[7]瞄准的目標低下: 據經注，指低下的五種感官對象。 
[8]未提升: 據經注，“他的心尚未培育到超越它，朝向聖道與聖果(指入流等)。” 
[9]據經注:“這是爲了說明，失戒德將造成障礙，並非僅僅由佈施的福德業就能夠導致重生善趣。” 
[10]無淫欲(viitaraagassa, free of lust)，據經注:“那就是，一位脫離(感官)淫欲者，或者藉著修不還道而斷
淫欲; 或者藉著禪定成就遏制它。因爲一個人不可能完全藉佈施重生梵天界。不過，佈施是趨向止觀禪定
的尊貴助緣。一個人若以佈施造就的柔軟之心修四梵住，他將重生梵天界。”據複注:“無淫欲，在此僅指
感官之欲的滅除; 藉此很可能重生梵天界; 然而這樣的重生不可能藉著‘有’欲的滅除達到。” 
[11]Puññakiriyāvatthu，vatthu. 
[12]Daana, siila, bhaavana. 
[13]據經注:“他尚未付出修習禪定的努力。” 
[14]據經注:“他將重生於低階層家庭，生活坎坷。”  
中譯按: 本文節譯自向智尊者《增支部經文選譯之三(八集至十一集)》中的第八集，段落題名爲原書所
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nyanaponika/wheel238.html#t-8-9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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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問答選]

佈施與募款有什麽關系?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a" and "fundraising"?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
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
重排、重印、印發。然而，
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
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
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
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
括本站連接，并登載本版權
聲明。 

        兩者完全無關——至少理應這樣。可惜，近些年來，佈施的名稱在西方被許多佛教組織采
納，作爲打動人心的募款技巧。我們讀過多少份佛教組織的求捐信件，以這樣熟悉的語句開
始:“佈施是一個古老傳統，藉着它，兩千五百年來佛陀的教導才得以保存下來”? 這些信件裏多少
次我們看見求捐物品清單?多少次我們聽說禪修中心對他們的课程有“建議捐贈數額”? 在我看來，
爲佛教事業大張旗鼓地招徕物質支持的壯舉，只會削弱佈施的真正精神，它是毫無壓力、心有所
感、自發湧起的慷慨之舉，體現在佛陀傳法的基本動機之中。 
        任何類型的佈施毫無疑問是件好事。佛陀鼓勵我們對任何請求幫助的人慷慨佈施[法句經
224]。即使最小的禮物，只要帶著慷慨之心佈施，也會有巨大的價值:“即使一個人把涮完杯碗的
水倒進村裏的池塘時，想著:‘願住在這裏的任何動物來吃，’ 那也是福德的一個來源[增支部
ANIII57]。” 然而，佈施的實際果報，極大地依賴於捐贈發生的氛圍。施者與受者，也就是捐贈
者與籌款組織，對於培養使佈施獲得最大益處的氛圍，有著同等責任。如果雙方對於把佛陀的教
導用於修持均有誠意，他們應當考慮以下幾點: 
        首先，佈施的福德，隨著施主動機的清淨而倍增。我們半心半意贈出的禮物，總體來說果報
是有限的，而一件禮物贈送時帶著真正開放之心，“不尋找個人利益，心不執取於果報”[AN 
VII.49增支部]，其價值要大得多。如果我們馈赠時，期望從受者得到什麽回報——會員便利、感
謝狀、書籍、或者禪修課程，等等——便虧待了自己，稀釋了佈施的力量。因此，佛教組織以這
類補貼来獎勵佈施時，應當慎重考慮。 
        第二，佛陀不鼓勵我們廣求佈施。實際上，他說的正相反: 他鼓勵我們將就使用已有之物
[AN IV.28增支部]。這個少欲知足的主題處處體現於佛陀的教導。在我看來，一位籌款人“希望獲
得的物品”清單，表達了一種不滿足感，與佛陀的訊息背道而馳。佈施者最樂於贈予的情形，乃
是在知道他們的禮物——無論多麽渺小——真正爲接受者感激時。如果一個請求佈施的組織籌款
目標宏大、需求品又多又昂貴，而我只有一件小小禮物，不知他們會不會感激、甚至會不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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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一個組織，生存簡樸、求助稀少，能最有效地提倡佛陀的教導，在它的護持者當中激起最
大的信心。 
        第三，接受者是否清淨也有關系[SN III.24相應部]。我們佈施給有德之士，也就是那些至少
持五戒者時，不僅承認他們培養戒德的動機，也增強我們自己持戒的決心。因此，佈施給有德者
有大業力，它的善報遠遠超過佈施當時的事件本身。佈施與戒德兩者深刻地交織在一起，當我們
學會善巧地行使自己的慷慨沖動，把禮物送到果報最大的地方時，在這兩方面都會受大益。我們
重視戒德時，無論作爲贈予者還是接受者，都會從佈施中得到大益。 
        最後是對成長中的佛教團體與組織的呼籲: 請极其、极其地耐心，抵制使你的組織壯大起來
的誘惑。佛教組織的成功，永遠不應以常規的商業指標來衡量: 成員數、下載數、開課量、募得
款額，等等。它的成功只能以如何正確地體現佛陀的教導來衡量。如果它的工作堅實地確立在戒
德基礎上，識戒德者必然注意到，受其鼓舞，會以無邊的慷慨相助。只要能做到這麽多，該組織
便是在以最直接的方式，把佈施這個無價傳統傳給他人——佈施爲法中精髓，而法的佈施，是一
切禮物中最珍貴的[法句經354]。

相關連接: 
        莉莉-德西爾瓦: 巴利經典中的佈施 
        經文主題選譯: 佈施 
        免費贈送佛書有什麽大不了的重要性?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dana 
最近訂正 3-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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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林居傳統]

禮敬定 
 

[作者]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Respect for Concentration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權所有 ©  2003 坦尼沙羅
比丘。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10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我們剛才持誦了禮敬定[奢摩他]的經文[1]。這一重要原則必須牢記在心，因爲心的靜止，往
往是我們踐踏的。一個想法沖進腦袋裏，馬上跑去跟蹤它。我們飛快地離開大本營，卻發現難以
回轉 。我們必須學會使定成爲心的正常狀態: 集中，在場，警覺身體，警覺正在發生的事。這並
非是，你在定中不覺察其它事情，也並非是，你的感官根本不記錄它們，只是心不挪出去追隨它
們 。心牢牢地定住在氣中，那是它的大本營，在那裏，它保護定，照料定，維持定。只有這樣，
定才能增長，才能發展出我們需要的穩定性，不管來什麼，都能夠抵擋。 
        太多次我聽人們說: “我的心現在靜下來了，接著做什麼?” 他們太急於跳到下一步，跑去修
觀。但是，心得到任何解脫洞見之前，必須克服那股想動彈一下的不耐煩。你需要使心極其堅
固 ，極其安穩，因爲等你開始修觀，也就是試圖理解爲什麼貪、嗔、癡會控制心時，你會發現自
己迎面遭遇各種各樣的風暴。如果你的定不真正堅固、沉穩，只會給吹走。 
        因此，你必須對道的這一部分懷著禮敬。畢竟，它是道的核心。佛陀曾經說過[2]，正定構成
了八聖道的核心，而道的其它要素，只是正定的前提和支持，保持定爲正定，保持定在正軌上。 
        因此，對心的這一素養，要有禮敬。照料它。我們專注於令心處在恒常、安適、自我的狀態
時，有時仿佛 是逆著佛陀關於無常、苦 、非我的教導而行。我們完全被吸攝於這股合一感之
中，開始與它認同，既與那股靜止、也與靜止的所緣認同。一切合爲一體。因此，似乎我們是與
洞見該告訴我們的 內容逆向而行。不過實際上，我們是在檢驗人類努力的限度。 與其對五蘊
——色 、受、想、行、識這些聚合體——與之認同，我們是在把它們用作工具。作爲掌握這些工
具的過程的一部分，必須有某種認同感。你認同定境，認同定中但凡存在的身感[色]、辨識
[想]、思維構造[行]、和意識 。那就是爲什麼你對它們如此投入的緣故。它們全部合爲一性。  
        不過，與其單單與之認同，你也把它們當作道。關鍵的區別就在於此。 
        你把 它們帶到一起，一旦被帶到一起，你可以把它們如實分撿開來。如果所有那些東西在四
處攤著，就很難看清它們如何互動，很難看清相關性在哪裏，相互之間的界限在哪裏。不過，你
把它們帶到一起，那麼一旦它們長久處在一起，就會開始相互分離開來。 
        阿姜李有一個把石塊投入火中的好比喻。當石塊裏的各種元素達到熔點時，它們就從石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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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熔化出來。它們就是這樣分離的。你講要試圖理解，獲得洞見的一切現象也是一樣。一旦它們
在這個合一感之下，長久地處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會開始分離開來。你要做的只是問: “這是
什麼? 這個與那個是一樣的嗎?” 接著你只管看。你開始看見，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個自然的分界
線。但是，在你把心在定中達到合一之前，你實在是看不見的。你看見的所有分界線都是由詞語
和觀念強加的，由種種先入之見強加的。 
        把那些先入之見放到一邊，就只專注於令心入定。你現在坐在這裏修定，要試著使定盡可能
精細，盡可能穩固。當你起身離開時，不可把它丟下。試著維持它。經典中用到的一個形象是，
一個人頭上頂著一只碗，裏面盛滿了油。要試圖發展出同樣的平衡感、細膩感、念住感。隨著你
出定，不管去哪裏歇夜，要試著維持那種定著感、沉穩感。不可讓它濺潑掉。這就是禮敬定的一
個側面: 試著在全天維持它 ，不讓自己被外面擾亂。再說一遍，你會覺知外在的事件: 有人得交
談、有工作得完成、鳥兒的鳴叫、林中的風聲。這些東西都會對你的覺知呈現出來，但是你不會
把注意力送出去追逐它們。要試著把你的注意中心維持在內部、這裏。 
        隨著你發展出這種連貫性，它就變成你的覺知的習慣中心，你的習慣參照點。其他事物相對
於那個中心的移動，就十分清楚起來。換句話說，出去看看的那個沖動: 你會准確如實地看見
它----它就是追著事物跑出去或流出去的身內某些部位的一股流或一種身感 。如果你能逮見它，
就會明白: “噢，當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外面時，就會發生那件事。” 參照點的變 動，既包含了心的
一面，也包含了身的一面。當你的明晰的覺知感足夠寂止時，就能看見這些東西的移動 。參照框
架越寂止，你在心裏能注意到的動態就越精細。因此，這個寂止的成分是極其重要的。沒有它，
洞見只不過是詞語，觀念，你從書裏拾來的東西。但有了它 ，洞見就是觀察事件的實際發生和實
際動作。 
        因此，這是洞見來臨的基礎，它是引生解脫的洞見。你開始觀察到過去習慣於騎在上面跟著
走的那些動態，因爲現在你不再騎了。你隨時看見心的這些閃出動作，但你不會跟它們一起閃出
去 。關鍵的不同就在這裏。如果你乘勢跟它們出去了，那只是凡常之心的做法。但如果有一種內
在的定感，你就可以看見心出去，思維出去，辨識出去，攀上事物的過程。你如實觀察它們 。你
開始想:“爲什麼我竟然要與那個東西認同?” 
        那就是解脫可能性來臨之時。不過，這只有在當你極其，極其寂止時才會發生。爲了寂止，
你需要在當下此處有一種安樂感。否則，心不願意呆著。爲了使定保持牢固而不受強迫地呆著 ，
你要在這裏感覺良好。你用但凡有效的方式練氣，幫助你安定下來，保持明晰，集中。隨著你用
氣，對付身內的痛感，你會發現，有些痛你可以消解掉，有的不能，但你只能藉著實踐 ，才會懂
得。如果有痛，你不能只用調氣來驅散它，你學會與之共存。你學會不與它認同。你對它們有覺
知，但在覺知和痛之間存在一種分離感。那樣它就可以忍受了。 
        如果你打算與身體的某些部位認同，要與好的部位認同。找到身內你能夠藉著調氣，維持一
種安樂感的部位。專注那些地方。在這個動蕩的世界 當中，那裏會成爲你的定心處 ，你的參照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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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1年7月某日開示錄音整理，本文來自坦尼沙羅尊者開示集《禪定》) 
中譯注: 
[1]AN6.32 偈語: “敬佛、敬法、誠敬僧，敬奢摩他而精勤、誠敬訓練，敬審慎、敬賓客: 這樣的人不會退
墮，與涅槃同存。”  
[2]MN117: “比丘們，什麼是帶著支持與必要的聖正定? 任何心的單一性，配備著這七要素——正見、正
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即稱帶著支持與前途的聖正定......這其中 ，正見先行.正見如
何先行? 正見者，生正志。正志者，生正語。正語者，生正業。正業者，生正命。正命者，生正精進。正
精進者，生正念。正念者，生正定。正定者，生正智。正智者 ，生正解脫。”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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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佛教是哲學還是宗教

[首頁] >>[問答選]

佛教是宗教還是哲學？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Is Buddhism Religion or Philosophy?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何
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發。然
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
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
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如
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并登
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只把他的教導稱爲 Dhamma-vinaya ——法與律。但是多少世紀以來，人們試圖把他的教
導以各種方式作系統化歸類，將其納入時興的文化、哲學與宗教思想模式中。佛教是一個倫理體
系、一套生活法則，有極其明確的目標，同時也具有宗教與哲學的某些側面。 
 
它是哲學 
        如同多數哲學，佛教試圖把人類生存的複雜性以某種方式勾畫出來，向我們擔保，宇宙實際
上存在著某種秩序。佛陀在四聖諦中精辟總結了我們的處境：有苦、有因、有一條滅苦之道。業
力的教導，對於因與果的性質提供了一個完整而邏輯上自恰的描述。即便是佛教宇宙觀，盡管有
些人一開始可能感覺牽強，也是業力法則的邏輯延伸。根據佛法，有一種深邃而不可動搖的邏輯
性彌漫於世界。 
 
它不是哲學 
        佛教與多數哲學系統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依賴於推測與推理達到一種邏輯上的真理，而前
者則依賴對個人經驗的直接觀察與某些技能的培養，獲得真正的理解與智慧。閑情逸致的推測在
佛法修持中是毫無地位的。盡管課堂學習、書本閱讀與活躍的思辯，對培養基本佛學概念的知性
理解可以起到關鍵作用，佛教的精髓永不能藉由那些方式達到。佛法非是一個構思出來作智力消
遣的抽象系統，而是一個實用的指路地圖，它的根本目標在於把修持者引向最終目標——涅槃。 
 
它是宗教 
        世上每一種偉大宗教的核心皆存在某種超世的理想，教義則圍繞該理想而展開。在佛教中這
個真理就是涅槃——以苦與緊張的止息爲標志，它具有徹底的超世性，與我們平常的感官體驗不
存在一絲一毫的類同。涅槃是佛教的同義詞，是佛陀所有教導的要點指向的終 极目標。由於它所
瞄准的目標是如此高遠的超世理想，我們可以公平地把佛教稱爲一種宗教。 
 
它不是宗教 
        然而，與世上其它主要宗教反差鮮明的是，佛教裏沒有神性，沒有超然的創世者，沒有超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eginner/Religion2.htm (1 of 2) [12/31/2010 10:43:58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問答-佛教是哲學還是宗教

我，沒有我們對之祈求拯救的聖靈或博愛的上帝。反之，佛教要求我們努力自救：培養明辨，區
分我們內心非善巧的素質與真正尊貴善良的素質，學習如何培養善巧素質，排除不良素質。這就
是通往佛教最高的完美目標——涅槃之道。即便佛陀也不能夠把你領到那個目的地，只有凭你自
己的努力才能走完全程。 
 

“因此，阿難，做你自己的島嶼，做你自己的安居處，不要找外在的安居

處。法是你的島嶼，法是你的安居處，不要找其它安居處。” ——DN16
(長部) 

 
        盡管本質上屬於無神論[譯按:此處指西方式的單神主宰論]，然而佛教修持確實需要某種信
念。它並不是盲信，不是對經文所傳的佛陀言辭不加分析的接受。反之，這是 saddha[譯按：巴
利文意由確知而生起的堅心]，是歸依三寶後升起的信心；這是對於精進修持佛法將會獲得佛陀
擔保的果報的一種信賴。這個信念(saddha)是對世尊教導有條件的接受，這些教導在修持過程中
始終受到嚴格的檢驗，而且也必須受到行者不断增長的明辨力的支持。對許多佛教徒來說，這種
信念藉着傳統的崇拜儀式得到表達與增強，如對佛像的頂禮與巴利經文的持誦。盡管這與許多有
神宗教的崇拜具有表面上的類似性，但這些活動既非祈禱、也非乞求一位超世者的拯救。反之，
它們作爲表達對三寶的高度尊貴的謙卑與敬意態度，是有益而激勵人心的。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neither-and-both 最近訂正9-1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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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維巴沙那與上座部佛教相等同嗎

[首頁] >>[問答選]

毗婆奢那與上座部佛教相等同嗎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Is Vipassana the same as Theravada?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不等同。 
        巴利詞vipassana ——常常譯成內觀(又譯: 內明，內覺，維巴沙那，毗婆奢那)，具有幾種含
義。首先，它指的是標志著佛教禪修頂峰的瞬間直覺領悟。在巴利經文中，毗婆奢那還指心智清
晰地目睹事件在即刻當下展開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行者利用種類多樣的禪修工具與技巧
培養起來的一種能力。隨著修持，這個能力可以把行者帶到解脫洞見的臨界狀態。第三個意義近
年來特別在西方十分流行，“毗婆奢那”(通常爲大寫的Vipassana) 指的是以《念處經》（南傳中部
十）的詮解爲基礎的一個禪修系統——Vipassana Bhavana（內觀禪修），在那部經中佛陀對念住
培養作了簡明指導。 
        毗婆奢那運動曾風行一時，它的參加者常把《念處經》說成 是佛陀教導的精髓，有的甚至
說，該經的教導是獲得洞見唯一必要的。不過上座部佛教承認的巴利經文有幾千部，每一部顯示
著佛陀教導的一個不同側面。在上座部佛教裏，每一部經支持、依賴、反映、提示著其它經文；
即使是《念處經》這樣重要的經文，也僅是復合交織的佛陀教導之中的一條線索。 
        盡管許多學生的確在毗婆奢那禪法中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另一些人則隱隱感到，其中缺乏
某種根本的東西。這個反應並不令人驚奇，因爲《念處經》是對一群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弟子講授
的，他們已在佛法修持中富有經驗並且修有所成。 
        令人高興的是，那些缺失的片斷，均可以在巴利經藏中找到。在那裏我們看見了佛陀對佈施
與持戒的教導，此乃一切靈性修持的兩大支柱。我們看見了憶念佛、法、僧的教導，其作用是長
養信念，爲我們提供強大動力，從那個密集禪修班回到家後，久而久之還能夠繼續佛法修持。在
經文中我們看見了有關感官欲取的過患、出離的價值、以及培養八聖道各道支的教導，包括那些
毗婆奢那禪修班中很少討論的側面：正語、正業、正精進、正定（即禪那）。還有更多、更多。 
        上座部佛教中，通往解脫洞見的道路並不歸結爲一種禪定技巧、或者連續不斷的念住。覺醒
之路充滿著意外的曲曲折折。佛陀留下了一系列工具和學習技巧，助我們安全走完全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vipa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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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維巴沙那與上座部佛教相等同嗎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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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如果沒有我

[首頁] >>[問答選]

如果沒有我......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If there is no self......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如果沒有我，是誰獲得覺悟？ 

如果沒有我，什麽獲得重生？ 

如果沒有我，爲什麽？...... 
        在巴利經藏中，沒有任何地方佛陀明確、不加限制詞地宣布：“沒有我。”　因此任何以“如
果沒有我”開頭的這類問題，本身就有誤導性，注定讓提問者陷入毫無希望的混亂——“妄見的叢
林”(中部２)。這樣的問題最好把它們全放在一邊，去尋找其它更有意義的問題。 

相關連接: 
        《無我，還是非我?》 

        《非我相經》 

         佛陀對有我無我之問的應對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noself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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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關于獨覺佛、阿羅漢、佛、未來佛

[首頁] >> [問答選]

關於獨覺佛、阿羅漢、 
佛、未來佛  

 
[編者] 約翰-布列特 

[中譯]良稹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條件
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接，
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未來佛(彌勒菩薩)是誰? 

曾有過其他佛嗎? 

佛與阿羅漢的區別 

什麽是辟支佛? 
        根據上座部佛教傳統，無數紀元之間，許多佛來了、走了。每過遠久漫長的一段籠罩世界的
靈性黑暗時期之後，會誕生這樣一個人，藉著自身的努力，重新發現被遺忘的覺醒之路，使自己
永遠從漫長的輪回中解脫出來，因此成了一位 阿羅漢(即完全覺醒的尊貴者)。如果這樣一個人，
缺少必要的波羅蜜(完美)，他就不能夠把自己發現的路向他人作解釋，因此被稱爲“沈默”的佛
(paccekabuddha， 獨覺佛、辟>支佛、辟支迦佛)。但如果他的波羅蜜得以完善培養，能把他的訊
息昭示世界，他就被稱爲一位佛 陀(Buddha)。佛陀的弟子們也可以成爲阿羅漢，但他們不是佛，
因爲他們依賴一位佛陀指明覺悟之路。(所有辟支佛與佛都是阿羅漢，但並非所有阿羅漢都是佛
或辟支佛。) 無論佛法傳播何等廣泛，遲早會覆沒於不可抵抗的無常之法，從記憶中消失。世界
再一次陷入黑暗之中，漫長的周期如此重複著。 
        最近的一位佛出生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名爲悉達多 - 喬達摩。他就是我們通常所指的 
“佛陀”。 
        據說，下一位佛陀名爲 彌勒佛(Maitreya)，是一位目前居於兜率天的菩薩(譯者注:菩薩在上座
部佛教中指尚未最終覺悟之佛)。傳說在遙遠的未來，當前佛陀的教導早已被遺忘之後，他會重
生爲人、重新發現四聖谛、再一次教導八聖道。盡管他在一些北傳佛教傳統中具有重要地位，一
些信徒們向他祈求良好的重生與救贖，他在上座部佛教傳統中作用不大。他在整個三藏中只提到
過一次，在長部26《轉法輪獅子吼經》裏: 
 

[佛陀說: ]“在那時，人們有八萬年的壽命，會有一位名爲彌勒的世尊、阿
羅漢、正自覺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無上調禦師、天人之師、
佛、世尊，就如我現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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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關于獨覺佛、阿羅漢、佛、未來佛

 
    在中國與日本藝術中，那位笑嘻嘻的大肚子菩薩，便代表著彌勒佛前世的模樣。

相關連接:  
        經文中世尊解說阿羅漢與佛陀的區別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maitreya 
最近訂正 2-2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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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怎樣給孩子講授佛法

[首頁] >>[問答選]

怎樣給孩子講解佛法?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How should I teach Buddhism to my children?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佛陀對父母的建議堪稱直接了當：幫助孩子們成長爲慷慨、守戒、有責任心、善巧、自給自
足的成年人（長部31與相應部II.4）。對孩子講授佛法並不意味者給他們宣講冗長的十二因緣課
程，或者強迫他們記住佛陀羅列的八個什麽、十個什麽、十七種什麽，而只意味著，爲他們提供
找到真正的喜樂所需的基本技巧。其它方面自然會培養起來。 
        父母對孩子所傳的最重要一課是，每一種行動都會有後果。每時每刻爲我們提供機會，看我
們選擇怎樣思考、發言與行動。正是這些選擇，最終決定了我們喜樂與否。這便是業的精髓，是
佛法指明的因果原理。記載中爲數稀少的幾篇佛陀對獨子羅睺羅的開示中，這也是其中一篇所表
達的訊息。這篇經文——芒果石教誡羅睺羅經(中部61)—— 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方法上，對於
怎樣給幼童講解佛法，給了父母們一些重要的提示。 
        在這篇經文中，佛陀批評了七歲的羅睺羅所犯的一個小謊言。佛陀的教誨內容在此既簡單又
明了：它與正語有關，目的是助羅睺羅對戒德的基本原則保持誠意。佛陀的教導方式有幾個值得
注意的方面：首先，佛陀以日常用具善巧爲喻(此處爲水勺)，以羅睺羅年齡相稱的生動語言闡明
他的教導。第二，佛陀並未發動一場冗長抽象、有關業力本質的演說，而是把這堂課的內容聚焦
於當下問題：如何謹慎選擇行動。第三，盡管五戒的確構成了道德行爲的基本框架，佛陀此並未
提及——或許因爲某些(涉及性事與醉品的)戒律與多數七歲兒童無關。(或許等到羅睺羅長成少年
時，佛陀對戒律會多說幾句。)　第四，佛陀在教誡時，藉由簡單提問，始終保持羅睺羅的參
與；這可不是一場枯燥、催眠性的講演。最後，佛陀利用這個機會把教育內容深化，對羅睺羅解
釋了任何行動之前、期間、之後，在身、語、意方面內省的重要性，於是就把羅睺羅原來的細小
失誤，放在了寬廣得多的背景之中，成爲具有深刻持久意義的一堂課。　　 
        管我們多數作父母的，要象佛陀那樣有意識、有成效地教育孩子，只能是夢中之想，我們仍
可以效仿他的榜樣。但是在我們把他的榜樣付諸行動時，需要認識到這樣一個關鍵點：佛陀對兒
子的教誨來自一位具有如實知見者。羅睺羅的老師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榜樣人物。因此這個訊息很
清楚：如果我們希望教育孩子走上佛法之路，最好確保自己也在那條路上修持。如果你贊揚佈
施、誠實、忍耐等善巧美德，孩子們只見你自己吝嗇、無意中聽見你說謊、或者目睹你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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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怎樣給孩子講授佛法

你的教育訊息便失卻了。當然，你不需要圓滿實現佛法才夠格教育孩子，但是爲了使你的教育有
分量，孩子們必須能親眼看見你自己也在認真努力，把同樣的教導付諸實行。而且，如果你以自
身榜樣激勵他們，教給他們依照佛法生活的必要技巧，你就給了他們一件珍貴的禮物。 
 

智者希望孩子 
有高等或類似的重生， 
而不是低等的重生， 
使家族蒙羞。 
 
居士們，這些孩子， 
有具足的戒德、信念、慷慨、不吝， 
如撥雲之月， 
在任何團體中放光。

—— Iti 74(如是語) 
 
        如果你有意尋找兒童讀物，我推薦一系列附彩色插圖的本生經。這些講述佛陀前世故事的書
籍，提供了許多討論基本道德原則的機會。他們對於十歲以下的孩子最有益。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kids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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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佛教徒是素食者嗎

[首頁] >>[問答選]

佛教徒是素食者吗？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Are Buddhists Vegetarian?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有些是，有些不是。從上座部角度看，食肉與否完全是個人的選擇。的確，有不少佛教徒
(當然還有不少非佛教徒)出於對動物福利的同情，最後失去對肉食的胃口。但素食主義並非是走
上佛教修行道所必要的。 
        五戒爲所有實修佛教徒所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則; 雖然其中的第一戒要求戒離故意殺死生命，
它沒有提到對業已死亡的動物之肉的消費。不過，有幾種動物的肉，上座部比丘們被戒律禁止食
用，其理由與殺生的倫理並不直接相關[1]。比丘們可以藉著不食人們放進他們僧缽內的肉
類，自由地選擇食素，但因爲他們依靠居家護持者的慷慨佈施[2](這些人本身不一定是素食
者)，因此提出特別的飲食要求，似乎是不合適的。世界上有的地區(包括南亞的許多地
區)，素食並不普遍，許多食物是摻在肉汁或魚湯裏燒煮而成，素食的比丘們不久就會面臨
一個簡單的選擇: 不是食肉，就是挨餓[3]。 
        爲了食物而參與殺生，是絕對與第一戒不相容的。這包括: 打獵、捕魚、陷殺、屠
宰、蒸活蚌、食生蠔等。 
        那麽，要他人爲我捕捉或殺死動物又如何呢? 這一點上，教導也是十分明確的: 我們決
不能故意要求別人爲我們殺生。例如，我們不應當根據餐館裏的菜單，要一道鮮蒸活龍
蝦。《法句經》中簡單扼要地表明了這個態度: 
 

一切衆生對杖戰栗， 
一切衆生畏懼死亡。 
以此類比自推， 
莫殺生莫唆使殺生。 

——法句經130
 
        那麽，購買被別人屠宰了的動物的肉又如何呢? 這與作爲佛教根本基石的正志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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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佛教徒是素食者嗎

慈悲與不傷害原則是否一致? 正是在此處，問題變得複雜起來，經文只給出了有限的指
南。在佛陀對居家人的正命定義中，五種被禁止的職業之一是“肉類貿易”。盡管他沒有明
確指出這種禁止是否也包括我們——屠夫的客戶與顧客們，它的確把我們置於與不善巧業
的距離接近到令人不舒服的位置。 
        把經文對我們講說的內容總結起來: 我們似乎可以問心無愧地接受、煮燒、食用他人
贈予的或是自然死亡的動物的肉。至於購買肉食，我不那麽肯定。此處沒有一概而論的答
案。 
        我們每個人，對其它生物的傷害與死亡，都程度不同地、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承擔
共犯的罪責。無論我們是肉食者、純素食者、或者介於兩者之間，無論我們多麽仔細地選
擇食物，在漫長的食物生産與加工鏈之中，會出現殺生。無論我們行走多麽小心，每走一
步，無數的蟲螨或其它動物，在我們的腳下被無意地殺死。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世界的本
質。只有當我們徹底脫離生死輪回，當我們進入涅槃的徹底自由——不死——我們才能把
殺生與死亡徹底洗淨。爲了引導我們朝向那個高遠的目標，佛陀給予了我們極其務實的忠
告: 他沒有要我們成爲素食者; 他要我們持戒[4]。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個挑戰已足夠巨
大。這就是我們的起點。 

原注: 
[1]上座部比丘被戒律禁止食生肉或生魚，以及人、象、馬、犬、蛇、獅、虎、豹、熊、土狼。見《佛教
比丘律》“主食”一章中的解說。吃了上述肉的比丘，便是破戒，他必須對其他比丘披露。 
[2]請看坦尼沙羅比丘《贈禮的經濟》一文。 
[3]大乘佛教的某些教派的確食素。請看《佛教史導論》(第五版; 作者R.H.羅賓遜、W.L.約翰遜、坦尼沙
羅比丘; Wadsworth,2005)。 
中譯注:  
[4]關於第一戒——戒殺生(戒奪取生命)，巴利佛教注疏把它正式定義爲:“奪取生命，是在一個生命存在、
(違犯者)知其爲生命時的殺死意志[殺心]，它透過身或語之門表達，所造成的行爲[業]導致該生命的命根
被斬斷。”——菩提尊者《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ullitt/bfaq.html#veggie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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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關于販賣佛書

[首頁] >>[問答選]

販賣佛法書籍有錯嗎? 
免費贈送佛書有什麽大不了的重要

性?　 
[作者]約翰 - 布列特 

[中譯]良稹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selling Dhamma books? 

What's the big deal about giving them away free of charge? 
by John Bullitt

原文版權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免費發行。本文允許在任
何媒體再版、重排、重印、印
發。然而，編者希望任何再版與
分發以對公衆免費與無限制的形
式進行，譯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5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連
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販賣佛法書籍本身沒有什麽錯。許多盈利性出版社確實提供有價值的服務，出版一些高質量的
佛法書籍，在書店裏找起來比那些免費、私人付印的類似書籍要容易。但是那種方便的代價極
高。商業出版社有生存底線，不可避免地根據書籍的銷售潛力，作出相應的編輯性選擇。這種壓
力的結果，經常導致出版的書籍代表著稀釋了的佛法，那樣的法也許聽起來喜悅、提升、愉快，
然而缺少真相的鋒利。例如，人們不太可能擁到書店裏掏空荷包，閱讀佛陀關於出離、感官之欲
的過患、不淨觀的意義等重要教導。可惜，這樣的真理消費市場太小，並不能盈利。 

    然而，人們在販賣佛法書籍時，還有另外一個深刻理由值得再思。自佛陀時代以來，佛法教導
始終是在師徒之間、友人之間免費傳授。法的教導被尊爲無價，多少世紀以來藉著一條不曾間斷
的佈施之脈傳給了我們。出版免費的佛法書籍，是在延續這個傳統。這股佈施之脈，從作者流向
那些化時間編輯、排版、印刷書籍者、流向贊助印刷的佈施者、流向照料分發、郵寄書籍者。如
果你有幸接到一本來自這股佈施脈流的書，你甚至在打開這本書之前，便已在學一堂重要的佛法
之課。一旦某人在佛法書籍上貼了價格標簽，你不僅得付錢買，而且你所得的，缺了一點東西: 
你僅得到一本有關佛法的書，而不是本身代表佛法在行動的例子。你覺得哪一本更有價值? 
    因此，下一次你發現自己掏錢交換佛法——無論它的形式是書籍、磁帶、光碟、佛法開示、禪
修課程、密集閉關時，要記得這點。有一句俗話繼續管用——買家自負。

相關連接:  莉莉-德西爾瓦: 巴利經典中的佈施
           經文主題選譯: 佈施
           佈施與籌款有什麽關系?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dana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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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首頁] >> [經誦目錄]

巴利經誦選譯 
巴英中對照 

 
[英譯]坦尼沙羅尊者 

[中譯]良稹 
from A Chanting Guide  

by The Dhammayut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文版權所有 ©  1994 美國上座
部法宗系。 僅限於免費發行。
本文允許在任何媒體再版、重
排、重印、印發。然而，作者
希望任何再版與分發以對公衆
免費與無限制的形式進行，譯
文與轉載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 

中譯版權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ṭheravadacn.org ， 流
通條件如上。轉載時請包括本站
連接，并登載本版權聲明。 

目录  
○崇敬 Veneration 

○早課 Morning Chant 

○晨省受用品 Mor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晚課 Evening Chant 

○晚省受用品 Eve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身隨念 Comtemplation of the Body 

○五禪思主題 Five Recollections 

○賢友偈 Verses on Friends 

○禮敬偈 Verses on Respect 

○聖諦偈 Verses on the Noble Truths 

○四法要義 Four Dhamma Summaries 

○四梵住 Sublime Attitudes 

○吉祥經 Mangala Sutta 

○三寶護衛偈 Cha Ratana Parita Gāthā 

○慈經 Karaniya Metta Sutta 

○蘊護衛偈 Khandha Parita  

○佛勝吉祥偈 Buddha-Jaya-Mangala Gāthā 

○勝利護衛偈 Jaya Parita  

○轉法輪經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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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崇敬  
Veneration

 
Ukāsa, dvāra-tayena kataṃ, sabbaṃ apāradhaṃ khamatu no (me) bhante. 
We (I) ask your leave. We (I) ask you to forgive us (me) for whatever wrong we (I) have done with the 
three doors (of body, speech, & mind). 
我(們)請您原諒。請您寬恕我(們)以(身、語、意)三門戶所犯的錯失。 
  
 
Vandāmi bhante cetiyaṃ, sabbaṃ sabbattha ṭhāne, supatiṭṭhitaṃ sārīraṅka-dhātuṃ, mahā-bodhiṃ 
buddha-rūpaṃ, sakkāratthaṃ. 
I revere every stupa established in every place, every Relic of the Buddha's body, every Great Bodhi 
tree, every Buddha image that is an object of veneration. 
我崇敬每一座佛塔、每一片佛身舍利、每一株大菩提樹、每一尊供奉的佛像。 
  
 
Ahaṃ vandāmi dhātuyo, ahaṃ vandāmi sabbaso, iccetaṃ ratana-tayaṃ, ahaṃ vandāmi sabbadā. 
I revere the relics. I revere them everywhere. I always revere the Triple Gem. 
我崇敬佛舍利。我崇敬各處的佛舍利。我常敬三寶。 
 
Buddha-pūjā mahā-tejavanto, Dhamma-pūjā mahappañño, Saṅgha-pūjā mahā-bhogāvaho. 
Homage to the Buddha brings great glory. Homage to the Dhamma, great discernment. Homage to the 
Saṅgha, great wealth. 
禮敬世尊得大尊榮。禮敬正法得大智慧。禮敬僧伽得大財富。 
 
Buddhaṃ Dhammaṃ Saṅghaṃ, jīvitaṃ yāva-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Buddha, Dhamma, & Saṅgha as my life & refuge until reaching Liberation. 
我把佛、法、僧作爲生命與依止，直至證得涅槃。 
 
Parisuddho ahaṃ bhante, parisuddhoti maṃ, Buddho Dhammo Saṅgho dhāretu. 
I am morally pure. May the Buddha, Dhamma, & Saṅgha recognize me as morally pure. 
我是清淨的。請佛、法、僧憶持，我是清淨的。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living beings always live happily, free from enmity. 
願一切衆生常有喜樂，不受敵意。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May all share in the blessings springing from the good I have done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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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Morning Chanting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bhagavā.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世尊[薄伽梵,吉祥者]是阿羅漢[應供,尊貴者]、正自覺醒者。 
 
Buddhaṃ bhagavantaṃ abhivādemi. 
I bow down before the Awakened, Blessed One. 
我頂禮世尊、覺悟者。(一拜)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說。 
 
Dhammaṃ namassāmi. 
I pay homage to the Dhamma. 
我崇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has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Saṅghaṃ namāmi. 
I pay respect to the Sangha. 
我禮敬僧伽。(一拜)  

 
INVOCATION (by leader): 
起誦(領誦者): 
 
Yam-amha kho may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to the Blessed One, 
我们已歸依世尊, 
 
(uddissa pabbajitā) yo no bhagavā satthā 
(have gone forth on account of) the Blessed One who is our Teacher 
(已出家，以)世尊爲導師, 
 
yassa ca mayaṃ bhagavato dhammaṃ rocema. 
and in whose Dhamma we delight. 
樂住於世尊之法。 
 
Imehi sakkārehi taṃ bhagavantaṃ sasaddhammaṃ sasāvaka-saṅghaṃ abhipūjayāma. 
With these offerings we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True Dhamma & the 
Sangha of his disciples. 
以這些供奉，我們對世尊、真法、他的聲聞僧伽弟子，致以最高的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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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Handa mayaṃ buddhassa bhagavato pubba-bhāga-namakār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Awakened One, the Blessed One: 
現在，讓我們誦持禮敬覺者、世尊的初誦文: 
 
(ALL): 
(全體):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禮敬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三遍) 

 

贊頌佛  
Praise for the Buddha

 
(LEADER):
(ALL)"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buddhā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Awakened One: 
現在讓我們贊頌佛陀: 
 
(ALL): 
(全體) 
 
[Yo so tathāgato]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He who has attained the Truth, the Worthy One, Rightly Self-awakened, 
如來[得悟真相者]、尊貴者、正自覺者， 
 
 
Vijjā-caraṇa-sampanno sugato lokavidū,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knower of the cosmos, 
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 
 
 
Anuttaro purisa-damma-sārathi satthā deva-manussānaṃ buddho bhagavā;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who can be taught,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無上調禦者、天人師、佛、世尊。 
 
Yo imaṃ lokaṃ sadevakaṃ samārakaṃ sabrahmakaṃ, 
Sassamaṇa-brāhmaṇiṃ pajaṃ sadeva-manussaṃ sayaṃ abhiññā sacchikatvā pavedesi.  
who made known — having realized it through direct knowledge —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s, & 
brahmas, its generations with their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their rulers &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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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他在親證了法之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行者僧侶、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講; 
 
Yo dhammaṃ desesi ādi-kalyāṇaṃ majjhe-kalyāṇaṃ pariyosāna-kalyāṇaṃ; 
who explained the Dhamma fine in the beginning, fine in the middle, fine in the end; 
他解說的法義，始善、中善、後善; 
 
Sātthaṃ sabyañjanaṃ kevala-paripuṇṇaṃ parisuddhaṃ bhagavantaṃ sirasā namāmi. 
who expounded the holy life both in its particulars & in its essence, entirely complete, surpassingly pure: 
他講述的梵行，在細節與要義上，圓滿具足、清淨非凡。 
 
Tam-ahaṃ bhagavantaṃ abhipūjayāmi, 
Tam-ahaṃ bhagavantaṃ sirasā namā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 that Blessed One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位世尊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頂禮那位世尊。(一拜) 

 

贊頌法  
Praise for the Dhamm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Dhamma: 
現在讓我們贊頌法: 
 
(ALL): 
(全體) 
 
[Yo so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說， 
 
Sandiṭṭhiko akāliko ehipassiko,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all to come & see, 
即時即地可見、無時相、邀人親證， 
 
Opanayiko paccattaṃ veditabbo viññūhi: 
leading inward, to be seen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向內觀照、由智者各自證知。 
 
Tam-ahaṃ dhammaṃ abhipūjayā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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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Tam-ahaṃ dhammaṃ sirasā namā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Dhamma, 
To that Dhamma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真]法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頂禮那[真]法。(一拜) 

 

贊頌僧  
Praise for the Sangh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Sangha: 
現在讓我們贊頌僧伽: 
 
(ALL): 
(全體): 
 
[Yo so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Uj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直， 
 
Ñāya-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有方， 
 
Sāmīci-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卓越， 
 
Yadidaṃ cattāri purisa-yugāni aṭṭha purisa-puggalā: 
i.e., the four pairs — the eight types — of Noble Ones: 
他們是四雙、八輩聖者: 
 
Esa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 
That is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 
那便是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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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Āhuneyyo pāhuneyyo dakkhiṇeyyo añjali-karaṇīyo,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 
 
Anuttaraṃ puññakkhettaṃ lokassa: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是世界的無上福田: 
 
Tam-ahaṃ saṅghaṃ abhipūjayāmi, 
Tam-ahaṃ saṅghaṃ sirasā namā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Sangha, 
To that Sangha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個僧伽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頂禮那個僧伽。(一拜) 

 
禮敬三寶 

与  警悟出離偈  
Salutation to the Triple Gem 

& The Topics for Chastened Dispassion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ratanattayappaṇāma-gāthāyo ceva saṃvega-vatthu-paridīpaka-pāṭhañca bhaṇā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stanzas in salutation to the Triple Gem together with the passage on the topics 
inspiring a sense of chastened dispassion: 
現在讓我們誦持禮敬三寶與警悟出離偈: 
 
(ALL): 
(全體): 
 
[Buddho susuddho] karuṇā-mahaṇṇavo, 
Yoccanta-suddhabbara-ñāṇa-locano, 
Lokassa pāpūpakilesa-ghātako: 
Vandāmi buddhaṃ aham-ādarena taṃ.  
The Buddha, well-purified, with ocean-like compassion, 
Possessed of the eye of knowledge completely purified, 
Destroyer of the evils & corruptions of the world: 
I revere that Buddha with devotion.  
佛陀圓滿清淨，悲心似海，擁有具足清淨的智慧眼,  
是世間邪惡與垢染的摧毀者，我虔誠地禮敬那位佛陀。 
 
Dhammo padīpo viya tassa satth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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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英中對照-課誦

Yo magga-pākāmata-bhedabhinnako, 
Lokuttaro yo ca tad-attha-dīpano: 
Vandāmi dhammaṃ aham-ādarena taṃ.  
The Teacher's Dhamma, like a lamp, 
divided into Path, Fruition, & the Deathless, 
both transcendent (itself) & showing the way to that goal: 
I revere that Dhamma with devotion.  
世尊之法，如一盞明燈，分爲道、果、涅槃，  
既自超世、又指明超世之道，我虔誠地禮敬那樣的法。 
 
Saṅgho sukhettābhyatikhetta-saññito, 
Yo diṭṭha-santo sugatānubodhako, 
Lolappahīno ariyo sumedhaso: 
Vandāmi saṅghaṃ aham-ādarena taṃ.  
The Sangha, called a field better than the best, 
who have seen peace, awakening after the one gone the good way, 
who have abandoned carelessness — the noble ones, the wise: 
I revere that Sangha with devotion. 
僧伽被稱爲無上福田，他們追隨善逝者證得甯靜、覺醒，  
已斷除不慎——是聖者與智者: 
我虔誠地禮敬那個僧伽。 
 
Iccevam-ekant'abhipūjaneyyakaṃ, 
Vatthuttayaṃ vandayatābhisaṅkhataṃ, 
Puññaṃ mayā yaṃ mama sabbupaddavā, 
Mā hontu ve tassa pabhāva-siddhiyā.  
By the power of the merit I have made 
in giving reverence to the Triple Gem 
worthy of only the highest homage,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三寶值得最高的禮敬，以此崇敬三寶的福德之力，願我的一切障礙止息。 

 
Idha tathāgato loke uppanno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Here, One attained to the Truth,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has appeared in the world, 
在此，如來、阿羅漢、正自覺悟者，已現於世,  
 
Dhammo ca desito niyyāniko upasamiko parinibbāniko sambodhagāmī sugatappavedito. 
And Dhamma is explained, leading out (of samsara), calming, tending toward total Nibbana, going to 
self-awakening, declared by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所講解的法，引導出離(輪回)、得甯靜、趨向究竟涅槃、得自覺醒、由善逝者宣說。 
 
Mayan-taṃ dhammaṃ sutvā evaṃ jā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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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heard the Dhamma, we know this: 
我們聞法而知: 
 
Jātipi dukkhā jarāpi dukkhā maraṇampi dukkhaṃ,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 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pi dukkhā,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憂、哀、痛、悲、慘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與不愛者相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  
 
Saṅkhittena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dukkhā,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簡言之，五種執取之蘊苦，  
 
Seyyathīdaṃ: 
Namely: 
即: 
 
Rūpūpādānakkhandho, 
Form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色爲執蘊，  
 
Vedanūpādānakkhandho, 
Feeling as a clinging-aggregate, 
受爲執蘊，  
 
Saññūpādānakkhandho, 
Perception as a clinging-aggregate, 
想爲執蘊，  
 
Saṅkhārūpādānakkhandho, 
Mental processes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行爲執蘊，  
 
Viññāṇūpādānakkhandho. 
Consciousness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識爲執蘊，  
 
Yesaṃ pariññ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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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ramāno so bhagavā, 
Evaṃ bahulaṃ sāvake vineti,  
So that they might fully understand this, the Blessed One, while still alive, often instructed his listeners 
in this way; 
世尊住世時，爲使聽衆詳解這[五蘊]，常如是教誨弟子，  
 
Evaṃ bhāgā ca panassa bhagavato sāvakesu anusāsanī, 
Bahulaṃ pavattati:  
Many times did he emphasize this part of his admonition: 
曾多次強調這段教誡: 
 
"Rūpaṃ aniccaṃ, 
"Form is inconstant, 
色無常，  
 
Vedanā aniccā, 
Feeling is inconstant, 
受無常，  
 
Saññā aniccā,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想無常，  
 
Saṅkhārā aniccā, 
Mental processes are inconstant, 
行無常，  
 
Viññāṇaṃ aniccaṃ,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識無常，  
 
Rūpaṃ anattā, 
Form is not-self, 
色非我，  
 
Vedanā anattā, 
Feeling is not-self, 
受非我，  
 
Saññā anattā, 
Perception is not-self, 
想非我，  
 
Saṅkhārā anattā, 
Mental processes are no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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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非我，  
 
Viññāṇaṃ anattā,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識非我，  
 
Sabbe saṅkhārā aniccā, 
All processes are inconstant, 
諸行無常，
 
Sabbe dhammā anattāti."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諸法非我， 
 
Te (WOMEN: Tā  女衆念:Tā ) 
mayaṃ, 
Otiṇṇāmha jātiyā jarā-maraṇena, 
Sokehi paridevehi dukkhehi domanassehi upāyāsehi, 
Dukkh'otiṇṇā dukkha-paretā,  
All of us, beset by birth, aging, & death, by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beset by 
stress, overcome with stress, (consider), 
我們都爲生、老、死所困擾，爲憂、哀、痛、悲、慘所困擾，(這樣想:)   
 
"Appeva nām'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 paññāyethāti!" 
"O, tha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might be known!" 
"啊，這一整團憂苦怎樣才能止息!" 
 
* (MONKS & NOVICES): 
(比丘與沙彌誦): 
 
Cira-parinibbutampi taṃ bhagavantaṃ uddissa arahantaṃ sammā-sambuddhaṃ, 
Saddhā agārasmā anagāriyaṃ pabbajitā.  
Though the total Liberation of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was 
long ago, we have gone forth in faith from home to homelessness in dedication to him. 
雖然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入般涅槃爲時已久，我們信賴他、崇敬他而出家。 
 
Tasmiṃ bhagavati brahma-cariyaṃ carāma, 
We practice that Blessed One's holy life, 
我們修習世尊教導的梵行， 
 
(Bhikkhūnaṃ sikkhā-sājīva-samāpannā. 
Fully endowed with the bhikkhus' training & livelihood.) 
(完整奉行比丘的訓練與生活。) 
 
Taṃ no brahma-cariy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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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ya saṃvattatu.  
May this holy life of ours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願我們的梵行之力，令這一整團憂苦止息。 
 
* (OTHERS): 
(其余者誦:) 
 
Cira-parinibbutampi t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Dhammañca bhikkhu-saṅghañca,  
Though the total Liberation of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was 
long ago,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in him, in the Dhamma, & in the Bhikkhu Sangha, 
雖然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入般涅槃爲時已久，我們信賴他、崇敬他而出家。 
 
Tassa bhagavato sāsanaṃ yathā-sati yathā-balaṃ manasikaroma, 
Anupaṭipajjāma,  
We attend to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lessed One, as far as our mindfulness & strength will allow, and we 
practice accordingly. 
我們奉行世尊的教誨，盡自己的念與力，如法修行。 
 
Sā sā no paṭipatti,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ya saṃvattatu.  
May this practice of ours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願我們的修行之力，令這一整團憂苦止息。 

 

晨省受用品  
Reflection at the Moment of Using the Requisites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taṅkhaṇika-paccavekkhaṇa-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passage for reflection at the moment (of using the requisites): 
現在讓我們持誦當下省思(受用品)偈: 
 
(ALL): 
(全體): 
 
[Paṭisaṅkhā yoniso] cīvaraṃ paṭisevā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the robe, 
仔細省思，我用衣袍， 
 
Yā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t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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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爲禦寒， 
 
Uṇhassa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熱， 
 
Ḍaṃsa-makasa-vātā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naṃ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擋蚊蠅、風吹、日曬、爬蟲侵襲;  
 
Yāvadeva hirikopina-paṭicchādan'atthaṃ. 
Simply for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cause shame. 
只爲遮蔽私處。 
 
Paṭisaṅkhā yoniso piṇḍapātaṃ paṭisevā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alms food, 
仔細省思，我用缽食， 
 
Neva davāya na madāya na maṇḍanāya na vibhūsanāya, 
Not playfully, nor for intoxication, nor for putting on bulk, nor for beautification, 
非爲玩樂、非爲縱情、非爲增重、非爲美化， 
 
Yāvadeva imassa kāyassa ṭhitiyā yāpanāya vihiṃsuparatiyā brahma-cariyānuggahāya, 
But simply for the survival & continuance of this body, for ending its afflic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holy life, 
只爲這個色身的生存與維持、爲止其傷痛、爲繼續梵行， 
 
Iti purāṇañca vedanaṃ paṭihaṅkhāmi navañca vedanaṃ na uppādessāmi, 
(Thinking,) Thus will I destroy old feelings (of hunger) and not create new feelings (from overeating). 
(要這樣思索:) 因此我要消除舊的(饑餓)之感，不造新的(飽漲)之感 。 
 
Yātrā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ā ca phāsu-vihāro cāti. 
I will maintain myself, be blameless, & live in comfort. 
我要自律、無咎、安住。 
 
Paṭisaṅkhā yoniso senāsanaṃ paṭisevā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the lodging, 
仔細省思，我用房舍， 
 
Yā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tāya,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爲禦寒， 
 
Uṇhassa paṭighāt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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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熱，
 
Ḍaṃsa-makasa-vātā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naṃ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擋蚊蠅、風吹、日曬、爬蟲侵襲;  
 
Yāvadeva utuparissaya-vinodanaṃ paṭisallānārām'atthaṃ. 
Simply for protection from the inclemencies of weather and for the enjoyment of seclusion. 
只爲抵擋不良氣候、利於獨居。 
 
Paṭisaṅkhā yoniso gilāna-paccaya-bhesajja-parikkhāraṃ paṭisevāmi, 
Considering them thoughtfully, I use medicinal requisites for curing the sick, 
仔細省思，我用藥品治療疾病， 
 
Yāvadeva uppannānaṃ veyyābādhikānaṃ vedanānaṃ paṭighātāya, 
Simply to counteract any pains of illness that have arisen, 
只爲抵擋已有的病痛， 
 
Abyāpajjha-paramatāyāti. 
And for maximum freedom from disease. 也爲盡量免染疾症。 

 

晚課  
Evening Chanting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bhagavā.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世尊是尊貴的正自覺醒者。 
 
Buddhaṃ bhagavantaṃ abhivādemi. 
I bow down before the Awakened, Blessed One. 
我禮敬世尊、覺悟者。(一拜)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爲解說。 
 
Dhammaṃ namassāmi. 
I pay homage to the Dhamma. 
我禮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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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has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Saṅghaṃ namāmi. 
I pay respect to the Sangha. 
我禮敬僧伽。(一拜)

 
INVOCATION (by leader): 
起誦(領誦者): 
 
Yam-amha kho may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to the Blessed One, 
我們已歸依世尊, 
 
(uddissa pabbajitā) yo no bhagavā satthā 
(have gone forth on account of) the Blessed One who is our Teacher 
(已出家，以)世尊爲導師, 
 
yassa ca mayaṃ bhagavato dhammaṃ rocema. 
and in whose Dhamma we delight. 
樂住於世尊之法。 
 
Imehi sakkārehi taṃ bhagavantaṃ sasaddhammaṃ sasāvaka-saṅghaṃ abhipūjayāma. 
With these offerings we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True Dhamma & the 
Saṅgha of his disciples. 
以這些供奉，我們對世尊、真法、他的弟子僧伽，致以最高的禮敬。 
 
Handadāni mayantaṃ bhagavantaṃ vācāya abhigāyituṃ pubba-bhāga-namakārañceva buddhānussati-
nayañca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 
現在，讓我們誦持禮敬世尊與憶念佛陀的偈句: 
 
(ALL): 
(全體):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禮敬世尊、阿羅漢、正自覺者。(三遍) 

 

憶念佛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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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ṃ kho pana bhagavantaṃ] evaṃ kalyāṇo kitti-saddo abbhuggato, 
This fine report of the Blessed One's reputation has spread far & wide: 
世尊的盛名廣傳: 
 
Itipi so bhagavā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He is a Blessed One, a Worthy One, a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他是一位世尊、尊貴者、正自覺者、 
 
Vijjā-caraṇa-sampanno sugato lokavidū,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knower of the cosmos, 
明行足、善逝者、世間解、 
 
Anuttaro purisa-damma-sārathi satthā deva-manussānaṃ buddho bhagavāti.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who can be taught,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無上調禦者、人天之師、佛、世尊。 

 

佛贊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Buddh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buddhā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Buddha: 
現在讓我們贊頌佛陀: 
 
(ALL): 
(全體): 
 
[Buddh'vārahanta]-varatādiguṇābhiyutto, 
The Buddha, endowed with such virtues as highest worthiness: 
佛陀擁有崇高的美德:  
 
Suddhābhiñāṇa-karuṇāhi samāgatatto, 
In him, purity, supreme knowledge, & compassion converge. 
集清淨、無上智慧、慈悲於一身。 
 
Bodhesi yo sujanataṃ kamalaṃ va sūro, 
He awakens good people like the sun does the lotus. 
他使善士覺醒，如日照使蓮花盛開。 
 
Vandām'ahaṃ tam-araṇaṃ sirasā jinend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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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vere with my head that Peaceful One, the Conqueror Supreme. 
我頂禮甯靜者、無上調禦者。 
 
Buddho yo sabba-pā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Buddha who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佛陀是一切衆生安全、至高的歸依處， 
 
Paṭhamānussatiṭṭhānaṃ 
Vandā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first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him with my head. 
第一次憶念，我俯首頂禮他。 
 
Buddhassāhasmi dāso (WOMEN女衆念: dāsī) va 
Buddho me sāmikissaro.  
I am the Buddha's servant, the Buddh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我是佛的仆侍，佛陀是我的主導宗師， 
 
Buddho dukkhassa ghātā ca 
Vidhātā ca hitassa me.  
The Buddh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佛陀爲我摧毀苦，給我幸福。 
 
Buddhassāhaṃ niyyā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Buddh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對佛陀奉獻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mi 
Buddhasseva subodhi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Buddha's genuine Awakening. 
我將奉行對佛陀真悟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Budd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Budd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別無依止，佛陀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語之力，願我在尊師的教誨中成長。 
 
Buddhaṃ me vandamānena (vandamānā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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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 pi antarāyā me, 
Māhesuṃ tassa tejasā.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Buddh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禮敬佛陀的福德之力，願我的一切障礙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頂禮並誦): 
 
Kāyena vācāya va cetasā vā, Buddh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Buddh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buddh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Buddh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may the Buddh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Buddha.  
凡是我對佛所作的任何惡業，無論身、語、意， 
願佛陀接受我的認錯，未來我會對佛陀恭敬謹慎。 

 

憶念法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Dhamm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nussati-nay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Dhamma: 
現在讓我們誦持憶念法的偈句: 
 
(ALL): 
(領誦者):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爲解說， 
 
Sandiṭṭhiko akāliko ehipassiko,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all to come & see, 
即使即地可見、無時相、邀人親證， 
 
Opanayiko paccattaṃ veditabbo viññūhīti. 
leading inward, to be seen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向內觀照、由智者各自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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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贊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Dhamm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Dhamma: 
現在讓我們贊頌法: 
 
(ALL): 
(全體): 
 
[Svākkhātatā]diguṇa-yogavasena seyyo, 
Superior, through having such virtues as being well-expounded, 
法義殊勝、有功德、已善爲解說， 
 
Yo magga-pāka-pariyatti-vimokkha-bhedo, 
Divided into Path & Fruit, study & emancipation, 
可分爲道、果、學問與解脫， 
 
Dhammo kuloka-patanā tadadhāri-dhārī. 
The Dhamma protects those who hold to it from falling into miserable worlds. 
持法者受法的保護，免墜惡道。 
 
Vandām'ahaṃ tama-haraṃ vara-dhammam-etaṃ. 
I revere that foremost Dhamma, the destroyer of darkness. 
我崇敬那樣的卓越之法，驅除黑暗之法。 
 
Dhammo yo sabba-pā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Dhamma that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法是一切衆生安全、至高的歸依處， 
 
Dutiyānussatiṭṭhānaṃ 
Vandā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second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it with my head. 
第二次憶念，我俯首頂禮它。 
 
Dhammassāhasmi dāso (dāsī) va 
Dhammo me sāmikissaro.  
I am the Dhamma's servant, the Dhamm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s2.htm (19 of 53) [12/31/2010 10:44:20 PM]



巴英中對照-課誦

我是法的仆侍，法是我的主導宗師， 
 
Dhammo dukkhassa ghātā ca 
Vidhātā ca hitassa me.  
The Dhamm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法爲我摧毀苦，給我幸福。 
 
Dhammassāhaṃ niyyā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Dhamm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對法奉獻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mi 
Dhammasseva sudhamma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Dhamma's genuine rightness. 
我將奉行對法義真理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Dhamm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Dhamm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別無依止，法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語之力，願我在導師的教誨中成長。 
 
Dhammaṃ me vandamānena (vandamānā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Sabbe pi antarāyā me, 
Māhesuṃ tassa tejasā.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Dhamm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禮敬法的福德之力，願我的一切障礙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頂禮，並念誦) 
 
Kāyena vācāya va cetasā vā, 
Dhamm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Dhamm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dhamm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Dhamm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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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the Dhamm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Dhamma.  
凡是我對法所作的任何惡業，無論身、語、意， 
願法接受我的認錯，未來我會對法恭敬謹慎。 

 

憶念僧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aṅgh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nussati-nay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aṅgha: 
現在讓我們誦持憶念僧伽的偈句: 
 
(ALL): 
(全體):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Uj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正直， 
 
Ñāya-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有方， 
 
Sāmīci-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行道卓越， 
 
Yadidaṃ cattāri purisa-yugāni aṭṭha purisa-puggalā: 
i.e., the four pairs — the eight types — of Noble Ones: 
他們是四雙、八輩聖者: 
 
Esa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 
That is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 
那便是世尊的聲聞僧伽弟子—— 
 
Āhuneyyo pāhuneyyo dakkhiṇeyyo añjali-karaṇīyo,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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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佈施、值得禮遇、值得供養、值得尊敬， 
 
Anuttaraṃ puññakkhettaṃ lokassāti.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是世界的無上福田:

 

僧贊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Saṅgha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Saṅgha: 
現在讓我們贊頌僧伽:  
 
(ALL): 
(全體: 
 
[Saddhammajo] supaṭipatti-guṇādiyutto, 
Born of the true Dhamma, endowed with such virtues as good practice, 
由真法而生，有這般善行修持的功德，
 
Yoṭṭhābbidho ariya-puggala-saṅgha-seṭṭho, 
The supreme Saṅgha formed of the eight types of Noble Ones, 
無上僧伽由八輩聖者組成， 
 
Sīlādidhamma-pavarāsaya-kāya-citto: 
Guided in body & mind by such principles as morality: 
以戒德指導身與心: 
 
Vandām'ahaṃ tam-ariyāna-gaṇaṃ susuddhaṃ. 
I revere that group of Noble Ones well-purified. 
我崇敬清淨的聖者僧團。 
 
Saṅgho yo sabba-pā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Saṅgha that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僧伽是一切衆生安全、至高的歸依處， 
 
Tatiyānussatiṭṭhānaṃ 
Vandā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third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it with my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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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憶念，我俯首頂禮它。 
 
Saṅghassāhasmi dāso (dāsī) va 
Saṅgho me sāmikissaro. 
I am the Saṅgha's servant, the Saṅgh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我是僧伽的仆侍，僧伽是我的主導宗師， 
 
Saṅgho dukkhassa ghātā ca 
Vidhātā ca hitassa me.  
The Saṅgh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僧伽爲我摧毀苦，給我幸福。 
 
Saṅghassāhaṃ niyyā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Saṅgh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對僧伽奉獻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mi 
Saṅghassopaṭipanna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Saṅgha's good practice. 
我將奉行對僧伽善修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Saṅg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Saṅg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別無依止，僧伽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語之力，願我在導師的教誨中成長。 
 
Saṅghaṃ me vandamānena (vandamānā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Sabbe pi antarāyā me, 
Māhesuṃ tassa tejasā.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Saṅgh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禮敬僧伽的福德之力，願我的一切障礙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頂禮，並念誦): 
 
Kāyena vācāya va cetasā vā, 
Saṅgh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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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ṅgh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saṅgh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Saṅgh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may the Saṅgh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Saṅgha. 
凡是我對僧伽所作的任何惡業，無論身、語、意， 
願僧伽接受我的認錯，未來我會對僧伽恭敬謹慎。 

 

晚省受用品  
Reflection after Using the Requisites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atīta-paccavekkhaṇa-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passage for reflection on the past (use of the requisites): 
現在讓我們持誦過後省思(受用品)偈: 
 
(ALL): 
(全體): 
 
[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aṃ cīvaraṃ paribhuttaṃ, 
Whatever robe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經省思而用的衣袍， 
 
Taṃ yā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tā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爲禦寒， 
 
Uṇhassa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熱， 
 
Ḍaṃsa-makasa-vātā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naṃ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擋蚊蠅、風吹、日曬、爬蟲的侵襲; 
 
Yāvadeva hirikopina-paṭicchādan'atthaṃ. 
Simply for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cause shame. 
只爲遮蔽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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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o piṇḍapatto paribhutto, 
Whatever alms food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經省思而用的缽食， 
 
So neva davāya na madāya na maṇḍanāya na vibhūsanāya, 
Was not used playfully, nor for intoxication, nor for putting on bulk, nor for beautification, 
非爲玩樂、非爲縱情、非爲增重、非爲美化， 
 
Yāvadeva imassa kāyassa ṭhitiyā yāpanāya vihiṃsuparatiyā brahma-cariyānuggahāya, 
But simply for the survival & continuance of this body, for ending its afflic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holy life, 
只爲這個色身的生存與維持、爲止其傷痛、爲繼續梵行， 
 
Iti purāṇañca vedanaṃ paṭihaṅkhāmi navañca vedanaṃ na uppādessāmi, 
(Thinking,) Thus will I destroy old feelings (of hunger) and not create new feelings (from overeating). 
(要這樣思索:) 因此我要消除舊的(饑餓)之感，不造新的(飽漲)之感 。 
 
Yātrā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ā ca phāsu-vihāro cāti. 
I will maintain myself, be blameless, & live in comfort. 
我要自律、無咎、安住。 
 
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aṃ senāsanaṃ paribhuttaṃ, 
Whatever lodging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經省思而用的房舍， 
 
Taṃ yā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tā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爲禦寒， 
 
Uṇhassa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熱， 
 
Ḍaṃsa-makasa-vātā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naṃ paṭighātā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擋蚊蠅、風吹、日曬、爬蟲侵襲; 
 
Yāvadeva utuparissaya-vinodanaṃ paṭisallānārām'atthaṃ. 
Simply for protection from the inclemencies of weather and for the enjoyment of seclusion. 
只爲抵擋不良氣候、利於獨居。 
 
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o gilāna-paccaya-bhesajja-parikkhāro paribhutto, 
Whatever medicinal requisite for curing the sick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今日我未經省思而用的治病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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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yāvadeva uppannānaṃ veyyābādhikānaṃ vedanānaṃ paṭighātā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any pains of illness that had arisen, 
只爲抵擋已有的病痛， 
 
Abyāpajjha-paramatāyāti. 
And for maximum freedom from disease. 
也爲盡量避染疾症。 

 

身隨念  
Contemplation of the Body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kāyagatā-sati-bhāvanā-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Let us now recite the passage on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讓我們誦持身隨念。 
 
(ALL): 
(全體): 
 
Ayaṃ kho me kāyo, 
This body of mine, 
我的這個色身， 
 
Uddhaṃ pādatalā, 
from the soles of the feet on up, 
自足底而上， 
 
Adho kesa-matthakā, 
from the crown of the head on down, 
自頭頂而下， 
 
Taca-pariyanto, 
surrounded by skin, 
爲皮膚包裹， 
 
Pūro nānappakārassa asucino, 
filled with all sorts of unclean things. 
盛滿了種種不淨之物。 
 
Atthi imasmiṃ kāye: 
In this body the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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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色身裏有: 
 
Kesā 
Hair of the head, 
頭發， 
 
Lomā 
Hair of the body, 
體毛， 
 
Nakhā 
Nails, 
指甲， 
 
Dantā 
Teeth, 
牙齒， 
 
Taco 
Skin, 
皮膚， 
 
Maṃsaṃ 
Flesh, 
肉， 
 
Nhārū 
Tendons, 
筋， 
 
Aṭṭhī 
Bones, 
骨， 
 
Aṭṭhimiñjaṃ 
Bone marrow, 
骨髓， 
 
Vakkaṃ 
Spleen, 
脾， 
 
Hadayaṃ 
Heart,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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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kanaṃ 
Liver, 
肝， 
 
Kilomakaṃ 
Membranes, 
隔膜， 
 
Pihakaṃ 
Kidneys, 
腎，
 
Papphāsaṃ 
Lungs, 
肺， 
 
Antaṃ 
Large intestines, 
大腸， 
 
Antaguṇaṃ 
Small intestines, 
小腸， 
 
Udariyaṃ 
Gorge, 
胃中物， 
 
Karīsaṃ 
Feces, 
屎， 
 
Matthake matthaluṅgaṃ 
Brain, 
腦， 
 
Pittaṃ 
Gall, 
膽汁， 
 
Semhaṃ 
Phlegm, 
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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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bo 
Lymph, 
淋巴液， 
 
Lohitaṃ 
Blood, 
血， 
 
Sedo 
Sweat, 
汗， 
 
Medo 
Fat, 
脂， 
 
Assu 
Tears, 
淚，

 
Vasā 
Oil, 
油， 
 
Kheḷo 
Saliva, 
唾液， 
 
Siṅghāṇikā 
Mucus, 
粘液， 
 
Lasikā 
Oil in the joints, 
關節潤滑液， 
 
Muttaṃ 
Urine. 
尿。 
 
Evam-ayaṃ me kāyo: 
Such is this body of mine: 
這便是我的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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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dhaṃ pādatalā, 
from the soles of the feet on up, 
自足底而上， 
 
Adho kesa-matthakā, 
from the crown of the head on down, 
自頭頂而下， 
 
Taca-pariyanto, 
surrounded by skin, 
由皮膚包裹， 
 
Pūro nānappakārassa asucino. 
filled with all sorts of unclean things. 
盛滿了種種不潔之物。 

 

五常念主題  
Five Subjects for Frequent Recollection

 
(LEADER): 
(領誦者): 
 
Handa mayaṃ abhiṇha-paccavekkhaṇa-pāthaṃ bhaṇāma se: 
Let us now recite the passage for frequent recollection: 
現在讓我們誦持常念之偈: 
 
(ALL): 
(全體): 
 
Jarā-dhammomhi jara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aging. Aging is unavoidable. 
我會經曆衰老，衰老不可避免。 
 
Byādhi-dhammomhi byādhi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illness. Illness is unavoidable. 
我會經曆疾病，疾病不可避免。 
 
Maraṇa-dhammomhi maraṇa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death. Death is unavoidable. 
我會經曆死亡，死亡不可避免。 
 
Sabbehi me piyehi manāpehi nānā-bhāvo vinā-bhā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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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grow different, separate from all that is dear & appealing to me. 
我會變得與過去不同，與一切可親可愛的人事分離。 
 
Kammassakomhi kamma-dāyādo kamma-yoni kamma-bandhu kamma-paṭisaraṇo. 
I am the owner of my actions, heir to my actions, born of my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my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my actions. 
我是自己的業的主人、業的繼承人、因我的業而生、由我的業相聯、依我的業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ām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o bhavissāmi. 
Whatever I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I fall heir. 
無論我做什麽，是善是惡，我自受業報。 
 
Evaṃ amhehi abhiṇhaṃ paccavekkhitabbaṃ. 
We should often reflect on this. 我們應當常作此念。 

 

賢友偈  
The Verses on Friends 

 
Aññadatthu haro mitto 
One who makes friends only to cheat them, 
交友只爲欺詐的人、 
 
Yo ca mitto vacī-paramo, 
one who is good only in word, 
言而無信的人、 
 
Anupiyañca yo āhu, 
one who flatters & cajoles, 
阿谀哄騙的人、 
 
Apāyesu ca yo sakhā, 
and a companion in ruinous fun: 
追求有害娛樂的同伴: 
 
Ete amitte cattāro 
Iti viññāya paṇḍito 
These four the wise know as non-friends. 
這四類，智者知其非友。 
 
Ārakā parivajjeyya 
Avoid them from afar, 
遠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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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aṃ paṭibhayaṃ yathā. 
like a dangerous road. 
如避險道。 
 
Upakāro ca yo mitto, 
A friend who is helpful, 
樂助的友人、 
 
Sukha-dukkho ca yo sakhā, 
one who shares in your sorrows & joys, 
与你分擔憂喜的人、 
 
Atthakkhāyī ca yo mitto, 
one who points you to worthwhile things, 
指點你趨向善益的人、
 
Yo ca mittānukampako, 
one sympathetic to friends: 
同情友伴的人: 
 
Etepi mitte cattāro 
Iti viññāya paṇḍito 
These four, the wise know as true friends. 
這四類，智者知其爲真友。 
 
Sakkaccaṃ payirupāseyya 
Attend to them earnestly, 
殷切關心他們， 
 
Mātā puttaṃ va orasaṃ. 
as a mother her child. 
如母親照顧孩子。 

 

禮敬偈  
The Verses on Respect 

 
 
Satthu-garu dhamma-garu 
One with respect for the Buddha & Dhamma, 
禮敬佛與法者、 
 
Saṅghe ca tibba-gā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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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ong respect for the Saṅgha, 
禮敬僧伽者、 
 
Samādhi-garu ātāpī, 
one who is ardent, with respect for concentration, 
禮敬奢摩他並精勤修習者、 
 
Sikkhāya tibba-gāravo, 
and strong respect for the Training, 
禮敬訓練者、 
 
Appamāda-garu bhikkhu, 
one who sees danger and respects being heedful, 
見危而禮敬慎行者、 
 
Paṭisanthāra-gāravo: 
and shows respect in welcoming guests: 
禮敬賓客者:  
 
Abhabbo parihānāya, 
A person like this cannot decline, 
這樣的人，不會退墮， 
 
Nibbānasseva santike, 
stands right in the presence of Nibbana. 
與涅槃同存。 

 

四聖諦偈  
The Verses on the Noble Truths 

 
Ye dukkhaṃ nappajānanti 
Those who don't discern suffering, 
不能辨識苦、 
 
Atho dukkhassa sambhavaṃ 
suffering's cause, 
苦因、 
 
Yattha ca sabbaso dukkhaṃ 
Asesaṃ uparujjhati,  
and where it totally stops, without trace, 
何處徹底終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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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ñca maggaṃ na jānanti,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path, 
不了解正道、 
 
Dukkhūpasama-gāminaṃ 
the way to the stilling of suffering: 
滅苦之道者:  
 
Ceto-vimutti-hīnā te 
They are far from awareness-release, 
他們遠離心解脫， 
 
Atho paññā-vimuttiyā, 
and discernment-release. 
与慧解脫。 
 
Abhabbā te anta-kiriyāya 
Incapable of making an end, 
不能終止， 
 
Te ve jāti-jarūpagā. 
they'll return to birth & aging again. 
他們會一次次重生與衰老。 
 
Ye ca dukkhaṃ pajānanti 
While those who do discern suffering, 
而那些辨識苦、 
 
Atho dukkhassa sambhavaṃ, 
suffering's cause, 
苦因、 
 
Yattha ca sabbaso dukkhaṃ 
Asesaṃ uparujjhati,  
and where it totally stops, without trace, 
何處徹底終止苦、 
 
Tañca maggaṃ pajānanti, 
who understand the path, 
理解正道、 
 
Dukkhūpasama-gāminaṃ: 
the way to the stilling of suffering: 
滅苦之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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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o-vimutti-sampannā 
They are consummate in awareness-release, 
他們具足心解脫、 
 
Atho paññā-vimuttiyā, 
and in discernment-release. 
慧解脫。 
 
Bhabbā te anta-kiriyāya 
Capable of making an end, 
會有終止， 
 
Na te jāti-jarūpagāti. 
they won't return to birth & aging ever again. 
20182;們不再重生與衰老。 

 

四法要義  
The Four Dhamma Summaries

 
 
1. Upanīyati loko, 
The world is swept away. 
世界沖卷而去， 
 
Addhuvo. 
It does not endure. 
它不持久。 
 
2. Atāṇo loko, 
The world offers no shelter. 
世界無安居處， 
 
Anabhissaro. 
There is no one in charge. 
無人掌管。 
 
3. Assako loko, 
The world has nothing of its own. 
世界空無所有， 
 
Sabbaṃ pahāya gamanīyaṃ. 
One has to pas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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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人必須把一切留在身後。 
 
4. UUno loko, 
The world is insufficient, 
世界不滿意， 
 
Atitto, 
insatiable, 
無餍足， 
 
Taṇhā dāso. 
a slave to craving. 
受渴求的奴役。 

 

四梵住/四無量心  
The Sublime Attitudes

 
 
Ahaṃ sukhito homi 
May I be happy. 
願我得喜樂。 
 
Niddukk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stress & pain. 
願我離憂苦。 
 
Aver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animosity. 
願我不受敵意。 
 
 
Abyāpajj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願我不受壓迫。 
 
 
Anīg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trouble. 
願我免遭困難。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āmi 
May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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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輕松照顧自己。 
 
(METTĀ — GOOD WILL) 
慈 
 
Sabbe sattā sukhit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happy. 
願一切衆生得喜樂。 
 
Sabbe sattā aver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animosity. 
願一切衆生不受敵意[無怨]。 
 
Sabbe sattā abyāpajj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願一切衆生不受壓迫[無瞋]。 
 
Sabbe sattā anīg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trouble. 
願一切衆生免遭困難[無憂]。 
 
Sabbe sattā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look after themselves with ease. 
願一切衆生輕松照顧他們自己[善守各自的安樂]。 
 
(KARUṇĀ — COMPASSION)
悲 
 
Sabbe sattā sabba-dukkhā pamucc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d from all stress & pain. 
願一切衆生脫離憂苦。 
 
(MUDITĀ — APPRECIATION) 
喜 
 
Sabbe sattā laddha-sampattito mā vigacch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not be deprived of the good fortune they have attained. 
願一切衆生不失所得的善運。 
 
(UPEKKHĀ — EQUANIMITY) 
舍 
 
Sabbe sattā kammassakā kamma-dāyādā kamma-yonī kamma-bandhū kamma-paṭisaraṇā. 
All living beings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actions, heir to their actions, born of their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their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their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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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衆生是自己業的主人、業的繼承人、由業而生、因業相聯、依業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ant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ā bhavissanti. 
Whatever they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they fall heir. 無論所作，爲善爲惡，他們必自承
擔。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beings live happily, 
always free from animosity. 
願一切衆生生活幸福，永遠不受敵意。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May all share in the blessings 
springing from the good I have done. 願一切衆生分享我行善的福德。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願你有一切善佑。 
 
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願天神護佑你。 
 
Sabba-buddh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Buddhas, 
以諸佛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願你永遠安康。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願你有一切善佑。 
 
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願天神護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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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dhamm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Dhamma, 
以諸法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願你永遠安康。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願你有一切善佑。 
 
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願天神護佑你。 
 
Sabba-saṅgh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Sangha, 
以諸僧伽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願你永遠安康。 

 

吉祥經  
Maṅgala Suttaṃ  

The Discourse on Good Fortune
 
 
[Evam-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Sāvatthiyaṃ viharati,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e. 
I have heard that at one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我聽說，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树給孤獨精舍。 
 
Atha kho aññatarā devatā, abhikkantāya rattiyā abhikkanta-vaṇṇā kevala-kappaṃ Jetavanaṃ obhāsetvā, 
yena Bhagavā ten'upasaṅkami. Then a certain devata, in the far extreme of the night, her extreme 
radiance lighting up the entirety of Jeta's Grove,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有一位天神，在深夜時分，身放強光、遍照祇树，走近世尊。 
 
Upasaṅkamitvā Bhagavantaṃ abhivādetvā ekamantaṃ aṭṭhāsi. 
On approaching,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he stood to one side. 
走近跟前，向世尊頂禮後，她立於一旁。 
 
Ekam-antaṃ ṭhitā kho sā devatā Bhagavantaṃ gāthāya ajjhabhā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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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he was standing there, she addressed a verse to the Blessed One. 
立於一旁後，她對世尊說了一段偈: 
 
"Bahū devā manussā ca 
maṅgalāni acintayuṃ 
Ākaṅkhamānā sotthānaṃ 
brūhi maṅgalam-uttamaṃ.  
"Many devas & humans beings give thought to good fortune, 
Desiring well-being. Tell, then,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諸天與世人，想望吉祥、希求安甯， 
以此，請宣說至高的吉祥。"  
 
"Asevanā ca bālānaṃ 
paṇḍitānañca sevanā 
Pūjā ca pūjanīyān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ṅot consorting with fools, consorting with the wise, 
Paying homage to those who deserve homage: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遠離愚人、親近智者、禮敬值得禮敬者: 
這是至高的吉祥。 
 
Paṭirūpa-desa-vāso ca 
pubbe ca kata-puññatā 
Atta-sammā-paṇidhi ca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Living in a civilized country, having made merit in the past, 
Directing oneself rightly: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依往昔所修福德、生活於文明國土、志向端正:  
這是至高的吉祥。 
 
Bāhu-saccañca sippañca 
vinayo ca susikkhito 
Subhāsitā ca yā vāc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Broad knowledge, skill, discipline well-mastered, 
Words well-spoken: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博學、廣能、精通律議、言語善宜:  
這是至高的吉祥。 
 
Mātā-pitu-upaṭṭhānaṃ 
putta-dārassa saṅgaho 
Anākulā ca kammant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Support for one's parents, assistance to one's wife &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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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that are not left unfinished: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奉養父母、照顧妻兒、行事周全:  
這是至高的吉祥。 
 
Dānañca dhamma-cariyā ca 
ñātakānañca saṅgaho 
Anavajjāni kammāni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Generosity, living by the Dhamma, assistance to one's relatives, 
Deeds that are blameles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佈施、奉法、濟助親友、諸事無咎: 
這是至高的吉祥。 
 
Āratī viratī pāpā 
majja-pānā ca saññamo 
Appamādo ca dhammesu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voiding, abstaining from evil; refraining from intoxicants, 
Being heedful with regard to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戒諸惡業、避諸醉品、心智警醒:  
這是至高的吉祥。  
 
Gāravo ca nivāto ca 
santuṭṭhī ca kataññutā 
Kālena dhammassavan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Respect, humility, contentment, gratitude, 
Hear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恭敬、謙卑、知足、感恩、適時聞法:  
這是至高的吉祥。 
 
Khantī ca sovacassatā 
samaṇānañca dassanaṃ 
Kālena dhamma-sākacch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Patience, compliance, seeing contemplatives, 
Discuss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忍耐、受教、親見沙門、適時論法: 
這是至高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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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o ca brahma-cariyañca 
ariya-saccāna-dassanaṃ 
Nibbāna-sacchi-kiriyā ca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usterity, celibacy, seeing the Noble Truths, 
Realizing Liberation: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儉樸、獨身、親見聖諦、實證涅槃:  
這是至高的吉祥。 
 
Phuṭṭhassa loka-dhammehi 
cittaṃ yassa na kampati 
Asokaṃ virajaṃ khem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 mind that, when touched by the ways of the world, 
Is unshaken, sorrowless, dustless, secure: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心觸世法，不動、不哀，無染、安住: 
這是至高的吉祥。 
 
Etādisāni katvāna 
sabbattham-aparājitā 
Sabbattha sotthiṃ gacchanti 
tan-tesaṃ maṅgalam-uttamanti."  
Everywhere undefeated when doing these things, 
People go everywhere in well-being: 
This is their highest good fortune." 
如此行持，無往不勝、隨處安甯:  
這是至高的吉祥。" 

 

三寶護衛偈  
Cha Ratana Paritta Gāthā 

The Six Protective Verses from the Discourse on Treasures
 
Yaṅkiñci vittaṃ idha vā huraṃ vā 
Saggesu vā yaṃ ratanaṃ paṇītaṃ 
Na no samaṃ atthi tathāgatena. Whatever wealth in this world or the next, 
Whatever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heavens, 
Is not, for us, equal to the Tathagata.  
此界他界的一切財富，天界的一切精妙珍寶， 
對我們來說，無一可比如來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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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pi budd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Budd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佛陀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Khayaṃ virāgaṃ amataṃ paṇītaṃ 
Yad-ajjhagā sakyamunī samā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ñci.  
The exquisite Deathless — dispassion, ending — 
Discovered by the Sakyan Sage while in concentration: 
There is nothing equal to that Dhamma.  
精妙的涅槃——離欲、止息——由釋迦聖人定中得證:  
那樣的真法無與匹比。 
 
Idam-pi dhamm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Dhamm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法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Yam-buddha-seṭṭho parivaṇṇayī suciṃ 
Samādhim-ānantarik'aññam-āhu 
Samādhinā tena samo na vijjati.  
What the excellent Awakened One extolled as pure 
And called the concentration of unmediated knowing: 
No equal to that concentration can be found.  
至尊之佛，贊歎定力的清淨，稱它爲無間之智: 
那樣的正定無以匹比。 
 
Idam-pi dhamm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Dhamm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法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Ye puggalā aṭṭha sataṃ pasatthā 
Cattāri etāni yugāni honti 
Te dakkhiṇeyyā sugatassa sāvakā 
Etesu dinnāni mahapphalāni.  
The eight persons — the four pai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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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d by those at peace: 
They, disciples of the One Well-Gone, deserve offerings. 
What is given to them bears great fruit.  
八輩與四雙，得甯靜者的贊揚:  
他們——善逝者的聲聞弟子——值得供養。佈施他们必有大果報。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僧伽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Ye suppayuttā manasā daḷhena 
Nikkāmino gotama-sāsanamhi 
Te pattipattā amataṃ vigayha 
Laddhā mudhā nibbutiṃ bhuñjamānā.  
Those who, devoted, firm-minded, 
Apply themselves to Gotama's message, 
On attaining their goal, plunge into the Deathless, 
Freely enjoying the Liberation they've gained.  
虔誠、堅心的人們，奉行喬達摩的教誨，  
證得目標、進入涅槃，安享解脫之樂。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僧伽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Khīṇaṃ purāṇaṃ navaṃ n'atthi sambhavaṃ 
Viratta-cittāyatike bhavasmiṃ 
Te khīṇa-bījā aviruḷhi-chandā 
Nibbanti dhīrā yathā'yam-padīpo.  
Ended the old, there is no new taking birth. 
Dispassioned their minds toward further becoming, 
They, with no seed, no desire for growth, 
The wise, they go out like this flame.  
舊業已盡，不再重生。心有離欲，不再緣起。 
無再生之種，無成長之欲，智者入滅，譬如這火焰的止息。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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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這也是僧伽的精妙寶藏。 
以此真言，願你有安甯。 

 

慈經  
Karaṇīya Mettā Sutta 

The Discourse on Loving-kindness
 
Karaṇīyam-attha-kusalena 
yantaṃ santaṃ padaṃ abhisamecca,  
This is to be done by one skilled in aims 
Who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state of peace:  
爲了解脫、獲得甯靜，善達目標者應當這樣做: 
 
Sakko ujū ca suhujū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ānī, 
Be capable, upright, & straightforward, 
Easy to instruct, gentle, & not conceited,  
能幹、端正、直接、易教、溫和、不自滿， 
 
Santussako ca subharo ca 
appakicco ca sallahuka-vutti,  
Content & easy to support, with few duties, living lightly, 
知足、易養、少管事、生活簡樸, 
 
Santindriyo ca nipako ca 
appagabbho kulesu ananugiddho.  
With peaceful faculties, masterful, modest, & no greed for supporters. 
諸根寂靜、技能完善、謙虛、對供養者不貪。 
 
Na ca khuddaṃ samācare kiñci 
yena viññū pare upavadeyyuṃ.  
Do not do the slightest thing that the wise would later censure. 
不做任何事後受智者指責之事。 
 
Sukhino vā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Think: Happy & secure,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這樣想: 喜樂、平安，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Ye keci pāṇa-bhūtat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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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ā vā thāvarā vā anavasesā,  
Whatever beings there may be, weak or strong, without exception, 
一切衆生，無論軟弱、强大、 
 
Dīghā vā ye mahantā vā 
majjhimā rassakā aṇuka-thūlā, 
Long, large, middling, short, subtle, blatant, 
長、大、中等、短小、精細、粗顯、 
 
Diṭṭhā vā ye ca adiṭṭhā 
ye ca dūre vasanti avidūre, 
Seen or unseen, near or far, 
可見、不可見、遠、近、 
 
Bhūtā vā sambhavesī 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Born or seeking birth: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已出生的、将投生的: 願一切衆生心有喜樂。 
 
Na paro paraṃ nikubbetha 
nātimaññetha katthaci naṃ kiñci, 
Let no one deceive another or despise anyone anywhere, 
願人們不相互欺騙、不鄙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Byārosanā paṭīgha-saññā 
nāññam-aññassa dukkham-iccheyya. 
Or through anger or resistance wish for another to suffer. 
不以怒意、敵意，願他人受苦。 
 
Mātā yathā niyaṃ puttaṃ 
āyusā eka-puttam-anurakkhe, 
As a mother would risk her life to protect her child, her only child, 
如一位母親舍命保護親子、獨子, 
 
Evam-pi sabba-bhūtesu 
māna-sam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Even so should one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with regard to all beings. 
他更應當對一切衆生，長養無量慈心。 
 
Mettañca sabba-lokasmiṃ 
māna-sam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With good will for the entire cosmos,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以對全宇宙的善意，長養無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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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dhaṃ adho ca tiriyañca 
asambādhaṃ averaṃ asapattaṃ.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unobstructed, without enmity or hate. 
自上、自下、周遭，無障礙、無敵意與恨意。 
 
Tiṭṭhañ'caraṃ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assa vigatam-iddho, 
Whether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or lying down, 
as long as one is alert,  
無論站、行、坐、臥，凡清醒時， 
 
Etaṃ satiṃ adhiṭṭheyya 
brahmam-etaṃ vihāraṃ idham-āhu. 
One should be resolved on this mindfulness. 
This is called a sublime abiding here & now.  
他應當确立此念。 
這便稱爲即時即地的梵住之心。 
 
Diṭṭhiñca anupagamma 
sīlavā dassanena sampanno, 
Not taken with views, but virtuous & consummate in vision, 
不受觀念左右，而有戒德與具足見， 
 
Kāmesu vineyya gedhaṃ, 
Na hi jātu gabbha-seyyaṃ punaretīti. 
Having subdued desire for sensual pleasures, 
One never again will lie in the womb. 
斷除了感官贪欲，他不再投胎。 

 

蘊護衛偈  
Khandha Paritta 

The Group Protection
 
Virūpakkh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Erāpathehi me 
Chabyā-putt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Kaṇhā-Gotamakehi ca 
I have good will for the Virupakkhas, the Erapathas, the Chabya descendants, & the Black Gotamakas. 
我對毗樓帕卡有慈心， 
我對伊羅缽多有慈心， 
我對舍婆後代有慈心， 
我對黑瞿昙有慈心。[注:四詞均爲蛇王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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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ādak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di-pādakehi me 
Catuppad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bahuppadehi me  
I have good will for footless beings, two-footed, four-footed, & many-footed beings. 
我對無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雙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四足衆生有慈心， 
我對多足衆生有慈心。 
 
Mā maṃ apādako hiṃsi 
Mā maṃ hiṃsi di-pādako 
Mā maṃ catuppado hiṃsi 
Mā maṃ hiṃsi bahuppado  
May footless beings, two-footed beings, four-footed beings, & many-footed beings do me no harm. 
願無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雙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四足衆生不傷害我， 
願多足衆生不傷害我。 
 
Sabbe sattā sabbe pāṇā 
Sabbe bhūtā ca kevalā 
Sabbe bhadrāni passantu 
Mā kiñci pāpam'āgamā  
May all creatures, all breathing things, all beings — each & every one — meet with good fortune. May 
none of them come to any evil. 
願一切生物、一切有呼吸之物、一切衆生，它們中的每一個，見到吉祥， 
願它們無一遭至險惡。 
 
Appamāṇo Buddho, 
Appamāṇo Dhammo, 
Appamāṇo Saṅgho, 
The Buddha, Dhamma, & Sangha are limitless. 
佛無量、法無量、僧無量。 
 
Pamāṇa-vantāni siriṃ-sapāni, 
Ahi vicchikā sata-padī uṇṇānābhī sarabū mūsikā, 
There is a limit to creeping things — snakes, scorpions, centipedes, spiders, lizards, & rats. 
爬行衆生——蛇、蠍、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限量。 
 
Katā me rakkhā, Katā me parittā, 
Paṭikkamantu bhūtāni.  
I have made this protection, I have made this spell. May the beings de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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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此護衛、我作此咒語。願它們離去。 
 
So'haṃ namo Bhagavato, 
Namo sattannaṃ Sammā-sambuddhānaṃ. 
I pay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homage to the seven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s. 
我禮敬世尊，禮敬七位正自覺者。 

 

佛勝吉祥偈  
Buddha-jaya-maṅgala Gāthā 

The Verses of the Buddha's Auspicious Victories
 
Bāhuṃ sahassam-abhinimmita-sāvudhantaṃ 
Grīmekhalaṃ udita-ghora-sasena-māraṃ 
Dānādi-dhamm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aggaṃ].  
Creating a form with 1,000 arms, each equipped with a weapon, 
Mara, on the elephant Girimekhala, 
uttered a frightening roar together with his troops.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such qualities as generosity: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the highest victory blessing.]  
以千手執兵器之相，魔羅身騎基裏米卡拉大象，怒吼一聲，率軍前來， 
聖者之君以佈施的品質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Mārātirekam-abhiyujjhita-sabba-rattiṃ 
Ghorampan'āḷavaka-makkham-athaddha-yakkhaṃ 
Khantī-sudant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Even more frightful than Mara making war all night 
Was Āḷavaka, the arrogant unstable ogre.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well-trained endurance: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威力勝於魔羅的，是阿羅迦夜叉，急躁傲慢、連夜索戰， 
聖者之君以善修的忍耐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Nāḷāgiriṃ gaja-varaṃ atimattabhūtaṃ 
Dāvaggi-cakkam-asanīva sudāruṇantaṃ 
Mett'ambusek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Nāḷāgiri, the excellent elephant, when maddened, 
Was very horrific, like a forest fire, a flaming discus, a lightning b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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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sprinkling the water of good will: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良象那罗及力發怒時其態可怖，如森林之火、如火輪、又如闪電， 
聖者之君灑下慈心之水調服了它: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Ukkhitta-khaggam-atihattha sudāruṇantaṃ 
Dhāvan-ti-yojana-path'aṅguli-mālavantaṃ 
Iddhībhisaṅkhata-mano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Very horrific, with a sword upraised in his expert hand, 
Garlanded-with-Fingers ran three leagues along the path.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with mind-fashioned marvel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可怕的盎掘摩羅以人指爲飾，手舉利劍、狂追三旬之路， 
聖者之君以神通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Katvāna kaṭṭham-udaraṃ iva gabbhinīyā 
Ciñcāya duṭṭha-vacanaṃ jana-kāya-majjhe 
Santena som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Having made a wooden belly to appear pregnant, 
Ciñca made a lewd accusa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gathering.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er with peaceful, gracious mean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以木制腹部僞裝身孕，旃遮當衆毀謗佛陀， 
聖者之君以沈默的大度調服了她: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Saccaṃ vihāya mati-saccaka-vāda-ketuṃ 
Vādābhiropita-manaṃ ati-andhabhūtaṃ 
Paññā-padīpa-jalito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Saccaka, whose provocative views had abandoned the truth, 
Delighting in argument, had become thoroughly blind.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with the light of discernment: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薩遮迦觀點偏激、遠離真理，好铮辯、執迷不悟， 
聖者之君以明辨之光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Nandopananda-bhujagaṃ vibudhaṃ mahiddhiṃ 
Puttena thera-bhujagena damāpayanto 
Iddhūpades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Nandopananda was a serpent with great power but wrong views.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a display of mar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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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ing his son (Moggallana), the serpent-elder, to tame him: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蛇王南陀优巴難陀神通廣大，卻持妄見，聖者之君遣弟子(目建連)化爲蛇相， 
顯現神通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Duggāha-diṭṭhi-bhujagena sudaṭṭha-hatthaṃ 
Brahmaṃ visuddhi-jutim-iddhi-bakābhidhānaṃ 
Ñāṇāgadena 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His hands bound tight by the serpent of wrongly held views, 
Baka, the Brahma, thought himself pure in his radiance & power.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his words of knowledge: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梵天拔迦明亮有力，自以爲清淨，他的雙手受妄見之蛇的緊縛 
聖者之君以智慧之言調服了他: 以此威力，願你得勝吉祥。 
 
Etāpi buddha-jaya-maṅgala-aṭṭha-gāthā 
Yo vācano dinadine sarate matandī 
Hitvān'aneka-vividhāni c'upaddavāni 
Mokkhaṃ sukhaṃ adhigameyya naro sapañño.  
These eight verses of the Buddha's victory blessings: 
Whatever person of discernment 
Recites or recalls them day after day without lapsing, 
Destroying all kinds of obstacles, 
Will attain emancipation & happiness. 
這八首佛勝吉祥偈: 凡有明辨者，日日持頌、憶念不息， 
摧毀一切障礙，将得解脫與安甯。 

 

勝利護衛偈  
Jaya Gāthā  

The Victory Protection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Hit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Hotu te jaya-maṅgalaṃ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welfare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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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you have a victory blessing.  
佛有大悲之心，是我們的護佑， 
他爲衆生福祉，圓滿一切波羅蜜，自證無上覺醒。 
以此真語之力，願你得勝吉祥。 
 
Jayanto bodhiyā mūle 
Sakyānaṃ nandi-vaḍḍhano 
Evaṃ tvam vijayo hohi 
Jayassu jaya-maṅgale  
Victorious at the foot of the Bodhi tree, 
Was he who increased the Sakyans' delight. 
May you have the same sort of victory, 
May you win victory blessings. 
菩提樹下得勝，他爲釋迦族帶來歡欣。 
願你同樣獲勝，願你得勝吉祥。 
 
Aparājita-pallaṅke 
Sīse paṭhavi-pokkhare 
Abhiseke sabba-buddhānaṃ 
Aggappatto pamodati  
At the head of the lotus leaf of the world 
On the undefeated seat 
Consecrated by all the Buddhas, 
He rejoiced in the utmost attainment. 
在世間蓮葉之頂，於諸佛加持的常勝寶座之上， 
他爲證得至高成就而歡喜。  
 
Sunakkhattaṃ sumaṅgalaṃ 
Supabhātaṃ suhuṭṭhitaṃ 
Sukhaṇo sumuhutto ca 
Suyiṭṭhaṃ brahmacārisu 
Padakkhiṇaṃ kāya-kammaṃ 
Vācā-kammaṃ padakkhiṇaṃ 
Padakkhiṇaṃ mano-kammaṃ 
Paṇidhī te padakkhiṇā 
Padakkhiṇāni katvāna 
Labhantatthe, padakkhiṇe  
A lucky star it is, a lucky blessing, 
a lucky dawn, a lucky sacrifice, 
a lucky instant, a lucky moment, 
a lucky offering: i.e., a rightful bodily act 
a rightful verbal act, a rightful ment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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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ightful intentions 
with regard to those who lead the chaste life. 
Doing these rightful things, 
your rightful aims are achieved.  
吉祥的星辰、吉祥的祝福、吉祥的曙光、吉祥的奉獻，  
吉祥之時、吉祥之刻，  
吉祥的供養: 即，正當的身業、語業、意業，對生活清淨者心意正當。  
行此正當之事，你的正當目標必得成就。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dhammayut/chanting.html 
最近訂正 5-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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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me suta.m,] Eka.m samaya.m Bhagavaa, 
Baaraa.nasiya.m viharati isipatane migadaaye. 
Tatra kho Bhagavaa pañca-vaggiye bhikkhuu aamantesi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在那裏，薄伽梵對五眾比丘說： 
 
"Dveme bhikkhave antaa pabbajitena na sevitabbaa,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 which two? 
"比丘們，有此兩極端，隱者[出家者]不可耽於其中——哪兩極? 
 
Yo caaya.m kaamesu kaama-sukhallikaanuyogo, 
Hiino gammo pothujjanik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in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於感官對象， 追求感官之樂：是低級、粗鄙、庸俗、非聖、無益的;  
 
Yo caaya.m atta-kilamathaanuyogo, 
Dukkh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聖、無益的。 
 
Ete te bhikkhav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避此兩極端，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
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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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maa ca saa bhikkhave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者——是什
麼？ 
 
Ayam-eva ariyo a.t.tha"ngiko maggo, 
Seyyathiida.m, 
Sammaa-di.t.thi sammaa-sa"nkappo, 
Sammaa-vaacaa sammaa-kammanto sammaa-aajiivo, 
Sammaa-vaayaamo sammaa-sati sammaa-samaa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八聖道]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Aya.m kho saa bhikkhave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四聖諦] 比丘們，如來實現的中道——引生見、引生知，趨向寧靜、直覺智、自覺醒、涅槃
——即此: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m ariya-sacca.m,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苦聖諦： 
 
Jaatipi dukkhaa jaraapi dukkhaa mara.nampi dukkha.m,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aayaasaapi dukkhaa,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憂、哀、痛、悲、慘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m na labhati tampi dukkha.m,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與不愛者共處苦、與愛者離別苦、所求不得苦： 
 
Sa"nkhittena pañcupaadaanakkhandhaa dukkhaa.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簡言之，五取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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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 此爲苦因聖諦： 
 
Yaaya.m ta.nhaa ponobbhavikaa nandi-raaga-sahagataa tatra tatraabhinandinii, 
Seyyathiida.m, 
Kaama-ta.nhaa bhava-ta.nhaa vibhava-ta.nhaa,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becoming. 
[苦因是:] 
造作再生的渴求——帶著貪與喜、於處處耽享——正是: 對感官之欲的渴求、對有生的渴求、對
無生的渴求。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苦的止息聖諦： 
 
Yo tassaa yeva ta.nhaaya asesa-viraaga-nirodho caago pa.tinissaggo mutti anaalayo,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對該渴求的無餘離貪、止息、舍離、棄 絕、解脫、放開。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此爲趨向止息苦之道聖諦： 
 
Ayam-eva ariyo a.t.tha"ngiko maggo, 
Seyyathiida.m, 
Sammaa-di.t.thi sammaa-sa"nkappo, 
Sammaa-vaacaa sammaa-kammanto sammaa-aajiivo, 
Sammaa-vaayaamo sammaa-sati sammaa-samaa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此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Ida.m dukkha.m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對於四聖諦的責任]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
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爲苦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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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kho pan'ida.m dukkha.m ariya-sacca.m pariññeyy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聖
諦需全知’。 
 
Ta.m kho pan'ida.m dukkha.m ariya-sacca.m pariñña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聖
諦已全知’。  
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
因聖諦’。 
 
a.m kho pan'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pahaa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因
聖諦需斷棄’。 
 
Ta.m kho pan'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pahiin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因
聖諦已斷棄’。 
 
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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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苦 
的止息聖諦’。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sacchikaa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的
止息聖諦需直證’。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sacchik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苦的
止息聖諦已直證’。 
 
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爲趨
向苦止息之道聖諦’。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bhaave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趨向
苦止息之道聖諦需修習’。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bhaavi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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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比丘們，我對前所未聞之法，昇起視眼、昇起洞見、昇起明辨、昇起知識、昇起光明：‘此趨向
苦止息之道聖諦已修成’。 
 
Yaavakii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uu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t.ta.m dvaadas'aakaara.m yathaabhuuta.m ñaa.na-dassana.m na suvisuddha.m ahosi, 
Neva taavaaha.m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aarake sabrahmake, 
Sassama.na-braahma.niyaa pajaaya sadeva-manussaaya, 
Anuttara.m sammaa-sambodhi.m abhisambuddho paccaññaasi.m.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 people. 
[法輪]比丘們，只要我對此四聖諦之三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尚不純淨，比丘們，我未在有天神摩
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 
 
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uu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t.ta.m dvaadas'aakaara.m yathaabhuuta.m ñaa.na-dassana.m suvisuddha.m ahosi, 
Athaaha.m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aarake sabrahmake, 
Sassama.na-braahma.niyaa pajaaya sadeva-manussaaya, 
Anuttara.m sammaa-sambodhi.m abhisambuddho paccaññaasi.m.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然而，一旦我對此四聖諦之三 轉十二相的如實知見真正純淨，比丘們，我即在有天神摩羅梵天、
沙門婆羅門、貴族平民的宇宙間宣稱己直覺此無上正自覺醒。 
 
Ñaa.nañca pana me dassana.m udapaadi, 
Akuppaa me vimutti, 
Ayam-antimaa jaati, 
N'atthidaani punabbhavoti."  
The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My release is unshakabl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我內心昇起此知見: ‘我的解脫不可動搖。此爲最後一生。今不再有生。’ ” 
 
Idam-avoca Bhagavaa, 
Attamanaa pañca-vaggiyaa bhikkhuu Bhagavato bhaasita.m abhinandu.m.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聖僧伽的誕生]此爲薄伽梵所說。五眾比丘對薄伽梵之說隨喜、心悅。 
 
Imasmiñca pana veyyaa-kara.nasmi.m bhaññama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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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yasmato Ko.n.daññassa viraja.m viitamala.m dhamma-cakkhu.m udapaadi,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在此解說期間，尊者喬陳如昇起了無塵、無垢的法眼： 
 
Ya"nkiñci samudaya-dhamma.m sabban-ta.m nirodha-dhammanti.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凡緣起者，皆趨止息。”[凡緣起之法,皆爲止息之法] 
 
Pavattite ca Bhagavataa dhamma-cakke, 
Bhumm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Now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ities cried out: 
[法輪轉起]薄伽梵轉法輪之際，地神們大呼:  
 
"Etam-Bhagavataa Baaraa.nasiya.m isipatane migadaaye anuttara.m dhamma-cakka.m pavattita.m, 
Appa.tivattiya.m sama.nena vaa braahma.nena vaa devena vaa maarena vaa brahmunaa vaa kenaci 
vaa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aa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天神摩羅梵天、宇宙中任何
者，皆不能阻止。” 
 
Bhumm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Caatummahaaraajik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earth deities' cry,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ook up the cry. 
聞地神之呼聲，四大王天們大呼。 
 
Caatummahaaraajik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Taavati.ms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
three took up the cry. 
聞四大王天之呼聲，三十三天們大呼。 
 
Taavati.ms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Yaam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三十三天之呼聲，夜摩天們大呼。 
 
Yaam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Tusit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Yama deities, the Tusit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夜摩天之呼聲，兜率天們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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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it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Nimmaanaratii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Tusita deities,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兜率天之呼聲，化樂天們大呼。 
 
Nimmaanaratii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Paranimmita-vasavattii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聞化樂天之呼聲，他化自在天們大呼。 
 
Paranimmita-vasavattii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Brahma-kaayik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he deitie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聞他化自在天之呼聲，梵眾天們大呼: 
 
"Etam-Bhagavataa Baaraa.nasiya.m isipatane migadaaye 
anuttara.m dhamma-cakka.m pavattita.m, 
Appa.tivattiya.m sama.nena vaa braahma.nena vaa devena vaa maarena vaa brahmunaa vaa kenaci 
vaa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aa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在波羅那斯僊人墜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轉起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梵天、宇宙中任
何者，皆不能阻止。” 
 
Itiha tena kha.nena tena muhuttena, 
Yaava brahma-lokaa saddo abbhuggacchi.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 
於是，那時刻、那瞬間，呼聲直達梵天界。 
 
Ayañca dasa-sahassii loka-dhaatu, 
Sa"n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nd this ten-thousand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此十千宇宙在顫動、抖動、震動， 
 
Appamaa.no ca o.laaro obhaaso loke paaturahosi, 
Atikkammeva devaana.m devaanubhaava.m.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ities. 
一道大無量光出現在宇宙間，勝於天神的燦爛。 
 
Atha kho Bhagavaa udaana.m udaanesi, 
"Aññaasi vata bho Ko.n.dañño, 
Aññaasi vata bho Ko.n.daññoti."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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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薄伽梵大聲道: “喬陳如真悟了? 喬陳如真悟了。” 
 
Itihida.m aayasmato Ko.n.daññassa, 
Añña-ko.n.dañño'tveva naama.m, ahosiiti.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故此，尊者喬陳如得名: 阿念-喬陳如[覺悟的喬陳如]。 

最近訂正 8-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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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与学者谈人们对卡拉玛经的误解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on a wandering tour among the Kosalans with a large 
community of monks, arrived at Kesaputta, a town of 
the Kalamas.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heard it said,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 the son of the Sakyans, 
having gone forth from the Sakyan clan -- has arrived 
at Kesaputta. And of that Master Gotama this fine 
reputation has spread: 'He is indeed a Blessed One,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well-gone, a knower of the 
cosmos, an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persons ready 
to be tamed,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He has made known -- having 
realized it through direct knowledge --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its generations 
with their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their rulers & 
common people; has explained the Dhamma 
admirable in the beginning, admirable in the middle, 
admirable in the end; has expounded the holy life 
both in its particulars & in its essence, entirely 
perfect, surpassingly pure. It is good to see such a 
worthy one.'"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与众比丘在拘萨罗

国游方，来到卡拉玛人居住的克萨普达城。克
萨普达的卡拉玛人听闻:“沙门乔达摩——从释

迦族出家的释迦之子——已来到克萨普达。关
于那位乔达摩大师，流传著这样的好名声:‘他
确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
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
薄伽梵。他亲证了法，之后在这个有天神、魔
罗、梵天、沙门僧侣与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
讲; 他解说的法义，始善、中 善、 后善; 他讲

述的梵行，在细节与要义上，圆满具足、清净

非凡。见这样一位阿罗汉是件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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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some of them bowed down to him 
and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m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him and,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having saluted him with 
their hands palm-to-palm over their hearts.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having announced their name & 
clan. Some of them sat to one side in silence. 

        于是卡拉玛人去见薄伽梵。到达时，有的
向他顶礼，在一旁坐下。有的与他相互问候，
在友好的问候与礼节后，在一旁坐下。有的合
掌于胸前朝他致意，在一旁坐下。有的自报姓
名，在一旁坐下。有的不出声，在一旁坐
下。 

As they sat there, the Kalamas of Kesaputta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there are some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who come to Kesaputta. They 
expound & glorify their own doctrines, but as for the 
doctrines of others, they deprecate them, revile them, 
show contempt for them, & disparage them. And 
then other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come to 
Kesaputta. They expound & glorify their own 
doctrines, but as for the doctrines of others, they 
deprecate them, revile them, show contempt for 
them, & disparage them. They leave us absolutely 
uncertain & in doubt: Which of these venerable 
priests & contemplatives are speaking the truth, and 
which ones are lying?" 

        他们在一旁坐著时，克萨普达的卡拉码人
对薄伽梵说: “世尊，有一些僧侣行者来到克萨

普达。他们阐述、颂扬自己的教义，但是对于
他人的教义，则贬低、辱骂、鄙视、毁谤。接
著，又有其他僧侣行者来到克萨普达。他们阐

述、颂扬自己的教义，但是对于他人的教义，
则贬低、辱骂、鄙视、毁谤。他们根本让我们

疑惑不定: 这些尊敬的僧侣行者们，哪些讲真
话，那些在欺骗？ 

"Of course you are uncertain, Kalamas. Of course 
you are in doubt. When there are reasons for doubt, 
uncertainty is born. So in this case,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un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worthy; these 
qualities ar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 then you should abandon them. 

        “卡拉玛人，你们当然不确定。你们当然
有疑惑。当有某些原因使你们疑惑、不确定，
就象这个情形时，卡拉玛人，不要只听从报

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
同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老
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缺
乏技巧的；这些素质是该受责备的；这些素质

受智者的批评；这些素质采纳施行起来，趋向
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当弃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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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greed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greedy person, overcome by greed, his 
mind possessed by greed,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Yes, lord."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起贪欲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害。” 
 
        “这个贪人，为贪意左右，心受贪意控制: 
他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说谎并诱

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伤害与苦
痛。” 
 
        “正是，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aver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aversive person, overcome by aversion, his 
mind possessed by aversion,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Yes, lord."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析起嗔怒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世尊，是有害。” 
 
        “这个嗔人，为嗔意左右，心受嗔意控制: 
他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说谎并诱

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伤害与苦
痛。” 
 
        “正是，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delu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harm, lord." 

"And this deluded person, overcome by delusion, his 
mind possessed by delusion, kills living beings,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goes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s lies, and induces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harm & suffering." 

"Yes, lord."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起痴迷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害。” 
 
        “这个痴人，为痴意左右，心受痴意控制: 
他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说谎并诱

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伤害与苦
痛。” 
 
        “正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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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Are these qualities 
skillful or unskillful?" 

"Unskillful, lord." 

"Blameworthy or blameless?" 

"Blameworthy, lord." 

"Criticized by the wise or praised by the wis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lord."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do they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or not?"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they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That is how it appears to us." 

        “那么，卡拉玛人：这些素质是善巧还是
缺乏善巧？” 
 
        “世尊，它们缺乏善巧。” 
 
        “是该受责备，还是无可责备？” 
 
        “世尊，它们该受责备。” 
 
        “是受智者批评还是赞扬？” 
 
        “世尊，它们受智者的批评。” 
 
        “采纳起来，是否趋向伤害与苦痛？” 
 
        “世尊，它们采纳起来，趋向伤害与苦
痛。”

"So, as I said,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un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worthy; these 
qualities are criticiz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harm & to 
suffering" -- then you should abandon them.' Thus 
was it said. And in reference to this was it said. 

        “因此，卡拉玛人，我说过，‘不要只听从
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
老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
缺乏技巧的；这些素质是该受责备的；这些素
质受智者的批评；这些素质采纳施行起来，趋

向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当弃绝它们。’是
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Now,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less; these qualities are prais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 then you should 
enter & remain in them. 

        “再者，卡拉玛人，不要只听从报道、传

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感、
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老师’的想
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善巧的；
这些素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赞

扬；这些素质采纳奉行时，趋向安宁与幸
福”——那时你应当进入、安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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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greed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greedy person, not overcome by greed,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greed,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Yes, lord."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起离贪之意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益。” 
 
        “这个离贪之人，不为贪意左右，心不受
贪意控制: 他戒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
妻、说谎并诱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
安宁与幸福。” 
 
        “正是，世尊。”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aver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aversive person, not overcome by 
aversion,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aversion,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Yes, lord."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起离嗔之意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益。” 
 
        “这个离嗔之人，不为嗔意左右，心不受
嗔意控制: 他戒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
妻、说谎并诱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
安宁与幸福。” 
 
        “正是，世尊。”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When lack of 
delusion arises in a person, does it arise for welfare 
or for harm?" 

"For welfare, lord." 

"And this undeluded person, not overcome by 
delusion, his mind not possessed by delusion, doesn't 
kill living beings, take what is not given, go after 
another person's wife, tell lies, or induce others to do 
likewise, all of which is for long-term welfare & 
happiness."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
起离痴之意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益 。” 
 
        “那么，这个离痴之人，不为痴意左右，
心不受痴意控制: 他戒杀生、不予而取、追逐
他人之妻、说谎并诱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
长远的安宁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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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lord." 
        “正是，世尊。”

"So what do you think, Kalamas: Are these qualities 
skillful or unskillful?" 

"Skillful, lord." 

"Blameworthy or blameless?" 

"Blameless, lord." 

"Criticized by the wise or praised by the wise?" 

"Praised by the wise, lord."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do they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or not?"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they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That is how it appears to us." 

 

        “那么，卡拉玛人：这些素质是善巧还是
缺乏善巧？” 
 
        “世尊，它们是善巧的” 
 
        “是该受责备，还是无可责备？” 
 
        “世尊，它们无可责备。” 
 
        “是受智者批评还是赞扬？” 
 
        “世尊，它们受智者赞扬。” 
 
        “采纳起来，是否趋向安宁与幸福？” 
 
        “世尊，它们采纳起来，趋向安宁与幸
福。”

"So, as I said,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less; these qualities 
are prais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 then 
you should enter & remain in them.' Thus was it said. 
And in reference to this was it said. 

 

        “因此，卡拉玛人，我说过，‘不要只听从
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
老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
善巧的；这些素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
智者的赞扬；这些素质采纳奉行起来，趋向安
宁与幸福”——那时你应当进入、安住其中。’ 
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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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Kalama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thus devoid of greed, devoid of ill will, 
undeluded, alert, & resolute --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the east]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good will.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good will: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compassion.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compassion: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appreciation.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appreciation: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He keeps pervading the first direction -- as well as 
the second direction, the third, & the fourth --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equanimity. Thus he keeps 
pervading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everywhere & 
in every respect the all-encompassing cosmos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equanimity: abundant, 
expansive, immeasurable,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卡拉玛人，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离
贪、离嗔、离痴、警觉、坚定——以满怀善意
(慈)的觉知，连续朝第一个方向[东方]、又朝
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传送。 如此，他以
满怀善意的觉知，连续朝上、朝下、周遭，朝
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方传送: 充沛、宽

广、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他以满怀同情(悲)的觉知，连续朝第一
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传

送。 如此，他以满怀同情的觉知，连续朝
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
方传送: 充沛、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

意。 
 
        “他以满怀随喜(喜)的觉知，连续朝第一
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传

送。 如此，他以满怀随喜的觉知，连续朝
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
方传送: 充沛、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

意。 
 
        “他以满怀平等(舍)的觉知，连续朝第一
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传

送。 如此，他以满怀平等的觉知，继续朝
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
方传送: 丰富、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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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Kalama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now: 

"'If there is a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the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this is the basis 
by which,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I will reappear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there is no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no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here in 
the present life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free from trouble.' 
This is the second assurance he acquires. 

"'If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still I have willed no 
evil for anyone. Having done no evil action, from 
where will suffering touch me?' This is the third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no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then I can 
assume myself pure in both respects.' This is the 
fourth assurance he acquire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these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
&-now." 

        “卡拉玛人，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心
无敌意、心无恶意、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
得四个保障。 
 
        “‘如果死后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恶行有果
报，以此为据，死后随色身分解，我将重生于
善处、天界。’这是他所得的第一个保障。 
 
        “‘但是，如果死后非另有世界，如果善行
恶行无果报，那么此生此地，我远离敌意、远

离恶意、远离困顿，自在地照顾自己。’这是
他所得的第二个保障。 
 
        “‘如果行为造作恶业，我却不曾对任何人
起过恶意。既不造恶业，苦又从何触及我?’这
是他所得的第三个保障。  
 
        “‘但是，如果行为不造恶业，那么我可以
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是清净的。’ 这是他所得
的第四个保障。 
 
        “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心无敌意、心
无恶意、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得这四个保
障。” 

"So it is, Blessed One. So it is, O One Well-gone.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
now: 

"'If there is a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the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this is the basis 
by which, with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I will reappear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assurance he acquires. 

        “是这样，世尊。是这样啊，善逝者。一
位圣者的弟子——如此心无敌意、心无恶意、
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得四个保障。 
 
        “‘如果死后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恶行有果
报，以此为据，死后随色身分解，我会重生于
善处、天界。’这是他所得的第一个保障。 
 
        “‘但是，如果死后非另有世界，如果善行
恶行无果报，那么此生此地，我远离敌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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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f there is no world after death, if there is no 
fruit of actions rightly & wrongly done, then here in 
the present life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free from trouble.' 
This is the second assurance he acquires. 

"'If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still I have willed no 
evil for anyone. Having done no evil action, from 
where will suffering touch me?' This is the third 
assurance he acquires. 

"'But if no evil is done through acting, then I can 
assume myself pure in both ways.' This is the fourth 
assurance he acquires. 

"One who is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 his mind 
thus free from hostility, free from ill will, undefiled, 
& pure -- acquires these four assurances in the here-
&-now. 

离恶意、远离困顿，自在地照顾自己。’这是
他所得的第二个保障。 
 
        “‘如果行为造作恶业，我却不曾对任何人
起过恶意。既不造恶业，苦又从何触及我?’这
是他所得的第三个保障。  
 
        “‘但是，如果行为不造恶业，那么我可以
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是清净的。’ 这是他所得
的第四个保障。 
 
        “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心无敌意、心
无恶意、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得这四个保
障。” 

"Magnificent, lord! Magnificent! Just as if he were to 
place upright what was overturned, to reveal what 
was hidden, to show the way to one who was lost, or 
to carry a lamp into the dark so that those with eyes 
could see forms, in the same way has the Blessed 
One -- through many lines of reasoning -- made the 
Dhamma clear. We go to the Blessed One for refuge, 
to the Dhamma, and to the Sangha of monks. May 
the Blessed One remember us as lay followers who 
have gone to him for refuge,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life." 

        “胜哉！世尊，胜哉！世尊正好比将颠倒
之物置正、把隐秘之事揭开、为迷途者指路、
在黑夜里举灯、使有目者见形，同样地，世尊
藉多方推理，阐明了法。我们归依世尊、归依
法、归依僧。愿世尊记得我们这些从今天起一
生归依于他的居家弟子们。” 

 
尊者与学者谈人们对卡拉玛经的误解: 
 
坦尼沙罗尊者(摘自本经英译者注): 
        “尽管这部经文常被引用，作为佛陀许可人们跟着自己对错感走的空白通行证，文中所讲实

际要严格得多。对于傳统，不能只因为是傳统就奉行。对于报道，不能只因为来源似乎可靠(例
如历史记载或者新闻)就听信。对于个人偏好，不能只因为它看上去符合逻辑或反映个人感情，
就遵循。反之，任何见解与信仰，必须受实证检验; 而且——为了防止那些检验结果带着个人偏
见与理解限制——必须进一步对照智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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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尊者:(摘自讲经录音以及《读卡拉玛经》一文) 
        “在卡拉玛经中，佛陀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判断某个灵性教导是有益还是有害的标准。运用这

些判断标准，我们采纳或放弃某种灵性教导，使我们的生活对己对人有益。不过，卡拉玛经在佛
教圈子里，在佛教宣传家当中十分流行，经常给理解成，你可以同时既是一位佛教徒，又想信什
么就信什么，因为这部经告诉你，不应依靠任何外在权威。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你依靠佛陀
呢，依靠你自己行了。 ”  
…… 
        “根据单独一个段落，断章取义地引用，佛陀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务实的经验主义者，他排斥
一切信仰，他的法不过是一个自由思考者的工具箱，让每个人用来随心所欲地接受、排斥任何事
物。”  
        “[卡拉玛经中]佛陀首先肯定卡拉玛人有疑问是合理的，这个肯定是在鼓励自由探索; 接著，
他建议卡拉玛人放弃自己确知为不良的教导，接受自己确知为善巧的教导。这个建议，如果给道
德感低下者，是很危险的。我们因此可以假设，佛陀把卡拉玛人看成具有良好道德感的群体。不
过，他还是没有让他们自己单独去摸索，而是藉著提问，使他们理解，趋向伤害与痛苦的贪、
瞋、痴，应当放弃，对众生的善意，应当培养。”  
…… 
        “那么，卡拉玛经是不是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表明佛陀弟子可以不需要任何信仰与教义，
他应该以个人经验为标准，来判断佛陀教导，如果不一致就可以排斥呢? 佛陀的确没有要求卡拉
玛人相信他而接受他的教导，但是让我们注意到重要一点: 在经文开始时，卡拉玛人并不是佛陀
的弟子。他们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咨询专家，希望能帮助自己解答某个疑问，而没有把他当成如
来，要求他指出灵性进步与解脱之路。”  
…… 
        “应当公正地指出，佛陀教导当中，那些属于我们常规经验范畴内的，是可以亲身证实的，
而这样的证实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去信赖那些必然超越常规经验的教导。佛陀的教导中，信仰
本身从来不是目的，也不足以保证解脱，而是作为起点，开始一个内在转化过程，最终达到亲身
的洞见。但是为了这个洞见真正有解脱之力，它必须在我们对自己在世处境与解脱的寻求之地，
有著准确理解这个背景下进行。佛陀对人类的处境已获得深刻的理解并把这些真理传授给了我
们。藉著仔细思索之后接受它们，就等于走上了一条道路，最终将化信仰为智慧、 化信心为确
定，从苦中解脱。” 
 

理查德-贡布里奇:(牛津大学巴利学与梵文学教授，摘自《上座部佛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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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对照-卡拉玛经

        “有一段经文在现代西方极其流行，因为它似乎带有个人主义讯息，这便是《卡拉玛经》。
在这部经中佛陀教导说，每个人应当自己判断宗教教义; 对一种教说不应轻信，而必须亲身验

证。这确是一段极其重要的谈话。不过细读之下可见，佛陀至少是极具自信，人们听从这段忠
告，将会接受他的教导。他的忠告是一位背离常规权威的创新者之言，但这并不意味著他本人对

真理的了解有任何缺陷或仅在主观上有效。用史蒂芬-科林斯的说法，佛陀之意非是‘创造你自己
的真理’(Make your own truth)，而是‘使真理成为你自己的’(Make the Truth your own)。”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信仰与觉醒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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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罗尊者-信仰与觉醒

[首页] >> [林居传统]

信仰与觉醒 
 

[作者]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Faith in Awakening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权所有 © 2006 坦尼沙罗比
丘 。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
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
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6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
登载本版权声明。 

        佛陀从未强求任何人报以无条件的信仰。对于生长背景中的主流宗教确作此强求的人来说，
这是佛教最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对这一点特别有好感的，是那些反感于宗教组织的信条，支持
科学实证观点，认为除非有可检验的物质证据、余皆不值一信的人士。在这种倾向之下，佛陀对

卡拉玛人的著名告诫常被解读为，鼓励我们随順个人的喜好信或拒信。 
 

不要仅听从报告、傳闻、傳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感、可能

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导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

质是善巧的；这些素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赞扬；这些素质

采纳施行起来，趋向安宁与幸福’——那时你应当进入、安住其中。 (增
支部 III.65) 

 
        不少现代作者援引这段经文，甚至于说，信仰在佛教傳统中毫无地位，正确的佛家态度乃是
置疑一切。不过，佛陀尽管在信仰问题上提倡宽容与健康的存疑，他也提到一个有条件的必要
性: 如果你诚心想灭苦——那是条件——你应当对某些事付出信赖，将其作为工作假设，接下来
沿着他的修持之道加以验证。对卡拉玛人的忠告，实际上正包含着这个关键的提示，即你必须参
考智者的评估。 
        这个提示使佛陀的忠告具备了平衡性: 正如你不应毫无保留地信赖外在权威，你也不应毫无
保留地信赖自己的逻辑与感觉，如果它们与实践及他人的真正智慧相左。早期经文中另有一段也
清楚表明，我们可以对照佛陀及其觉悟弟子所树立的言行典范，藉此识别智者。对符合标准者，
正确的态度乃是信赖: 
 

作为一位对导师的教说有信心、深解、奉行的弟子，如法的是:‘世尊为

师，我为弟子; 是世尊有知见，而不是我。’ (中部70)
 
        佛陀曾反复提到，正是对一位导师的信心促使你向那位导师求教。坚信世尊的正自觉醒，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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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罗尊者-信仰与觉醒

是任何人追求觉醒所必要的五力之一。由于这个信力支撑着精进、正念、正定与明辨，它引导你
一路趋向涅磐[the Deathless]。
        如此，佛陀有关信仰与实证的告诫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我所认识的亚洲佛教徒当中鲜少有人
对此感到不妥，然而西方佛教徒们——在他们生长的文化环境里，宗教信仰与科学实证长期处于
纷争状态——却甚为不安。与我讨论时，他们常常沿用自身文化之中基督教与科学实证观的冲突
在历史上的调和方式，试作一番化解。有三种广义观点引人注目，因其既如此普遍，又如此具西
方特色。这些观点对佛陀关于信仰与实证的立场詮解，其方式有意无意，皆可在宗教与科学这场

现代西方纷争之中找到相应的阵营。 
        第一种詮解源自于西方文化中彻底排斥信仰之正当性的分流。据此观点，佛陀是一位体现着
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无畏的不可知论者，他摆脱了信仰的幼稚慰籍，主张以纯科学的方式训练与
增强个人心智。由于他的法门完全关注于当下，过去与未来的命题与其讯息彻底无关。因此，任
何涉及信仰的教义，譬如旧业、来世重生、独立于即刻感官输入的非缘起之乐，皆系后人对经文
的附赘; 无信仰的佛教主义者当效仿佛陀，勉力将其剔除。 
        第二种詮解源自于西方文化中既排斥基督教教条或任何宗教组织的权威性、同时又承认信仰
于心灵健康之必要性的分流。这个观点把佛陀描绘成一位浪漫主义年代的英雄人物，他理解信仰
在确立一种内在完整感或外在相通感过程之中的主观重要性，不论其信仰对象为何。换句话说，
只要对某个信仰感受深切并且个人受益，该信仰指向何处，是无关紧要的。照这个观点，信仰佛
陀的觉醒仅意味着，相信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智识，其内容是否同样适合于你，并无相关意义。
如果你觉得业力与轮回的教导给自己带来慰籍，那么尽管去信。否则，不信也罢。重要的是情感
上，你从个人信仰里获得复健、滋养与力量。 
        第三种詮解包容了以上两种观点，不过，一改佛陀的英雄形象，视其为受历史背景局限之
士。他与我们多有类似，在当时的世界观背景之下，探索有意义的人生。他对业力与轮回的见

解，不过是取材于古印度原始科学的若干设想; 他的修持之道，则是在该设想之下妥善充实度过

一生的尝试。假使活在今天，他也会以类似于西方人詮解单神宗教信仰的方式，试将其个人的价
值观契合于现代科学的新发现。 
        这个立场包含的前提是，科学关乎事实，宗教关乎价值。科学提供确凿数据，宗教对之提供
意涵。因此，每一个佛教徒当行佛陀之所行: 接受科学为我辈业已证明的铁板事实，继之在佛教
傳统——及举凡相宜的另类傳统里——搜求奥义与价值，为该事实赋解添注，在此过程之中锻造
出一个现代的新佛教。 
        这三种观点的每一种，从西方视角来看或许理所当然，然而无一公正地体现我们所了解的佛
陀以及他有关信仰与实证的教导。在强调佛陀不欲强加于人的态度上，三者固然正确，然而，由
于这些观点把一己的假设强加于佛陀的教导与行为，便误读了那种不情愿的涵义。佛陀绝非一位
不可知论者，他断言某些观念值得信、其余不值得信，足有其理由; 他的业力、轮回与涅磐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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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主流世界观背道而驰。他既非维多利亚式或浪漫主义式的主人公，也非受历史背景局限
之辈，而是一位在诸多成就之中兼以鲜明的方式把握了信仰与实证问题的大德。不过，要理解这

个方式，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文化战场上退下，在一个更基本的场景之下，仅从个人心智的运作
角度审视信仰与实证。 
        尽管我们宁愿相信自己在决策时凿凿有据，实际上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同时有赖于信仰
与实证。即便在经验依据性最强的决策中，我们的视野仍受时间坐标的限制。正如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曾经评论说，我们朝前生活，朝后理解。任何一位头脑精明的企业家会告诉你，无论

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何等充分，未来必须仰仗信念。何况我们时常被动决策，并无时间与机会搜集
充足的资讯作出有把握的选择。其它情形下，我们讯息过量，有如医者面对病人化验单上释义冲
突的数据，必须作出信念的一跃，决定哪些数据需要重视、哪些可以暂略。 
        然而，信仰在我们的诸多决策之中另有一番更深刻的作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评

论说，生活中的真相有两类: 一类的有效性与我们的行动无关，另一类的真实性有赖于我们的作
为。第一类真相——即观察家的真相[truths of the observer]——包括的是物质世界的行为事实: 原子
如何组成分子，星球如何爆炸。第二类真相——即意志的真相[truths of the will]——包括了技能、
交往、商业投资、任何需要你付出努力才能成真的事件。对观察家的真相来说，在合理证据出现

之前持存疑态度为佳。不过对意志的真相来说，没有你注入信念，且常是面临无望前景之下的信
念，该事件难以成真。例如，你若不坚信做一名钢琴家值得，自己具备了优秀琴手的素质，此事
不会发生。意志的真相与我们对幸福真谛的追求最具相关性。不少真实的励志故事里，主人公正
是那些逆着堆积如山的经验证据而行——种族歧视、贫困、残障——为自己创造这类真相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真相的实现需要信仰主动贬值就近的事实。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决策心理，便会进入一个科学实验不可证知的领域: 我们确实在行动，
抑或行为仅是幻觉? 我们的行为由物理法则或由外在智能先验地确定，还是我们拥有自由意志? 
因果关系确实存在，或仅属虚构? 即便最精密的科学实验也永无可能解答上述问题之任一，不过

我们一旦意识到了，只要在意、语、行中投入精力，就得有个态度。 
        佛陀有关实证与信念的教导，正集中于这些领域。尽管第一圣谛要求我们观察苦、及至了解
苦，我们必须相信他的断言，即观察苦的真相是我们一生中时时刻刻最重要的决策指南。由于第
三圣谛——苦的止息——属于意志的真相，我们必须相信这是一个值得的目标，可及的目标。由
于第四圣谛——苦的止息之道——为行动[业]与技能的长养之道，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行动具有
真实性、相信我们有自由意志、相信心的运作存在一种因果模式，掌握该门技能之后可以证知。
如佛陀所说，这条道引向对四圣谛的直接体验，不过你只有带着信念修持，才能够亲证自知。换

句话说，“信仰”在佛教内涵里，意味着相信你的行动[业]能够趋向灭苦的直接体证。 
        佛陀把这些教导傳给了前来寻求幸福真谛的人们。因此他无须任何胁迫: 他的教导假定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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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身于探索。当我们理解了他对于人们探索的目的与对象的看法，便能够理解他的忠告，如何
运用信仰与实证使之有成。最有效的理解方式，乃是审视佛陀为阐明正确的探索方式所作的五个
比喻。 
        第一个比喻描述的探索形式至为生硬与发散。 
 

两个壮汉抓着另一人的手臂，把他拖到一堆炭火上。佛陀说: “此人会不

会这样那样地扭曲身体?” 
 
        身体的扭曲代表对苦的反应。我们既不关心自己的苦是否有先决性，也不关心自己的做法是
否有成功的指望，只作一番脱逃的竭力挣扎。此属本能反应。 
        佛陀教导说，这种反应有两重意义: 其一为困惑不解——“为什么我遭此苦?” ——其二为探索
苦的止息。他言及自己所傳的一切仅关乎苦与苦的止息，正是对这双重反应作答，即在苦与苦的
终结问题上为我们解惑，同时指明灭苦之道，成就我们的探索。佛陀并不支持以下说法: 苦来自
抵制苦时的挣扎; 正是对灭苦的求索妨碍我们看见早已存在的宁静。按照上述比喻，仅只放松下
来全盘接受当下，意味着放松地进入活活焚烧的未来。 
        第二个比喻: 
 

一个寻找果子的人爬到树上，吃够了，又在衣里塞满果子带回。他在那里

时，另一个寻找果子的人走了过来。第二个人爬不了树，却有一把斧，于

是他把树砍倒。如果第一个人不急速离树，他可能摔落，断臂、断腿、甚

至死亡。 
 
        这个比喻说明在错误的地带即感官欲乐中寻求幸福真谛的危险。如果幸福仰仗于他人可以夺

走的事物，你便把自己置于险境。如佛陀所言，我们希望在感官欲乐中寻求幸福，非因它们曾令
我们有过真正的满足，而因我们想象不出逃离苦痛的别策。如果让自己相信另一种选择的存在，
我们或许更愿意质疑自己对渴求与执取的强烈信仰。我们或许更愿意去寻找那个另类选择并且试

行一番。如以下第三个比喻指出，求索有方则必有所得。 
 

有一个取牛奶者试以扭动牛角得到牛奶。另一个取牛奶者试以挤动牛乳得

到牛奶。 
 
        这个比喻意在回应人对苦的解脱无可作为这个观点。佛陀说，如同那位挤动牛乳的人，我们

只要循照正确的方法，即能够获得解脱。 
        正确的方法起始于正确的理解，信仰佛陀的觉醒正在此处显其深意。佛陀有一次说过，他不
曾把觉醒的一切告诉我们。他傳给我们的，譬如掌中之叶; 他所了解的，譬如林中之叶。尽管如
此，这一掌之叶涵摄了助人觉醒的全部课程; 正确的理解起始于学习那些特定的课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Faith.htm (4 of 8) [12/31/2010 10:44:46 PM]



坦尼沙罗尊者-信仰与觉醒

        最重要的一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信念，正是觉醒事件本身。佛陀经由自身努力成就了觉

醒，非因他是超人，而因他长养了人人皆有潜力培养的那些精神素质。因此，信仰他的觉醒，意
味着对你自己的觉醒潜力有信心。 
        不过，他在觉醒时了解的具体智识也同等重要。并非他仅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东西，至于什
么适合你可以完全是两玛事。无论怎样扭动牛角，它不会流出牛奶。佛陀的洞见穿透了事物的规

律以及运作的意义，这些洞见适用于古今前后的每一个人。 
        佛陀以最精简的形式总结他的觉醒经验时，专讲了缘起法则，它解释了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因
果怎样塑造事件、然而事物又不完全由过去先验地决定。 
        这个原则实为双重，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交织着两类因果。第一类是，某一种努力导致即刻果
报: 有此，即有彼; 无此，即无彼。例如，打开立体音响，便有声音; 关闭它，声音终止。第二类
因果关系是，某一种因随着时间推移而显现其果报: 此的升起导致彼的升起; 此的止息导致彼的止
息。如果你现在学习，会长期地拥有知识。如果你的大脑受伤，其负面影响也将长期显现。 
        应用于业或者说有动机的行为时，这个双重原则的意义如下: 任何时刻的经验由三部分组成: 
(1)来自过去动机[旧业]的乐痛果报，(2)当下的动机[现业]，(3)当下动机即时呈现的乐痛果报。因
此当下并非完全由过去塑造。实际上，你的当下乐痛经历的最重要的塑造因素，在于你怎样以当
下的动机，对过往动机提供的原材料进行造作。而你当下的动机完全可以是自由的。 
        因果之中何以有自由意志便在于此。同时，业果规律使我们得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规律
之中的这等自由，开启了心智修炼之门，藉由亲证，趋向灭苦。我们修习布施、戒德、禪定，是
为了学习个人动机的力量，特别是为了能够看见在动机极其善巧以至于当下动机止息之时的情
形。只有当它们止息时，你才会亲见其力量何等强大。再者，止息之处正是不死与无轮回[不生不
灭]——即苦的止息——之处。从那里，你可以回到动机，但从此不再是它们的俘虏与奴隶。 
        在阐述有关业力与苦的教导时，佛陀以经验证据作为支持——比如他曾提到，对他人悲苦的
反应，怎样有赖于对此人的爱执——然而佛陀从不试图给出全套的经验证明。实际上，他曾经多
次笑谈同时代某些大雄教徒，他们声称杀人、偷盗、行不当性事者会在即时即刻遭受业报，试图

借此证明他们那套更有决定论倾向的业力说。佛陀问:“你可曾见过一个人，因为杀死君王之敌、
盗取君王之敌的财产、以巧妙的谎言娱乐君王，而得君王的奖赏?”尽管业力的基本原理相当简单

——善巧的动机趋向喜乐、不善巧的动机趋向苦痛——业力依照因果双重原理展现的过程却有如
曼德布罗特分形图[Mandelbrot set]一般复杂之极，试图从经验角度确定整个过程，会令你陷入混
乱。 
        因此，佛陀回避了业力教导的经验证明，提供的是一个务实证明: 如果你相信他有关因果、
业力、轮回、四圣谛的教导，你会怎样行动? 你会怎样生活? 你是否倾向于更有责任心与同情心? 
反过来，如果你相信任何其它选择——譬如苦乐由客观命运或神明主宰之说、或者万物随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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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生之论——该类信仰在逻辑上会引导你怎样行动? 循其道而行之，是否有可能让你以自力止
息苦痛? 是否承认个人修持的意义? 反过来，如果你对于人类行为的效力拒绝采纳一个自恰的观

点，你有无可能踏上一条艰苦的修持之路，一直走到底? 
        佛陀用的是这类推理思路，激励人们对他的觉醒升起信心、也对我们自己对幸福真谛的求索
升起信心。 
        第四个比喻强调的是不接受任何次于真法之教义的重要性。 
 

有一个寻找心材的人走入林中，来到一株有心材的树前，但他不取心材，

却取了边材、叉枝、树皮而归。 
 
        涅磐乃圣道之心材，相信其可能性，方令你不受边材、树皮之乐的羁绊，这里的边材与树

皮，是指来自布施、持戒的满足感，以及深度禪定的宁静、相通与合一感。然而，涅磐却与我们

经历的任何事毫无关联。它就在那里，却为我们对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欲望所屏蔽。为了触及
它，我们必须放弃对动态的习惯性执取。相信此事可能且为至乐，需要大幅度的一跃。 
        佛陀在世时愿作此一跃者甚众，然而也有不少不情愿者，宁可满足于枝叉与边材，只想学会
怎样合家幸福地安度此生、来世投生天界。他们说，涅磐可以等一等。面对涅磐教说如此诚实而
温和的抵制，佛陀是乐于满足其要求的。 
        然而，有些婆罗门与天神，沾沾自得于轮回世界的无限合一与悲心体验，以为他们的边材胜

于佛陀教导的涅磐心材，对这类更为强烈的抵制，他便不那么容忍了。对于那类情形，佛陀举其
所能，以神通与智慧挫败他们的骄傲，因为他知道，那类观点彻底关闭了觉醒之门。如果你把边

材当作心材，便不会另求上善。当边材破坏时，你会认定心木是一个谎言。但是，如果你意识到
自己用的是树皮与边材，便开启了可能性，有一天会回过头来试一试心材。 
        当然，更好的做法是，你把佛陀的涅磐教导作为此生的直接挑战，好似他在说:“给你这个机
会。你能证明我错了么?”  
        第五个比喻: 
 

一位有经验的捕象者在找大公象，他在森林里发现一个硕大的象足印。但

他并不急于肯定此为大公象足印。为什么? 因为有大足的矮雌象; 这可能

是它们的足迹。他跟踪而行，看见高树上有擦痕与象牙凿痕，但仍不急于

肯定此为大公象的痕迹。为什么? 因为有牙长体高的雌象; 这可能是它们

的痕迹。他继续跟踪，终于在树下或空地里见到一头大公象。那时他才确

定， 自己已找到了大公象。 
 
        在讲解这个比喻时佛陀指出，修持的一切先行步骤——出家后隐居修行; 恪守戒律; 约束感
官、长养知足感与深度定力; 修得宿世智与生死智——只是觉醒的足印与痕迹。只有当你沿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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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路初尝觉醒滋味时，才会真正了解，你对他的觉醒所信不虚。接触到苦灭的维度时，你意识

到，佛陀对它的教导不仅真实、而且有用: 他知而所言，且能够为你指点彼境。 
        这个比喻把健康的信念与诚实的存疑相结合，其方式值得注意。以此信念为指南的行持，是
在验证该信念，如同检验某个工作假设。你需要有信念方能坚持求索，不过你还需要有诚实才能
够识得信仰终结、知见升起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涵义里的信仰与实证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于
单神宗教——其信仰核心在于仰仗外力，存疑意味着排斥该力——对于佛陀觉醒的信念，始终指
回你个人行动[业]的力量: 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自己的动机令其无害? 无害的动机是否给予
你完全放下动机的自由? 你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对个人的动机有严谨慎密的诚实，去
探测哪怕最细微的伤害、甚至于探测动机本身最细微的动态。只有那时你才能确知涅磐，它彻底
不受动机的影响。不过，如果你对不了解的事物声称了解，在探测这些现象时如何信赖自己? 你
必须使自己的诚实对得起你试以证实的精细真谛。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永不能够对觉醒真谛作有效评判之故，因为那条道关乎之事，乃是外在实

验者不可触及的。尽管他人也许同情你的苦，这个苦本身的体验你却不能与任何人共享。你的动

机的诚实与善巧，是你内心的对话，也纯粹是你个人的心事。科学家可以检测代表痛苦与意念活
动的神经数据，然而没有任何外在的指标能够衡量该痛苦的觉受如何、以及你的动机对话的诚实

程度。至于涅磐，它半点物质对应也无。因此，经验测量至多达到的仅是地面的足迹与树上的凿

痕。 
        为了抓获大公象，你必须以佛陀的弟子舍利弗为榜样。他一路跟踪，不急于作不诚实的结

论，直到他看见了内心的大象。接着，佛陀问他:“你相信这五力——信力、精进力、念力、定
力、明辨力——趋向涅磐么?”舍利弗可以诚实地回答:“不，我不信。我确知 。” 
        正如在另一部经中舍利弗说，他的证道是经验性的，然而它如此内向，所接触的维度不仅外
在官感、就连感知心智功能的意识，亦不能触及。如想证实他的知见，你必须在能够达到该维度
的唯一地点——你的内心——接触它。这是佛陀的法门有别于现代经验主义的两点之一。 
        另一点与求证者的诚实度有关。 
        信仰佛陀的觉醒，其功能类似于科学实验里的一个工作假设，不过较之科学，验证这个假设

所要求的诚实度更深刻、更非同一般。你必须将你自己——你所感知的一切形式的自我意识——
投入这个实验。只有当你拆除对内在外在自我感的一切执取，方能证明掩盖着涅磐的正是执取的
动态。佛陀从未强求任何人对此项实验作出承诺，既因为你不能胁迫人们对自己诚实，也因为他
理解，那堆燃烧的炭火本身已足具胁迫之力。 
[译者注:  原文标题有双重含义，一为信仰在觉悟道上的作用，一为对觉醒的信念，中译难以简明完整地
表达，故改为信仰与觉悟，取两者关系促人深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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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人问: 如何知道自己的禅定正在进步? 答案之一是: 当心滑脱它的业处[目标]时，你能把
它越来越快地带回来。注意，答案并非是心毫不滑脱，而是: 心滑脱[的情形]当然会发生，这在修
练过程中是正常的，关键是你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警觉性在提高，脱离气之后，纠正该状况的速度
在加快。 
        因此，习禅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学会如何跌倒。 据说合气道传授的第一事，就是如何做到
跌倒时不自伤。目的是使你越来越不怕跌倒，当然也使你的受伤程度越来越小，同时也更不易跌
倒，更愿意利 用机会。 
        因此，禅定时的窍门是，学会只用一个简单的观察句，以最少的非难、最少的自责，把心带

回来: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思考下周的计划、昨晚的惨败，等等。我来这里是为了专注气。” 放下
其它主题，直接回来。学会心不打结地做这件事。 
        在现代教育系统里，我们很快就被分流引导，投入个人具有天赋的那些活动。结果是，对难

学之技，我们没有掌握如何学好的本领。因此，当我们努力去学一门不易上手的技能时，最容易
的做法大概就是滑跌，之后随著那股冲力扑通著地。那叫做不会跌倒。[应付]跌倒的窍门是，注
意到某种程度的冲力，但你不必服从它。 
        这一点你在发誓[发愿]在某段时间内放弃某件事物时，就会注意到。去年夏天，本寺流行傍
晚放弃巧克力[1]。不过后来诱惑出现了: “吃一点巧克力有什么关系?” 吃巧克力这件事，本身确实

没有错，因此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决定放下誓言，去拿巧克力。当然问题在于，发誓的重点不 
在巧克力，而在训练自己无论如何坚持你的那个誓言。常常我们假定，一旦作出了放弃誓言的决
定，就不可回头了; 你无可奈何，只能随那股冲力走下去。不过，撤回[背誓的]决定却是有可能的
——就在接下来的一个、两个、三个瞬间。这叫做学会跌倒。换句话说，你不服从把自己引偏的
那股冲力。你意识到，你始终拥有改变主意、立即回来的自由。 
        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离开气时，不可一径服从滑离出去的那股冲力。你要逮住自己，想: “我可
以转回来的，” 那样，你会惊讶于自己的回转速度可以有多快。不过，心也许会找出些其它理由
来: “啊呀，不行，现在不能转回去了。你已经承诺了。”  怪哉! 你突然对干扰者作了承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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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对你作什么承诺——却不觉得自己已经对禅定作了承诺。这就是心对自己耍的种种花招之
一。重要的是看穿那些招数，不予置信，并且自己也备有几招。         
        心有一个部分会说，走轻松的路自然得多，不过那句话引出[行为的]先天性与后天性问题。
你去看一位心理分析师，就会明确得知，你的特定习惯是如何被父母以特定的教养方式、被儿时

特定的经历培养、塑造起来的。那就意味著，那些习惯不一定是先天的。它们是养成的。它们存
在著，它们根深蒂固，但你可以改掉。你可以培养心，使它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在禅定中修
练心，就是在做这件事。我们是在对心作再教育。 
        我们与气住在一起时，不仅是在教心如何住于单一主题，而且是在教它如何更快地回到气
中: 如何在心刚开始放开气，朝其它东西攀缘时，逮住它，轻松地转回 来，再攀到气上。这样，
你学会自律，又不带著“纪律”一词通常令人联想到的严厉感。对自己的心，我们学会一种比较就
事论事的对待方法。 
        你会发现，这样做可以斩断许多废话。结果是，你的杂染得以攀附的钩子就少了。与其对付
像“我的人格”、“我的品性”、“我的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你只连续地专注当下。凡有决定，都
是在完全脱离[那些概念]的情形下作出的，并且，你若看见它是个不良的决定，完全有自由再作
另一个决定。当你把自我形象——它是种种杂染的另一个隐藏地——清除掉时，活动场地就干净

多了，杂染的掩藏地也少多了。 
        我认识的一位住在拉孤那海滩的女士，有一次参加密集禅修，被教导说，要透过把日常生活
看成是绝对与相对的交互作用，将禅修带入日常生活。那些话都是相当大的抽象，简直大得不能
再大了。苦思一周之后，她带著一个极其迂回曲折的问题来参加周日共修:  怎样遵照那些话来经

营她的生活? 我必须承认，那个问题如此迂回曲折，我难以跟上。但其中毛病是很明显的: 抽象概
念越抽象，你的道就越难看清，你越容易被绑束缠结。我们往往以为抽象概念干净、齐整、类似
孟德里安的[抽象几何式]绘画，实际上它们给大量的迂回曲折，留出了余地。它们给实际正在发生
的事，蒙上了重重掩蔽。 
        当你把那些抽象的东西清除之后，就可以让心直接与气呆在这里。它可以决定: 或者与气呆
在一起，或者移开。就那么简单。 
        同样原理也适用于修练的整个过程。一旦你发心持戒，你时时刻刻都在决定自己是否打算坚

守那个誓愿。一旦你发心跟著气，你时时刻刻都在决定自己是否打算坚持那个意向。你在心里对

事情的言说方式，越保持简单、不复杂、实在、不虚浮、直捷了当——不把有关你的过去、你的
自我形象的说词带进来把事情复杂化——你会发现，行道不偏就容易多了。当你跌出去时，把自
己带回来就容易多了，因为你跌到的地带上迂回曲折比较少。因此，不仅在禅定时，而且在修道
的每一侧面，你要尽量使事情保持简单、实在、时刻关注当下。 
        我与阿姜放在一起时，他有时会叫我做一些诸如“今晚通宵坐禅”之类的事。第一次他那么说

时，我的反应是: “天啊，我做不到。昨晚我睡眠不足，今天一整天都在辛苦做事。” 等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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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那样做你会死吗?” “不会。” “那你就能做到。” 
        就那么简单。当然不容易，但简单。当你把事情保持在简单层次时，终究它们会容易起来。
你只要定住在时时刻刻在作的决定上，不去思考 “通宵，通宵，我得这么做一个通宵。” 你只是
想: “这口气，这口气，这口气。” 想办法使自己对每个“下一口气”保持兴趣，你就能坚持到早
晨。 
        把禅定带入生活，就是以这个方式:  使事情保持简单，剥去缠绕。一旦在内心把事情剥去缠

绕，杂染就没有多少隐藏之地了。当你真摔倒在地时，就倒在了容易爬起来的地方。你不必服从
令你倒下的那股冲力，也不必卡在泥沼里。你马上打住，立即恢复平衡。 
        我母亲曾经说过，她被我父亲吸引的最初一件事，发生在她家一次进餐上。我舅舅，就是她
的兄弟，邀了大学同学——我父亲——来家里作客。有一天进餐时，我父亲撞翻了桌上的一杯牛
奶，他在杯子落地前抓住了它。那就是我母亲与他成婚的原因。这事听来有些怪诞——我的存在
归功于我父亲灵敏的神经反射——它显示某些事[如何发生]颇值得思考。而作为禅修者，需要的
就是这种素养:  你若把自己撞翻，能马上使自己起来。如果能在倒地前做到这件事，则更好。不
过，即便趴倒在地，你也不是块玻璃。你没有摔碎。你还可以自己起来。 
        试著把事情保持得那样简单。 
(根据2002年12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中译注: 
[1]巧克力: 据笔者所知,法宗派午后许可的体能来源 可以是: 糖水、蜂蜜等不含颗粒的饮料、黄油、黑巧克
力。

最近訂正 4-1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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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曾经说过，一切现象根植于欲。我们一切的所思、所言、所为——每一种体验——皆来
自欲。甚至我们自身也从欲而来。轮回此生，是因为我等有再生之欲。无论自知与否，诸欲在不
断地重新定义“我们是谁”的意感。欲是吾人于时空因果矩阵的就位方式。唯一不根植于欲者，即
是涅磐，因为它是一切现象的终结，它甚至超越了佛陀所用的“一切”这个词本身的内涵。不过，
把你引向涅磐的那条道却根植于欲——善巧之欲。解脱道挑战著善巧诸欲的极限，看它们能走多
远。 
        善巧之欲——这个概念听来或许怪异，然而，成熟之心面对诸欲，直觉地见其善巧而行之，
识其不善而弃之。 欲求幸福喜乐，乃是人之本能。所有其它诸欲，都是追求该乐的策略。你之所
以欲得一个iPod[微型音乐播放器]、一位性伴侣、或者一种内在的宁静感，是因为你估想它将令你
喜乐。这些次级欲求，因其为策略，故服从一种模式。它们出自一股莫名的匮乏与局限之感; 它
们运用你的辨识力，认知局限之因; 它们利用你的想象力，构思解决之道。 
        尽管服从某种共同模式，诸欲却并非归于一元。它们各自对生命中缺乏什么，提供一种不同
的认知，同时又对谋策当为何样，给出一个不同的构想。三明治之欲的发端，是对体内饥饿的认

知，它荐举的解决方案，是面包片夹起司。登山之欲关注的则是另一类饥饿——对成就、振奋、
自强的饥饿——它唤求的是另一类满足的意想。任何欲求，凡是其谋策趋向真乐，它便是善巧
的，反之则是不善巧的。不过有的欲求貌似善巧，却可能只引生出虚假或瞬逝之乐，不值得为之
付出的努力。故此，智慧发端于一个元欲求:  学会如实识别诸欲的善巧与否。 
        不善巧欲可以藉种种形式造苦。有时其目标是不可实现的: 譬如长生不老。有时其目标需藉
助不良手段达成: 譬如以谎言、欺骗出人头地。或者，欲求之目标达成后，未必真使你久享其
乐。即便攀上珠峰顶端，也可能失望。即便不失望，你亦不能久驻。离去时，除了飘渺褪淡的记

忆外，别无所剩。假若你的攀达藉助了失德或伤害性的行为，那种记忆可以烧毁登峰的一切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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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 
        此外，诸欲间往往逆向牵扯。譬如性欲可以妨碍你的宁静欲。实际上，正是诸欲的相互冲突
向我们警示，欲可以有多少痛。也正是诸欲的相互冲突，教会了每一个欲以申言、劝说、论辩、
恐吓的方式，一路夺权。某个欲求虽其善巧，不等于面对非善巧欲，它能够以善辩制胜，因为一
逞其愿的，往往是最不妥协、最喧嚣、最滑头的那些欲求。这就意味著，智慧也必须学会策略，
增强善巧诸欲的力量，令非善巧欲甘心听从。如此，方能够调度诸欲，齐心协力趋向高等福乐。 
成熟健康之心的运作方式便是如此:  它能够主持一场与其说是理性与欲求之间，莫如说是一场负

责任与不负责任的欲求之间的对话 。 
        不过，即便在成熟之心里，这种对话往往也只能达成一些不称心的折衷:  抓几把感官之欲，
瞥两眼灵性宁静，并无真正满足、完整[的喜乐]。面对折衷，有些人耐性渐失，不闻审慎之欲的
呼声，开始听命于立得快感的急求——去抓取尽可能多的性爱、权力与金钱。不过，当快感的兴
奋耗尽之后，造成的破坏却可能需要几辈子来矫正。另有一些人则尽量在诸欲间接受妥协，不追
求他们视为遥不可及的目标，试图从这种妥协中找到些许宁静。不过这种宁静，也同样有赖于罔
闻内心的呼声，否认一切欲中蕴涵著的真相:  在无穷无尽的逼窄迫狭之中度过一生，是不可忍受
的。 
        这两种人持有一个共同的假定: 不受局限的真乐是不可企及的。他们的想象力如此钝矬，以
至于对此生得到一种不受局限的真乐无从构想。 
        佛陀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他从未降低自己的希望。他想象到一种终极福乐——如此无限制、
无匮乏，以至于再不需要升起其它欲——接下来，他珍视对这样一种福乐的欲求，把它奉为至高
目标。他把其余一切欲，带入了与它的对话之中，经过对种种策略的探索，最终找到了一个证得
那种无限福乐的策略。该策略，就成了他最根本的教导——四圣谛。 
        我们多数人，在审视四圣谛时，并未意识到它们都关乎欲。有人教导说，佛陀只给欲赋予了
一种角色——苦因。既然他说摒弃苦因，似乎他是在否定欲及其建树性同伴——创意、想象、希
望——有任何正面作用。不过，这种认知没有抓住两个要点。第一，四圣谛都是针对欲的分析，
用的是欲本身的言说方式——对不足与局限的认知，对解决方案及策略的想象。第一圣谛教导的
是我们生命中的根本匮乏与局限——即是造苦的执取。第二圣谛指出的是引生执取的几类欲:  感
官欲、有欲、非有欲。第三圣谛扩展我们的想象力，使之包容彻底克服执取的可能性。第四圣谛

即苦的止息之道，揭示的是摒弃苦因、克服执取的策略。 
        往往为人们忽视的第二点是，四圣谛根据善巧与否，给欲赋予了两种角色。不善巧欲，正是
苦因，善巧欲则构成灭苦之道的一部分。善巧欲之能够消弭非善巧欲，不是藉著压制，而是藉著
升起越来越高层次的满足与安宁，使不善巧欲无立足之地。善巧欲的这一策略，在正精进道支中
有著明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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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们，何为正精进[正勤]?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生欲、精勤、奋力、持
心、用心，令未升起的恶劣与非善巧素质不升起……令已升起的恶劣与不善巧素
质弃绝……令未升起的善巧素质升起……令已升起的善巧素质确立、不混淆、增
长、充 实、发展、圆满。此谓正精进。”(长部22)

 
        上述公式表明，以善巧素质替代非善巧素质的关键，在于欲、勤、心。欲提供了正精进的原
始动力与焦点，勤[持恒,不懈,精进]提供了维持的力量。心[intent]，是三者当中最复杂的因素，其
巴利文citta，也指 mind[心]，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意味著全心全意——也就是把你所有的敏觉、
才智、明辨、创意能力——投入手头的工作。不要让你的心在这件事上分裂;  令心的全部力量在
同一阵线上合作。 
        这三种素质——欲、勤、心——蕴涵在掌握一门技能的每一次尝试之中。因此在修行道上，
不妨观想你过去是如何运用这些素质掌握其它技能的。佛陀用他的众多比喻说明了这一点。他把
修道者比作一位能工巧匠——乐手、木匠、外科医生、杂技家、厨师。圣道的发展，如同任何一
门技能，存在多项步骤，较为突出的有四项。 
        首先是，运用你的创意，击退一开始便试图劝阻你作出善巧努力的内在噪声。这些声音好比
一群不够光明正大的律师，各自代表著深重的利害关系，也就是你所有那些受到威胁的不善巧
欲。你在反驳其论点时必须敏捷、警醒，因为它们会来自各个方面，听起来真诚、贤明，尽管实

际不然。以下是这些声音可能陈辩的若干论点，以及几条有效的回驳。 
        试图如此操纵你的诸欲是不自然的。实际上，当你对诸欲择此舍彼时，已经是在操纵了，因
此不如学会善巧为之。世界上乐于替你操纵欲望的大有人在——想一想所有那些试图吸引你的注
意力的喧嚣广告——你不如把操纵权交付可靠者之手，也就是你自己。 
        试图改造欲望等于是打击自我。这个论点只有在你给你的自我感——实际上就是一袋子杂乱
无章的欲——多于它应得的实质时才讲得通。你不妨把这个论点倒过来看，既然你的“自我”是一
系列不断变化著的求乐策略，你不如试著让它朝更有可能达到真乐的方向转变。 
        把欲求划分为“善巧”与“不善巧”有二元性与评判性。你不会要一位非二元性的机械师替
你修车，也不会要一位非二元性的外科医生为你作脑手术。你需要的人才，必须会分辨善巧与非
善巧。你若珍重自己的福乐，就会向最该对此负责的人——你自己——要求同样的辨察力。 
        这样做目标定向性太强。只要接受当下一切就好。每一个欲都在对你诉说，当下事态是有限
的、匮乏的。你或者接受那个欲，或者接受那种匮乏。两者兼收等于是否定任一为真。试图太平
无事地住在这两者间的张力之中——以所谓的“无欲之道”摆脱双方——这种舍，被佛陀称为有限
的舍，一位泰国林居导师称之为[笨]牛的舍。 
        抵挡如此神圣而奥秘的力量是徒劳无功的。欲望之所以看上去不可抵挡、神秘莫测，只因我
们不懂得自己的心。再说，对自己不了解的力量不停地贴上“神圣”、“宇宙”之类的标签，我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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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置身何处? 
        与不善巧欲相争太辛苦了。 考虑剩下的选择:  一时摆出某个欲求架式，下一刻又摆出另一个
欲求架式，从一组局限到另一组局限无尽漫游，不停地寻求喜乐，却总发现它从你的把握中滑
脱。正精进至少给了你一个稳定的立足点。这样做，并非是在混乱的欲求堆中再添一个更苛刻
的，而是为这团混乱提供一个厘清之道。佛陀的圣道对一种无限之乐的希望一直开放著，通往目
标的途中也一路存在着层次越来越精细可靠的禅乐。简言之，佛陀的这个选择，实际上愉悦更
多，劳苦更少。 
        一旦你平息了这些噪声，下一步是对自己的行动[业]与其后果担负起责任。这需要一种愿意
从错误中学习的态度。几年前，一位社会学家对某神经外科专业学生中的学成 者和不及格者作了
研究，看看区分两者的素质是哪些。结果他发现，面谈中有两个问题的答复，指向划分的关键。
他问学生: “你是否犯过错误? 如果是，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该专业的不及格者均答自己难得犯
错，即便承认失误，也一概归咎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成功毕业于该专业的学生们，不仅承
认自己犯过不少错误，而且还主动说出，为了将来不重复那些错误，什么事是自己不会再做的。 
        佛陀对幼子罗睺罗的教诲中，也鼓励这种成熟的态度。他教导罗睺罗，在行动[造业]之前，
当专注自己的动机，行动时与行动后，当专注其后果。罗睺罗若发现，自己的动机将导致对己或
对人的伤害时，则不应随之而行。若发现自己的意、语、行已造成实际伤害，他应当停止，下决
心不再重犯，同时不在悔恨中消沉。反之，自己的行动[业]若未见恶果，对正道上的进步他应当
为之欣喜，用此种喜乐滋养继续的修持。 
        尽管佛陀的这些教诲针对的是一位七岁孩童，其大致模式对修持的每一层次都是可以借鉴

的。整个觉悟之道的构成，就是把“造最善巧之业”的欲求坚持到底的过程; 这条道，随著你对“善
巧”之意的领悟越来越精细，也将会发展起来。假若你行事时服从了不善巧欲，则应对其后果担
负起责任，用那些不良果报来教化该欲求，指出它错在哪里。尽管诸欲有可能顽固异常，它们却
都以追求喜乐为同一目标，这就可以构成有效对话的共同基点:  某个欲求若非造就真乐，则有悖
于它的存在理由。 
        明确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从欲求至行动、从行动至后果作连续跟踪。假若该欲求瞄准的喜
乐导致他人受苦，则要关注那些人对喜乐的相应欲求如何导致他们来破坏你所追求的喜乐。假若
该欲求瞄准的喜乐仰赖于必然趋向老、病、死、或离你而去的事物，则要关注该事实如何定然陷
你于困境。接下来，要注意到依照这类欲望行事的苦迫，是何等的普遍。不仅是你，每一位已
经、正在、将要依照那类欲求行事的人，个个已经受苦、正在受苦、将来必然受苦。这是无可回
避的。 
        如此观想，有助于减弱常见的“为什么是我?”的念想，这种想法令苦加剧，令你强烈执取造
苦的那个欲求。如此观想，也有助于培养为善巧欲添注力量的两种重要态度: 对苦之普遍性的厌

离感(samvega)，和免遭那类欲求再度欺骗的审慎感(appa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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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直到你能够展示出，另外一些麻烦较少的欲求确实引生更大的喜乐，非善巧诸欲是不
会真正撤退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强调要学会欣赏人生中持戒、布施的种种酬报:  为他人增长福
乐的喜悦感、对正当之事知难而行的尊严感与自重感。这也是为什么佛陀的正道以喜乐、清新的
诸层定境作为核心。禅定中得到这等清新的滋养，便给了你直接、切身的证明: 佛陀并非主张灭

绝喜乐。他所推荐的诸欲，的确会引生一种喜乐，正是这种喜乐给了你继续择取善巧之道的力
量。 
        那就是下一步:  把“在一切情形下造善巧业[行事善巧]”的那个欲求，耐心、不懈地坚持下去。
正同任何一位优秀的体育教练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训练时数不一定能保证成效。你必须对你的
勤，融注以心: 包括敏感、辨察、创意。密切关注如何行事才更有效。试著察看自己行事的模
式。同时，在你的修持当中，引进游戏与多样化，使得修持在高原状态时不至于单调起来，在低
谷状态时不至于令你消沉。 
        佛陀在他的禅定指南中，也作过类似的阐述。一旦你把握了一种定境，要察看其中何处仍有
苦[张力]的成分。接下来，要找寻该苦的种种模式: 是你正在做什么才导致它?  要设法在心低沉时

令其喜悦，在它受局限时令它从中解脱，在心焦躁时令其稳定。这样，随著你学会成功应对禅定
的种种挑战 ，从中找到乐趣，你对内在因果作用的微妙模式也会熟悉起来。 
        第四步，一旦你掌握了那些模式之后，便要挑战其极限。再说一遍，这不单是一个强化努力
的问题，更多的是激发你的想象力，去探索因果法则的那些意想不到的旁枝分蘖。一位著名大提
琴家曾经说过，最令他振奋的一场音乐会发生在一次演出中一根琴弦绷断的意外情形下，当时他
决定用余下的弦，临场新创指法奏完了全曲。禅定中最明显的诸根琴弦，就是促生寂止与洞见的
那些专门技能，不过更有趣的琴弦，乃是蕴涵于学艺过程中的种种假设: 不足、策略、对话、你
的自我感。你能学会把那些假设撤掉么? 到了某个禅定阶段，求得更高喜乐的唯一途径，便是对

这些假设开始加以质疑。这又将引生出一些有趣的悖论:  假若欲是发自一种不足或受限感，当它
造出一种绝无不足或受限感的喜乐时，欲 又将何如?  不需要欲是什么情形?  你的内在对话、你的
自我感，又将如何? 假若欲是你在时空中的就位形式，当欲不存在时，时空又将如何? 
        藉著把一位觉悟者描述成如此不可定义、如此无限，他或她在今生不可定位，今生 之后不可
用存在、不存在、两者皆是或皆非来形容，佛陀对上述那些探究是有所鼓励的。听起来这也许是
一个抽象而不可及的目标 ，不过佛陀以自身之范例展示了该目标[涅盘]的人相。既已超越了因果
的局限，他在此生当中，在局限当中，仍可以完美行事，即便在最困难的情形下，仍可以住于乐 
中，以慈悲之心教化各等众生。[经典中]还有他的指证，将善巧欲发展到尝得觉醒之味者，不仅

有比丘僧尼，而且有居士甚至孩童。 
        因此，想象那种[欲求及真乐之可能性]吧。听从把你带往那个方向的任何欲求，那是你的真乐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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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

师、佛陀、薄伽梵。" 

——AN XI.12(增支部)  
编者前言 
        这部来自巴利经典的段落选集，对佛陀的生平做了粗略的描述。我希望读者阅读之后对于佛陀教导

所涉及的范围以及与他不凡一生的整个轨迹，至少略得其概。 
        有关佛陀生平更全面的描述，请看两本优秀的经文选集: 《觉悟的光辉: 佛陀的一生》(两册)，编者康
提帕罗比丘 (Bangkok: Mahamakut Rajavidyalaya Press, 1976)，及《佛陀的一生》，编者年那摩利比丘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2)。(约翰-布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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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所荐的四个朝礼圣地 

        ◇数千人痛哭薄伽梵将逝 

        ◇只要有人修八圣道，世上就有阿罗汉 

        ◇佛陀的临终之语 

 

菩萨
 
先知阿西陀拜访新生王子 

先知阿西陀于日中禅境，看见了三十位喜庆的天神; 
身著礼敬因陀罗的纯白，高举旗幡、纵声欢呼。 
 
见天神如此喜气洋洋，行礼之后，他请问其因: 
『众天神何以如此欢喜? 为何故旗幡挥舞摇曳? 
 
即便与阿修罗那一战告捷，其时也未有过此番喧哗。 
众天神何以如此欣喜，究竟是见到了何等奇迹?  
 
他们欢呼、他们歌唱，奏演器乐、起舞击掌。 
我请问住在须弥山顶的各位，快为我解惑吧，亲爱的天神!』 
 
『至尊之宝、无上菩萨，为著人间的福利、人间的安乐， 
已降生于释迦的兰毗尼城: 这就是我们全体欢庆之因。 
 
他是有情之最，人中之圣，是人中之公牛、人中之至尊， 
在以先知为名的林中他将转起法轮，如征服众兽的强壮吼狮。』 
 
阿西陀闻此速离天界，迳自前往净饭王宫。 
落座后他问释迦族人: 『王子何在? 我也求一见。』 
 
于是释迦人为先知展示王子，他如纯金一般熠熠生辉， 
如巧匠于炉口锤炼成就，光华夺目、色泽完美。 
 
见王子如火焰般闪射光华，皎洁如夜空平移的星群， 
明亮如拨开秋云的太阳，先知阿西陀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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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天神在空中张起华盖，环饰千层、支辐无数， 
金柄拂尘在上下飘动，持华盖拂尘者却隐而不现。 
 
见男婴头悬白色华盖，如金饰展陈于红色羊毡， 
这位名号暗光的虬发先知，满心喜悦、迎接王子。 
 
大师他精通相术密语，热切接过释迦的公牛， 
满怀自信大声宣说: 『这是两足类之尊，至高无上。』 
 
接著想起自己不久于人世，他黯然神伤、低首垂泪。 
见先知哭泣，释迦人便问:『王子必定无不祥之兆?』 
 
见释迦人多忧先知便答:『我预见王子不受伤害; 
我预见王子安然无患; 请放心，他绝非低微之辈。 
 
这位王子将自触终极觉醒，他将自证无上清净， 
慈悯众生，他将转起法轮，他的梵行之道将传遍四方。 
 
然而我此生寿命无多，死亡将先于转法轮时， 
无缘闻法于这位旷世尊者，正是我为何伤感痛惜。』 

——Snp3.11(小部经集)  

年轻王子对优裕生活升起厌离  
        『我曾经过著优裕的生活，极度优裕、彻底优裕。我的父亲甚至在宫内造起莲池: 一座盛开
著红莲、一座盛开著白莲、一座盛开著蓝莲，皆为我而造。非来自波罗那斯的檀香我不用。我的
头巾来自波罗那斯，我的外衣、下衣与斗蓬也来自波罗那斯。白天黑夜，有人在我的上方举著白
色华盖，保护我不著寒暑与尘露。  
        『我曾经拥有三座宫殿: 一座用于冷季、一座用于热季、一座用于雨季。雨季的四个月里，
我住在雨宫，有歌舞伎人伴我娱乐，其中无一男子，我一次也不曾出宫。别家仆人、役工与家臣
们吃豆汤与碎米，我父亲的仆人、役工与家臣们吃小麦、大米与肉。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
老，看见另一位老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如果我——
自己不免衰老、不能超越衰老——看见另一位老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
的。」 我注意到这一点时，年轻人对于青春特有的的沉醉感[青壮骄]，便彻底消失了。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
病，看见另一位病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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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免患病、不能超越疾病——看见另一位病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
的。」 我注意到这一点时，无病者对于健康特有的沉醉感[无病骄]，便彻底消失了。』 
        『尽管我拥有如此福佑、如此优裕，我想到:「未受教的凡夫，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
亡，看见另一位死者，他惊骇、耻辱、厌恶，忘记自己也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如果我——
自己不免死亡、不能超越死亡——看见另一位死者，却惊骇、耻辱、厌恶，这对我是不合适
的。」 我注意到这一点时，生者对于生命特有的沉醉感[生命骄]，便彻底消失了。』 

——AN3.38(增支部)  

二十九岁的年轻王子出家 
        『在我觉悟之前，在我还是未觉悟的菩萨时，我想到:「居家生活拥挤、是条多尘之道。出家
生活开阔。在家梵行，不容易具足成就、具足清净、如磨光的珠贝。我何不剃除须发、身着袈
裟，从在家到出家、成为沙门[行者,修道者]?」 

——MN36(中部)  

他的静谧光辉与念住为路人瞩目 

他出家之后，戒以身作恶，离以言作恶，净化生活。 
此后佛陀他前往王舍城，托钵于摩羯陀国的山堡，妙相具足。 
 
立于宫楼上的频毗沙罗国王看见了他，见他妙相具足便说:『你们看! 
此人何等俊美、端庄、纯净! 前视一犁之距，举止何等完美! 
 
垂目、念住，他不像出身低微者，这位比丘行往何处，快遣人探查。』 
出遣的使者跟随其后:『这位比丘前往何处? 他居于何处?』 
 
善修自制、意守根门，念住、警觉，他沿户行走，不久钵满。 
于是他，这位圣人，乞食后离城，往槃多婆山，『那是他的住地。』 
 
御使们见他走向住地，于是三位坐待，一位回禀国王。 
『陛下，那位比丘在槃多婆山坳里，如虎、如公牛、如狮子般安坐。』 

——Snp3.1(小部经集)  

一位国王问: 你为何出家

尊贵的刹帝利国王，闻使者之言，立即乘御辇，前往槃多婆山。 
在车道尽头他下车步行，到达后坐下。坐下后交换友好的问候，接著说: 
 
『你年轻、少壮，正值青春初期，拥有刹帝利的体魄与肤色。 
大军前锋之中、象骑阵营之内，你必定辉煌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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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提供财富: 享受它吧。 
我欲知你的出身: 请告诉我。』 
 
『在前方的喜马拉雅山麓，陛下，有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 
居民称拘萨罗人，部落称太阳，我出身的氏族名为释迦。 
 
我出家离开该氏族，非为追求感官欲乐。 
以五欲为危险，以出离为安稳，精进修行: 那才是我心乐住之境。』 

——Snp3.1(小部经集)  

佛陀很快超过了导师的成就

        『为著探索善巧之道、为著追求无上宁静，出家后，我去见阿罗罗-迦罗摩，到达后对他说: 
「迦罗摩贤友，我愿于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毕，他对我答:「贤友，你可以留下。于此法，智者藉由亲证自知，不久即能进入、安住
[等同]于导师的智识。」 
        『我不久便学得此法之教义。仅于唇诵与复述层次，我可以讲知识之言、长老之言，我可以
宣称我知我见——有他人也同样如此。 
        『我想:「阿罗罗-迦罗摩非仅以信念宣称:『我藉由 亲证自知，进入、安住此法。』他确实住
于知见此法(中译注:住有生活于、连续处于某状态之意)。」于是我去见他说:「你宣称已进入、安
住之此法 ，是何等程度?」 言毕，他宣布说，是无所有处。  
        『我想:「不仅阿罗罗-迦罗摩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明辨。我，也有信念、精进、正
念、定力、明辨。阿罗罗-迦罗摩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我何不也努力自证。」于是不
久，我很快进入、安住该法。我去见他说，「阿罗罗贤友，你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
这等程度么?」  
        『「是的，贤友……」 
        『「贤友，我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  
        『「贤友，我们在梵行中有这样一位同伴，是我们的增益、是我们的大增益。那么说，我宣
称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你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称亲证自知后，进

入、安住之法，是我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我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法正
是我了解的法。我达到的，你达到了; 你达到的，我达到了。来吧，让我们一起领导这个团

体。」 
        『如此，我的导师阿罗罗-迦罗摩，把我——他的学生——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给予我崇
高的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趋向厌离、无欲、止息、寂静、智识、觉醒，也不趋向解脱(涅
槃)，只会重生于无所有处。」 于是，对该法不满意，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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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著探索善巧之道、为著追求无上宁静，我去找郁陀伽-罗摩弗，到达后对他说: 「郁陀伽
贤友，我想于此法此律中修行。」 
        『言毕，他对我答道:「贤友，你可以留下。于此法，智者藉由 亲证自知之后，不久即能进

入、安住于导师的智识。 
        『我不久便学得此法之教义。仅于唇诵与复述层次，我可以讲知识之言、长老之言，我可以
宣称我知我见——有他人也同样如此。 
        『我想:「罗摩非仅以信念宣称:『我藉由亲证自知，进入、安住此法。 』他确实住于知见此
法。」于是我去见他说:「你宣称已进入、安住之此法 ，是何等程度?」 言毕，他宣布说，是非想
非非想处。  
        『我想:「不仅罗摩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明辨。我，也有信念、精进、正念、定力、
明辨。罗摩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 ，我何不也努力自证。」于是不久，我很快进入、安住
该法。我去见他说，「郁陀伽贤友，你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么?」  
        『「是的，贤友……」 
        『「贤友，我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这等程度。」 
        『「贤友，我们在梵行中有这样一位同伴，是我们的增益、是我们的大增益。那么说，罗摩
宣称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是你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而你宣称亲证自知后，
进入、安住之法，是罗摩亲证自知后，进入、安住之法。他了解的法正是你了解的法。你了解的
法正是他了解的法。他达到的，你达到了;你达到的，他达到了。来吧，贤友，来领导这个团

体。」 
        『如此，我的导师郁陀伽-罗摩弗，把我——他的学生——置于导师的地位，给予我崇高的
敬意。但我想到:「此法不趋向厌离、无欲、止息、寂静、智识、觉醒，也不趋向解脱，只会重生
于非想非非想处。」于是，对该法不满意，我离开了。 』 

——MN36(中部)  

他在森林里修极端苦行  
        『我想:「我试修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智。」于是，咬紧牙关、
舌抵上颚，我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智。如壮汉紧抓弱夫的头部、咽喉或肩部，打压、强
迫、征服他，同样地，我以觉知打压、强迫、征服心智。如此修时，汗水自腋下涌出 。尽管在我
内心，不倦的精进激起了、不乱的正念确立了，我的身体却因痛苦奋力而激荡、不得轻安。然而
由此升起的痛感，并不侵住于心。 
        『我想:「我试修止息禅定。 」于是，我停止口 、鼻的出入息。如此修时， 呼啸之风自耳涌
出，如呼啸之风自铁匠风炉涌出……于是，我停止口、鼻、耳的出入息。如此修时，有强力当头

劈下，如壮汉以利剑劈开我的头部……剧痛在头部升起，如壮汉勒紧硬皮头箍……有强力剖解我
的腹部，如屠夫或其学徒剖解牛腹……身体灼痛剧烈，如两个壮汉抓著一个弱夫的手臂在炭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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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烤。尽管在我内心，不倦的精进激起了、不乱的正念确立了，我的身体却因痛苦奋力而激荡、
不得轻安。然而由此升起的痛感，并不侵住于心。 
        『有天神见到我时便说:「沙门乔达摩死了。」又有天神说:「他还未死，正在死去。」又有
天神说:「他既死了、又不曾死，他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正是这般活著。」 
        『我想:「我试修绝一切食。」却有天神来对我说:「亲爱的尊者，请勿修绝一切食。你若绝

食，我们会把天食[天界养料]注入你的毛孔，你会靠它们活下来。」我想:「我若宣称完全绝食，
其时天神们却在把天食注入我的毛孔，我是在妄语。」于是我说:「停止， 」要他们退下。 
        『我想:「我试修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汤、小豆汤、野豆汤、或豌豆汤。」
于是我一次只食少量，一餐只食一掬——大豆汤、小豆汤、野豆汤、或豌豆汤。我的身体极度憔
悴。四肢如藤茎竹节，只因进食过少。背如驼蹄……椎骨突起如珠串……肋骨毕现，如朽仓毕现

之椽木……眼神暗淡、眼窝深陷，如深井之水，微有其光……头皮皱缩，如青苦瓜受热风之皱

缩……前腹紧贴后背，手摩腹部，触及脊背; 手摩脊背，则触及腹皮……排尿排便时，我前扑倒
地……我手摩肢体时，体毛因根部腐蚀，随之脱落，只因进食过少。  
        『有人见到我时便说:「沙门乔达摩是黑人。」又有人说:「沙门乔达摩不是黑人，是褐色
人。」又有人说:「沙门乔达摩非黑非褐，是金黄色人。 」我过去肤色清净皎洁，如今衰褪至
此，只因进食过少。」 
        『我想:「凡过往僧侣沙门苦修之剧痛、窒痛、锥痛，这已是极点，无有过之。凡未来僧侣沙
门苦修之剧痛、窒痛、锥痛，这已是极点，将无过之。然而，以如此紧窒苦行，我仍不曾超越凡
夫、修得圣者知见。可有另一条觉悟之路?」』 

——MN36(中部)  

正视怖畏惊骇 
        『我曾居住于园中祠堂、林间神龛、树下灵祠等令人怖畏发指之地。居住期间，或有野兽近
前，或有鸟折弃树枝，或有风吹落叶瑟瑟作声，其时我想:「可是那怖畏惊骇迫来了?」接著又想:
「我何以一迳等候怖畏? 我何不制服那怖畏惊骇，无论来者为何?」于是，在我经行时，怖畏惊骇

迫来，我不站不坐不卧，继续经行，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站立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行
不坐不卧，继续站立，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端坐时，怖畏惊骇迫来，我不卧不站不坐，继

续端坐，直到制服那怖畏惊骇。在我横卧时， 怖畏惊骇迫来，我不坐不卧不行，继续横卧，直到
制服那怖畏惊骇。』 

——MN4(中部)  
 

摩罗来访 
        『比丘们，摩罗不休不止地在你们身边盘旋，[想著]「或许我可以藉眼获得机会……或许我
可以藉耳……鼻……舌……身获得机会。也许我可以藉识获得机会。」因此，比丘们，你们当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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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根门[感官门户]。』 
——SN35.199(相应部)  

我在尼连禅河边，决意精勤，为成就解脱之安稳，勤修禅那。 
 
纳摩支[1]前来，道以同情: 『你灰败枯藁，死期将近; 
死亡已取走千分，你命悬一分。活下去吧，活著你可以善修福德。 
梵行、火供将有多少福德，你何须如此一意精进? 
精进之道难行、难为又难持。』 口说此偈，摩罗立于佛陀身前。 
 
对摩罗此言，薄伽梵作答:『无慎之辈，邪恶者，无论你来此何意: 
我不需要哪怕丝毫福德，摩罗只配与求福德者交谈。 
我有的是信念、刻苦、持恒、明辨，决意至此，你为何劝我活著? 
此风能把河流烤干，我决意时，血焉能不 干?  
胆汁、粘液随血 干涸，肌肉消损，心愈清明，念、慧、定愈坚强。 
住此证得终极之受[2]，于感官之乐心无欲求。看吧: 他清净如此! 
感官之欲是你的先头军，第二支军为不满，第三军为饥渴，第四军称作贪求， 
第五军名为昏睡，第六军为畏惧，第七军称作迟疑，你的第八军是虚伪与顽固。 
以不当手段获取利益、供养、名声、地位，褒扬自我，贬低他人。 
那就是你的军队，纳摩支，是你这黑暗者的强兵。懦夫抵挡不了你，胜者将得到至乐。 
我是携孟加草之辈么[3]? 我唾弃性命，宁可战死，决不败中苟活。 
有僧侣沙门覆没于此处，他们不了解善修者之道。 
旌旗浩荡，摩罗率兵乘骑而来，我挺身迎战，愿他们不能动撼我的阵地。 
天神征服不了你的军队，我会以明辨摧毁它，如以石击毁未焙的泥罐。 
 
我决心已定，念住已立，我将游方各 国，教诲弟子， 
听从我的教导，他们审慎、坚定，无视你的希冀，将到达无忧之境。』 
 
摩罗满怀悲哀，琵琶自胁下跌落，这个垂头丧气的生灵，就地消失不见。 

——Snp3.2(小部经集) 
原注: 
[1]纳摩支为摩罗别号。 
[2]指禅那最高之舍境。 
[3]孟加草，在古印度等同于白旗。一位自估有可能败降的武士，通常携孟加草参战。战败时口衔该草卧
地示降。佛陀在此表明他非是携孟加草参战之辈，他宁死不降。 
 
他放弃苦行  
        『我想道:「记得有一次，我父亲释迦正行公事，我坐于凉爽的阎浮树荫下，接著——远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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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我进入、安住于初禅: 由远离而生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

量。那可是觉悟之道?」随著该忆念，我意识到:「那是觉悟之道。」我想:「我为何畏惧无关乎感
官之欲、无关乎非善巧素质的那种喜乐?」 我想:「我不再畏惧无关乎感官之欲、无关乎非善巧素
质的那种喜乐，不过身体如此极度憔悴，是不易达到那种喜乐的。我何不 进摄些实食——米饭与
粥汤。于是我进摄实食——米饭与粥汤。有五比丘一向事奉我，想著:「我们的沙门乔达摩若证得
某个高等境界，会传与我们。」然而，当他们见我进摄实食——米饭与粥汤时，便厌恶地离我而
去，心想:「沙门乔达摩生活奢侈。他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 
        『于是，在进摄实食、恢复体力之后——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我进入、安住
于初禅: 由远离而生起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
寻想与评估的平息，我进入、安住于第二禅那; 由沉静而生起喜与乐，随著寻想与评量的消退、
觉知汇合起来——有了内在确定。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喜的消退，我继续

处于舍离状态，念住、警觉，身体敏感于乐。我进入、安住于第三禅那，对此圣者们宣告:「舍
离、念住，他有了愉快的居处。」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随著乐与痛的离弃——
如先前喜与忧的消退一般——我进入、安住于第四禅那: 舍离(平等无偏)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
乐、又无痛。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MN36(中部)  

 

觉醒
 
他找到中道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隐者[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哪两极? 于感官对象， 追求感官之
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 追求自虐： 是痛苦、非圣、无益的。比丘们，避此两
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解脱]。 
[八圣道]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
是什么？正是 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们，此为

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SN56.11(相应部)  

他洞悉三智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宿
世智。回顾我过去多少次的生命: 一生、二生……五生、十生……五十、一百、一千、十万、多
少劫宇宙收缩、多少劫宇宙扩张、多少劫宇宙收缩与扩张:「在其处我有如此名字、如此族姓、如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htm (10 of 30) [12/31/2010 10:45:00 PM]



佛-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此容貌。我的食物为这般、我的乐痛经历为这般、我的命终为这般。从该境界死去后，我重生于
彼处。在彼处，我也有如此名字、如此族姓、如此容貌。我的食物为这般、我的乐痛经历为这

般、我的命终为这般。从该境界死去后，我重生在此处。」 如此，我回忆著宿世的形式与细

节。  
        『这是那一夜初更里我证得的初智。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智识升起; 黑
暗摧毁、光明升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有
情的生 死智。我以清净、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与重生，明辨他们如何各随其业，有尊
卑、美丑、福祸:「这些有情——拥有身、语、意的恶业，辱骂圣者，持妄见、在妄见影响下行动

(造业]——身坏命终时，现于恶趣、恶界、低等域界、地狱。然而，这些有情——拥有身、语、
意的善业，不曾辱骂圣者，持正见，行动受正见影响——身坏命终时，现于善趣、天界。」 如
此，我以清净、超人的天眼，察看有情的死亡与重生，明辨他们如何各随其业，有尊卑、美丑、
福祸。 
        『这是那一夜中更里我证得的第二智。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智识升起; 
黑暗摧毁、光明升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当心这般入定、纯净、明亮、无瑕、无染、柔韧、可塑、稳定、不动摇时，我将它朝向漏
尽智。我如实分辨:「此为苦……此为苦因……此为苦的止息……此为苦的止息之道……此为

漏……此为漏因……此为漏的止息……此为漏尽之道。」如此知、如此见，我的心即从感官欲漏
中解脱、从有生之漏中解脱、从无明之漏中解脱。随著解脱，有此智:「解脱了。」我有明辨:
「生已终止，梵行已成，不再有为于世。」 
        『这是那一夜后更里我证得的第三智。对一位审慎、精勤、决意者，无明摧毁、智识升起; 
黑暗摧毁、光明升起。然而如此升起的愉悦感并不侵住于心。』 

——MN36(中部)  

无上觉醒

无上觉醒 
为追求筑房者， 
我游荡于多少轮重生， 
无奖偿、无休止， 
重生苦、一次次。 
 
筑房者，你已被看穿! 
你再也不能筑房。 
你的房橼被毁、栋梁被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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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证无为、终结渴求。 
中译注: 据论藏，此偈之中，房指轮回中的个体; 筑房者指渴求; 房椽指贪; 栋梁指无明。 

——Dhp153-4 (法句经)  

他成为如来  
        『如来对世间已彻底觉悟。如来已脱离世间。如来对世间之起源已彻底觉悟。如来对世间之
止息已彻底觉悟。如来已实现了世间的止息。如来对世间的止息之道已彻底觉悟。如来已长养了
世间的止息之道。』 
        『凡此世间一切——与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已
见、已闻、已感受、已认知、已达到、已证得、已用心思索、对之彻底觉悟。因此，他被称为如
来。』 
        『从如来 (Tathagata)彻底觉醒、达到正自觉醒之夜起，直到他彻底涅槃(解脱)、达到无余般
涅槃那夜为止，凡如来所言、所论、所释，皆如是 (tatha)无它[真实无偏]。因此，他被称为如
来。』 
        『如来是行如 (tathaa)其所言教者，是言教如其所行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在此世间——有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乃是不
可征服的征服者、见一切者、大神通力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Iti112(如是语)  

 

觉醒之后
 
佛陀探索因果缘起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荫下; 他在菩提
树荫下连坐七日，感受著解脱的喜乐。七日末出该定境，在后夜里，密切专注正序与倒序的缘起
过程，即: 
        有此，则有彼， 
        从此的升起，来彼的升起。 
        无此，则无彼， 
        从此的止息，来彼的止息。 
        换言之: 
        缘[以为先决条件]无明， 来造作[行]。缘造作，来意识。缘意识，来名色。缘名色，来六处六
种感官媒介]。缘六处，来接触。缘接触，来感受。缘感受，来渴求。缘渴求，来执取／维持。缘

执取／维持，来有。缘有，来生。缘生，则老，病，死，忧、哀、痛、悲、惨来运作。若大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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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迫缘此而起。 
        接下来，从该无明不留余迹的消退、止息，来造作的止息。缘造作的止息，来意识的止息。
缘意识的止息，来名色的止息。缘名色的止息，来六种感官媒介的止息。缘六种感官媒介的止
息，来接触的止息。缘接触的止息，来感受的止息。缘感受的止息，来渴求的止息。缘渴求的止
息，来执取/维持的止息。缘执取/维持的止息，来生的止息。缘生的止息，来老、死、忧、哀、
痛、悲、惨的全部止息。若大一堆苦迫缘此止息。 
        接著，意识到那件事的重要性，薄伽梵当时大声道: 
        『婆罗门精勤、专注—— 
        诸现象[诸法]对他清晰起来。 
        他屹立著，使摩罗之军改道而行， 
        如太阳照亮天空。』 

——Ud1.3(自说经)  

他想: 我应敬谁为师?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羊倌的榕树脚下。在他独
自隐居时，觉知中升起此念: 『人若无所崇敬、依止，则会有苦。那么有哪位僧侣、沙门，我可
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接著，他想到: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侣、沙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
的戒德蕴。然而，在这个有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世间，我见

不到另一位僧侣、沙门，比我更有具足的戒德，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侣、沙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定力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侣、沙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明辨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侣、沙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解脱蕴…… 
        『我若依止另一位僧侣、沙门，崇敬、尊敬他，将是为著完善一个尚未完善的解脱知见蕴。
然而，在这个有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族、平民的世间，我见不到另一位
僧侣、沙门，比我更有具足的解脱知见，使我得以依止、崇敬、尊敬他。 
        『我何不依止我完全觉悟的此法，崇敬、尊敬它?』 
        此时，梵天沙巷婆提[娑婆世界主梵天]以自己的觉知，识得薄伽梵觉知中的此念——如壮汉伸
臂、曲臂一般——消失于梵天界，出现在薄伽梵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合掌于心前向薄伽
梵施礼，对他说:『正是如此，薄伽梵! 正是如此，善逝者! 过去那些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他
们也正是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未来那些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他们也将依止此法本
身，崇敬、尊敬它。请薄伽梵，当世的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依止此法本身，崇敬、尊敬它
吧。』 

——SN6.2(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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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 我是否傳法?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新近自证觉醒，住于优楼毗罗村尼连禅河边羊倌的榕树脚下。在他独
自隐居时，觉知中升起此念:『我所证此法，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
测、微妙、由智者亲证。然而，这一代[有情]耽乐于执取、兴奋于执取、享受执取。对耽乐于执

取、兴奋于执取、享受执取的一代来说，见这等真相——即: 此/彼之因果与缘起——则难矣。见

这等境界——即: 对一切造作的消解、一切集取的放弃、渴求的终结; 无欲、止息; 解脱——也难

矣。我若传授此法，若他人不能领悟，将于我疲惫、于我困扰。』 
        其时，薄伽梵想到这段以往未言、未闻的偈句: 
        『以我自证之艰难，传法莫如放弃。 
        为嗔怒、欲望制服者，此法殊难证悟。 
 
        『奥妙、精微、难见、深刻、逆潮流而行， 
        耽于欲望、蔽于黑暗者，此法不可得见。』 
 
        随著薄伽梵如此思维，其心倾向安住自在，无意传法。 
        此时，梵天沙巷婆提以自己的觉知，识得薄伽梵觉知中的此念，想道:『世界即将沦丧! 世界
即将毁灭! 如来、阿罗汉、正自觉醒者的心倾向安住自在，无意传法!』于是——如壮汉伸臂、曲
臂一般——梵天沙巷婆提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薄伽梵面前。他整理上衣袒露一肩、合掌于心
前，向薄伽梵施礼，对他说:『世尊，请薄伽梵传法! 请善逝者传法! 有情之中，有眼内仅存些许

尘垢 者，因未闻法，正在衰退。会有能解法义者。』 
        …… 理解了梵天的恳请，出于对有情的慈悲，薄伽梵于是以觉者之眼观世间。如此观时，他
看见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内仅存些许尘垢者与眼中多有尘垢者、根器敏锐者与根器迟钝者、素养良
好者与素养败坏者、易教者与难教者，他们当中有的懂得另一世间的耻辱与危险。正如池中的蓝

莲、红莲、白莲，有的莲——生长于水中——不出水面，浸于水中繁茂; 有的则出立于水，不为

水沾染——同样地，薄伽梵以觉者之眼观世间。如此观时，他看见了有情之中那些眼内仅存些许

尘垢者与眼中多有尘垢者、根器敏锐者与根器迟钝者、素养良好者与素养败坏者、易教者与难教
者，他们当中有的懂得另一世间的耻辱与危险。 
        …… 梵天沙巷婆提心想:『薄伽梵已允传法，』于是对薄伽梵顶礼、右绕后，就地消失。 

——SN6.1(相应部)  

他想: 我先傳法予谁?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 谁将迅速领悟此法?」接著我想到:「这阿罗罗-迦罗摩有智慧、优

异、聪颖。长久以来他的眼内仅有些许尘垢。我何不先向他传法? 他将迅速领悟此法。」其时，
有天神来对我说:「世尊，阿罗罗-迦罗摩七日前死矣。 」我内心升起知见:「阿罗罗-迦摩罗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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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死。」我想:「阿罗罗-迦罗摩损失甚巨。他若听闻此法，本可迅速领悟。」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 谁将迅速领悟此法?」 接著我想到:「这郁陀伽-罗摩弗有智慧、优

异、聪颖。长久以来他的眼内仅有些许尘垢。我何不先向他传法? 他将迅速领悟此法。」其时，
有天神来对我说:「世尊，郁陀伽-罗摩弗昨夜死矣。」我内心升起知见:「郁陀伽-罗摩弗昨夜已
死。 」我想:「郁陀伽-罗摩弗损失甚巨。他若听闻此法，本可迅速领悟。』 
        『我想:「我应先向谁传法? 谁将迅速领悟此法?」 接著我想到:「在我精进苦修之时，那五比
丘曾事奉于我、饶益于我。我何不先向他们传法?」接著我想:「那五比丘今居何处?」我以清净、
超人的天眼，看见他们住于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 
        『于是，在优楼毗罗住够后，我出发游方，渐次往波罗那斯行去。顺命派的郁婆迦在伽耶与
觉醒地之间的路上看见我，看见时，他对我说:「贤友，你诸根清澈、肤色皎洁。你从谁出家? 你
以谁为师? 你乐住于谁的法?」 
        『言毕，我对顺命派的郁婆迦答以此偈: 
 
        「我已战胜一切，觉知一切， 
        我不著一切染，舍弃一切， 
        我已灭尽渴求，证得彻底解脱:  
        正自觉醒后，我该称谁为师? 
        我无师尊，无类可寻; 
        人天世界，无有匹敌。 
        因为我是阿罗汉，是无上导师， 
        我自证觉醒，清凉、解脱。 
        我将前往喀西城，转起法轮， 
        我将在趋向盲目的世间，击起不死之鼓。」 
         
        「贤友，据你所言，你必定是位无上胜者。」 
         
        「所谓胜者乃是如我一般，证得心漏之终结者。 
        我已制服了邪恶素质，因此郁婆迦，我是胜者。」』 
         
        『言毕，郁婆迦说:「贤友，但愿如此。」』——他摇摇头，走上旁道，离去了。 
        『接著，我渐次游方，到达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来到五比丘居住地。他们看见我从远

处走来，看见后，相互约定说:「贤友们，沙门乔达摩来了: 他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
溢。他不值得顶礼、站立迎接、或接其衣钵。不过仍可敷座，他若愿意，可以坐下。」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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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时，他们不能够自守其约。一位起立恭迎、接过我的衣钵; 一位敷座; 另一位备洗足水。然而
他们直呼我名，并称我为「友」。 
        『于是我对他们说:「勿对如来直呼其名，或称其为「友 」。贤友们，如来是阿罗汉、正自
觉醒者。贤友们，注意听: 我已证得不死之法。我将为你们传法，我将为你们说法。遵教修行，
你们不久即会达到、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殊胜目标——族姓子[善男子]为此离俗正当出家——即时

即地自知亲证。』 
        『言毕，五比丘答:「以那等修持、那等举止、那等苦行，你未曾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
称圣者的殊胜知见。那么你如今——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又如何能证得任何超
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 
        『言毕，我对他们答道:「比丘们，如来并未生活奢侈、并未舍弃精进、并未退堕于奢溢。贤

友们，注意听: 我已证得不死之法。我将为你们传法，我将为你们说法。遵教修行，你们不久即
会达到、安住于梵行生活的殊胜目标——族姓子为此离俗正当出家——即时即地自知亲证。』 
        『第二次……第三次，五比丘对我说:「以那等修持、那等举止、那等苦行，你未曾证得任何
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那么你如今——生活奢侈、舍弃精进、退堕于奢溢——又
如何能证得任何超人境界、任何堪称圣者的殊胜知见?」 
        『言毕，我对五比丘答道:「你们记得我过去可曾以此种方式说话?」』 
        『尊者，未曾。』 
        『比丘们，如来并未生活奢侈、并未舍弃精进、并未退堕于奢溢。贤友们，注意听: 我已证

得不死之法。我将为你们传法，我将为你们说法。遵教修行，你们不久即会达到、安住于梵行生
活的殊胜目标——族姓子为此离俗正当出家——即时即地自知亲证。』 
        『如此我说服了他们。』 

——MN26(中部)  

 

转法轮
 
 
佛陀的初次说法:对五名苦行沙门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在那里，薄伽梵对五众比丘说：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隐者[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哪两极? 于感官对象， 追求感官之
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 追求自虐： 是痛苦、非圣、无益的。比丘们，避此两
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解脱]。 
[八圣道]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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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什么？正是 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们，此
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四圣谛]  
        『比丘们，此为苦圣谛：生苦、老苦、死苦；忧、哀、痛、悲、惨苦；与 不爱者共处苦、与
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五取蕴苦。 
        『比丘们, 此为苦因圣谛：[苦因是:]造作再生的渴求——带著贪与喜、于处处耽享——正是: 

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生的渴求、对无生的渴求。 
        『比丘们，此为苦止息之圣谛：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绝、解脱、放开。比
丘们，这是苦 止息之圣谛：对该渴求不留余迹的消退、止息、出离、放弃、解脱、放下。 
        『比丘们，这是灭苦之道圣谛：正是这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对于四圣谛的责任]  
        『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生
明生光生]：「此为苦圣谛」……「此苦圣谛需深解」……「此苦圣谛已深解」。 
        『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因圣
谛」……「此苦因圣谛需断弃」……「此苦因圣谛已断弃」。 
        『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的止
息圣谛」……「此苦的止息圣谛需直证」……「此苦的止息圣谛已直证」。 
        『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的止
息之道圣谛」……「此苦的止息之道圣谛需直证」……「此苦的止息之道圣谛已直证」。 
[十二辐法轮] 
        『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 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
罗梵天、 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

之三 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 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
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我内心升起此知见: 「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
生。今不再有生。」 』 
[圣僧伽的诞生] 
        此为薄伽梵所说。五众比丘对薄伽梵之说随喜、心悦。 在此解说期间，尊者乔陈如升起了无
尘、无 垢的法眼：“凡有 缘起者，皆趋止息。”[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 
[法轮转起] 
        薄伽梵转法轮之际，地神们大呼: 『 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
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阻止。』 闻地神之呼声，四大王天们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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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天的天神……夜摩天的天神……兜率天的天神……化乐天的天神……他化自在天的天
神……梵众天们大呼:『 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 天
神魔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阻止。』　 
        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此十千宇宙在抖动、颤动、震动，一道大无量光
出现在宇宙间，胜于天神的灿烂。 
        其时，薄伽梵大声道: “乔陈如真悟了? 乔陈如真悟了。”　故此，尊者乔陈如得名: 阿念-乔陈

如[觉悟的乔陈如]。 
——SN56.11(相应部)  

第二次说法(关于非我相): 此后世上有了六位阿罗汉 …… 
        『因此，比丘们，一切色身[色]，无论属于过去、未来、当下; 内在、外在; 粗糙、细微; 平
凡、崇高; 远、近: 必须以正确的明辨[正慧]把每一个色身如实看成:「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自
己。这不是我的存在特点[定义我的特征]。」 
        『一切感受[受]…… 
        『一切辨识[想]…… 
        『一切造作[行]…… 
        『一切意识[识]，无论属于过去、未来、当下; 内在、外在; 粗糙、细微; 平凡、崇高; 远、近: 
必须以正确的明辨把每一种意识如实看成: 「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自己。这不是我的存在特
点。」 
        『如此看待时，圣者的多闻弟子便疏离[厌离，不再热衷于]色身 、疏离感受、疏离辨识、疏离
造作、疏离意识。疏离了，他达到无欲。藉著无欲，他彻底解脱。随著彻底解脱，有智识:「彻底
解脱了。」他辨知:「生已终止。梵行已圆满。任务已完成。不再有为于世[在世间不再余有可修之
内容,不后受有]。」』 
        那就是薄伽梵所说。比丘们对他的话随喜、心悦。并且在这段讲解进行期间，五位比丘的心
智，亦由不再执取[不再维持]，彻底解脱于漏。 

——SN22.59(相应部)  

阿罗汉与佛陀的区别何在 ?  
        [佛陀:]『那么，一位正自觉醒者与一位明辨解脱[慧解脱]的比丘之间，有何等不同、何等差
异、何等区别?』 
        [一群比丘:]『世尊，对我们来说，所受的教导以薄伽梵为其根源、为其指南、为其仲裁。善
哉薄伽梵若能亲自解说。听闻薄伽梵之言，比丘们将会牢记。』 
        『既如此，比丘们，注意听，我来解说。』 
        比丘们答:『世尊，请说。』 
        薄伽梵说:『是如来——阿罗汉、正自觉醒者——造就以往未造就之道、开辟以往未开辟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htm (18 of 30) [12/31/2010 10:45:00 PM]



佛-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道、指明以往未指明之道。他懂得这条道、精通这条道、擅长这条道。他的弟子们，如今随著他
沿这条道而行，便拥有了这条道。』 
        『一位正自觉醒者与一位明辨解脱的比丘之间，正是有这等不同、这等差异、这等区别。』 

——SN22.58(相应部)  

 

四十五年的教化 
 
 
他的教导一贯实用 ，包括了基本的礼仪…… 

        『一位比丘如何才算通晓聚会？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了解聚会:  
「这是贵族武士的聚会；这是僧侣的聚会；这是家主的聚会；这是沙门的聚会；在这里，他应该

这般对待他们、这般站、这般坐、这般发言、这般静默。」他若是不了解聚会——「这是贵族武
士的聚会；这是僧侣的聚会；这是家主的聚会；这是沙门的聚会；在这里，他应该这般对待他
们、这般站、这般坐、这般发言、这般静默。」——就不能说他通晓聚会。正因为他的确了解聚
会——「这是贵族武士的聚会；这是僧侣的聚会；这是家主的聚会；这是沙门的聚会；在这里，
他应该这般对待他们、这般站、这般坐、这般发言、这般静默。」——才能说他通晓聚会。这才
是一位通晓法、通晓法义、通晓自己、通晓节制、通晓时间、通晓聚会的人。 

——AN7.64(增支部)  

……如何对待父母

奉养父母、 
照顾妻儿、 
行事周全:  
这是至高的吉祥。 

——Snp2.4(小部经集)  
母亲与父亲对全家有慈悲心， 
堪称梵天、第一位导师， 
值得子女赠送礼物。 
 
因此智者应当礼敬他们， 
以饮食、衣物、卧具供养他们， 
为他们涂膏、沐浴、洗足。 
 
智者如此奉养父母，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htm (19 of 30) [12/31/2010 10:45:00 PM]



佛-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即刻与来世受到褒扬， 
死后在天界有喜乐。 

——Iti4(如是语)  

……讲授布施的价值  
        『何为布施的宝藏?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觉知已洗清了悭吝之染，居于家中、慷
慨、广施、乐于宽宏大度、回应所求、乐于供养钵食。此谓布施的宝藏。』 

——AN7.6 (增支部)  

……讲授戒德的价值  
        『何为戒德的宝藏?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戒杀生、戒偷盗、戒不当性事、戒谎言、
戒趋向失慎的醉品。比丘们，此谓戒德的的宝藏。』 

——AN7.6 (增支部)  

……道德操行的果报  
        随著心意端正、言语端正、身业端正， 
        此地一位多闻者、行福德者， 
        此生如此短暂， 
        身坏命终时有明辨，往天界重生。 

——Iti3(如是语)  

……一切感官欲乐，甚至天界之乐的过患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离衰老，意识到不离衰老的过患，去寻求那远离轭制、不老、无上
的安稳——涅槃[解脱]。他自己不离疾病，意识到不离疾病的过患，去寻求那远离轭制、无病、
无上的安稳——涅槃。他自己不离死亡，意识到不离死亡的过患，去寻求那远离轭制、不死、无
上的安稳——涅槃。他自己不离杂染，意识到不离杂染的过患，去寻求那远离轭制、无染、无上
的安稳——涅槃。 

——AN4.252(增支部)  

……出离的价值 
        『看见了感官之乐的过患后，我探索该主题; 在理解了出离的果报后，我使自己熟悉它。我
的心急于出离，视出离为宁静，趋向自信、稳步、坚定。接下来，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的
心态，我进入、安住于第一禪那: 从远离中升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 

——AN9.41(增支部)  

……四圣谛 
        『比丘们，是因为未曾证悟、未曾洞见四圣谛，我与你们，才经历著、进行著这个漫长的生
死轮回。 哪四谛? 是 dukkha 圣谛、dukkha 之因圣谛、 dukkha 的止息圣谛、dukkha 的止息之道圣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htm (20 of 30) [12/31/2010 10:45:00 PM]



佛-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谛。但是比丘们，如今这些圣谛已经证悟、彻悟，对存在的渴求斩断了、重新缘起之因摧毁了、
不再有新的缘起。』 

——DN16 (长部)  

……简言之，佛陀教导了通往涅槃——真正而持久之乐的道路  
        『有那么一个维度，其中既无地、亦无水 、无火、无风; 既无空无边处、亦无识无边处、无
无所有处、无非想非非想处; 既无此世、也无来世、无日、无月。我说有，有不来、不去、不住; 
不生、不灭; 无立足点、无基地、无维持[指心智客体]。这，正是苦的终结。』 

——Ud8.1( 自说经) 
        『无论过去、现在，我讲的只是，苦[dukkha]与苦的止息。』 

——SN22.86(相应部)  

佛陀举世无双 
        他坐下后，[卫兵目犍连]对尊者阿难说:『阿难大师，是否有一位比丘，拥有阿罗汉、正自觉

醒者乔达摩大师的所有一切素质?』 
        『不，婆罗门，没有任何比丘， 拥有阿罗汉、正自觉醒者乔达摩大师的所有一切素质。因为

薄伽梵乃是造就未 造就之道者、开辟未开辟之道者、解说未解说之道者，是懂得这条道者、精通
这条道者、擅长这条道者。他的弟子们，如今随著他沿这条道而行，便拥有了这条道。』 　 

——MN108(中部)  

……他的声名傳播开来  
        『听说有一位名为乔达摩的比丘，从释迦族出家的释迦之子，带领一大群比丘僧团，在拘萨

罗国游方，到萨罗来了。关于乔达摩大师，流传著这样的好名声。「他确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

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薄伽梵。他亲证了法，之后在这个
有 天神、魔罗、梵天、沙门僧侣与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讲; 他解说的法义，始善、中善、后善; 
他讲述的梵行，在细节与要义上，圆满具足、清净非凡。去见这样的阿罗汉是件善事。」』 

——MN41(中部)  

他四处游方 ，向来自各个种姓阶级、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说法  

        『我记得曾前往几百次刹帝利聚会……几百次婆罗门聚会……几百次家主聚会……几百次沙
门聚会……』 

——MN41 (中部)  
        一时薄伽梵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精舍。其时，如法优婆塞率五百优婆塞往诣薄伽
梵。近前后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如法优婆塞对薄伽梵说道…… 

——Snp2.14(小部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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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居士 
        拘利扬人长胫[原注:又名虎爪]往诣薄伽梵，到达时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对薄伽梵说:『我
们身为居家人，享受感官之乐、生活于成群的妻儿之间、享用喀西布料与檀香、饰以花环香水油
膏、受用金银。愿薄伽梵对我们这些人传法，使我们的此生有幸福与安宁，使我们的来世有幸福
与安宁。』 
        [薄伽梵说:] 『虎爪，这四种素质，使居家人此生趋向幸福与安宁。哪四种? 主动性具足、警
戒心具足、可敬的友谊[亲近善知识]、维持生计平衡。 
        『何谓主动性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凡所操生计——务农、经商、牧牛、箭术、王
家随从、或其它手艺——灵巧、不倦地钻研，对该技艺有明辨，足以担当、胜任。此谓主动性具
足。 
        『何谓警戒性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者有正当财产——来路正当，来自他的主动性、奋

斗、努力，以臂力积攒、以汗水挣得——他带著警戒，设法保护它，[想著:]「我的这宗财产，如
何不让国王、盗贼夺走、不让火烧尽、不让水冲走、不让恨心子孙拿走?」此谓警戒性具足。 
        『何谓可敬的友谊？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无论住哪个村镇，去亲近戒德高严的家主或家
主之子，长幼不拘。与他们谈话，邀他们讨论。他效仿[对业力原理]信念具足者、也达到信念具
足，效仿戒德具足者、也达到戒德具足，效仿布施具足者、也达到布施具足，效仿明辨具足者、
也达到明辨具足。此谓可敬的友谊。 
        『何谓维持生计平衡? 有此情形，一位居家人，了解他的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生计平
衡，既不铺张、也不小气，[心想:]「这样做，我的收入超过支出，我的支出不超过收入。」正如
一位过磅者或其学徒，在执秤时，了解:「它下倾如许，上翘如许，」同样地， 一位居家人，对

他的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生计平衡，既不铺张、也不小气，[心想:]「这样做，我的收入超过

支出，我的支出不超过收入。」假若一位居家人收入少，却维持豪华的生活，关于他将会有谣言:
「这位族人吞噬他的财产，如一位食果树者[原注: 论藏指摇落多于饱食之果者]。 」假若一位居
家人收入多，却维持困苦的生活，关于他将会有谣言:「这位族人将死于饥馑。」不过，当一位居
家人了解他的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维持生计平衡，既不铺张、也不小气，[心想:]「这样做，我的
收入超过支出，我的支出不超过收入，」此谓维持生计平衡。 
        『耗尽财富有这四种方式: 堕落于性事、堕落于饮酒、堕落于赌博、与恶人作朋友、伙伴、
同侪。正如一座有四个入口、四个出口的大储水池，有人关闭入口、打开出口、又无天降阵雨，
池水只会耗尽，不会上升。同样，此为耗尽财富的四种方式: 堕落于性事、堕落于饮酒、堕落于
赌博、与恶人作朋友、伙伴、同侪。 
        『积累财富有这四种方式: 不堕落于性事、不堕落于饮酒、不堕落于赌博、与善知识作朋
友、伙伴、同侪。正如一座有四个入口、四个出口的大储水池，有人打开入口、关闭出口、又有
天降阵雨，池水只会上升，不会耗尽。同样，此为累积财富的四种方式: 不堕落于性事、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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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饮酒、不堕落于赌博、与善知识作朋友、伙伴、同侪。 
        『虎爪，这四种素质，使居家人此生趋向幸福与安宁。 
        『这四种素质，使居家人来世趋向幸福与安宁。哪四种? 信念具足、戒德具足、布施具足、
明辨具足。 
        『何谓信念具足?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有信念，坚信如来的觉醒:「薄伽梵真是一位正
等正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薄伽梵。此谓信念圆满。」 
        『何谓戒德具足？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离杀生、离偷盗、离不当性事、离妄语、离导

致失慎的醉品。此谓戒德具足。  
        『何谓布施具足？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他的觉知已经洗清了悭吝之染、居于家中、
慷慨大方、宽宏大度、有求必应、乐于供养钵食。此谓布施具足。  
        『何谓明辨具足？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有明辨，拥有了对生与灭的明辨——尊贵、透
彻、趋向苦的正确止息。此谓明辨具足。 
        『虎爪，这四种素质，使居家人来世趋向幸福与安宁。』 

——AN8.54(增支部) 

……比丘 
        我听说有一次，薄伽梵住在迦毗罗卫大森林里的释迦人之中，同住的还有一大群比丘僧团，
约五百名比丘，全是阿罗汉…… 

——DN20(长部)  

……麻疯病者

        接著，薄伽梵以他的觉知包容了全体在场者的觉知后，自问 ：『现在，这里有谁能理解
法？』　他看见麻疯病者苏巴菩达坐在人群之中，看见他时，他想: 『此人能理解法。』　于
是，针对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他作了一场循序渐进的开示，即，一段布施说，一段戒德说，一段
天界说; 他宣讲了感官之欲的过患、降格、退败，以及出离的果报。接著，他见麻疯病者苏巴菩
达的心已预备、可塑、五盖祛除、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场诸觉者特有的法义开示，即：苦、苦
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如无垢、洁净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样地，麻疯病者苏巴菩达正
端坐原地，即升起内在无尘、无垢的法眼：『凡 缘起者，皆趋向止息。』 

——Ud5.3(自说经)  

……国王们 
        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于日中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对他说:
『大王日中由何处前来?』 
        『世尊，我方才正忙碌于那些耽溺于王权、沉迷于感官欲乐、稳坐江山、一统天下、头涂油
膏的刹帝利们所惯常忙碌的朝廷事务。』 
        『大王你以为如何? 假定有一位可信可靠之人从东面来见你，到达后说: 「启禀大王，我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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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我在那里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正朝这边压过来，一路碾碎所有生灵。请您即刻决
策。」接著第二个人从西面来……接著第三个人从北面来……接著第四个人从南面来，到达后
说: 「启禀大王，我从南面来。我在那里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正朝这边压过来，一路碾碎
所有生灵。请您即刻决策。 」陛下，假定此等巨大的灾难将临，此等可怕的人命毁灭将至——既
然人生如此难得——你该当如何?』 
        『假若此等巨大的灾难将临，此等可怕的人命毁灭将至——既然人生如此难得——除了如法
而活、端正而活，行善巧之业、福德之业，又能如何?』 
        『大王，我告诉你，大王，我知会你: 老与死正朝你碾压过来。当老与死朝你碾压过来时，
大王，你该当如何?』 
        『世尊，当老与死朝我碾压过来时，除了如法而活、端正而活，行善巧之业、福德之业，又
能如何?』 
……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大王! 当老与死朝你碾压过来时，除了如法而活、端正而活，
行善巧之业、福德之业，又能如何?』 

——SN3.25(增支部)  

……贱民

我的种姓低贱，生活穷困，几近无食; 
我的职业低贱: 神龛上的败花，由我回收弃置。 
人们厌恶我、鄙视我、毁谤我， 
我心卑微，对众人恭敬听命。 
 
后来我见到那位正自觉者，身后跟随著一队比丘， 
那位伟大的英雄、摩羯陀的至尊，走入城内。 
我撇下担子，近前行礼， 
他，这位至高者，出于慈悲，专为我停步。 
 
在师尊足下礼敬后，我立于一边， 
请求这位有情之至尊，准我出家。 
慈悲的师尊，同情全世界，他说: 
『善来，比丘，』那便是对我的正式接纳。 
 
我独居野外、不懈不怠，奉行师言，一如胜者对我的教导。 
在前夜，我回忆起前世诸般; 
在中夜，我升起清净的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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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夜，那大堆的黑暗溃散。 
 
暗夜终结，旭日复归， 
因陀罗与梵天前来向我致敬: 
『礼敬您啊，人中之强，礼敬您啊，至高之士， 
终结了心漏，亲爱的尊者，您值得应供。』 

——Thag12(长老偈)  

……其它精神傳统的求道者 
        拘利扬人之子牛行者普那与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往诣薄伽梵。牛行者普那对薄伽梵行礼
后，坐于一边; 裸身的狗行者塞尼耶与薄伽梵互致问候，交换礼貌友好的言辞后，如狗一般卷曲
身体，也坐于一边。 
        牛行者普那坐下后，问薄伽梵:『尊者，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难行之事: 食物弃置于地他
才受用。长久以来他行持、修持狗行。他的趣向为何? 他的未来命运为何?』 
        『够了，普那，到此为止，勿再问我。』 
        第二次……第三次，牛行者问薄伽梵:『尊者，这位裸身狗行者塞尼耶行难行之事: 食物弃置
于地他才受用。长久以来他行持、修持狗行。他的趣向为何? 他的未来命运为何?』 
        『好吧，普那，既然我以「够了，普那，到此为止，勿再问我，」仍不能劝止你，那么我为

你解答。』 
        『普那，在此有一人完全无保留地修持狗的习惯、他完全无保留地修持狗的心性、他完全无
保留地修持狗的行为。修成后，身坏命终时，他投生于狗群中。不过，他若有此见:「凭此戒德、
苦行、梵行，我将成为某大神、或者成为某小神，'那是妄见。我说，持妄见者有两个趣向: 地狱

界与畜生胎内。因此，普那，假若他的狗行具足，这将引导他投生狗群; 否则，他将堕地狱。』 
——MN57(中部)  

……还有天神 
        『……幾百次四大王天的天神聚會……幾百次三十三天的天神聚會……幾百次摩羅隨從的聚
會……幾百次梵天聚會。我曾在那裏與他們同坐、說示、對談……』 

——MN41(中部)  

 
佛陀教导他的亲属，包括儿子罗睺罗  
        『摒棄使心入迷、愉悅的五種感官之樂，隨信念出家，成就苦的終結。 
        『親近善友; 擇偏遠僻靜處隱居; 節制飲食; 衣袍、食物、藥品、居處——這些物品不要貪求; 
不要成爲返回世間者; 如律修練，約束、控制五種感官。 
        『修身念處，連續培養對色身的無欲。避開與愛欲相連的美麗標記; 藉修不淨觀，培養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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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在之心。 
        『禪定於無相，滅除自滿。藉透視與摧毀自滿，你將安住於至高的寧靜。』 
        薄伽梵如此反復教誡羅睺羅。 

——Snp2.11(小部经集>)  

……继母大爱道-乔达弥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在毗舍離大森林裏的尖頂堂。其時大愛道-喬達彌往詣薄伽梵，近
前頂禮後，立於一邊。站立時，對他說:『善哉尊者若能爲我簡要說法，使我從薄伽梵處聞法後，
得以獨自安住、退隱、警覺、精勤、決意。』 
        『喬達彌，你了解的素質 (dhammas)中，「這些素質趨向欲求、非趨無欲；趨向束縛、非趨
解縛；趨向堆積、非趨褪脫；趨向自大、非趨謙虛；趨向不滿、非趨滿足；趨向糾纏、非趨退
隱；趨向懶惰、非趨勤奮；趨向沉贅、非趨輕松」: 你可以確認「此不是法 (Dhamma)，這不是
律，這不是師尊的教導。」 
        『至於你了解的素質中，「這些素質趨向無欲、非趨欲求；趨向解脫束縛、非趨束縛；趨向
褪脫、非趨堆積；趨向謙虛、非趨自大；趨向滿足、非趨不滿；趨向退隱、非趨糾纏；趨向勤
奮、非趨懶惰；趨向輕松、非趨累贅」: 你可以確認「這是法，這是律，這是師尊的教導。」』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大愛道-喬達彌對薄伽梵之言隨喜、心悅。 

——AN8.53(增支部)  

……他辅导表兄弟难陀成就阿罗汉果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精舍。其时尊者难陀——薄伽梵的兄
弟、他的姨母之子——对一大群比丘说:『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
将放弃修行，恢复俗家生活。』 
        有位比丘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对薄伽梵说:『世尊，尊者难陀——
薄伽梵的兄弟、他的姨母之子——已告诉一大群比丘:「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
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恢复俗家生活。」』 
        于是薄伽梵嘱咐某位比丘:『来，比丘。以我的名义去找难陀，说:「贤友，师尊唤你。」』 
        该比丘答:『遵命，世尊。』于是去见难陀，到达后说:『贤友，师尊唤你。』 
        尊者难陀答:『遵命，贤友。』 于是他往诣薄伽梵， 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
梵对他说:『难陀，你已告诉一大群比丘:「贤友们，我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
我将放弃修行，恢复俗家生活。」这可是真的?』 
        『是的，世尊。』 
        『不过，难陀，你为何不乐于梵行生活?』 
        『世尊，我离家时，有一位举国倾慕的释迦少女，头发半拢、瞥我一眼道:「大师速回。」回
想那件事，我便不乐于梵行生活，我不能忍受梵行生活。我将放弃修行，恢复俗家生活。』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uddha.htm (26 of 30) [12/31/2010 10:45:00 PM]



佛-巴利经典中的佛陀生平

        这时，薄伽梵抓著尊者难陀的手臂——如壮汉曲臂、伸臂一般——从祇树消失、重现于三十
三天。当时约有五百名鸽足(中译注:意为美足)仙女，前来服侍帝释天王。薄伽梵对尊者难陀说:
『难陀，你可见那五百鸽足仙女?』  
        『是，世尊。』  
        『你以为如何，难陀: 哪位更可爱、更美貌、更有魅力——是那位释迦少女，还是这五百鸽

足仙女?』 
        『世尊，与这五百鸽足仙女相比，那位举国倾慕的释迦少女，像那被火烧灼、割去耳鼻的猿
猴。她微不足道、她半分不如。两者不可相比。这五百鸽足仙女更可爱、更美貌、更有魅力。』  
        『那么欢喜吧! 难陀，欢喜吧! 我担保你得到五百鸽足仙女。』 
        『薄伽梵若能担保我得到五百鸽足仙女，我将在薄伽梵指导下享受梵行生活。 』 
        接著，薄伽梵抓著尊者难陀的手臂——如壮汉曲臂、伸臂一般——从三十三天消失、重现于
祇树。比丘们听闻:『据说尊者难陀——薄伽梵的兄弟、他的姨母之子——为著仙女而梵行。据说

薄伽梵担保他得到五百鸽足仙女。』 
        于是，尊者难陀的旧友比丘们，称呼他时如称呼雇工、商贩:『据说我们的贤友难陀是雇工，
据说我们的贤友难陀是商贩。他为著仙女而梵行。据说薄伽梵担保他得到五百鸽足仙女。』 
        尊者难陀对旧友比丘们称呼他时如称呼雇工、商贩，感到耻辱、羞愧、自厌——独自安住、
隐居、警觉、精勤、决意。不久他便进入、安住于梵行生活的至上目标——族姓子为此离俗正当
出家——即时即地自知亲证。他自知:『轮回已终止。梵行已圆满。任务已完成。不再有为于
世。』于是尊者难陀成为世上另一位阿罗汉。 

——Ud3.2 (自说经) 

 

佛陀的最后日子
 
阿难注意到佛陀渐老  
        那一次，薄伽梵于日哺时走出隐居处，坐于西阳下暖其腰背。尊者阿难往诣薄伽梵，进前顶

礼后，以手按摩薄伽梵的四肢道:『多么惊人，世尊，多么骇人，薄伽梵的肤色不再皎洁; 他的四
肢松弛起皱; 他的脊背前倾; 他的官能——眼的官能、耳的官能、鼻的官能、舌的官能、身的官能
——有可见之转变。』 
        『阿难，正是如此。有年轻，则不免衰老; 有健康，则不免疾病;有活命，则不免死亡。肤色
不再皎洁; 四肢松弛起皱; 脊背前倾; 官能——眼的官能、耳的官能、鼻的官能、舌的官能、身的
官能——有可见之转变。』 

——SN48.41(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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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逝世后佛弟子当以谁为依止 ? 
        『阿难，我如今体衰矣，老迈、年高、耄耋。我行年八十，寿命已尽。阿难，如一辆旧车，
仅靠修补勉强可行，如来之身更如此，仅靠摄养勉强维持。如来仅在无视外缘[外在客体]，止息
某些觉受，进入、安住于无想定时，色身才安稳些。 
        『因此，阿难，以己为岛屿[洲]，以己为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为岛屿，以法为依止，不
找其它依止。 
        『阿难，一位比丘，如何以己为岛屿，以己为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为岛屿，以法为依
止，不找其它依止? 
        『当他观照色身本身，精勤、明悟、念住，制服对世间的渴爱与忧愁;  
        当他观照觉受本身……心智本身……心理素质本身，精勤、明悟、念住，制服对世间的渴爱

与忧愁，那时，他就真正做到以己为岛屿，以己为依止，不找外在依止; 以法为岛屿，以法为依
止，不找其它依止。』 

——DN16(长部)  

他放弃续寿的意志  
        『阿难，今日于遮婆罗神舍，邪恶者摩罗来见我说:「世尊啊，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

婆夷等，皆已成为薄伽梵的真正弟子——智慧、自持、好学多闻、善守法义、如法而活、奉持戒
律; 精通导师的教言后，能够解说、宣讲、演教、确立、揭示、详述、阐明; 有异论时，能够彻底
完善地予之反驳，并宣说此信服、解脱之法。」 
        『「世尊啊，如今薄伽梵所传的梵行生活已成功、兴盛、广知、普及、遍传、在天界人间善
为宣说。因此，世尊啊，请薄伽梵入最后的涅槃吧! 请至乐者入彻底的涅槃吧! 现在正是薄伽梵般
涅槃之时。」 
        『阿难，其时我答邪恶者摩罗:「邪恶者，你勿自扰。如来的般涅槃已近。三月后如来将圆

寂。」 
        『阿难，如此，今日于遮婆罗神舍，如来放弃了续寿之意志[舍寿]。』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对薄伽梵道:『世尊啊! 请薄伽梵住世一劫! 世尊啊，请至乐者住世一劫! 
为著众生的福利、喜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人类的福利、安宁、喜乐。』 
        薄伽梵答:『阿难，停止。莫再恳请如来，因为阿难，这等恳请的时机已过。』 

——DN16(长部)  

他对众比丘的最后教诫  
        『比丘们啊，我告诉你们，我所亲知并为你们宣说的这些教导——你们应当善学、善习、善
练、常修，使此清净之道得以确立、久住，为著众生的福利、喜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
人类的福利、安宁、喜乐。 
        『那么，比丘们，这些教导是什么? 它们是，四念处、四神足、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

支、八圣道。比丘们，这些正是我所亲知并为你们宣说的教导——你们应当善学、善习、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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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使此清净之道得以确立、久住，为著众生的福利、喜乐，为著慈悯世间，为著天神与人类
的福利、安宁、喜乐。』 
        接著，薄伽梵对众比丘说:『比丘们，因此我告诫你们: 一切(依因缘)造合之事物终归于朽
灭。精勤证道。如来入般涅槃之时已近。三月后，如来将圆寂。』 
        

——DN16 (长部)  

他的最后一餐  
        薄伽梵用过铁匠纯陀供养的僧食，遂染重症乃至血痢，经历剧烈、濒死之痛。然而薄伽梵以
念住忍受剧痛，明 解、不为所动。 
        接著，薄伽梵对尊者阿难说:『来，阿难，我们去拘尸那罗。』 尊者阿难答:『是，世尊。』 

——DN16(长部)  

他临终卧床  
        于是，薄伽梵与大群比丘走向熙连涅波提河彼岸，拘尸那罗附近的优婆伐檀那、末罗人的娑
罗树林。到达后，他对尊者阿难说:『阿难，请为我于娑罗双树之间敷设卧具，头朝北。我倦极欲
卧。』 
        尊者阿难答:『尊命，世尊，』 便于娑罗双树之间敷设卧具，头朝北。于是薄伽梵以狮子睡
姿，右侧偃卧，一足叠于另一足之上，维持正念、警觉。 
        其时，那娑罗双树之花非时而盛开，纷撒、散落、点缀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曼陀罗

花自空飘落，纷撒、散落、点缀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檀香屑自空洒落，纷撒、散落、点
缀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之乐自空奏起，以示崇敬。天界之歌自空颂起，以示崇敬。 

——DN16(长部)  

佛陀所荐的四个朝礼圣地  
        『阿难，有此四处，益于具信仰的族姓子朝礼、益于他(朝礼后)长养紧迫感与厌离感。哪四
处? 「这是如来降生处，」则为益于具信仰的族姓子朝见、益于他升起急迫感与厌离感之处。
「这是如来证无上正自觉醒处」…… 「这是如来转法轮处」…… 「这是如来入无余涅槃处，」
则为益于具信仰的族姓子朝礼、益于他长养紧迫感与厌离感之处。正是这四处，益于具信仰的族
姓子朝礼、益于他长养紧迫感与厌离感。阿难，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前往这些圣
地朝礼——「这是如来降生处」、「这是如来证无上正自觉醒处」、「这是如来转法轮处」、
「这是如来入无余涅槃处，」——将升起信心。若有以明亮、信仰之心朝礼此诸圣地时(万一)死
去者，身坏命终之际，将重生于善趣、天界。 』 

——DN16(长部)  

数千人痛哭佛陀将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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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拘尸那罗的末罗国人正聚于会议厅商议公事，尊者阿难走向会议厅，到达后对他们宣
布:『婆西塔人，今晚的后夜里如来将般涅槃。出来吧，婆西塔人! 出来吧，婆西塔人! 不要以后
追悔:「如来就在本镇境内般涅槃，我们却得不到最后见他的机会!」』 听闻尊者阿难之语，末罗

人与其儿女、妻子皆震惊、哀痛、忧伤。他们有的扯发痛哭、有的举臂大泣。有的如双足被斩般
倒地，翻滚哭叫:『薄伽梵涅盘如此早! 善逝者涅盘如此早! 有眼者从世间消失如此早!』 
        接著末罗人与其儿女、妻子——震惊、哀痛、忧伤——走向拘尸那罗附近的优婆伐檀那，末
罗人的娑罗树林中尊者阿难处。 

——DN16(长部)  

只要有人修八圣道，世上就有阿罗汉  
        『任何法与律中，若无八圣道者，则无证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沙门[指入流果者、
一还果者、不还果者、阿罗汉]。然而任何法与律中，有八圣道者，则有证得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果的沙门。此教此律有八圣道，正在此处便有证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沙门。其他
教派缺多识的沙门。比丘们若端正而住，世间将不缺阿罗汉。』 

——DN16(长部)  

佛陀的临终之语  
        于是薄伽梵对众比丘说:『注意听，诸比丘，我告诫你们: 一切造合事物终归于朽灭。藉由审

慎，成就圆满。』那就是如来的最后遗言。 
        于是薄伽梵即入初禅。自初禅出而入第二禅。自第二禅出而入第三禅……第四禅……空无边

纬度……识无边纬度……无所有纬度……非想非非想纬度。他出该定境而入无想受处[想与受的止
息处]。 
…… 
        于是薄伽梵出无想受处而入非想非非想纬度。出非想非非想纬度而入无所有纬度……识无边

纬度……空无边纬度……第四禅……第三禅……第二禅……初禅。出初禅而入第二禅……第三
禅……第四禅。出第四禅后，他即刻彻底解脱。 

——DN16(长部)  
[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buddha.html 
最近訂正 5-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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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
 
        法——即佛陀教导的真理——渐次展开。佛陀多次阐明，觉醒非如闪电，在未经修练与准备

的心里突然出现。反之，它历经漫长修行的诸多阶段方至顶点。[1]

 
        正如海底有渐次的倾度、渐次的坡度、渐次的斜度，长久一段之后才
有一个陡降，同样，此法此律 (dhamma-vinaya) 有著次第的训练、次第的
作业、次第的修道，长久一段之后才有直觉智 (gnosis)的洞悉。 ——Ud 
V.5(自说经)  
 
        比丘们，我不说直觉智的成就一时可得。反之，直觉智的成就是在次
第的训练、次第的作业、次第的修道之后。那么，直觉智怎样成就于次第
的训练、次第的作业、次第的修道? 有此情形，当信心升起时，他拜访

(导师)。拜访后，他亲近。亲近后，他注意听。注意听后，他听见了法。
听见法后，他记住了法。记住法后，他洞穿教义。洞穿教义后，他藉著思
索教义而认同。认同后，他升起愿望。升起愿望后，他立志。立志后，他
辨析。辨析后，他力行。 力行后，他以身实现终极真相，又以明辨洞穿
它后见到它。 ——MN 70(中部)  

 
        这套渐次培育的概念渗透于佛陀的教导之中。 以种种形式出现在无数部经文之中的“次第演
教”法(anupubbi-katha, 演教初阶),总是循照同样的轨迹: 引导新学者从初级原理出发,推向渐次高深
的教导,直到四圣谛的圆满实现与涅磐的圆满成就。  
 

        接著，世尊以他的觉知包容了全体在场者的觉知后，自问：“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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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谁能理解法？” 他看见麻疯病者苏巴菩达坐在人群之中，看见他时，
想道: “此人能识得法。”　于是，针对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他作了一段循
序渐进的讲述，即，一段布施说，一段戒德说，一段天界说; 他宣说了感
官之欲的过患、降格、退败，以及出离的善益。接著，他看见麻疯病者苏

巴菩达的心预备、可塑、五盖祛除、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场觉者们特有
的法义开示，即：苦、苦因、苦的止息、与苦的止息之道。如一块洁净去
垢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样地，麻疯病者苏巴菩达正端坐原地，即升起内
在无染、无垢的法眼： “凡是缘起之法，皆是止息之法。” ——Ud V.3(自
说经: 麻疯病者）  

 
        行者在这“次第训练”的每一阶段，会发现因果法则——即作为正见构造基石的业的原理——

有一个重要的新维度。因此,这是用来综观佛陀教说的一个极其有益的组织构架。  
 
        该训练过程起始于布施的修持，如此有助于尚未觉悟的行者启动一个削弱其执取——对诸种
见、感官之欲、非善巧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等的执取——的习惯性倾向的漫长过程。接下来是戒德
的修持，即基本层次的感官约束，有助于行者培养起健康可靠的自我感。由此自尊层次升起的心
平静，为修道的一切未来进展铺设了基础。行者这时理解了，某些种类的喜乐较之任何感官满足
提供的更为深刻、可靠；由布施与戒德引生的喜乐甚至还能在真实或象征意义上，导致重生天
界。不过行者最后开始认识到，即使这类喜乐也有其内在过患：重生善趣固然好，它所带来的喜
乐却并非真实长久，因为它所依赖的条件[依缘]是他／她最终不能控制的。当行者理解了，真正
的喜乐永远不能在物质与感官世界里找到时，这就标志著修练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趋向一种非缘

起之乐的唯一可行之道，在于出离，藉著放弃熟悉、低等的喜乐形式，代之以某种远为有益、远

为尊贵的喜乐，藉此脱离感官域界。最后，行者成熟起来，可以接受四圣谛了，该教导阐明的是
成就终极喜乐即涅磐所必要的修心过程。 
 
        不少西方人是在密集禅修班里初次接触佛陀教导的，这样的禅修班通常一开始便传授正念与
正定的培养技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素质固然重要，佛陀把它们置于次第修练的后期步骤。其
中之意是很清楚的：为了从禅定中获得最大善益，为了使觉醒所必须的一切素质皆尽成熟，基本
功不能忽视。这个过程无捷径可走。 
 
        以下对佛陀的六步次第修练作较为详细的解说: 
 
1.布施[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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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戒德[sila] 

     • 五戒 

     • 八戒 

     • 十戒 

     • 持守布萨日[Uposatha] 

3.天界[sagga] 

     • 三十一个生存域 

4.过患[adinava] 

5.出离[nekkhamma] 

6.四圣谛[cattari ariya saccani] 
      i.苦圣谛[dukkha ariya sacca] 

           • 苦 [dukkha] 

           • 轮回[samsara] 

      ii.苦因圣谛 [dukkha samudayo ariya sacca] 

           • 渴求 [tanha] 

           • 无明[avijja] 

      iii.灭苦圣谛[dukkha nirodho ariya sacca] 

           • 涅槃 [nibbana] 

      iv.苦之道圣谛[dukkha nirodha gamini patipada ariya sacca] —八圣道 
 

分组 圣道八道支 

明辨 
[pañña] 

1.正见 [samma-dithhi] 

    • 业 [kamma] 
    • 可敬的友谊 [kalyanamittata] 
2. 正志 [samma-sankappo]

戒德 
[sila] 

3. 正语 [samma-vaca] 

4. 正业 [samma-kammanto] 

5. 正命 [sammma-aj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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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摩他 
[samadhi] 

6.正精进 [amma-vayamo] 

7. 正念 [samma-sati] 
8. 正定 [samma-samadhi] 
    • 禅那 [jhana]

 
原注[1]:“觉醒是顿悟还是渐悟?” 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学子投入了时间精力争执这个问题。此处的段落及巴
利经典中的其它段落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佛陀自己对该问题的观点: 心逐渐地发展成熟，完成觉醒的顿然一
跃。 

http://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index.html 
最近訂正 6-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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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文中，僧伽(sangha)这个词[字面意义为: 团体、集体]通常指两个意思之一: (1)一群出家
的比丘与比丘尼(bhikkhu-sangha and bhikkhuni-sangha); (2)一个“圣者”团体(ariya-sangha)——即已
至少证得初果者。 

圣者僧伽的定义 
        “世尊的僧伽弟子们行道正善……他们的行道正直……有方……卓越——换句话说，四双圣
弟子们、八辈圣弟子们——他们是世尊的僧伽弟子，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
敬，他们是世界的无上福田。”

——AN XI12 (增支部)

四双圣弟子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是阿罗汉，他们的心漏已尽，他们已圆满成就，已完成任务、放
下重负、达到真正的目标、彻底摧毁了缘起的束缚、以正确的直观智(正知,正慧,通智)获得解脱: 这

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低层次五种束缚的彻底终结，会重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获得
彻底解脱、永不自该界返回: 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随着贪、瞋、痴的减退，成为一还

者——他们会在回到这个世界的那一次里，达到苦的止息: 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 [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成为入流者，永远不坠恶趣，稳

步走向自我觉醒: 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MN118  (中部) 

八辈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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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大海是巨型生灵的居处，有鲸鱼、食鲸兽、以食鲸兽为食之兽; 有阿修罗、神蛇、乾踏
婆; 还有一百由旬[1]长……两百由旬长……三百由旬长……四百由旬长……五百由旬长的海洋生
物，同样地，此法此律是巨人的居处，有初果者与向初果者; 有一还果者与向一还果者; 有不还果
者与向不还果者; 有阿罗汉与向阿罗汉果者……这便是此法此律的第八条惊奇事实。”  

——Ud V.5 (自说经)
[1]译注: 由旬为公牛挂轭行走一日之距。 

尊贵 
        一位拥有八种素质的比丘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是世界的无上福田。
哪八种? 
        [1]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有戒德。他始终以波罗提木叉戒约束自己，在行为与活动范围内戒
行圆满。他受戒后，视细小过失为危险，训练自己。” 
        [2] “所受钵食无论精美粗劣，他仔细吃，不抱怨。” 
        [3] “他对于身、语、意的过失，对于邪恶、不善巧的心理素质，有厌拒感。” 
        [4] “他沉着自持，易于共同生活，不骚扰其他比丘。” 
        [5] “无论有何欺骗、欺瞒、哄骗、借口，他如实向师尊、或有识的修行同伴披露，让师尊与
有识同伴试着纠正。”  
        [6] “在修持中他这样想: ‘无论其他比丘是否想修持，我在此定要修持。’” 
        [7] “行路时，他走直路; 这里的直路指这一条: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
念、正定。” 
        [8] “他始终勤奋修持，[心想] ‘哪怕体内血肉枯干，只剩皮、腱、骨，我也愿意; 不达到那些
以人的毅力、人的勤奋、人的精进可以证得的成就，我决不放松自己的努力。’“ 
        “有此八种素质，一位比丘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是世界的无上福
田。” 

——AN VIII 13(增支部)
 
        “比丘们，这个团体避免闲谈、不作闲谈，已在纯净的心材上确立起来:  这群比丘正是这样，
这个僧团正是这样。 这样的团体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是世界的无上福
田: 这群比丘正是这样，这个僧团正是这样。 向这样的团体赠一件小礼，可成为一件大礼，赠一
件大礼，可成为更大之礼:  这群比丘正是这样，这个僧团正是这样。 这样的团体世上少见: 这群
比丘正是这样，这个僧团正是这样。 这样的团体，是值得带着资粮、长途旅行前去拜访的。” 

——MN118(中部)

至上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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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的弟子僧伽在 任何团体、集体之中被视为至上——他们是: 四双圣弟子、八辈圣弟子。
对僧伽有信念者， 乃是对至上(品质)有信念，对至上(品质)有信念者， 将得至上果报。”

——Iti 90(如是语)

忆念僧伽 
        “任何时候，圣者的弟子忆念僧伽时，他的心不为贪所制，为瞋所制，为痴所制。有僧伽为

根基，他的心朝向正直。心向正直，这位圣者的弟子便有了目标感， 解法义，有法乐。有乐，则

有喜。有喜，色身宁静。色身宁静时，他有自在。有自在，心入定。” 

——ANXI.12 (增支部)
 
        “比丘们，当你们忆念僧伽时，任何畏惧、恐惧、惊竦因之弃去。” 

——SNXI.3(相应部)

http://accesstoinsight.org/ptf/sangha.html 
最近訂正 4-2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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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索-堪塔西罗 (1861-1941) 阿姜索与弟子阿姜曼一起振兴了二十世纪泰国林居修行傳统。阿姜
索原籍乌汶，出家后专意于禅修。早年曾指导阿姜曼严格持戒，如法修持。干季与阿姜曼结伴游
方数年，在野外林间梵行。他告诉阿姜曼，遵照经典，这条林居修行之道虽不能保障证果，但大
方向是正确的。阿姜索心性平稳、静谧、寡言，定力深厚，是一位真正的森林隐者，未留下教导

的文字记录。  
        阿姜普的回忆 

阿姜曼-布里达陀 (1870-1949) 尊者阿姜曼1870年1月20日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乌汶府空建区邦堪蓬
村，15岁入本村寺院作沙弥，好学强记，活跃、大胆、广能。两年后从父命还俗，22岁决意再次
出家，1893年6月在乌汶城边的里亚寺受具足戒，入阿姜索在该寺的禅堂修佛随念、不净观、身
念处。曾与阿姜索结伴行头陀行数年，之后独自在泰东北与北部、寮国、缅甸山林间长期游方梵
行，探索灭苦之道。修成深度定力、调服自心之后，下行到中部(约1915年)，在曼谷巴吞旺寺度
雨安居，其间多次走访一位同乡上座——波罗曼尼瓦寺住持、著名学者优波离长老(1856-1932)，
印证体验并探讨进一步密集观禅理论。雨安居完毕后他来到中部山区的几处洞穴静修，特别是在
那空那育府傳说中恶灵出没的萨里迦山洞独修三年，成就不凡。其时他想到早年游方时曾遇见众
多头陀僧在泰东北各处修行，又回想自己过去无善知识指点、修行步伐的迟缓，升起了慈悲之
心。他于是下山回到东北(约1919年)，把自己重新开启的修证之道先傳给了他的老师阿姜索，不
久弟子与护持者接踵而来。他与阿姜索不仅傳授禅定法门，而且为使弟子瞄准最高目标，对他们

的个人习惯、价值观与观察力，作彻底的重新教育。阿姜曼在东北指点了一批弟子，自知未完成
最后一步，必须再次加速。机缘成熟时他只身离去(约1928年)，在巴吞旺寺再度雨安居，又与优

波离长老共读经书，深受这位学者的推崇。雨安居结束后他来到北部的清迈，独自在山里日夜修
行，不久成就。他在清迈地区游方教化11年，1940年被乌汶弟子请回原籍。阿姜曼一生大部分时

间在各处游方，直到生命的最后五年，才定居色军府的班农伏寺，1949年圆寂。由阿姜索与阿姜
曼振兴的泰国林居禅修傳统，不仅傳遍了整个泰国，如今已立足海外。 

阿姜宛-苏近诺(1883-1985) 阿姜宛1883年出生于泰东北黎府一户乡村铁匠之家。五岁丧母，九岁

从母遗愿出家为沙弥，21岁在乌汶一家寺院受具足戒。师从多位导师，其中阿姜曼曾指点他修习

禅定; 曼谷波罗曼尼瓦寺的优波离长老曾教导他研习经典数年，之后他在清迈重新受戒。阿姜宛
常年在泰东北、北部、及至缅甸、印度独自觅地行头陀行，高度成就。他一生不识纸币。1955年
阿姜宛在清迈府的多美蓬寺定居，1985年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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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敦-阿图罗(1888-1983) 阿姜敦1888年10月4日出生于素輦府乡村。排行老大，下有四名弟
妹，少年即养家谋生，曾经是府城剧院主要演员。22岁出家。六年后对无知见的城市比丘生活失
望，便前往乌汶一所研经寺院修学数年，结交了阿姜辛-堪提迦摩，于是在法宗派重新受戒。不
久两人遇见了阿姜曼。当时阿姜曼多年游方之后刚回泰东北，在附近一所寺院里度雨安居。两人
前去听他说法，深受其教导与举止的影响，于是放下经典的研习，成了阿姜曼最早的两位弟子，
在他指点下游方梵行。在泰国与高棉的山林间行脚19年后，阿姜敦接到僧团上座的指示，领导素
輦府一座研习与禅修并重的寺院。因为当时他已极其有名，很多人去拜见他，请教他，但他雨安
居留住的偏僻寺院往往交通不便。因此他在1934年接受了这个座落于市中心的布拉帕寺的住持职

务。他在那里直到1983年圆寂。  
        法语微言

 
“我要你们大家仔细审查快乐，看一看究竟什么时候是你一生当中最快乐的。
你真正对着它看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不过如此，跟你经历过的其它东西相
比，没多大差别。为什么没多大差别? 因为世间本身不过如此。它能给的就是
那么多——一次次重复，就是这些东西。生 、老、病、死，一次又一次。怎么
也得有一种喜乐，比它更超越、比它更殊胜、比它更安稳。这就是为什么圣弟
子放弃了有限的喜乐，寻找一种来自身寂止、心寂止、杂染寂止的喜乐。那是
安稳的喜乐，无可相比。”——《法语微言》 

阿姜考-安那腊育(1888-1983) 阿姜考1888年出生于泰东北乌汶府乡村。为人端正、热心、多友。
二十岁由父母作主婚配，育有子女七人。某次外出做工，回村时目睹其妻不忠。举刀在手几欲杀

人，终为理智所制，决定成全其妻，自行出家，发誓找到灭苦之道。他于1919年受具足戒，时年
三十一岁。阿姜考在寺院学习经律六年后，出走游方，寻找当时已负盛名的阿姜曼。在廊开见到
一次，旋即失去踪迹。几年后听说阿姜曼在清迈，再次步行出发，一年多后遇见阿姜宛，与之结

伴而行，终于找到。此后两人接受阿姜曼的指点，全力禅修。据说他在林间坐禅时常常夜半易
地，因为意识到自己一旦熟悉了环境，警觉与念住随之松懈。阿姜考在清迈修行多年，高度成
就。1936年左右他回到东北，1958年乌汶密林里的午鼓洞寺定居。1975年正值泰国武装动乱四
起，国王亲往午鼓洞寺拜见87岁的阿姜考时，曾请教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他答: 贪婪与腐败。
阿姜考于1983年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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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阿姜康地-帕跋挲(1902-1984) 阿姜康地1902年出生于泰东北坤敬府一户农家。二十二岁从泰风俗
在本地寺院出家，然于乡村寺院惯常习法有所不满。于是1928年在法宗派重新受戒，次年师从阿
姜曼的高年资弟子阿姜辛-堪提迦摩，作了游方头陀，在泰东北四处寻找僻静处修行。1955年来
到泰寮边境的黎府太父崖洞，以该洞穴为理想所在，在其中度过余生大部分时间。年迈不力登高
时，迁至洞下的山脚。尊者作为一位导师，以品德高严，心性温和著称，吸引了大批在家与出家
的弟子。圆寂前太父石崖脚下他的住地周围已发展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寺院。  
        使佛法成为你自己的

 
“不过多数人，无论生在哪个国家，都对身体方面的事更感兴趣。他们对照料
自己的心意并不那么有兴趣。他们不照料自己的心与意。当心受苦时，他们不
去察看它 为什么苦。他们更多地投入在照顾自己的身体上。身体有一点小痛，
他们就赶着找医生、去医院。不过，当他们的心意受苦时，他们却不怎么注意
去找一找原因。”——阿姜康地 

阿姜帖-德沙兰西 (1902-1994) 阿姜帖于1902年4月26日出生于泰国东北乌汶府乡村，年少时在本
村寺院接受初级教育，心性温和。1916年阿姜曼的弟子阿姜辛与阿姜堪游方路过停留数月，由于
行止与其他僧侣大不相同，少年帖亲近供养，深受影响。随后他由阿姜辛引荐，在乌汶城素塔寺
受沙弥戒，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经文学习。他于20岁受比丘具足戒后，决定游方梵行。当时有位住
持邀他协助管理寺院，被他谢绝，理由是:"禅修僧极其稀少，学问僧到处都是，他可以找别
人。"以后的年月里，他时常自往林中洞穴墓地修习禅定，又与其它高年资林居僧共度雨安居。
他的老师除了阿姜辛外，还有阿姜索与阿姜曼。后来他本人也成为深受尊敬的禅修导师，定居普
吉岛。1957年阿姜帖与阿姜辛、阿姜李同时被泰王室尊封为昭昆，这是阿姜曼承傳下的禅僧第一
次受封。不久他又被僧团任命为三府僧伽行政官。1964年阿姜帖离开普吉岛觅地隐居，1965年定
居於泰寮边境森林里的欣玛蓬，后来该处成为欣玛蓬寺。阿姜帖于1994年圆寂。 
        正道修行 

阿姜李-达摩达罗(1907-1961) 阿姜李于1907年1月31日出生于泰国乌汶府乡村。十一岁丧母，十
二至十七岁上学，十八岁外出作工，二十岁决意出家，开始了佛学教义与僧侣戒律的学习。他闷

闷不乐地发现，自己所在寺院的生活，与佛陀教导的梵行之道相距甚远，于是在第二个雨安居之
初，发愿找一位如法修行的导师。不久他遇见一位师承阿姜索与阿姜曼的头陀僧，对这位比丘的
说法与生活方式印象深刻，于是步行出发找到阿姜曼，拜他为师，于1927年5月重新受戒。他跟
随阿姜曼度过了两段密集禅修时期，头一次在乌汶密林，第二次是四年后在清迈彻地伦寺。此后
经阿姜曼指点去泰国北部丛林自行遊方，至终走遍了泰国，及至缅甸、高棉、印度。1935年他在
尖竹汶府一处墓地建立了克朗孔森林寺，1955年在曼谷郊外湄南河口的沼泽地帶建立了阿育王
寺。在阿姜曼的弟子当中，阿姜李是第一位把林居傳统的禅修教导傳授给泰国中部主流社会的头

陀僧。一生短暂多彩，心性敏捷灵活，他以傳授呼吸禅定著名，也以能识著名。阿姜李于1961年
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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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住呼吸与15篇禅定开示     (PDF繁体) 

      (**如何索书) 
从少做起——29篇开示 
成就戒德(来自修心的技能) 

解脱的技能 

给每个人的法 

慈心的力量 

善德的力量

停顿与思考 

庇护处 

卫塞节礼佛 

灭苦手册 

临终说法一则 

意识

阿姜摩诃布瓦 -年那桑槃诺(1913-  ) 尊者摩诃布瓦1913年8月12日出生于泰国东北乌汶府邦塔村，
从小正直、果决、理性，21岁从父母意愿、依当地傳统出家。原本无意永久为僧，但成为比丘
后，在学习世尊与圣弟子傳记时，深受影响，升起了修证道果的强烈信念与信心。他在研习佛教
经典七年后离开寺院，边游方行头陀行，边寻访阿姜曼的踪迹，于1942年找到这位禅修大师，被
接纳为弟子。阿姜曼对他说，你钻研经书，已获摩诃称号，现在要把书本放在一边，集中精力修
习禅定，经典以后会对你有用。他跟随阿姜曼度过每一个雨安居，直到1949年师尊圆寂。此后他
独自在丛林里全力修行，成就卓著。1955年尊者在自己出生的村子附近一座森林里定居下来，建
立了帕邦塔寺。阿姜摩诃布瓦的佛法开示以流畅善巧、直接有力著称，体现了他本人的个性与修
行风格。五十年来尊者安于简朴的林居生活，言傳身教，广受尊敬，为保存林居傳统的修行模式
与言教作出了宝贵贡献。  
        灭苦之道 (汇编整理) 
 

阿姜放-育提可(1915-1985)阿姜放1915年出生于泰国东南部尖竹汶府的一户农家。十一岁成为孤
儿，辗转在寺院长大，二十岁受具足戒。随着戒学知识的增长，眼见周围僧侣对佛陀教言奉行不
足，他渴望有一位老师按照经典上的方式教导自己。受戒第二年，机缘来临，阿姜李在尖竹汶城
外的旧墓地建起一座寺院，于是阿姜放在法宗派重新受戒，加入该寺院，成为阿姜李的大弟子。
二战时期他曾在泰国北部森林中独自修行五年。1957年阿姜李在曼谷附近建立阿育王寺后，他再
次加入。1965年起阿姜放应邀在曼谷法宗派主寺之一的玛古寺傳授呼吸禅定，在该寺度雨安居，
干季则在乡间游方，觅地隐居。1968年阿姜放定居于罗勇府偏僻简陋的达摩萨地寺，直到1986年
圆寂。 
        坦尼沙罗尊者的回忆——关于判断禅那境界 

        觉知之心 
 

阿姜查-苏拔多(1918-1992) 尊者阿姜查1918年6月17日出生于泰国东北部乌汶城附近的小村。完
成小学教育后，13岁入寺为沙弥三年，后还俗助父母务农。二十岁时，决意再次出家。他的早期
僧侣生活以研习经典为主。受戒第五年，父亲病逝一事令他深思人生真谛，自己虽已泛读巴利经

典，却未趋近灭苦之道。他于1946年离开研经寺院，游方修行，就学于几位禅修大师，其中阿姜
曼曾为他指明修心之道。此后阿姜查独自在林间墓地苦修头陀行，高度成就。1954年他应邀回家
乡定居，在附近一座热病孳生、鬼怪出没的森林里建立了巴蓬寺。前来求教者越来越多，其中不
乏西方人。阿姜查于1975年建立国际森林寺，1977年在英国建立第一所西方比丘主持的林居傳统

寺院。阿姜查于1992年圆寂。  
        解脱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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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潘那维多(1925-2004) 师承泰系林居傳统的西方籍僧伽中，先驱者当属尊者潘那维多。原名
彼得-摩根，1925年10月19日出生于南印度一个英籍工程师家庭。七岁回国受教育，二战结束时

毕业于伦敦法拉第电机工程学院。先后在印度、英国任电机工程师，此间大量阅读东方哲学，对

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升起信心。他于1955年10月在伦顿受沙弥戒，后往泰国受具足戒，1956年7月
回国，住锡于英国僧伽信托会的小佛寺。慢慢地，其他三位英籍比丘各自还俗，潘那维多比丘独
自照料寺院，克尽职责，独力宣法。尽管如此，他感到自己的禅定经验尚不足祛疑，深知无可靠
善知识的缺憾。五年后另一位西方籍比丘来到伦敦，于是他移交寺院，只身于1961年11月回到泰
国。当时他认识一位做地质普查工作的泰国居士，于是请他协助查访全国最优秀的禅定导师。最
后这位友人为他引荐了阿姜摩诃布瓦。数次面见之后，潘那维多比丘请求以他为师。他于1963年
2月加入了偏僻的帕邦塔寺，1965年4月重新受戒，从此潜心修练，直到2004年圆寂， 在帕邦塔
寺定居41年。尊者潘那维多心性精细、平稳、多智，生前为帕邦塔寺副住持，常在染棚为来访者
答疑，深受尊敬。  
        潘那维多尊者的问答录音(英语mp3，森林佛法网站) 

        潘那维多尊者葬礼相集(www.worldisround.com) 

        生平像册(www.forestmeditation.com) 
 
"人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此生不修禅定，他们的生命轨迹将会如何。下一生有多
好，只看你这一生修行有多努力。也许你不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尽管佛陀
的教导如此殊胜，很少有人花气力去了解它。当人们把才智完全用于物质目的
时，他们对真正实质性的事情继续无知。灵性上他们是很愚蠢的……世间的聪
明，根本不能与佛法的智慧相比。我乐见聪明人出离世间，把注意力转向佛教
修行。"——尊者潘那维多 

坦尼沙罗尊者 (1949-) 原名杰弗里- 德格拉夫，美籍，1971年奥柏林学院毕业，主修欧洲思想
史。大学期间曾参加佛教禅修班，如鱼得水。毕业后来到泰国，边教书边寻找可靠的禅修导师，
1976年随阿姜李的大弟子阿姜放出家，亲侍十年至师圆寂，一直隐修于罗勇府偏僻简陋的达摩萨

地寺。他的第二位导师是阿姜苏瓦特。1991年他应邀来到加州，协助阿姜苏瓦特建立了慈林寺，
并于1993年被任命为该寺住持，自此时起担教。他是西方籍僧伽当中的优秀行者之一，也是当代
一位巴利英译名家。2005年被泰王室尊封为禅僧类的昭昆。同年被泰国摩诃玛库僧伽大学授予荣
誉博士。著名出版物包括英译阿姜李的《念住呼吸》等林居导师开示录、经文解读《掌中之叶I-
V》、《觉醒之翼》等、论著集《圣道修行》等、开示集《禅定I-III》。其中《佛教比丘戒律》
(Buddhist Monastic Code)在西方成为各派佛教的参考书。他的论著以原典为根本，直接了当、有
穿透力、发人省思; 有关禅定的论谈则体现了林居傳统的实修承傳，字里行间值得细读。 

        论著 
        印证心灵真谛——佛教的厌离与净信 

        当你亲证之时——巴利经文的真实性 

        业力 

        涅槃的意义 

        信仰与觉醒 

        佛教浪漫主义之根蒂 

        无我，还是非我? 

        慈悲的教育 

        归依 

        正见(节译自《以善巧业为依止》) 

禅定 
呼吸禅定导引 

呼吸禅定步骤 

解析辨识 

布施先行 

回忆阿姜放: 关于禅那的判断 

定义念住 

拆解当下——正思的作用 

禅定在面对苦痛、疾病与死亡时的作用 

四梵住 

空性的诚实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ThaiForestindex.htm (5 of 6) [12/31/2010 10:45:09 PM]

http://www.forestdhammabooks.com/index.php?page=View&file=mp3/html/index.html
http://www.worldisround.com/articles/142552/index.html
http://www.forestmeditation.com/teachings/forest_tradition/panya/Photos.html


泰国林居传统导师索引

        答佛教杂志读者问 

        戒律的疗愈力 

        优婆夷清-那那容与上座部佛教修证的社会
动态 

        佛教无常观的语境 

        业与轮回 

        这条道有目标 

        一言蔽之论修持 

        开启佛法之门 ——礼敬在佛教思维与修证

中的作用 

        苦的形状——缘起的研究（绪论） 

        不可能的事 

        佛陀的“应该” 

        挑战极限——佛教修行道上的欲求与想象 

三辨识 

行禅: 动中之止 

调入气中 

浴于气中 

佛教禅修: 如何与为何 

审视你正在作什么  

观察者 

六元素 

凝视的平稳 

去,作禅那 

定的三层次 

观身体 

浸於身內 

令心胜喜 

护卫禅 

意向的坚持 

一点，两点，多点 

想象 

互动的当下 

说事的心 

维持的工作 

礼敬定 

自戒的技能 

你内在的暴民  

社交焦虑 

自戒的陶育 

退后一步看大局 

辨识 

精进之乐 

如何跌倒 

 
"对于佛陀觉醒的信念，始终指回你个人行动[业]的力量: 你是否有足够的力
量，控制自己的动机令其无害? 无害的动机是否给予你完全放下动机的自由? 你
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对个人的动机有严谨慎密的诚实，去探测哪怕
最细微的伤害、甚至于探测动机本身最细微的动态"——《信仰与觉醒》 

更多图片见英文网站 Contemplatives及Forest Dhamma。 
最近訂正 8-2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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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尊者学者索引

[首页] 
 

作者索引 
 

菩提尊者(1944- ) 原名杰弗里-布劳克，美籍，1966年于布鲁克林学院获哲学学士，1972年于克莱
芒特学院获哲学博士。于1972年在斯里兰卡出家。导师为著名的学者巴兰高达-阿难-弥勒长老。
1988-2002年担任斯里兰卡佛教出版社总编，著有一系列精炼、富有洞见的文章，与坦尼沙罗尊
者并列为当代僧伽中的两位巴利英译名家。 主要译作包括《中部尼柯耶英译》、《相应部尼柯耶
英译》、《佛陀之言》，均由美国智慧出版社出版。2006年斯里兰卡总统尊封菩提尊者荣誉称
号，表彰他的佛学造诣及对佛法傳播的贡献。 

佛法可以不提轮回吗? 

佛法的两面性 

佛陀与他的启示——在联合国首次卫塞节庆祝典礼上的发言 

亲近智者 

滋养根柢 

受戒 

福德与灵性成长 

诸行无常 

宽容与多元 

莉莉-德西尔瓦  锡兰籍巴利学者。于锡兰大学头等荣誉学士毕业，主修巴利文，并获伍德华巴利
学奖。1967年博士毕业。她在佩拉德尼亚大学任教多年，后任巴利学与佛学系系主任，直到1994
年退休。莉莉-德西尔瓦博士是伦敦巴利圣典学会的长部注疏编辑。曾发表多篇佛学研究论文与
普及文章。　 

巴利经典中的布施 

巴利经典中的瞻病送终 
 

"经文中用了若干名词形容施者的素养。他是个信者，相信有德人生的尊贵、相
信业与轮回。他相信人在德性与灵性上达到圆满的可能性。"——《巴利经典中
的布施》 

向智尊者(1901-1994) 原名齐格蒙德-费尼格，原籍德国。于1936年来到锡兰，跟随另一位德籍的
三界智长老(1878-1957)出家。1958年帮助建立了佛教出版社，为首任总编至1984年，继续担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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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尊者学者索引

长至1988年。1994年逝世于坎地郊外隐修岛，戒腊57。著名出版书籍包括: 《佛教禪修核心》、
《法眼》、《阿毗达摩研究》、《英译增支部》(与菩提尊者合译)等。 

向智尊者论四梵住(节译) 
 

坦尼沙罗尊者 (1949- ) 见泰国林居傳统导师 
 
 

莫里斯-O'C-沃石(1911-1998)  英籍，1911年出生于伦敦。曾在伦顿、柏林、维也纳及弗莱堡接受
教育，先后在里德大学、诺丁翰大学、贝德福学院教授中世纪德语与德国文学，后为伦敦德国研
究所副所长。自1951年起成为佛教居士，曾发表多篇有关佛教的文章。他曾担任佛教协会付会长

与英国僧伽信托会主席，为在英国本土建立僧伽承傳作出多年的努力。出版作品包括三卷有关德
国十三世纪灵修大师艾克哈的论文集、《如是我闻: 巴利经典长部全集》以及即将出版的巴利文
佛教词典。文字有幽默感。 

发自内心的布施
 

"我还认为，对于整个社会与有关个体来说，真正有必要存在一些人，他们对当
下使世界随时骚动不安的问题持远离的立场。"——莫里斯-沃石《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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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座部佛教的三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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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的三部大经 
 

[编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 2006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本
文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
重印、印发。然而，编者希望任
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
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
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转法轮经》(SN LVI.11) 

《非我相经》(SN XXII.59) 

《火燃经》(SN XXXV.28) 
 
年那摩利尊者:  
        这(前)两部经......乃是佛陀傳法起始的两次开示。第三部《火燃经》是随后不久对一千名拜火
趋天苦行、后归依佛陀的沙门而说。 
        这三部经以无比宁静的简约，毫无先见地揭示了整个佛教从中展开、又指归其中的那套根本
教说。第一部经文对四圣谛的表达方式，要求人们即刻当下亲证自知。第二部经文揭露了浸染于
一切"自我"妄见里的矛盾性; 第三部经文从另一个角度与第二部经文相对应。 
 
约翰-布列特: 
        这三部经被公认为巴利经藏中的三部大经——其中所定义的佛陀教导的基本主题，在整个经

藏中以无数的变化形式反复出现。这三部经文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些基本概念: 四圣谛; 苦的本
质; 八圣道; 中道; 法轮; 非我的原理; 以五蕴分析"自我"; 对感官欲乐的出离; 代表佛教宇宙观的多
种生存界的生灵。这些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构架，经典的其它教导得以建于其
上。

最近校訂 4-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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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谈读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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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们谈读经 
 

[编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2006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本文允许
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
印发。然而，译者希望任何再版
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
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
明译者原衷。转载时请包括本站
连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四圣谛的罗盘.....................................................................................................年那摩利尊者  

把佛陀当成你的老师.........................................................................................年那维玛拉尊者  

经典怎样帮助禅修? ..........................................................................................坦尼沙罗尊者  

经典的诠解.........................................................................................................菩提尊者  

如何读经.............................................................................................................菩提尊者  

当你亲证之时——巴利经文的真实性.............................................................坦尼沙罗尊者  

中部尼柯耶阅读提纲.........................................................................................坦尼沙罗尊者 

 
年那摩利尊者: 四圣谛的罗盘  
[简介]年那摩利尊者(1905-1960，Ven. Nanamoli)，英籍，牛津大学语言系毕业，二战时曾任英军

情报部门审讯官。战后于1948年来到斯里兰卡出家，长年居住在隐修岛，把一些艰涩难解的巴利
文献译成了清晰的英语，包括《清净道论》、《中部》经文初稿(后由菩提比丘整理补订出版)，
其它书籍包括《念住呼吸》、以及《佛陀的一生》 等。以下摘自他编译的经文选集《佛陀的教
导》一书(The Buddha's Teachings in His Own Words,佛教出版社)。

        “把佛陀的教导，称为对世界进行完整描述的尝试，或者看成是藉著逻辑法构造起来的形而
上学系统，似乎都是不正确的。那么，它是一套道义戒规、一种信仰性的宗教启示、还是区区一
系列克己苦行的行为准则? 人们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需要对教义进行某种审查。经文中
的材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地图的原材料，让每个人去构造自己的地图，但都面向同一个目标。
这些对于经验的有目的的描述，实际上，能让人们估测自己的位置，判断自己最好需要做些什
么。经文中给出的描述，并非一套有重叠的系列描述。对于生存现象作仔细审查，会发现表象背
后，总具有某种幻象与悖论的性质。对终点(的描述)，从来不能 够彻底完成。经文描述的无数不
同侧面，其中某些以不同组合重复了无数次，这些描述所处的背景，令人联想起一套空中摄影，
从中可以构造起一幅地图。经文中的各个侧面， 皆指向灭苦，这个罗盘所指的四个点，正是四圣
谛。让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试著构造一幅个人地图。这样做总要有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出生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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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谈读尊者

线开始构造，生，如同死，在普通人看来是个日常事实，与此同时，它却是一个不解之谜。” 

 
年那维玛拉尊者: 把佛陀当成你的老师 
英籍比丘维巴西 (Ven.Vipassi)跟随阿姜苏美多出家多年， 以下摘自《林居僧伽》网刊1998年十月
刊: http://www.fsnewsletter.amaravati.org/html/46/mundane.htm

        我在斯里兰卡度过了一年，在那里与林居僧有过一些有趣的接触，他们当中许多人研究巴利
语，已达到觉得可以轻松阅读经文原文，从那里出发修行的地步。其中一位年那维玛拉尊者
(Ven. Nanavimala)，德籍，有大约40-45次雨安居了(vassa，代表连续的出家年数)。我见到他时，
觉得在他面前有点畏惧感; 他问起阿姜查的传统禅修方法时，我嘟囔了几句，发现自己提到了念
处经和四念处。他的反应对我来说是上了一堂课: 
        “首先，你必须把佛陀当成自己的老师。然后你从中部107开始，接下来看中部117，之后中
部44。我谈到这点，是因为它的内容离我们的经验范畴距离相当远; 而且我注意到有一种想推开
的感觉——不想接受它。不过从这类接触中，有东西保存了下来，我发现对佛法坚定不移的素质

极其感人。这类接触，醒目显示了对经文某些地方有保留情绪，不愿意看到教导的某些方面，想
抓住我喜欢的、让我舒服的东西。”

 
坦尼沙罗尊者: 经典怎样帮助禅修?  
以下是尊者在接受《内观》杂志采访时的有关看法(2000年春季刊选译)。 http://www.dharma.org/
ij/archives/2000a/thanissaro3.htm

问:阿姜放把你训练成了一个行者，但是过去几年中，你也在从事巴利经典的翻译与铨释工作。 
你觉得学习经典怎样能帮助禅修?  
答: 在经典中，佛陀提出的都是正确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看事物时带著个人观点，因此看
见什么，受这些观点的影响。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又受个人提问方式的影
响。佛陀明智地觉察到，有些问题有善巧，确实把你引向解脱，引向苦的彻底止息; 但另外一些
问题却缺乏善巧: 它们把你引向死胡同，纠成死结、卡在那里。经文有助于教你怎样避免那些缺
乏善巧的问题。如果你仔细遵从经典的教导，牢记在心，会发现在禅修和日常生活上，确实会开
拓眼界。  
 
问: 在当前的佛学教育上有一股潮流，对历史经典的重要性不再给予强调。例如有人会说:“难道
我们没有听见佛陀说，不要相信经典和傳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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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可是，他却没有说要把经典扔掉。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佛教就象是傳话游戏(儿童依次耳语

傳话，末了意义大改——译注)? 佛法从一个人傳到另一个人、从一代老师傳到下一代，直至面目全
非? 
       我有一次收到一张明信片，寄信人用橡皮图章盖著:“不要相信任何与你自己的对错感不一致
的东西。 ——佛陀语录。”那句话似乎是在引用《卡拉玛经》的一句经文，但是当你切实读经

时，发现上面讲的要复杂多了。你不要只因为它来自经典、或傳自你的老师，就相信它。但是也
不要只因为它看上去有道理、或者合乎你的偏好，就接受它。你要检验它，看看效果怎样。如果
你发现它有害、受智者批评，就停下来。如果它有益、受智者赞扬，就继续。不过要注意，你不
能完全只照自己对事物的领悟行事。要寻找智者，把你的领悟与他们的经验作对照。那样你可以
确保自己没有按著先入之见行事。 
 
问: 那么说，佛经可以作为kalyana mitta(s)，也就是善知识了? 
答: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与一位真正的智者相处，但是经典常可作为下一个选择，特别在我们这样

一个国家(美国)，佛教意义上的智者如此稀少。 
 
问: 你提到经文中把某些问题称为缺乏善巧。其中有些也许是相当晦涩的哲学问题，没有人会有
兴趣。不过你能指出一些与当前禅修者有关的这类问题么? 
答: 一个大问题就是:“我是谁?” 有些佛法书籍告诉我们，禅修的目的是回答这个问题，许多人来
禅修，以为那就是禅修的一切。 但是佛经中把它列为不会有结果的问题。  
 
问: 为什么? 
答: (笑)这个问题好。照我看，回答是: 你要什么样的经验才能回答那个问题? 你能想象出一个能
够让苦止息的回答么? 你要是不带著自己是谁的成见，凡事反而容易做得善巧。  
 
问: 非我的学说，是否可以作为佛陀对“我是谁”的回答呢? 
答: 不会。佛陀的“什么是有善巧?”才是他对“我是谁”的回答。自我的认知是否善巧? 在一定程度
上，是的。某些地方你需要一种健康、连贯的自我感来担负起责任，那些地方就需要善巧地保持
自我。但是到最后，有责任感的行为成了第二天性，你有了更高的敏感度，你看见自我的界定，
哪怕是最细微的那类，也是一种妄执、是一个负担。因此唯一善巧的做法是舍弃。 
 
问: 有些人说，他们在禅修时得到宇宙同一体的感觉，他们与万物相通，这样一来就减少了许多
痛苦，你对此怎样回答? 
答: 那样的同一感有多稳定呢? 等你觉得自己到达那个一切从中而来的稳定的基本状态时，经文上
要你问一句，你是否仅仅把情感当成了经验。假如那个基本状态真是稳定的，怎么会产生我们生
活的这个不稳定世界? 因此，也许它是无色界中的一界，但是不管你体验到什么，它不是对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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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答。 
        在某种情感层次，那种相通感也许会舒解孤独的痛苦，但是看得深入一点，你得同意佛陀的
说法，相通感和相互依赖正是苦的本质。比如天气，去年夏天，圣地亚哥气候宜人，我们没有往
常八月份袭来的热浪。但同时，这个气候模式给南阿拉斯加带来了大雨、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干
旱、给北卡罗来纳带来了狂风大雨、棺木都从墓地浮起。我们与这样的世界同一体能找到喜乐

么? 人们常常认为经文主张从轮回中解脱是悲观的，但是 它远胜于指望与万物相通得到喜乐的观

点本身所带的悲观感。然而却有那么多的人说希望解脱是自私的。这让我思考他们是否懂得怎样

对他人最有益。如果解脱的途径包括了伤害与冷心肠，你 的确自私，但实际上(解脱的追求)却包
括了培养布施、慈心、戒德，所有那些可敬的心智素质。有什么自私? 你放下了贪、瞋、痴时，
周围每个人都有益。看一看阿姜曼对解脱的追求，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泰国的影响吧，如今已经在
傳到全世界。我们如果相互鼓励找到真正的解脱，那些先找到的人可以告诉其他有志者，大家一
起获益。 
 
问: 那么解脱的途径，起始于问题:“什么是善巧?” 
答: 对。佛陀建议你去拜访一位老师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你在佛经中通篇跟踪这个问题，
从最基本的层次一直往上看。 经文中记载佛陀在教诫他七岁的儿子罗喉罗，有一个段落，极其精
妙(中部61)。开始他强调诚实的重要性，意思是如果你要寻求真理，首先要对自己诚实; 接着他谈

到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凡行事前，要自问:“我这里要做的事是有善巧、还是缺乏善巧? 它会引向
安宁还是伤害?” 如果看上去会有害，你就不做。如果看去可行，就试一下。不过你做时还要问自
己同样的问题。如果效果有害，就停下。无害，就继续。你做完之后，再问同样的问题:“这件事
带来了安宁还是伤害?” 如果你看到，原来似乎可行的，结果是有害的，你就和另一个有同样目标

的人谈谈，决心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了。如果没有伤害，知道自己走在正路上，你会很 喜乐。  
 
问: 那么佛陀是在讲授怎样从错误中学习的基本道理。 
答: 是的，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那样的提问，其中包容著他一些最重要教导的种子——也就
是我们行动的动机、因果的原理、行为的当下和长远效应、以至于四圣谛——苦由过去和现在的 
业(行动)造成，如果我们观察仔细，行为会越来越有善巧、直至彻底解脱。 
 
问: 你怎样把它用于禅修呢? 
答: 从你自己的生活开始。我们都知道，禅修意味著自己得从生活的动荡中脱身出来，直接审视

自己当下的行为。有些事比其它事容易从中脱身。假如你在生活里以不善巧的方式行事——欺
骗、不当性事、用毒品——你会带著否定与追悔，发现自己在造一些麻烦的业。因此，为了纠正
言行，你把佛陀的提问方式用于日常生活，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更容易做到 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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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时，你同时便是在培养禅定坐垫上需要的那些技巧。关注当下是一种技巧，需要同样的
态度: 观察心的动态，了解哪些有效、哪些无效，然后作必要的调整。你一旦进入当下，就用同
样的问题来探索，拆解因果: 当下、过往之业与当下之果。一旦把遮蔽了你的觉知亮度的每一个
心智状态都拆解过了，你就把同样问题再转向那个光明觉知本身，直到没有什么可以探问和拆解
——连问题也不存在了。那里 便是解脱的开端。因此这些简单的问题，可以把你一直带到修行终

点。  
 
问: 这是你在泰国学会的禅修方法吗? 
答: 是的。在一切忠告中阿姜放最强调的是:“仔细观察”。换句话说，他不希望我只是盲目地学习

一种方法、而不去观察它的效果。他递给我那本阿姜李的呼吸禅修七步骤，告诉我对它们进行实

验——不是松散地浅尝，而是象迈克尔-乔丹打篮球那样——反复实验、富有创意、直到它成为

一种技能。 除非加以实验，否则又怎能对心智的因果模式获得洞见? 
…… 
 
问: 从我们目前为止的讨论来看，你似乎认为巴利经文不仅给出正确的问题，而且也给出了正确
的答案。  
答: 正确的答案在于: 你在探索正确的问题时，在生活里作有善巧的选择。我想是托马斯-品钦(译

按:homas Pynchon 为当代美国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他们能让你提错误的问题，就不必担心答案是什
么。” 那句话也该有一句推论: 只要你诚实地坚持正确的问题，你一定能获得有意义的答案。
……

 
菩提尊者: 经典的诠解 
以下摘自他的《佛陀之言——巴利经文汇编》一书(In the Buddha's Words,智慧出版社)。

        且不说把握尼柯耶集结者的视点，我们的诠解受自身先见的影响，较之受前者的影响，或许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依着个人的偏向与习性，或许选择把佛陀视为一位腐朽的婆罗门教的自
由派伦理改革家、一位伟大的世俗人道主义者、一位激进的经验主义者、一位存在主义心理学
家、一位横扫一切的不可知论者或举凡顺应我们喜好的其它思想意识原型。经文里对我们回眸的
佛陀，太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映现，鲜少代表一位觉悟者的形象。 
        在诠解一套古老的宗教文献时，我们也许不可能彻底避免把自我与自身价值观注入我们正在
诠解的对象之中。然而，虽不能达到完全透明，我们却可以给经文字句以应有的尊重，由此限制
译注过程中个人偏见的影响。当我们对尼柯耶如此致以敬意时，当我们对经文本身有关佛陀住世
之相的背景叙述予以充分重视时，我们会看见，经文描述的佛陀使命，其影响范围不亚于整个宇
宙。在一个无上下时间界限、众生受无明的蒙蔽与老病死的束缚、在其中流转不息的宇宙背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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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佛陀作为人类的启明者，带来了智慧之光。

 
菩提尊者: 如何读经 
(摘自 Inquiring Mind《探索的心智 》2006年春季刊采访菩提比丘)

问: 请谈谈现代西方佛教居士学习经典的价值。 
答: ……我们走上佛陀之道的首要任务，毕竟是获得八圣道第一道支的正见，它是我们整个灵性
道路的指南。正见最初来自“闻”，它包括跟随有资格的导师阅读佛经，学习佛法; 其次，正见来
自“思”，推理思维教导本身及与我们个人生活的关系。只有当我们的“见”清晰敏锐时，我们对佛
陀的信根才确立起来，在正见与正信的基础上，禅定“修”习才能够朝特定的目标进步。 
    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探索何为善巧，何为非善巧: 何事趋向我们自己的真正福利与喜乐，并且促
进他人的安宁，何事引生对己对人的伤害与苦痛。这一切，来自对经文的仔细研习，它只是经典
中极少的一部分。我们对所学，必须检验、思考，藉内在观照加以吸收，接着藉直观洞见加以证

悟。 
 
问: 如何把读经融入个人的修持? 
答: 首先他必须了解从何处入门。对于初学经典者，我建议三界智尊者的一本精华小册子《佛陀
语录》(Buddha's Words)。另一个入门途径为“通往内觉”网站的纲要性经文选编，我也推荐站长的
《与经为友》一文。作为下一步，也许甚至对初学者，我会把谦虚放在一边，直接推荐《佛陀之
言》一书，毕竟，该书大多是佛陀之言，非我之言[In the Buddha's Words,中译按: 菩提比丘编译]。
接下来，对于想继续阅读经集者，我推荐《中部尼柯耶》…… 
        如何读经: 我建议初读时，只把每部经通读一遍，初步熟悉。接着，读第二遍时作笔记。对

经文内容范围熟悉之后，列出若干似乎占主导地位并且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将来阅读的提纲。
一边读经，一边从中摘取笔记，纳入提纲之下，有必要时随时添加新的主题; 不要忘记记录出
处。过了一段时间——一年或几年后，你会逐渐对佛法获得一个“总体”观，了解所有的教导如何
拼接为一个自恰的整体，好似完成一幅拼图游戏。 
        我还想强调，这些经文来自于历史上最早的佛教文献，因此构成了整个佛教傳统的共同遗

产。学习这些经典，不仅是上座部佛教弟子或者以上座部为基础的内观修行者的工作; 对于一切
宗派的佛教徒，如果想了解佛教的主根，学习这些经文也是他们的一项工作，甚至可说是责任。 
 
问: 在经典的运用上，有什么陷阱或者说潜在危险? 
答: 在经典的运用上，有一个潜在危险已为佛陀在《蛇喻经》(中部22)中指明。他提到那些人学了
佛法教义，非但不把教导用于修行，反用来批评他人，证优一己之辩才。佛陀把这比喻为抓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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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尾: 那条蛇会回头咬住他的手臂，造成死亡或致命之痛。我见过无数西方人落入这个陷阱，
我自己有时也包括在内。尽管一个人起始有良好的动机，他带着教条观念，抓紧某个教导，用自
己的知识驳斥他人，结果与其他以不同方式解释经典者陷入了一场“诠解战”。另一个危险是，把
分析思维扔出窗外，对经典全盘盲目接受。毕竟，有不少经文经不起现代科学知识的检验。我们

不能一边批评基督教创世论者，一边自己成为与之类似的佛教徒。 

 
坦尼沙罗尊者: 当你亲证之时——巴利经文的真实性

 
坦尼沙罗尊者: 中部尼柯耶 阅读提纲 (Majjhima Syllabus)

1.论法: 把法义讨论置于正语的背景之下 
        21, 58, 63, 95 
2.论佛: 讲述他追求觉醒的四部经; 讲述作为果报,他成为何等人的两部经 
        4, 19, 26, 36, 49, 72 
3.论信: 信与智的关系; 闻佛陀说法而信归者的例子; 末利王后被指责事事信佛; 僧伽为信之源; 
MN60续论MN95提出之问题 
        27, 56, 60, 70, 82, 86, 87, 108 
4.修行道概观: 七种净化; 次第之道; 十道分; 道之为“正” 
        24, 39, 117, 125, 126 (107) 
5.业: 如何自观其业,从中修学; 善巧与非善巧业的果报 
        61*,41, 45, 57, 135, 136 
6.正精进: 精进行道的必要; 所需之精进的种类(此处与前一章略有重叠,MN101与MN45可互换) 
        2, 5, 66, 78, 101 
7.出离: 感官欲乐的过患; 出离在滋长修道情绪中的作用(即: 在家之悲哀与出离之悲哀的不同); 觉
醒者不参与感官欲乐 
        13, 14, 54, 75, 105, 137 
8.禅修之一: 禅修初阶的问题; 念住 
        62, 10, 20, 118, 119 
9.禅修之二: 禅那与其在趋向洞见与解脱中的作用 
        52, 106, 111, 121, 140 
10.四圣谛: 舍利弗为主角的四部经; 讲述五蕴的一部经 
        9, 28, 43, 109, 141 
11.不执持之一: 无常与非我的教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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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1, 44, 146, 148 
12.不执持之二: 讲述放开的更多教诫 
        18, 74, 131, 138, 143, 152 
(*教诫罗喉罗的三部经加重标出)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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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 
 

[中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2008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译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译者原衷。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归依三宝(专题经文选)...........................................................................约翰-布列特编 

归依..........................................................................................................坦尼沙罗尊者撰 

归依佛陀..................................................................................................菩提尊者撰 

三归依......................................................................................................菩提尊者 
何谓三宝?................................................................................................阿姜李-达摩达罗撰

最近訂正2-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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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 
 

[中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许在任
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译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
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
转载也要求表明译者原衷。转载时请
包括本站连接，并登载本版权声
明。 

布施导言 ..........................................................................................菩提尊者撰 

布施(专题经文选编，来自《佛法入门》......................................约翰-布列特编 

布施(专题经文选译，来自《福德》..............................................坦尼沙罗尊者编译 

福德——增支部经文选读...............................................................向智尊者译 

布施先行...........................................................................................坦尼沙罗尊者撰 

巴利经典中的布施...........................................................................莉莉-德西尔瓦撰 

发自内心的布施...............................................................................莫里斯-沃石撰 

布施与募款有什么关系?.................................................................约翰-布列特撰 
 

 

菩提尊者: 布施导言 

 
        人们普遍把布施视为一项最基本的人类美德、一类体现人性深度的素养、一种超越自我的能
力。佛陀的教导中，也把修习布施置于突出的地位，特别在作为灵性成长的根基与种子方面。在
巴利经文中，我们一次次读到，佛陀的次第说法总是把“布施说” (danakatha)列于首位。凡对尚未
尊他为导师的听众说法时，佛陀必在起首强调布施的价值; 只有在听众能够欣赏这个美德之后，
他才引介教导的其它部分，譬如戒德、业力、出离等等; 只有当这些原理在听众的内心起作用之
后，他才解说惟由觉者们证得的智慧——四圣谛。 
        严格说来，布施本身既非为八圣道道支，也未被纳入菩提道品(bodhipakkhiya dhamma,三十七
分法)。之所以未列于上述诸要素之内，最主要的可能性在于，布施的修习，就其本质而言，不能
直接即刻引生洞见、证悟四谛。布施在佛教的修习中起着另一种功能: 它非是作为构成觉醒过程
的因素之一出现于正道之巅峰，而是作为根基与先行，默默支持着脱离杂染的整个修行努力。 
        然而，布施虽不直接算作正道的道支，它于修行道进步的贡献却不可轻视或低估。其贡献的
突出之处体现于它在佛陀为弟子所列的数类修持之中的地位。除了在次第说法中居首位之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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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居三种基本福德(punnakiriyavatthu)之首、四摄(sangahavatthu, 四种利益他人的方式) 之首、十波
罗密 (paramis, 完美)之首，后者乃是一切求悟者必须培养的至高品德，对那些目标是成为完美佛
陀的菩萨道行者来说，十项波罗密必须具足培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布施也可以等同于舍离(caga)这个个人素养。该角度所揭示的布施修
持，非是把物品从自己转给他人的外在举动，而是舍离[大方]的内在心性，这种心性被布施的外
在行为所强化，同时又反过来使更难行的自我奉献成为可能。舍离，连同信念、戒德、学问与智
慧，是一位善士(sappurisa,君子)的基本素质。作为舍离的素养，布施与佛陀圣道的整个进程密切
相关。因为圣道的目标是摧毁贪、嗔、痴，布施的培养直接摧毁贪与嗔，同时使心柔韧，有助于
灭痴。 

——节译自文集《布施的修习》，菩提尊者编

辑，佛教出版社1990年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various/wheel367.html#intro  
最近訂正8-2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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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居士持戒 
 

[中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译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译者原衷。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作思经》.............................................................................................................巴利经文中译 

五戒、八戒、十戒.................................................................................................约翰-布列特编 

戒德 (专题经文选编，来自《佛法入门》)..........................................................约翰-布列特编 

持戒 (专题经文选译，来自《福德》)..................................................................坦尼沙罗尊者编译 

布萨日......................................................................................................................约翰-布列特 编 

《教诫毗沙卡布萨经》《教诫婆西塔布萨经》..................................................巴利经文中译 

《释迦经》《布萨根本经》..................................................................................巴利经文中英对照 

滋养根柢..................................................................................................................菩提尊者撰 

受戒..........................................................................................................................菩提尊者撰 

戒律的疗愈力..........................................................................................................坦尼沙罗尊者撰 

成就戒德 (来自《修心的技能》)...........................................................................阿姜李-达摩达罗撰 

《作思经》 
Cetana Sutta 

An Act of Will

        『比丘们，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须作此思[=发此动机]:「愿我生无悔。」对

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悔为法[=自然法则]。 
        『无悔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愉悦。」对无悔者，愉悦为法。 
        『愉悦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喜。」对愉悦者，喜为法。 
        『喜者，无须作此思:「愿我身轻安。」对喜者，身轻安为法。 
        『身轻安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乐。」对身轻安者，乐为法。 
        『乐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定。」对乐者，定为法。 
        『入定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如实知见。」对入定者，如实知见为法。 
        『如实知见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厌离。」对如实知见者，厌离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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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离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离欲。」对厌离者，离欲为法。 
        『离欲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解脱知见。」对离欲者，解脱知见为法。 
        『如此，离欲以解脱知见为目的，解脱知见为其酬报。厌离以离欲为目的，离欲
为其酬报。如实知见以厌离为目的，厌离为其酬报。入定以如实知见为目的，如实知
见为其酬报。乐以定为目的，定为其酬报。轻安以乐为目的，乐为其酬报。喜以轻安
为目的，轻安为其酬报。愉悦以喜为目的，喜为其酬报。无悔以愉悦为目的，愉悦为

其酬报。善巧戒德以无悔为目的，无悔为其酬报。 
        『如此，心理素质流向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把心理素质引向具足，为从此岸到达
彼岸。』 

——AN 11.2(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最近訂正11-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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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李: 从少做起 
阿姜李: 解脱的技能 

阿姜李: 慈心的力量 

阿姜李: 庇护处 

阿姜李: 善德的力量 

阿姜康地: 使佛法成为你自己的 

阿姜帖: 正道修行 

坦尼沙罗尊者: 呼吸禅定引导 

坦尼沙罗尊者: 呼吸禅定步骤 

坦尼沙罗尊者: 解析辨识 

坦尼沙罗尊者回忆阿姜放: 关于判断禅那境界 

坦尼沙罗尊者: 正思的作用 

坦尼沙罗尊者: 空性的诚实 

坦尼沙罗尊者: 布施先行 

坦尼沙罗尊者:  定义念住 

坦尼沙罗尊者: 行禅: 动中之止 

坦尼沙罗尊者: 调入气中 

坦尼沙罗尊者: 浴于气中 

坦尼沙罗尊者: 佛教禅修: 如何与为何 

坦尼沙罗尊者: 审视你正在作什么 坦尼沙罗尊者: 观察者 

坦尼沙罗尊者: 六元素 

坦尼沙罗尊者: 凝视的平稳 

坦尼沙罗尊者: 去,作禅那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MedIndex.htm (1 of 2) [12/31/2010 10:45:25 PM]



禪定-选文阅读

坦尼沙罗尊者: 定的三层次 

坦尼沙罗尊者: 观身体 

坦尼沙罗尊者: 浸于身内 

坦尼沙罗尊者: 令心胜喜 

坦尼沙罗尊者: 护卫禅 

坦尼沙罗尊者: 意向的坚持 

坦尼沙罗尊者: 一点，两点，多点 

坦尼沙罗尊者: 想象 

坦尼沙罗尊者: 互动的当下 

坦尼沙罗尊者: 说事的心 

坦尼沙罗尊者: 维持的工作 

坦尼沙罗尊者: 礼敬定 

坦尼沙罗尊者: 自戒的技能 

坦尼沙罗尊者: 你內在的暴民 

坦尼沙罗尊者: 社交焦虑 

坦尼沙罗尊者: 自戒的陶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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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沙罗尊者: 辨识 

坦尼沙罗尊者: 精进之乐 

坦尼沙罗尊者: 如何跌倒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优婆夷清-那那容与上座部佛教修证的社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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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福德 
 

[中译]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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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福德?............................................................................................佛陀与诸尊者的解说 

福德——巴利经文选读......................................................................坦尼沙罗尊者编译 

福德——增支部经文选读..................................................................向智尊者译 

福德与灵性成长..................................................................................菩提尊者 撰 

福德的精髓..........................................................................................阿姜李 讲述 
何处找福德..........................................................................................阿姜查讲述 

阿姜放说福德......................................................................................坦尼沙罗尊者撰 

行者当忆念福德..................................................................................年那达摩尊者 撰 

福德可以转移吗?................................................................................坦尼沙罗尊者答问 

福德回向诵文......................................................................................巴利课诵本

何谓福德? 

 
佛陀: 这是幸福、如意、喜乐、可亲、愉悦的别语——福德业[行事,行为]。                       

——Iti22(如是语) 
 
法护阿闍梨（六世纪巴利注疏者）: 洗涤与净化心流者。

——Vv.A19(天宫事注疏) 
 
阿姜李: 作为善行果报的喜乐与安宁。 

*** 

sukho puññassa uccayo: 福德的积累，带来安宁。 
puññam sukham jivita-sankhamhi: 福德在命终时带来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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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ññani para-lokasmim patittha honti paninam: 是福德决定众生的来世。 
 
        福德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作为善行果报的幸福与安宁。我们的善行有许多形式，不过简

单讲有两类: 
        (1) 作为因的福德，也就是我们得做的善行; 
        (2) 作为果的福德，也就是来自我们善行的福报。 
        作为因的福德有三种: 布施的福德 [danamaya]、守戒的福德 [silamaya]、修心的福德 
[bhavanamaya]。 
        在阿毗达摩中，这三种福德又细分为十类。 
        布施扩展为还包括了把福德回向他人的福德 [pattidanamaya]与随喜他人福德的福德
[pattanumodanamaya]。这三类归在一起，因为它们都与嫉妒和悭吝相克。 
        持戒的福德扩展为还包括了对值得尊敬者表示尊敬的福德 [apacayanamaya]，比如对长老、
对该感恩的人的尊敬; 还有助人行善巧之事，分享你的力量、财富与智慧的福德 
[veyyavaccamaya]。这三类归在一起，因为它们都与人际之间的美德有关。 
        禅修的福德扩展为还包括了谛听佛法的福德 [dhammassavanamaya];傳法的福德 [dhamma-
desanamaya];与正见的福德 [ditth'ujukamma]:这四类归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明辨的来源。 
        这些福德，只有当它们根植于非贪、非嗔、非痴的心态之下才能产生。如巴利经中所说， 
alobho dana-hetu，非贪是布施的基础; adoso sila-hetu，非嗔是戒德的基础; amoho bhavana-hetu，
非痴是禅定的基础。 
        你做的福德会给身心带来自在。无论何时，想到自己做过的善事，总会使你喜乐。它是一件
跟着你的尊贵宝藏，就好比你的影子始终跟着你一样。即使死时，你的福德也会跟着你，给你安
排一个重生的好地方。这就称为福行 [puññabhisankhara，福德造作]。 

*** 

        心清净，是世上最高的福德。 
——《从少做起》 

 
阿姜摩诃布瓦: 福德是福乐，善巧是找到带给自己福乐之诸事 的技能。 
        当一个人的心静止下来时，他将看见自己的心的虚假，也看见其中的真实。他既看见掉举、
散乱、游走之心的错误，是这个心导致他烦躁受苦，也看见平静、清凉之心的福德与善巧，也就
是当心静止时的福乐。这就叫做朝内同时看见了对与错。 

——《伦敦开示》 
 
阿姜放: 心入定，你领悟时，它就趋向福德与善巧。心寂止时，你会懂得“福德”的意义，你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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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说的“福德”。它一点也不难。假若心不入定，就很难。因此，只管把心牢牢地固定在出入
息上。 

——《仔细听》 
 
菩提尊者: 指带来轮回之中的善果的善业。福德引生世间利益，譬如良好的重生、财富、美貌、
成功。它也是出世利益的助缘。因此，佛陀敦促弟子培育福德，并讲述自己在宿世中修习福德的
例子。 

——《佛陀之言》 
 
坦尼沙罗尊者: 来自行为正善並使人继续为善的内在安宁感。 

——《念住呼吸英译本词汇表》 
 

何处找福德 

阿姜查:  
        如今人们到处找福德[1]。他们似乎总把巴蓬寺当作一站。去的路上不停，回程也得停一下。
巴蓬寺成了一个停靠站。有些人来去匆匆，我根本连见他们、和他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多数人
在找福德。我不见有多少人找戒恶之道。他们这么想要福德，却不知把它存在哪里。像 是在染一
块污秽未洗的布。 
        比丘们说话就是这么直率，不过多数人难以把这样的教诫用于实修。之所以难，是因为他们

不懂。如果他们懂，就容易 多了。譬如有个洞，洞底有件东西。每一个把手伸进去够不着洞底的
人，都会说那个洞太深。一百个、一千个把手 伸进去的人，都说洞太深。没有一个说自己的胳膊
太短! 
        有这么多的人在找福德。早晚他们得开始找找怎样戒恶。不过没有多少人对这事有兴趣。佛
陀的教导很简要，不过多数人只是一掠而过 ，就像他们在巴蓬寺一掠而过。对多数人来说，法只
是一个停靠站。 
        只有三句话，实在不多: Sabba papassa akaranam: 诸恶莫作。那是诸佛的教导。 
        这就是佛教的核心。人们却不停地跳过它，他们不要这一句。离弃一切恶行，大大小小，身
业、语业、意业…… 这就是诸佛的教导。 
        如果我们想染一块布，先得把它洗一洗。不过多数人不那么做。看也不看，就把它放进染
料。那块布如果不干净， 染了更难看。想一想。染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能好看么? 
        懂了么? 佛教是这么说的，可多数人只是听过算数。他们只想行善，却不想弃 恶。这就好比
说“洞太深。”人人都说洞太深，谁也不说自己的胳膊短。我们必须转过来看自己。要把握这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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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你必须退一步，看自己。 
        有时候，一车车的人出去找福德。也许还在车上争吵、醉酒。问他们去哪里，说是去找福
德。他们想要福德，却不停止作恶。那样永远也找不到福德。 
        人们就是这样。你必须仔细看，看你自己。佛陀教导说，要在任何情形下，有念住，有自
觉。恶从身业、语业、 意业中生起。一切善恶、利害，都来自身、语、意。今天你把身、语、意
带来了么? 还是把它们留在家里了? 这就是你必须看的地方，就在这里，不必看太远。看你自己
的行为、言语、思想。看你的操行是否有错。 
        这些事人们不真正去看。好像一位正在洗碗的主妇，一脸怒意。她洗碗这么认真，却不晓得
自己的心不干净! 你见过这种情形么? 她只看见碗。看太远了，不是么? 我说，你们当中一些人可
能有这种经历。这是你必须看的地方。人们把心思集中在洗碗上，却让自己的心肮脏起来。这不
好，他们把自己给忘了。 
        因为看不见自己，人们造出各种各样的恶业。他们不看自己的心。人们打算作坏事时，先得
朝周围看看，是否有人在边上监视 ……“我的母亲会看见么?”“我的丈夫会看见么?”“我的孩子会
看见么?”“我的妻子会看见么?”没人看见，就做了。他们这是在侮辱自己。说没有人在看，趁机赶
快做了。他们自己呢? 难道不是人么? 
        懂了么? 像这样不看自己，人们永远找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找不到法。如果你们朝
自己看，就会看见自己。任何时候你打算作什么坏事时，如果及时看见了自己，就能够停下来。
如果你想做什么有价值的事，也要看自己的心 。如果你懂得怎么看自己，就懂得对错、利害、善
恶。这些事，我们应当懂得。 
        我不说这些事，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心里有贪有嗔，却不自知。老是朝外看，什么也不会知
道。人们不看自己， 就会有这种麻烦。朝内看，你会看见善与恶。看见善，我们可以把它带入心
里，修持奉行。 
        弃恶修善……这是佛教的核心。 Sabba papassa akaranam ——诸恶莫作。不犯任何错事，无
论藉着身、语、或者意。那是正善修行，是诸佛的教诫。现在我们的“这块布”就干净了。 
        接下来是 kusalassupasampada ——行善巧事 [众善奉行]，使心有善德、善巧。如果心有善
德、善巧 ，我们不需要坐车去乡下到处找福德了。即使坐在家里，也可以修福德。但是，多数人
只会到处去乡下找福德，却不放弃作恶。回到家里两手空空，又恢复一脸愠恼的老样子。就像在
那里洗碗，一边在生气。这个地方人们不看，他们离福德远着呢。 
        这些事我们也许懂，但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懂，就不是真正懂。如果我们的心善良，有德，它
就有喜乐。我们的心就带着一股微笑。可我们多数人，难得找到时间笑，不是么? 我们只能在事
情顺心时才笑。多数人的喜乐， 有赖于事情顺从自己的喜好。必须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说好听
的。你是这样寻找喜乐的么? 要世上人人只讲好听的，可能么? 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找
到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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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用法找到喜乐。无论它是什么，无论对错，不要盲目地执取它。只注意它，接着把
它放下。当心有自在时，你就会笑了。对什么事一起反感，心马上败坏。接着就没什么好事了。 
        Sacittapariyodapanam: 自净其心。清除了杂染的心，无忧无虑……宁静、仁慈、具德。当心
明亮、已弃绝恶行时， 就常有自在。人的修证成就， 真正概要地说，就是达到心的宁静与和
平。 
        当别人说我们爱听的话时，我们笑。他们说我们不爱听的话时，我们就皱眉。我们怎么可能
让别人每天只说好话呢? 可能么? 即使我们自己的孩子……难道他们没说过你不爱听的话么? 你没
有使父母生过气么? 不单是别人，就连我们自己的心，也会使我们生气。有时我们自己在想的事
也不那么愉快。你怎么办? 也许你走路时突然踢着一个树桩……砰!“哎哟!”……问题在哪里? 到底
是谁踢了谁? 你打算怪谁? 是你自己的错。即使我们自己的心也会令我们烦恼。想一想，就知道
这是真的。有时我们做出的事，连自己也不喜欢。只得说:“真糟!”谁也怪不得。 
        佛教的福德，是弃绝恶行。当我们戒恶时，就不再继续错了。没有苦时，就有平静。平静的
心是清洁的心，无嗔、 清明。 
        怎样使心清明? 透过了解它。比方说，也许你想:“今天我心情真差，看什么都厌烦，包括柜
子里的盘子。”也许你想把它们每个都给砸了。看什么都糟，鸡、鸭、猫、狗……你都厌烦。你
的丈夫说什么都令你生气。即使看你自己的心，你也不满意。这种情形下，怎么办? 这个苦从哪
里来? 这就叫做“无福德。”如今泰国有句成语:人死福德尽。这话不对。有很多人活着时福德就已
经耗尽了……那些不懂福德的人。败坏的心，只会收集越来越多的败坏。 
        像这样旅游做福德，就好比造一座漂亮的房子，事先却没有平整土地。过不了多久，那座房
子就会坍塌，不是么? 准备不良。现在你得重新来过，换一个做法。你必须看你自己，看你的
身、语、意的过失。除了在你自己的身、语、意上修，还能在哪修? 人们糊涂了。他们想到巴蓬
寺的森林里，在某个真正宁静的地方修法。巴蓬寺宁静么? 不，它并不真正宁静。真正宁静的地
方是在你自己家里。 
…… 
        如果你行了福德 、善德，要把它保存在你的心里。那是最好的储存地方。你今天做的福德是
好的，但不是最好的。造房子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把你自己的心造得好，是最好的方式。这

样，你无论来这里、还是留在家里，都会找到善德。在你的心里找到这个殊胜。外在的东西，比
如这个大厅，就好比树皮，它们不是树的心木。 

——《使心有善德》 
[1]原注: "找福德"为常用泰语。指泰国佛教徒拜访寺院、顶礼高僧、布施供养的习俗。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chah/liv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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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当忆念福德 

年那达摩尊者: (1955-, 原籍澳大利亚，1979年随阿姜查受具足戒，后游方隐修多年，受教于多位
林居导师。曾任澳大利亚菩提亚那寺副住持 ，现任泰国国际森林寺住持。) 
        佛陀不断地强调布施与戒德的重要性。在行禅道上，应当培育对自己的戒德与布施的忆念。
来回经行时自问:“今天，我做了什么福德事?” 
        我曾经就学的一位禅定导师阿姜刚诃，曾经常常评论说，禅修者不能入定的一个原因，是他
们白天未做足够的福德。 福德是止的坐墊，是宁静的基础。假如我们那天行过善——说过一句善
语、做过一件善事、布施、慈悲——那么心就会体验喜乐。那些善行与由此自然而来的喜乐，成
为定力与宁静的因缘。善德与布施的力量趋向喜乐，正是那种善巧的喜乐，构成了定力与明辨的
基础。 

——《泰国林居傳统的行禅》 
http://www.bswa.org/modules/icontent/index.php?page=67 

福德可以转移吗? 

Wondering问: 我想把我的行为或思维的福德，转送给另一个人，是否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我怎
么做? 谢谢。 
坦尼沙罗尊者答: 一般来说，福德的转移要求: 
        (1)行福德者把一件善业的福德回向给另一人。 
        (2)而另一人，在得知前者的善行时，有赞同之意。          
        如果另一人不知道、或者不赞同，该福德就没有得到转移。 不过，你可以祝福他人，不论他
们知道与否，都能够利益他们。如果你与另一人的关系，可以让你不带尴尬或难堪地告诉他(她): 
“我昨天禅修了，”或者“我上星期为慈善事业捐了一笔款，把福德回向给了你，”那么尽管告诉

他。如果关系不是那样，你或者可以建议那个人同你一起行福德事，或者对那人传佈慈心。 
        只有一种情形，不需要当面转告，受者自动知道该福德的转移: 那就是当后者已死亡并往生
饿鬼界的情形。回向给饿鬼的福德，如果他们赞同，据说可以自动收到。这是他们那个境界的食
物。该教导来自一部经(增支部10:177)。其中有一位婆罗门来见佛陀，说自己一直在把福德回向
给死去的亲戚，他想知道那些福德是否真的送到了他们那里。佛陀回答说，如果他们是饿鬼，那
么就收到了。至于被供奉的亲戚投生 于其它域界的情形，他回向的善意本身，导致他自己的福德
的增进。那位婆罗门于是问: 如果我的亲戚当中没有饿鬼呢? 佛陀答: 每一个活人都有饿鬼亲戚。
因此，要注意把你所有善业的福德回向给你已故的亲朋。 

——《答佛教杂志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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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选文阅读

福德回向诵文

sabbe satta sada hontu 
avera sukha-jivino 

katam punna-phalam mayham 
sabbe bhagi bhavantu te 

愿一切众生安乐活命，常离敌怨。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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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病痛与死亡  
 

[中译]良稹

中译版权所有©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译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译者原衷。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灭苦手册..................................................................................................阿姜李-达摩达罗 撰 

禅定在面对痛苦、疾病与死亡时的作用..............................................坦尼沙罗尊者 撰 

慈悲的教育..............................................................................................坦尼沙罗尊者撰 

巴利经典中的瞻病送终..........................................................................莉莉-德西尔瓦撰 

临终说法一则..........................................................................................阿姜李-达摩达罗讲述 

《箭喻经》节译......................................................................................增支部36.6

《箭喻经》节译

        薄伽梵说:『为痛受所触时，未受教的凡夫忧愁、悲伤、叹息、捶胸、昏乱。于是他感于身与
心的双重痛受。正如对一人射了一箭，之后立即再射一箭，使他感于双箭之痛受; 同样地，为痛
受所触时，未受教的凡夫忧愁、悲伤、叹息、捶胸、昏乱。于是他感于身与心的双重痛受。 
        『随著他为那痛受所触，他抵制它。任何对那痛受的抵制性偏执都使他为之偏执。被那痛受
所触，他(转而)喜好感官之乐。为什么? 因为未受教的凡夫除了感官之乐之外，不能够明辨脱离
痛受之道。随著他喜好感官之乐，任何对乐受的贪爱性偏执都使他为之偏执。他不能如实明辨那
种感受的起源、消逝、诱惑、过患、脱离。随著他不能明辨那种感受的起源、消逝、诱惑、过

患、脱离，任何对那非乐非痛受的无明性偏执都使他为之偏执。 
        『感于乐受时，他与它结合起来感受。感于痛受时，他与它结合起来感受。感于非痛非乐受
时，他与它结合起来感受。这就称为未受教的凡夫与生、老、病、死的结合，与忧、哀、痛、
悲、惨的结合。我告诉你们，他与苦结合了。 
        『为痛受所触时，圣者的受教弟子不忧愁、悲伤、叹息，不捶胸、昏乱。于是他感于身的单

重痛受。正如对一人射了一箭，之后不再射一箭，使他只感于单箭之痛受; 同样地，为痛受所触
时，圣者的受教弟子不忧愁、悲伤、叹息，不捶胸、昏乱。于是他感于身而非心的单重痛受。 
        『随著他为那痛受所触，他不抵制它。无任何对那痛受的抵制性偏执使他为之偏执。被那痛
受所触，他不(转而)喜好感官之乐。为什么? 因为圣者的受教弟子能够明辨感官之乐以外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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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受之道。随著他不喜好感官之乐，无任何对乐受的贪爱性偏执使他为之偏执。他如实明辨那种
感受的起源、消逝、诱惑、过患、脱离。随著他明辨那种感受的起源、消逝、诱惑、过患、脱
离，无任何对那非乐非痛受的无明性偏执使他为之偏执。 
        『感于乐受时，他不与它结合起来感受。感于痛受时，他不与它结合起来感受。感于不痛不
乐受时，他不与它结合起来感受。这就称为圣者的受教弟子不与生、老、病、死结合，不与忧、
哀、痛、悲、惨结合。我告诉你们，他不与苦结合。 
        『圣者的受教弟子与未受教的凡夫之间，正是有这等不同、这等差异、这等区别。』 

——增支部36.6,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最近訂正6-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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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索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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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列特答问:  
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 

维巴沙那与上座部佛教等同吗? 

如果没有我------ 

关于独觉佛、阿罗汉、佛、未来佛 

怎样给孩子讲解佛法？ 

佛教徒是素食者吗? 

布施与筹款有什么关系? 

贩卖佛法书籍有错吗? 免费赠送佛书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坦尼沙罗尊者答佛教杂志读者问[全部38问]: 

从佛教角度看，如何克服抑郁症?  

佛教如何帮助戒除酒精与尼古丁的瘾习?  

佛教如何培养良好的新习惯，放弃旧时的坏习惯?  

佛教如何帮助我彻底戒除大麻，不再犯瘾?  

如何在日常世界中培养耐心?  

佛教是有神论吗? 

佛教有祷告吗? 

福德可以转移吗?  

佛教中是否有"公平"的概念(指类似于一报还一报、各人受其应得之回报意义上的公平)?  

如何把业力的教导应用于疾病的苦痛?  

如果对轮回重生持怀疑态度，是否仍可以视自己为佛教徒?  

如何与一位导师确立师生关系?  

禅修会使我成为更好的人吗?  

佛教在禅修时观想身体的可厌，肮脏。为什么?  

怖畏的本质是什么? 是否有明智的怖畏?  

作一位小说家，因为言语不真，是否是妄业? 根据想象构思故事，是否等于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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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布萨历 
-Uposatha Days 2010 (Dhammayut)-

 

 半月 新月 半月 满月 半月   

一月 8 15 23 30  

二月 7 13 21 28
僧宝节

Magha Puja

三月 8 15 23 30

四月 7 13 21 28  

五月 6 13 21 28
卫塞节

Visakha Puja

 

六月 5 11 19 26  

七月 4 11 19 26
法宝节

Asalha Puja

 

八月 3 10 1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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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2 8 16 23  

十月 1 8 16 23
自恣(雨安居结束)

Pavāraṇā Day

31

十一月  6 14 21
安那般那日

(Anapanasati Day)

29

十二月  6 14 21 29

 
本布萨历由泰系法宗派(dhammayut)的美国慈林寺提供。

 
中译注: 节日的解释见布萨日。僧宝节过后第二日，雨安居开始。 

最新订正: 2-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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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诵经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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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经诵录音下载 
 

美国慈林寺

 

原音像制品版权所有 © 2006 美
国慈林寺，仅限于免费发行。

下載 MP3 巴英中 文字對照

Veneration 崇敬
Morning Chanting 早课

Mor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晨省受用品
Evening Chanting 晚课

Evening Reflection on the Requisites 晚省受用品
Contemplation of the Body (ayam kho me kayo) 身随念

Five Subjects  (Jara dhammomhi) 五禅思主题

Verses on Friends 贤友偈
Verses on Respect 礼敬偈

Verses on the Noble Truths 圣谛偈
Four Dhamma Summaries 四法要义

Sublime Attitude (Aham sukhito homi) 四梵住/四无量心
Mangala Sutta 吉祥经

Cha Ratana Paritta Gatha 三宝护卫偈
Karaniya Metta Sutta 慈经

Khanda Paritta 蕴护佑偈
Buddha-Jaya-Mangala Gatha 佛胜吉祥偈

Jaya Paritta 胜利偈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转法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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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3%20Morning%20Reflection%20on%20the%20Requisites%20(p%2010).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4%20Evening%20Chanting%20(p%2013).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5%20Evening%20Reflection%20on%20the%20Requisites%20(p%202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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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7%20Five%20Recollections%20(p%2027).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8%20Verses%20on%20Friends%20(p%2028).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09%20Verses%20on%20Respect%20(p%2029).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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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1%20Four%20Dhamma%20Summaries%20(p%2039).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2%20Sublime%20Attitudes%20(p%203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3%20Mangala%20Suttam%20(p%2090).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4%20Cha%20Ratana%20Paritta%20Gatha%20(p%2092).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5%20Karaniya%20Metta%20Sutta%20(p%209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6%20Khanda%20Paritta%20(p%2097).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7%20Buddha-jaya-mangala%20Gatha%20(p%20105).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18%20Jaya%20Paritta%20(p%20108).mp3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23%20Dhamma-cakkappavattana%20Sutta.mp3


索引诵经巴利

最近订正 1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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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课诵-照对巴英中

[首页] >> [经诵目录]

巴利经诵(II) 
巴英中对照 

 
[英译] 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from A Chanting Guide  

by The Dhammayut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原文版权所有 © 1995  美国上座
部法宗系。仅限于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
排、重印、印发。然而，作者希
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
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
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通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
连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巴利经诵录音mp3下载 (~18:30min) 
(音像制品版權所有 © 1995 美國慈林寺，僅限于免費發行。) 
 
內容: 
邀天众闻法 An Invitation to the Devas 

三归依 Refuge 

转法轮经 Turning the Wheel of Dhamma 

四梵住 The Sublime Attitudes 

福德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 

 
邀天众闻法 
An Invitation to the Devas 
 
Samantā cakkavāḷesu 
Atrāgacchantu devatā 
Saddhammaṃ muni-rājassa 
Suṇantu sagga-mokkhadaṃ
From around the galaxies may the devas come here. 
May they listen to the True Dhamma of the King of Sages, 
Leading to heaven & emancipation.  
愿宇宙间诸天来此， 
愿他们聆听牟尼王[圣贤之王]， 
    那趋向天界与解脱的真法。 
  
Sagge kāme ca rūpe 
Giri-sikharataṭe c'antalikkhe vimā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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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e raṭṭhe ca gāme 
Taruvana-gahane geha-vatthumhi khette
Those in the heavens of sensuality & form, 
On peaks & mountain precipices, in palaces floating in the sky, 
In islands, countries, & towns, 
In groves of trees & thickets, around homesites & fields.  
欲界与色界天， 
山巅、断崖、天宫， 
洲渚、乡间、城镇， 
树丛之中、 村野周围的天众

 
Bhummā cāyantu devā 
Jala-thala-visame yakkha-gandhabba-nāgā 
Tiṭṭhantā santike yaṃ 
Muni-vara-vacanaṃ sādhavo me suṇantu
And the earth-devas, spirits, heavenly minstrels, & nagas 
In water, on land, in badlands, & nearby: 
May they come & listen with approval 
As I recite the word of the excellent sage.  
还有那地居神，  
    水陆荒郊的夜叉、干踏婆、龙族，  
在我持诵殊胜牟尼之经时，  
    愿他们前来聆听、赞叹。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Dhammassavana-kālo ayam-bhadantā.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This is the time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Venerable Sirs.  
尊者們，这是闻法时刻。 
尊者們，这是闻法时刻。 
尊者們，这是闻法时刻。

 
三归依 
Refuge
 
(LEADER): 
Handa mayaṃ buddhassa bhagavato pubba-bhāga-nama-kār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Awakened One, the Blesse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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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诵）现在，让我们持诵礼敬觉者、薄伽梵的初诵文。 
(ALL):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全体) 礼敬薄伽梵、阿罗汉、正自觉者。(三遍) 
 
 
(LEADER): 
Handa mayaṃ saraṇa-gamana-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现在让我们持诵归依文: 
(ALL):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全体）我归依佛。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我归依法。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我归依僧。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归依佛。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归依法。 
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second time,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第二遍，我归依僧。 
 
Ta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归依佛。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Dhamm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归依法。 
Ta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 third time, I go to the Sangha for refuge. 
第三遍，我归依僧。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Budd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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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Budd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别无归依，佛是我的至上归依。 
以此真语，愿我常有福佑。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Dhamm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Dhamm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别无归依，法是我的至上归依。 
以此真语，愿我常有福佑。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Saṅg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Etena sacca-vajjena 
    Sotthi me hotu sabbadā.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Sang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be blessed always. 
我别无归依，僧是我的至上归依。 
以此真语，愿我常有福佑。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Atth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welfare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怀著大悲心的保护者(佛陀)， 
    为著一切众生的福祉， 
    圆满成就一切波罗密，  
    证得至高的正自觉醒。 
以此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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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一切困难止息。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Hit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power of this truth, may all troubles cease to be. 
怀著大悲心的保护者(佛陀)， 
    为著一切众生的利益， 
    圆满成就一切波罗密， 
    证得至高的正自觉醒。 
以此真语， 
    愿一切困难止息。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Sukh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Mā hontu sabbupaddavā.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happiness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power of this truth, may all troubles cease to be. 
怀著大悲心的保护者(佛陀)， 
    为著一切众生的喜乐， 
    圆满成就一切波罗密， 
    证得至高的正自觉醒。 
以此真语， 
    愿一切困难止息。

 
转法轮经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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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Evam-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Bārāṇasiyaṃ viharati isipatane migadāye. 
Tatra kho Bhagavā pañca-vaggiye bhikkhū āmantesi.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在那里，薄伽梵对五众比丘说： 
 
"Dveme bhikkhave antā pabbajitena na sevitabbā,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隐者[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 
 
Yo cāyaṃ kāmesu kāma-sukhallikānuyogo, 
Hīno gammo pothujjanik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in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于感官对象， 追求感官之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 
 
Yo cāyaṃ atta-kilamathānuyogo, 
Dukkh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圣、无益的。 
 
Ete te bhikkhav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避此两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解缚]。 
 
Katamā ca sā bhikkhave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是什
么？ 
 
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eyyathīdaṃ, 
Sammā-diṭṭhi sammā-saṅ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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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Ayaṃ kho sā bhikkhave majjhimā paṭipadā tathāgatena abhisambuddhā, 
Cakkhu-karaṇī ñāṇa-karaṇī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即此: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苦圣谛： 
 
Jātipi dukkhā jarāpi dukkhā maraṇampi dukkhaṃ,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pi dukkhā,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忧、哀、痛、悲、惨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 
 
Saṅkhittena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dukkhā.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简言之，五取蕴苦。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苦因圣谛： 
 
Yāyaṃ taṇhā ponobbhavikā nandi-rāga-sahagatā tatra tatrābhinandinī, 
Seyyathīdaṃ, 
Kāma-taṇhā bhava-taṇhā vibhava-taṇhā,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becoming. 
[苦因是:]造作再生的渴求——带著贪与喜、于处处耽享——正是: 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的渴
求、对无有的渴求[欲爱,有爱,无有爱]。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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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們，此为苦的止息圣谛： 
 
Yo tassā yeva taṇhāya asesa-virāga-nirodho cāgo paṭinissaggo mutti anālayo,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 绝、解脱、放开。 
 
Idaṃ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趋向止息苦之道圣谛： 
 
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eyyathīdaṃ, 
Sammā-diṭṭhi sammā-saṅ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
生明生光生]：‘此为苦圣谛’。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pariññeyy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圣
谛需全知’。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ṃ ariya-saccaṃ pariññā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圣
谛已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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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
因圣谛’。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pahā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因
圣谛需断离’。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ṃ pahīn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因
圣谛已断离’。 
 
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
止息圣谛’。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sacchikā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止
息圣谛需直证’。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ṃ sacchik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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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止
息圣谛已直证’。 
 
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趋
向苦止息道圣谛’。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bhāve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趋向
苦止息道圣谛需修习’。 
 
Taṃ kho pan'id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ṃ bhāvi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趋向
苦止息道圣谛已修成’。 
 
Yāvakī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na suvisuddhaṃ ahosi,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paccaññāsiṃ.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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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罗梵
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 
 
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si, 
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paccaññāsiṃ.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
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 
 
Ñāṇañ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dāni punabbhavoti." 
The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My release is unshakabl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我内心升起此知见: ‘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 ” 
 
Idam-avoca Bhagavā, 
Attamanā pañca-vaggiyā bhikkhū Bhagavato bhāsitaṃ abhinanduṃ.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此为薄伽梵所说。五众比丘对薄伽梵之说随喜、心悦。 
 
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ṇasmiṃ bhaññamāne, 
Āyasmato Koṇḍaññassa 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 udapādi,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在此解说期间，尊者乔陈如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 
 
Yaṅ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n-taṃ nirodha-dhammanti.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凡缘起者，皆趋止息。”[凡缘起或有因之法,皆为止息之法] 
 
Pavattite ca Bhagavatā dhamma-cakke, 
Bhum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Now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ities cried out: 
薄伽梵转法轮之际，地神们大呼:  
 
"Etam-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long.htm (11 of 15) [12/31/2010 10:45:39 PM]



之二课诵-照对巴英中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ā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 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
者，皆不能阻止。” 
 
Bhumm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Cātummahārājik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earth deities' cry,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ook up the cry. 
闻地神之呼声，四大王天们大呼。 
 
Cātummahārājik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Tāvatiṃs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
three took up the cry. 
闻四大王天之呼声，三十三天们大呼。 
 
Tāvatiṃs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Yām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三十三天之呼声，夜摩天们大呼。 
 
Yām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Tusit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Yama deities, the Tusit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夜摩天之呼声，兜率天们大呼。 
 
Tusitā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Nimmānaratī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Tusita deities,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兜率天之呼声，化乐天们大呼。 
 
Nimmānaratī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Paranimmita-vasavattī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化乐天之呼声，他化自在天们大呼。 
 
Paranimmita-vasavattīnaṃ devānaṃ saddaṃ sutvā, 
Brahma-kāyikā devā saddamanussāvesuṃ,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he deitie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闻他化自在天之呼声，梵众天们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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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m-Bhagavatā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Appaṭivattiyaṃ samaṇena vā brāhmaṇena vā devena vā mārena vā brahmunā vā kenaci vā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ā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在 波罗那斯仙人坠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魔罗梵天、宇宙中任
何者，皆不能阻止。”　 
 
Itiha tena khaṇena tena muhuttena, 
Yāva brahma-lokā saddo abbhuggacchi.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 
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 
 
Ayañca dasa-sahassī loka-dhātu, 
Saṅ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nd this ten-thousand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此十千宇宙在颤动、抖动、震动， 
 
Appamāṇo ca oḷāro obhāso loke pāturahosi, 
Atikkammeva devānaṃ devānubhāvaṃ.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ities. 
一道大无量光出现在宇宙间，胜于天神的灿烂。 
 
Atha kho Bhagavā udānaṃ udānesi, 
"Aññāsi vata bho Koṇḍañño, 
Aññāsi vata bho Koṇḍaññoti."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其时，薄伽梵大声道: “乔陈如真悟了? 乔陈如真悟了。” 
 
Itihidaṃ āyasmato Koṇḍaññassa, 
Añña-koṇḍañño'tveva nāmaṃ, ahosīti.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故此，尊者乔陈如得名: 阿念-乔陈如[觉悟的乔陈如]。

 
四梵住 
The Sublime Attitudes  
 
Ahaṃ sukhito homi 
May I be happy. 
愿我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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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dukk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stress & pain. 
愿我离苦痛。 
 
Aver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animosity. 
愿我离敌怨。 
 
Abyāpajj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愿我离压迫。 
 
Anīg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trouble. 
愿我离困难。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āmi 
May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愿我轻松照顾自己。 
 
(METTĀ — GOOD WILL)慈 
Sabbe sattā sukhit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happy. 
愿一切众生得幸福。 
 
Sabbe sattā aver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animosity. 
愿一切众生离敌怨。 
 
Sabbe sattā abyāpajj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愿一切众生离压迫。 
 
Sabbe sattā anīg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trouble. 
愿一切众生离困难。 
 
Sabbe sattā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look after themselves with ease. 
愿一切众生轻松照顾自己。 
 
(KARUṆĀ — COMPASSION)悲 
Sabbe sattā sabba-dukkhā pamucc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d from all stress & pain. 
愿一切众生离一切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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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ITĀ — APPRECIATION)喜 
Sabbe sattā laddha-sampattito mā vigacch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not be deprived of the good fortune they have attained. 
愿一切众生不失所得的善运。 
 
(UPEKKHĀ — EQUANIMITY)捨 
Sabbe sattā kammassakā kamma-dāyādā kamma-yonī kamma-bandhū kamma-paṭisaraṇā. 
All living beings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actions, heir to their actions, born of their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their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their actions. 
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者、缘业而生、因业得眷属、依业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ant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ā bhavissanti. 
Whatever they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they fall heir. 
无论所作，为善为恶，他们自受业报。 

 
福德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beings live happily, 
always free from animosity. 
愿一切众生生活幸福， 常离敌怨。 
(泰语略)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泰语略)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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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o be done by one skilled in aims 
who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state of peace: 
Be capable, upright, & straightforward, 
easy to instruct, gentle, & not conceited, 
content & easy to support, 
with few duties, living lightly, 
with peaceful faculties, masterful, 
modest, & no greed for supporters. 

为了解脱、获得宁静， 
善达目标者当如此行: 
能干、端正、直接、 
易教、温和、不自满、 
知足、易养、 
少管事、生活简朴、 
诸根寂静、技能完善、 
谦虚、对供养者不贪。 

Do not do the slightest thing 
that the wise would later censure. 

不做任何 
事后受智者指责之事。 

Think: Happy, at rest,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Whatever beings there may be, 
weak or strong, without exception, 
long, large, 
middling, short, 
subtle, blatant, 
seen & unseen, 
near & far, 
born & seeking birth: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这样想: 喜乐、平安， 
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一切众生， 
        无论软弱、强壮、 
        长、大、 
        中等、短小、 
        精细、粗显、  
        可见、不可见、 
        远、近、  
        已出生的、将投生的: 
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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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no one deceive another 
or despise anyone anywhere, 
or through anger or irritation 
wish for another to suffer. 

愿人们不相互欺骗、 
不鄙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不以怒意、敌意， 
愿他人受苦。 

As a mother would risk her life 
to protect her child, her only child, 
even so should one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with regard to all beings. 
With good will for the entire cosmos,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unobstructed, without enmity or hate. 
Whether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or lying down, 
as long as one is alert, 
one should be resolved on this mindfulness. 
This is called a sublime abiding 
here & now. 

如一位母亲 
舍命保护亲子、独子, 
他更应对一切众生 
长养无量之心。 
以对全宇宙的善意， 
长养无量之心: 
        自上、自下、周遭， 
        无障碍、无敌意、无恨意。 
        无论站、行、 
        坐、卧， 
        凡清醒时， 
他应当确立此念。 
这称为即时即地的 
梵住之心。 

Not taken with views, 
but virtuous & consummate in vision, 
having subdued desire for sensual pleasures, 
one never again 
will lie in the womb. 

不受观念左右， 
有戒德与具足见， 
灭除了感官贪欲， 
他不再投胎。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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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at one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Then a certain deva, in the far extreme 
of the night, her extreme radiance lighting up the 
entirety of Jeta's Grove,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On approaching,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he stood to one side. As she stood to 
one side, she addressed him with a verse.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精
舍。有一天神，于深夜时分，身放强光、遍照
祇树，走近薄伽梵。走近跟前，向薄伽梵顶礼
后，立于一边。立于一边后，她向薄伽梵口说

一偈:

Many devas and humans beings 
give thought to protection, 
desiring well-being. 
Tell, then, the highest protection. 

诸天与世人， 
想望吉祥、 
希求安宁。 
以此，请宣说至高的吉祥。 

The Buddha: 
Not consorting with fools, 
consorting with the wise, 
paying homage to those worthy of homage: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佛陀: 
远离愚人、 
亲近智者、 
礼敬值得礼敬者: 
        这是至高的吉祥。

Living in a civilized land, 
having made merit in the past, 
directing oneself rightly: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依往昔所修福德、 
生活于文明国土[1]、 
志向端正: 
        这是至高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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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knowledge, skill, 
well-mastered discipline, 
well-spoken word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博学、广能、 
精通律仪、 
言语善宜: 
        这是至高的吉祥。

Support for one's parents, 
assistance to one's wife and children, 
consistency in one's work: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奉养父母、 
照顾妻儿、 
行事周全:  
        这是至高的吉祥。

Giving, living in rectitude, 
assistance to one's relatives, 
deeds that are blameles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布施、正命、 
济助亲友、 
行事无咎: 
        这是至高的吉祥。

Avoiding, abstaining from evil; 
refraining from intoxicants, 
being heedful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戒诸恶行、 
避诸醉品、 
心智警醒: 
        这是至高的吉祥。

Respect, humility, 
contentment, gratitude, 
hear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恭敬、谦卑、 
知足、感恩、 
适时闻法: 
        这是至高的吉祥。

Patience, compliance, 
seeing contemplatives, 
discuss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忍耐、受教、 
亲见沙门、 
适时论法: 
        这是至高的吉祥。

Austerity, celibacy, 
seeing the Noble Truths, 
realizing Unbinding: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俭朴、独身、 
亲见圣谛、 
实证涅槃: 
        这是至高的吉祥。

A mind that, when touched 
by the ways of the world, 
is unshaken, sorrowless, dustless, at rest: 
                        This is the highest protection. 

心触世法、 
不动、不哀、 
无染、安住: 
        这是至高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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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where undefeated 
when acting in this way, 
people go everywhere in well-being: 
                        This is their highest protection. 

如此行持， 
无往不胜、 
随处安宁: 
        这是至高的吉祥。

[1]文明国土: 据英译者,指承认修练心智之重要性的地方。  
最近訂正 1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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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
野苑。在那里，他对五比丘说: 

"Form, monks, is not self. If form were the self, this 
form would not lend itself to dis-eas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form, 'Let this form 
be thus. Let this form not be thus.' But precisely 
because form is not self, form lends itself to dis-ease.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form, 
'Let this form be thus. Let this form not be thus.'

“比丘们，色身(色)非我(不是我)。假若色身是
我，这个色身不会让它自己有不适。对于色身
可以[说]，‘让这色身这样。让这色身不这

样。’ 然而，正因为色身非我，色身自己遭受
不适。并且对于色身不能[说] ‘让这色身这

样。让这色身不这样。’ 
"Feeling is not self... “感受(受)非我…… 
"Perception is not self... “辨识(想)非我…… 
"[Mental] fabrications are not self... “[心理]造作(行)非我…… 
"Consciousness is not self. If consciousness were the 
self, this consciousness would not lend itself to dis-
eas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consciousness, 'Let my consciousness be thus. Let 
my consciousness not be thus.' But precisely because 
consciousness is not self, consciousness lends itself 
to dis-ease.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regard 
to consciousness, 'Let my consciousness be thus. Let 
my consciousness not be thus.'

“意识(识)非我。假若意识是我。这个意识不
会让自己有不适。对于意识可以[说]，‘让我的
意识这样。让我的意识不这样。’ 然而，正因
为意识非我，意识自己遭受不适。并且对于意
识不能[说]:‘让我的意识这样。让我的意识不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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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think, monks — Is form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lord."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No, lord."

“比丘们，你们觉得如何——色身恒常还是无
常?” 
“无常，世尊。” 
“那么，无常(的事物)是乐还是苦?” 
“是苦，世尊。” 
“那么，把无常、苦、易变(的事物)看成 ‘这是
我。这是我自己。这是我的存在特点(定义我
的特征)’适合吗?” 
“不适合，世尊。

"...Is feeling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感受恒常还是无常?” 
“无常，世尊。” 
…… 

"...Is perception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辩识恒常还是无常?” 
“无常，世尊。” 
…… 

"...Are fabrication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造作恒常还是无常?” 
“无常，世尊。”. 
…… 

"What do you think, monks — Is consciousnes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lord."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lord."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No, lord."

“……意识恒常还是无常?” 
“无常，世尊。” 
“那么，无常(的事物)是轻松还是苦?” 
“是苦，世尊。” 
“那么，把无常、苦、易变(的事物)看成 ‘这是
我。这是我自己。这是我的存在特点(定义我
的特征)’适合吗?” 
“不适合，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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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monks, any body whatsoever that is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blatant or 
subtle; common or sublime; far or near: every body 
is to be seen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因此，比丘们，一切色身，无论属于过去、
未来、当下; 内在、外在; 粗糙、细微; 平凡、
崇高; 远、近: 必须以正确的明辨(正慧)把每一
个色身如实看成:‘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自
己。这不是我的存在特点(定义我的特征)。’ 

"Any feeling whatsoever... “一切感受…… 
"Any perception whatsoever... “一切辨识…… 

"Any fabrications whatsoever... “一切造作…… 

"Any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that is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blatant or subtle; 
common or sublime; far or near: every consciousness 
is to be seen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一切意识，无论属于过去、未来、当下; 内
在、外在; 粗糙、细微; 平凡、崇高; 远、近: 
必须以正确的明辨把每一种意识如实看成: ‘这
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自己。这不是我的存在特
点(定义我的特征)。’

"Seeing thus, the well-instructed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body, disenchanted 
with feeling, disenchanted with perception, 
disenchanted with fabrication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Disenchanted, he becomes 
dispassionate. Through dispassion, he is fully 
released. With full release, there is the knowledge, 
'Fully released.' He discerns that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the task done.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for this world.'" 

“如此看待时，圣者的多闻弟子便疏离(厌离,不
再热衷于)色身 、疏离感受、疏离辨识、疏离
造作、疏离意识。疏离了，他达到无欲。藉著
无欲，他彻底解脱。随著彻底解脱，有智
识:‘彻底解脱了。’他辨知:‘轮回已终止。梵行
已圆满。任务已完成。不再有为于世(不再有可
修持的内容)。’”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 hearts of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through not clinging (not 
being sustained), were fully released from 
fermentation/effluents.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比丘们对他的话随喜、心
悦。并且在这段讲解进行期间，五比丘的心
智，亦由不再执取[不再被维持]，彻底解脱于
漏。
 
[中译者评: 本经中的关键词 anatta, 坦尼沙罗尊者
译作not-self; 年那摩利尊者亦译作not-self; 菩提尊
者则译作nonself, 皆为『非我』、『不是我』之
意。『无我』之英译为no-self。有些词的反意前
缀,译成"非"或者"无",意义差别不大,例如"无常",但
有的不然。巴利文 atta为『我』,从语源上看,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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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anatta解作『非我』更合适,从经中上下文看
『非我』也更合适。。] [中译者评: 本经中的关键
词 anatta, 坦尼沙罗尊者译作not-self; 年那摩利尊者
亦译作not-self; 菩提尊者则译作nonself, 皆为『非
我』、『不是我』之意。『无我』之英译为no-
self。有些词的反意前缀,译成"非"或者"无",意义差
别不大,例如"无常",但有的不然。巴利文 atta为
『我』,从语源上看,其反义 anatta解作『非我』更
合适,从经中上下文看『非我』也更合适。。]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无我，还是非我? 
        佛陀对有我无我之问的应对

最近訂正 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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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diṭṭhaṃ kho tena Bhagavatā jānatā passatā 
arahatā sammā-sambuddhena: Ovāda-pāṭimokkhaṃ 
tīhi gāthāhi. 
 
This was summarized by the Blessed One, the One 
who Knows, the One who Sees, the Worthy One 
Rightly Self-awakened: the Patimokkha Exhortation 
in three verses:

        这是由薄伽梵、知者、见者、阿罗汉、正
自觉者所总结的教诫波罗提木叉三偈:

Khantī paramaṃ tapo tī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 
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Patient forbearance is the foremost austerity. 
        Liberation is foremost: that's what the Buddhas 
say. 
He is no monk who injures another; 
        nor a contemplative, he who mistreats another. 

忍耐自制为至上的简朴。 
        解脱至要: 那是诸佛之言。 
 
伤害他人者，非隐者。 
        恶待他人者，亦非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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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pāpassa akaraṇaṃ, 
Kusalassū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Etaṃ buddhāna-sāsanaṃ.  
 
The non-doing of any evil, 
The performance of what's skillful, 
The cleansing of one's own mind: 
This is the Buddhas' teaching.

诸恶莫作， 
行善巧事， 
自净其心: 
        这是诸佛的教诫。

Anūpavādo anūpaghāto 
Pāṭimokkhe ca saṃvaro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Adhicitte ca āyogo: 
Etaṃ buddhāna-sāsananti. 
 
Not disparaging, not injuring, 
        Restraint in line with the monastic code, 
Moderation in food, 
        Dwelling in seclusion, 
Commitment to the heightened mind: 
        This is the Buddhas' teaching. 

不毁谤，不伤害, 
遵守比丘戒律, 
饮食有节制, 
隐居静处, 
确立于提升的心智: 
        这是诸佛的教诫。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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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Gaya, at Gaya Head, with 1,000 
monks. There he addressed the monks: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与一千名比丘住在伽耶
国的伽耶头。在那里， 他对比丘们说: 

"Monks, the All is aflame. What All is aflame? The 
eye is aflame. Forms are aflame. Consciousness at 
the eye is aflame. Contact at the eye is aflam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eye —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pain — that too is aflame. 
Aflame with what? Aflame with the fire of passion, 
the fire of aversion, the fire of delusion. Aflame, I 
tell you, with birth, aging & death, with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 比丘们， 这一切在燃烧。哪一切在燃烧? 眼
在燃烧。形色在燃烧 。眼识在燃烧。眼触在燃
烧。凡依赖于眼触而升起者—— 乐受、痛受、
不乐不痛受—— 也在燃烧。燃起为何? 燃起了
欲望之 火、嗔怒之火、痴迷之火。我告诉你
们，燃起了 生、老、死，燃 起了忧、哀、
痛、悲、惨。

"The ear is aflame. Sounds are aflame... “耳在燃烧。声音在燃烧……
"The nose is aflame. Aromas are aflame... 

 

“鼻在燃烧。气息在燃烧…… 

"The tongue is aflame. Flavors are aflame... 

 

“舌在燃烧。味感在燃烧…… 

"The body is aflame. Tactile sensations are aflame... 
 

“身在燃烧。触感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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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at the intellect is aflame.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is aflam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
pain — that too is aflame. Aflame with what? 
Aflame with the fire of passion, the fire of aversion, 
the fire of delusion. Aflame, I say, with birth, aging 
& death, with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心在燃烧。观念在燃烧。意识在燃烧。意触
在燃烧。凡依赖于心智接触而升起者——乐 
受、痛受、不乐不痛受——也在燃烧。燃起为

何? 燃起了欲望之火、嗔怒之火、痴迷之火。
我说，燃起了生、老、死，燃起了忧、哀、
痛、悲、惨。 

"Seeing thus, the well-instructed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eye, 
disenchanted with form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at the eye, disenchanted with contact 
at the eye.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eye,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pain: With 
that, too, he grows disenchanted. 

“如是观之，圣者的多闻弟子便疏离[厌离,不再
热衷于]眼、疏离形色、疏离眼识、疏离眼
触。凡是依赖于眼触升起的乐感、痛感、不乐

不痛感: 他随之也疏离了。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ear... “他疏离耳……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nose... “他疏离鼻……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tongue... “他疏离舌……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body... 
 

“他疏离身……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e intellect, 
disenchanted with ideas, disenchanted with 
consciousness at the intellect, disenchanted with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And whatever there is that 
arises in dependence on contact at the intellect, 
experienced as pleasure, pain or neither-pleasure-nor-
pain: He grows disenchanted with that too. 
Disenchanted, he becomes dispassionate. Through 
dispassion, he is fully released. With full release, 
there is the knowledge, 'Fully released.' He discerns 
that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fulfilled, the task 
done. There is nothing further for this world.'" 

“他疏离思维、疏离观念、疏离意识、疏离意
触。凡是依赖于意识接触而升起的乐受、痛
受、不乐不痛受: 他随之也疏离了。疏离了，
他达到无欲。由无欲，他彻底解脱。随著彻底
解脱，他自知:‘彻底解脱了。’ 他有明辨: ‘轮回
已终止。梵行已圆满。任务已完成。不再有为

于世。’”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 hearts of the 1,000 
monks, through no clinging (not being sustained), 
were fully released from fermentation/effluents.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比丘们对他的话随喜、心
悦。并且，就在这段讲解进行期间，这一千位
比丘的心智，由不再执取(维持)，完全解脱于
漏。

最近增訂2-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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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Rajagaha, at the Bamboo Grove, the 
Squirrels' Feeding Ground.

如是我闻: 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的松鼠
园。 

At that time Ven. Rahula was staying at the Mango 
Stone. Then the Blessed One, arising from his 
seclusion in the late afternoon, went to where Ven. 
Rahula was staying at the Mango Stone. Ven. Rahula 
saw him coming from afar and, on seeing him, set out 
a seat and water for washing the feet. The Blessed One 
sat down on the seat set out and, having sat down, 
washed his feet. Ven. Rahula, bowing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at to one side.

尔时尊者罗睺罗[注1]住在芒果石。薄伽梵日
晡从隐居处起身，去尊者罗睺罗所住的芒果
石。尊者罗睺罗见他从远处走来，见他后，
便为之敷座备洗足水。薄伽梵在施座处坐
下，坐下后洗足。尊者罗睺罗向薄伽梵顶礼
后，坐于一边。 

Then the Blessed One, having left a little bit of the 
remaining water in the water dipper,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this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left in the water dipper?" 
 
"Yes sir." 
 
"That's how little of a contemplative there is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接著，薄伽梵在水勺中存留丁点残水，之后
对尊者罗睺罗说:“罗睺罗，你看见水勺中所
剩这丁点残水么?” 
 
“是，世尊。” 
 
“一个故意说谎而无愧意的人，其沙门[注2]
心性，便是那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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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tossed away the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this little bit of remaining water is tossed 
away?"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tossed away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将残水倒去，之后对尊者罗睺罗

说:“罗睺罗，你看见这丁点残水怎样给倒去
么?” 
 
是，世尊。” 
 
“一个故意说谎而无愧意的人，其沙门心性，
便是那样给倒去了。” 

Having turned the water dipper upside down,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this water dipper is turned upside down?"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turned 
upside down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将水勺翻转倒置，之后对尊者罗睺罗

说:“罗睺罗，你看见这水勺怎样翻转倒置
么?”  
 
“是，世尊。” 
 
“一个故意说谎而无愧意的人，其沙门心性，
便是那样翻转倒置了。” 

Having turned the water dipper right-side up,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Ven. Rahula, "Rahula, do you see 
how empty and hollow this water dipper is?" 
 
"Yes, sir." 
 
"Whatever there is of a contemplative in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at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is empty and 
hollow just like that.

薄伽梵将水勺置正，之后对尊者罗睺罗

说:“罗睺罗，你看见这水勺内怎样空无、空
洞么?”  
 
“是，世尊。” 
 
“一个故意说谎而无愧意的人，其沙门心性，
便是那样空无、空洞。” 

"Rahula, it's like a royal elephant: immense, pedigreed, 
accustomed to battles, its tusks like chariot poles. 
Having gone into battle, it uses its forefeet and hind 
feet, its forequarters and hindquarters, its head and ears 
and tusks and tail, but will simply hold back its trunk. 
The elephant trainer notices that and thinks, 'This royal 
elephant has not given up its life to the king.' But when 
the royal elephant... having gone into battle, uses its 
forefeet and hind feet, its forequarters and 
hindquarters, its head and ears and tusks and tail and 
his trunk, the trainer notices that and thinks, 'This royal 
elephant has given up its life to the king. There is 
nothing it will not do.'

“罗睺罗，譬如有一头御象: 巨大、良种、善
战、牙如战车之柱。作战时，它动用前足、
后足、象头、象耳、象牙、象尾，只护著象
鼻。驯象士注意到了，便想:‘这头御象尚不
能为王舍命。’ 但是，当这头御象......作战

时，它动用前足、后足、象头、象耳、象
牙、象尾、与象鼻，驯象士注意到了，便
想:‘这头御象已为王舍命。没有什么它不会
做。’  
 
“同样，一个故意说谎而无愧意的人，我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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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holds true with anyone who feels no shame 
in telling a deliberate lie: There is no evil, I tell you, he 
will not do. Thus, Rahula,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I 
will not tell a deliberate lie even in jest.'

你，没有什么他不会做。因此罗睺罗，你应

当训练自己:‘我决不故意说谎，哪怕于戏笑
之中。’ 

"What do you think, Rahula: What is a mirror for?"

"For reflection, sir." 
 
"In the same way, Rahula,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are to be done with repeated reflection. 

“你觉得如何，罗睺罗，镜子有何用途?” 
 
“世尊，用于观照。” 
 
“同样地，罗睺罗，对于身业、语业、意业

[直译为身体、言语、心意之动作]也应当反
复观照。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bodily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bodily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bodily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bodily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bodily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bodily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bodily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confess it, reveal it, lay 
it open to the Teacher or to a knowledgeable 

“每当你想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
作的这个身业——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
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会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它会是一种不善巧
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身业你
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
了，它不会导致害己……它会是一种善巧的
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身
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
做的这个身业——是在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
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致
害己、害人、或两害……你应当放弃。但是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并不……你可以
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身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
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害己、害
人、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
果、苦 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

的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开。忏悔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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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 in the holy life. Having confessed it...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bodily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
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害人、或两
害……它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

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
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verbal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verbal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verb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verbal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verbal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verb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verb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confess it, reveal it, lay 
it open to the Teacher or to a knowledgeable 
companion in the holy life. Having confessed it...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verb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每当你想作某个语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
作的这个语业——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
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会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 它会是一种不善
巧的语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语业

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
解了，它不会导致害己……它会是一种善巧
的语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语

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语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
做的这个语业——是在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果、
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致
害己、害人、或两害……你应当放弃。但是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你可以
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语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
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害己、害
人、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
果、苦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

的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开。忏悔后，你
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
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害人、或两
害……它是一种善巧的语业，有乐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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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
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Whenever you want to perform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mental act I want to perform 
— would it lead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lea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ould be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any mental act of 
that sort is absolutely unfit for you to do.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ffliction... 
it would be a skillful ment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any mental act of 
that sort is fit for you to do. 
 
"While you are performing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This mental act I am doing — is it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s it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leading to self-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you should give it up.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is not... you may 
continue with it. 
 
"Having performed a mental act, you should reflect on 
i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led to self-
affliction, to the affliction of others, or to both; it was 
an unskillful mental act with painful consequences, 
painful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feel distressed, 
ashamed, and disgusted with it. Feeling distressed... 
you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in the future. But if on 
reflection you know that it did not lead to affliction... it 
was a skillful mental action with happy consequences, 
happy results, then you should stay mentally refreshed 
and joyful, training day and night in skillful mental 
qualities.

“每当你想作某个意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
作的这个意业——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 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意业，有苦
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会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 它会是一种不善
巧的意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意业

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
解了，它不会导致害己……它会是一种善巧
的意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意
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意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
做的这个意业——是在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意业，有苦果、
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致
害己、害人、或两害……你应当放弃。但是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你可以继

续。 
 
“你在作了某个意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
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害己、害
人、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意业，有苦
果、苦报，那么你应当对此有忧恼、可耻、
厌弃感。有了忧恼、可耻、厌弃感之后，你
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
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害人、或两
害……它是一种善巧的意业，有乐果、乐

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
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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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ula,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in the 
course of the past who purified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did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in the course of 
the future who will purify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will do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All those priests and contemplatives at present who 
purify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do it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on their bodily acts, 
verbal acts, and mental acts in just this way. 
 
"Therefore, Rahula,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I will 
purify my bodily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I 
will purify my verbal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I will purify my mental acts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That is how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f." 

“罗睺罗，过去所有净化了自己的身业、语

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所做的，正是这

般反复地观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未来所有将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
僧侣行者，他们要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

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当前所有在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
僧侣行者，他们在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

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因此，罗睺罗，你应当训练自己: ‘我要藉反
复观照净化自己的身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

化自己的语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己的
意业。’ 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Ven. 
Rahula delighted in the Blessed One's words.

那就是薄伽梵所说。尊者罗睺罗对薄伽梵之
言随喜、心悦。 

原注: 
[注1]罗睺罗: 佛陀之子，根据论藏，这段为他作的开示发生于他七岁那年。 
[注2]samañña: 沙门，修行者，修道者。 
中译注: Mango Stone亦作芒果核，为地名。
最近訂正 2-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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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Rajagaha at the Bamboo Grove, the 
Squirrels' Sanctuary. Now at that time in Rajagaha 
there was a leper named Suppabuddha,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And at that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Suppabuddha the 
leper saw the large gathering of people from afar and 
thought to himself, "Without a doubt, someone must 
be distributing staple or non-staple food over there. 
Why don't I go over to that large group of people, 
and maybe I'll get some staple or non-staple food." 
So he went over to the large group of people. Then 
he saw the Blessed One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On seeing this, he 
realized, "There's no one distributing staple or non-
staple food over here. That'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sitting surrounded by a large 
assembly, teaching the Dhamma. Why don't I listen 
to the Dhamma?" So he sat to one side right there, 
[thinking,] "I, too, will listen to the Dhamma."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的松鼠
园。尔时王舍城有一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乃贫

穷、悲惨、潦倒之人。其时薄伽梵为众人围

绕，正端坐说法。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于远处见

此众人，心想: “无疑那里必有人布施主食副
食。我何不去那众人处，或者可得些主食副
食。”　于是朝那群人走去。他看见薄伽梵为

众人围绕，正端坐说法。见此，他意识

到：“这里并没有人布施主食副食。那是沙门

乔达摩为众人围绕，正端坐说法。我何不听
法？”　他当即坐于一边，[心想]：“我也愿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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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 Blessed One, having encompassed the 
awareness of the entire assembly with his awareness, 
asked himself, "Now who here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He saw Suppabuddha 
the leper sitting in the assembly, and on seeing him 
the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This person here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So, aiming 
at Suppabuddha the leper, he gave a step-by-step 
talk, i.e., a talk on giving, a talk on virtue, a talk on 
heaven; he declared the drawbacks, degradation, & 
corruption of sensual passions, and the rewards of 
renunciation. Then when he saw that Suppabuddha 
the leper's mind was ready, malleable, free from 
hindrances, elated, & bright, he then gave the 
Dhamma-talk peculiar to Awakened Ones, i.e., 
stress, origination, cessation, & path. And just as a 
clean cloth, free of stains, would properly absorb a 
dye, in the same way, as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sitting in that very seat,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arose within him,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其时，薄伽梵以他的觉知包容了全体在场者的
觉知后，自问：“现在，这里有谁能领悟
法？”　他见麻疯病者苏巴菩达坐在人群中，
见他时，即想: “此人能领悟法。”　于是，针

对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他作了一场次第渐进的
开示，即，一段布施说，一段戒德说，一段天
界说; 他宣讲了感官之欲的过患、降格、退
败，以及出离的果报。接著，他见麻疯病者苏

巴菩达的心已预备、可塑、五盖祛除、提升、
明亮，便作了一场诸觉者特有的法义开示，
即：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如
无垢、洁净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样地，麻疯

病者苏巴菩达正端坐原地，即升起内在无尘、
无垢的法眼： “凡缘起者，皆趋向止息。” 

Having seen the Dhamma, reached the Dhamma, 
known the Dhamma, gained a footing in the 
Dhamma, having crossed over & beyond doubt, 
having had no more perplexity, having gained 
fearlessness & independence from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Teacher's message, he rose up from his seat 
and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he sat to one side. 
As he was sitting there he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Magnificent, lord! Magnificent! Just as if the 
Blessed One were to place upright what was 
overturned, to reveal what was hidden, to show the 
way to one who was lost, or were to carry a lamp into 
the dark so that those with eyes could see forms, in 
the same way has the Blessed One -- through many 
lines of reasoning -- made the Dhamma clear. I go to 
the Blessed One for refuge, to the Dhamma, and to 
the Community of monks. May the Blessed One 
remember me as a lay follower who has gone to him 
for refuge,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life." 

既已见法、 证法、解法，于法中立足，已超
越，不再有疑、不再有惑，已证得无畏、于导

师之教言不再依赖他人，他离座走向薄伽梵。
近前向薄伽梵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于一边

后，他对薄伽梵说: “胜哉，世尊，胜哉！薄伽
梵正好比将颠倒之物置正、把隐秘之事揭开、
为迷途者指路、在黑夜里举灯、使有目者见

形，同样地，薄伽梵藉种种方便，阐明了法。
我归依薄伽梵、归依法、归依僧。愿薄伽梵记

得我这个从今日起一生归依于他的优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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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Suppabuddha the leper, having been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 encouraged by the Blessed One's 
Dhamma talk, delighting & approving of the Blessed 
One's words, got up from his seat,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circumambulated him -- keeping him to 
his right -- and left. Not long after his departure he 
was attacked & killed by a cow with a young calf. 

于是麻疯病者苏巴菩达受薄伽梵说法的教导、
敦促、鼓励、激励，对薄伽梵之言心悦、随
喜，离座起身，对薄伽梵顶礼、右绕后离去。
离去不久，他即被一头带著小牛的母牛撞死
了。 

Then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and,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sat to one side. As they were sitting there, they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the leper named 
Suppabuddha, whom the Blessed One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 encouraged with a Dhamma talk, 
has died. What is his destination? What is his future 
state?"

此后，有众比丘朝薄伽梵走来，近前向薄伽梵
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于一边后，他们对薄伽
梵说，“世尊，那麻疯病者苏巴菩达，受薄伽
梵说法的教导、敦促、鼓励、激励者，今已死
矣。他的趣向为何? 他的来世为何？” 

" Monks,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wise. He 
practiced the Dhamm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 and did not pester me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Dhamma.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irst three 
fetters, he is a stream-winner, not subject to states of 
deprivation, headed for self-awakening for sure." 

“比丘们，麻疯病者苏巴菩达有智慧。他如法
修持，未在法义上与我纠缠。随著前三种束缚

的摧毁，他是入流者，不坠恶趣，必然走向自
觉醒。” 

When this was said, one of the monks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what was the cause, what was 
the reason, why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such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言毕，一比丘对薄伽梵说: “世尊，是什么因、
是什么缘，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何以如此贫穷、
悲惨、潦倒？” 

Once, monks, in this very Rajagaha, Suppabuddha 
the leper was the son of a rich money-lender. While 
being escorted to a pleasure park, he saw Tagarasikhi 
the Private Buddha going for alms in the city. On 
seeing him, he thought, 'Who is this leper prowling 
about?' Spitting and disrespectfully turning his left 
side to Tagarasikhi the Private Buddha, he left. As a 
result of that deed he boiled in hell for many years, 
many hundreds of years,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man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n as a 
result of that deed he became a poor, miserable 
wretch of a person in this very Rajagaha. But on 
encountering the Dhamma & Discipline made known 
by the Tathagata, he acquired conviction, virtue, 
learning, relinquishment, & discernment. Having 
acquired conviction, virtue, learning, relinquishment, 
& discernment on encountering the Dhamma & 
Discipline made known by the Tathagata, now -- on 

“比丘们，曾经就在此王舍城内，苏巴菩达乃
一富有的放贷人之子。他随护卫往游乐园途
中，见独觉佛多伽罗尸迦在城里托钵。见时他
想：‘这徘徊觅食的麻疯病者是谁？’ 他朝独觉

佛多伽罗尸迦唾啐、并无礼地以左侧对之离
去。作为该业的果报，他在地狱里煎熬了许多
年、许多百年、许多千年、许多千万年。作为

该业的果报，他就在此王舍城内，成为一贫

穷、悲惨、潦倒的麻疯病者。然而，缘见如来
宣说法与律，他获得信心、戒德、学问、离
欲、明辨。既已缘见如来宣说法与律而获得信
心、戒德、学问、离欲、明辨，如今身坏命
终，他重现 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的诸天
神为伴。他在彼处的美丽与荣耀胜于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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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 he has 
reappeared in a good destination, the heavenly world, 
in company with the deva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re he outshines the other devas both 
in beauty & in glory." 

神。” 

Then, on real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the 
Blessed One on that occasion exclaimed: A person 
with good eyes, 
    encountering 
    a treacherous, uneven place, 
   would try hard to avoid it.

 
A wise person, in the world of life, 
   should avoid 
   evil deeds. 

意识到该事件的重要性，其时薄伽梵大声宣
说：

明眼者于艰险处，  
        力避坎坷。 
明智者于人世间， 
        当避恶行。

最近訂正 4-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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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波罗那斯仙人坠的
鹿野苑。在那里，薄伽梵对五众比丘说：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Which tw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with 
reference to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隐者[出家者]不可耽于
其中——哪两极? 于感官对象， 追求感官之
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 追
求自虐： 是痛苦、非圣、无益的。比丘们，
避此两 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
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八圣道]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
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
是 什么？正是 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
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
们，此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
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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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Noble Truths]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1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association with the unbelov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e lov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is wanted is stressful.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
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四圣谛]

比丘们，此为苦圣谛：生苦、老苦、死苦；
忧、哀、痛、悲、惨苦；与 不爱者共处苦、
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五取蕴

苦。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n-
becoming.

比丘们, 此为苦因圣谛：[苦因是:]造作再生的
渴求——带着贪与喜、于处处耽享——正是: 
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 有生的渴求、对无生
的渴求。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圣谛：对该渴求的无余
离贪、止息、舍离、弃绝、解脱、放开。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比丘们，此为趋向止息苦 之道圣谛：正是此
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
正精进、正念、正定。

[One's duties with regard to the Four Noble 
Truths]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对于四圣谛的责任]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
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眼生
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为苦圣谛’。……‘此
苦圣谛需全知’……‘此苦圣谛已全知’。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2 ...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
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
明：‘此为苦因圣谛’。……‘此苦因圣谛需断
弃’……‘此苦因圣谛已断弃’。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Dhammacakkappavattana.htm (2 of 4) [12/31/2010 10:46:01 PM]



轮经法转-照对中英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
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
为苦的止息圣谛’……‘此苦的止息圣谛需直
证’……‘此苦的止息圣谛已直证’。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3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
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
明：‘此为趋向苦止息之道圣谛’……‘此趋向苦
止息之道圣谛需修习’ ……‘此趋向苦止息之道
圣谛已修成’。

[Wheel of Dhamma]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present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present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va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Unprovoked is my releas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法轮]

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 转十二相的
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清净]，比丘们，我未在有
天神摩罗梵天、 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
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然而，一旦
我对此四圣谛之三 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
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 沙
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
上正自觉醒。我内心升起此知见: ‘我的解脱不
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生。’ ”

[The Noble Sangha is born]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圣僧伽的诞生]

此为薄伽梵所说。五众比丘对薄伽梵之说随
喜、心悦。 在此解说期间，尊者乔陈如升起
了无尘、无垢的法眼：“凡 缘起者，皆趋止
息。”[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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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eel of the Dhamma begins to turn]
And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vas cried out: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va, Mara or God or anyone in the 
cosmos." On hearing the earth devas' cry, the devas 
of the Four Kings' Heaven took up the cry...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vas... the 
Tusita devas... the Nimmanarati deva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vas... the deva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va, Mara, or 
God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法轮转起]

薄伽梵转法轮之际，地神们大呼: “ 在波罗那
斯仙人坠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
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
不能阻止。”　 闻地神之呼声，四大王天们大
呼……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
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们大呼:“在波
罗那斯仙人坠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
轮，沙门婆罗门、 天神魔罗梵天、宇宙中任
何者，皆不能阻止。”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s. And this ten-thousand 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vas.

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此
十千宇宙在抖动、颤动、震动，一道大无量光
出现在宇宙间，胜于天神的灿烂。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
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其时，薄伽梵大声道: “乔陈如真悟了? 乔陈如
真悟了。”　故此，尊者乔陈如得名: 阿念-乔
陈如[觉悟的乔陈如]。

最近訂正 8-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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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near 
Kapilavatthu at the Banyan Park. Then many Sakyan 
lay followers, it being the Uposatha day,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they sat to one side. As they were sitting there,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them, "Sakyans, do you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Sometimes we do, lord, and sometimes we don't."

        一时薄伽梵住于迦毗罗卫附近的榕园。其
时众多释迦族的居家弟子于布萨日往诣薄伽
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
道:“释迦人，你们可持布萨八戒?” 
 
        “有时持、有时不持。” 

"It's no gain for you, Sakyans. It's ill-gotten, that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grief,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death, you sometimes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and sometimes don't.

        “释迦人啊，在这如此为苦难威胁的人生
里，在这如此为死亡威胁的人生里，你们有时

持布萨八戒、有时不持，对你们是无益的、是
不利的。” 

"What do you think, Sakyans. Suppose a man, by 
some profession or other,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unskillful day, were to earn a half-kahapana. Would 
he deserve to be called a capable man, full of 
initiative?"

"Yes, lord."

        “释迦人啊，你们以为如何: 假定某人，凭
某种专业技能，无一日不善巧，挣得半个卡哈
巴那。他可值得被称为有主动性、有能力者?” 
 
        “是的，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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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 a man, by some profession or other,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unskillful day, were to earn 
a kahapana... two kahapanas...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twenty... thirty... 
forty... fifty... one hundred kahapanas. Would he 
deserve to be called a capable man, full of initiative?"

"Yes, lord."

        “假定某人，凭某种专业技能，无一日不
善巧，挣得一个卡哈巴那……两个卡哈巴
那……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二十……三十……四
十……一百卡哈巴那。他可值得被称为有主动

性、有能力者?” 
 
        “是的，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earning one hundred, one 
thousand kahapanas a day; saving up his gains, living 
for one hundred years, would a man arrive at a great 
mass of wealth?" 

"Yes, lord."

        “那么，你们以为如何: 某人日挣一百、一
千卡哈巴那，积攒收入，活一百年，结果是否
得到大财富?” 
 
        “是的，世尊。” 

"Now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that man, because of 
that wealth, on account of that wealth, with that 
wealth as the cause,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day, a night, half a day, or half a night?" 

"No, lord. And why is that? Sensual pleasures are 
inconstant, hollow, false, deceptive by nature."

        “那么，你们以为如何: 此人由于那笔财

富、出于那笔财富、以那笔财富为因，是否可
以接连一天、或者一夜、半天、半夜，住于不
息的喜乐之中?” 
 
        “世尊，不能。为什么? 因为感官之乐本
质上无常、空洞、虚假、有欺骗性。” 

"Now, Sakyans,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years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
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释迦人啊，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子，
遵照我的教导修习十年，能够接连一百年、一
百世纪、一百千年，住于不息的喜乐之中。他
可以成为一还者、不还者、或者至少成为入流
者。 

"Let alone ten years,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nine years... eight years...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years... one 
year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说十年，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导修习九年……八年……
七……六……五……四……三……两年……一
年，能够接连一百年、一百个世纪、一百个千
年，住于不息的喜乐之中。他可以成为一还

者、不还者、或者至少成为入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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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alone one year,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months... nine months... eight 
months...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months... one month... half a month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说一年，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导修习十个月……九个月……
八……七……六……五……四……三……两
月……一月……半月，能够接连一百年、一百
个世纪、一百个千年，住于不息的喜乐之中。
他可以成为一还者、不还者、或者至少成为入
流者。 

"Let alone half a month,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pending ten days & nights... nine 
days & nights...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days & nights... one day & night 
practicing as I have instructed, would live sensitive 
to unalloyed bliss for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centuries, a hundred millenia. And he would be a 
once-returner, a non-returner, or at the very least a 
stream-winner.

        “且不说半个月，有此情形，我的一位弟
子，遵照我的教导修习十昼夜……九昼夜……
八……七……六……五……四……三……两昼
夜……一昼夜，能够接连一百年、一百个世
纪、一百个千年，住于不息的喜乐之中。他可
以成为一还者、不还者、或者至少成为入流
者。 

"It's no gain for you, Sakyans. It's ill-gotten, that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grief, in this life so 
endangered by death, you sometimes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and sometimes don't."

        “释迦人啊，在这如此为苦难威胁的人生
里，在这如此为死亡威胁的人生里，你们有时
持布萨八戒、有时不持，对你们是无益的、是
不利的。” 

"Then from this day forward, lord, we will observe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世尊，从今日起，我们将持布萨八
戒。” 

最近訂正 3-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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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the Eastern Monastery, the 
palace of Migara's mother. Now at that time — it 
being the Uposatha day — Visakha, Migara's mother,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on arrival, having bowed down to him, sat to one 
side. As she was sitting there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her, "Well now, Visakha, why are you com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Today I am observing the Uposatha, lord."

        如是我闻: 一时薄伽梵住在舍卫城附近的
东寺弥诃罗母堂[1]。其时为布萨日，弥诃罗

之母毗沙卡于日中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
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对她说:“毗沙卡，你
何以日中前来?” 
 
“世尊，我今日持守布萨。” 

"Visakha, there are these three Uposathas. Which 
three?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and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毗沙卡，有这三种布萨。哪三种? 有牛
倌的布萨、有耆那的布萨、有圣者的布萨。

"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Just as 
when a cowherd returns the cattle to their owners in 
the evening, he reflects: 'Today the cattle wandered 
to that spot and this, drank at this spot and that; 
tomorrow they will wander to that spot and this, will 
drink at this spot and that';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a certain person observing the 
Uposatha reflects, 'Today I ate this sort of non-staple 
food and that sort of staple food. Tomorrow I will eat 
that sort of non-staple food and this sort of staple 
food.' He spends the day with an awareness imbued 
with that covetousness, with that greed.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a cowherd, Visakha. When this 

        “何为牛倌的布萨? 正如牛倌夜晚把牛群
赶回主人家时，他想:‘今日牛群在那处、这处

游荡，在这处、那处饮水; 明日它们将在那
处、这处游荡，在这处、那处饮水'; 同样地，
有此情形，某人持守布萨时想:‘今日我吃了这

类副食、那类主食。明日我将吃那类副食、这

类主食。'觉知为该觊觎所浸染、为该贪婪所
浸染，他度过了那一日。毗沙卡，牛倌的布萨

即是如此。持守这种牛倌布萨，是无大果报、
大利益，无大荣耀、大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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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satha of a cowherd is undertaken, it is not of 
great fruit or great benefit, not of great glory or great 
radiance.
"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There are the 
contemplatives called the Niganthas (Jains). They get 
their disciple to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practice: 
'Here, my good man. Lay down the rod with regard 
to beings who live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east...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west...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north... more than 100 leagues to 
the south.' Thus they get the disciple to undertake 
kindness & sympathy to some beings, but not to 
others.

"On the Uposatha day, they get their disciple to 
undertake the following practice: 'Here, my good 
man. Having stripped off all your clothing, say this: 
"I am nothing by anything or of anything. Thus there 
is nothing by anything or of anything that is mine."' 
Yet in spite of that, his parents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child.'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parents.' His wives & children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husband & father.'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wives & children.' His 
workers & slaves know of him that 'This is our 
master.' And he knows of them that 'These are my 
workers & slaves.' Thus at a time when he should be 
persuaded to undertake truthfulness, he is persuaded 
to undertake falsehoo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he 
resumes the consumption of his belongings, even 
though they aren't given back to him. This counts as 
stealing, I tell you.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the Jains, 
Visakha. When this Uposatha of the Jains is 
undertaken, it is not of great fruit or great benefit, not 
of great glory or great radiance.

        “那么，何为耆那的布萨? 有称为尼干子
的沙门(指耆那教徒)。他们命弟子如此修
持:‘如此，善男子。对居于东面一百多里的有
情放下棍杖……对居于西面一百多里的有
情……对居于北面一百多里的有情……对居于
南面一百多里的有情放下棍杖。'如此，他们

命弟子对某些有情、但不对其他有情施以仁慈
与同情。 
 
        “布萨日时，他们命弟子如此修持:‘如此，
善男子。把你的所有衣服脱去，作如是说:“对
任何依赖或隶属之事而言，我什么也不是。因
此没有什么依赖我或隶属我。”'尽管如此，他
的父母识得他:‘这是我们的孩子。'他识得他
们:‘这是我的父母。'他的妻儿识得他:‘这是我
们的丈夫、父亲。'他识得他们:‘这是我的妻
儿。'他的雇工与家奴识得他:‘这是我们的主
人。'他识得他们:‘这是我的雇工与家奴。'因
此，在他应被劝诫持守真语时却被劝诫持守妄
语。夜尽时，他恢复对自己所有物的享受，尽
管它们并未归还给他。我告诉你，这算偷窃。
毗沙卡，耆那的布萨即是如此。持守这种耆那
的布萨，是无大果报、大利益，无大荣耀、大
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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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is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t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defiled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Tathagata, thus: 'Indeed,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and rightly self-awakened,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well-gone, an 
expert with regard to the world, unexcelled as a 
trainer for those people fit to be tamed, the Teacher 
of divine & human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Tathagat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the hea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hea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cosmetic paste & clay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the hea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Tathagat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Tathagat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Brahma-Uposatha. He lives 
with Brahma [= the Buddha]. It is owing to Brahm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那么，何为圣者的布萨? 它是藉适当的
技能，净化被污染的心。如何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如来:‘的
确，薄伽梵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
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
师、佛陀、薄伽梵。'随著他忆念如来，他的
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心漏)被弃
绝，有如头部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头部如何
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使用软膏、黏土与适当
的人力。头部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即是如
此。那么，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污染的
心? 有此情形，圣者的弟子忆念如来……随著
他忆念如来，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
的杂染被弃绝。因此他被称为修持梵天布萨的
圣者弟子。他与梵天[=佛陀]同住。是归功于
梵天，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中凡有
杂染皆被弃绝。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污染的
心，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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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hamma, thus: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verification, pertinent, to 
be realized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hamm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the body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body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scouring balls & bath powder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the body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hamm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hamm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Dhamma-
Uposatha. He lives with Dhamma. It is owing to 
Dhamm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再次，圣者的布萨]是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法:‘法由
薄伽梵善说，即时即地可见、无时相、邀人亲

证，向内观照、由智者各自证知。'随著他忆

念法，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
被弃绝，有如身体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身体
如何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使用擦球、浴粉与
适当的人力。身体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即是
如此。那么，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污染
的心?有此情形，圣者的弟子忆念法……随著
他忆念法，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
杂染被弃绝。 因此他被称为修持法布萨的圣
者弟子。他与法同住。是归功于法，他的心平
静下来，喜悦升起，心中凡有杂染皆被弃绝。
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污染的心，即是如
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Sangha, thus: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 in other words, the four types [of 
noble disciples] when taken as pairs, the eight when 

        “[再者，圣者的布萨]是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僧伽:‘世
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正善……行道正直……
行道有方……行道卓越——换句话说，他们是
四双、八辈圣者。那便是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
——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
敬，是世界的无上福田。'随著他忆念僧伽，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Muluposatha.htm (4 of 11) [12/31/2010 10:46:08 PM]



中英对照-布萨根本经

taken as individual types — they are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Sangha,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clothing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clothing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salt 
earth & lye & cow dung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clothing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Sangha...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Sangha,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Sangha-Uposatha. He lives with the Sangha. It is 
owing to the Sangha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被弃
绝，有如衣服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衣服如何
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使用盐土、碱水、牛粪

干与适当的人力。衣服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即是如此。那么，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圣者的弟子忆念僧
伽……随著他忆念僧伽，他的心平静下来，喜
悦升起;心的杂染被弃绝。 因此他被称为修持
僧伽布萨的圣者弟子。他与僧伽同住。是归功
于僧伽，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中凡
有杂染皆被弃绝。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污染
的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his own virtues, thus: '[They are] 
untorn, unbroken, unspotted, unsplattered, liberating, 
praised by the wise, untarnished, conducive to 
concentration.' As he is recollecting virtue,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a mirror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a mirror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oil & ashes & chamois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a mirror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再者，圣者的布萨]是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他自己
的戒德:‘不破不坏、无暇无疵、利于解脱、受
智者赞扬、清净无染、趋向正定。’随著他忆

念戒德，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

染被弃绝，有如镜子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衣
服如何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使用油、灰、软

皮与适当的人力。镜子藉适当的技能被洗净，
即是如此。那么，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圣者的弟子忆念自己的
戒德……随著他忆念自己的戒德，他的心平静
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被弃绝。因此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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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his 
own virtues... As he is recollecting virtue,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virtue-Uposatha. He lives 
with virtue. It is owing to virtue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称为修持戒德布萨的圣者弟子。他与戒德同
住。是归功于戒德，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
起，心中凡有杂染皆被弃绝。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即是如此。 

"[Again,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the 
cleans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evas, thus: 'There are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the Devas of the Thirty-
three, the Yama Devas, the Contented Devas,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the devas of 
Brahma's retinue, the devas beyond them. Whatever 
conviction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conviction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virtue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virtue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learning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learning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generosity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
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generosity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Whatever discernment they were 
endowed with that — when falling away from this 
life — they re-arose there, the same sort of 
discernment is present in me as well.'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evas, his mind is calm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just as when a gol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gol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rough the use of a furnace, salt 

        “[再者，圣者的布萨]是藉适当的技能，
净化被污染的心。如何藉适当的技能，净化被
污染的心?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天神:‘有
四大王天的天神、有三十三天的天神、有夜摩
天的天神、有兜率天的天神、有化乐天的天
神、有他化自在天的天神、有梵众天的天神、
有高于其上的天神。他们拥有何等信念，此世
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天)界，同样的信念我也
具备。他们拥有何等戒德，此世逝去时得以重
生于该界，同样的戒德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
等学问，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界，同样的
学问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等布施，此世逝去
时得以重生于该界，同样的布施我也具备。他
们拥有何等明辨，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

界，同样的明辨我也具备。’随著他忆念天
神，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被
弃绝，有如金子藉适当的技能被提纯。金子如
何藉适当的技能被提纯? 使用熔炉、盐土、红

土、风管、钳与适当的人力。金子藉适当的技
能被提纯，即是如此。那么，如何藉适当的技
能，净化被污染的心?有此情形，圣者的弟子
忆念天神……随著他忆念天神，他的心平静下
来，喜悦升起;心的杂染被弃绝。 因此他被称
为修持天神布萨的圣者弟子。他与天神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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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red chalk, a blow-pipe, tongs, & the 
appropriate human effort. This is how gol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In the same 
way, the defiled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And how is the defiled mind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There is the case 
whe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collects the 
devas... As he is recollecting the devas, his mind is 
cleansed, and joy arises; the defilements of his mind 
are abandoned. He is thus called a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undertaking the Deva-Uposatha. He lives 
with the devas. It is owing to the devas that his mind 
is calmed, that joy arises, and that whatever 
defilements there are in his mind are abandoned. This 
is how the mind is cleansed through the proper 
technique.

是归功于天神，他的心平静下来，喜悦升起，
心中凡有杂染皆被弃绝。藉适当的技能，净化
被污染的心，即是如此。 

"Furthermore, the disciple of the noble ones reflects 
thus: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life — abstain from the 
taking of life. They dwell with their rod laid down, 
their knife laid down, scrupulous, merciful, 
compassionate for the welfare of all living being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life — abstain from the taking of life. I 
dwell with my rod laid down, my knife laid down, 
scrupulous, merciful, compassionate for the welfare 
of all living being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再者，圣者的弟子如此观想:‘阿罗汉们终

生离杀生、戒杀生。他们已放下杖、放下刀，
为著一切有情的福利，谨慎、仁慈、有同情
心。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杀生、戒
杀生。我放下杖、放下刀，为著一切有情的福
利，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以阿罗汉为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what is not given — abstain from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They take only what is given, 
accept only what is given, live not by stealing but by 
means of a self that has become pure.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the taking of 
what is not given — abstain from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I take only what is given, accept only what is 
given, live not by stealing but by means of a self that 
has become pure.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不予而取、戒不
予而取。他们只取所予、只受所予; 非以窃取
而生，而是清净而活。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
之中，离不予而取、戒予而取。我只取所予、
只受所予; 非以窃取而生，而是清净而活。以
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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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uncelibacy — live a celibate life, aloof, refraining 
from the sexual act that is the villager's way.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uncelibacy 
— live a celibate life, aloof, refraining from the 
sexual act that is the villager's way.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性事，操行贞

洁，安住离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今天我
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性事，操行贞洁，安
住离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以阿罗汉为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false speech — abstain from false speech. They 
speak the truth, hold to the truth, are firm, reliable, no 
deceivers of the world.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false speech — abstain from 
false speech. I speak the truth, hold to the truth, am 
firm, reliable, no deceiver of the world.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妄语、戒妄语。
他们讲真语、不离真语，坚定、可靠。今天我
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妄语、戒妄语。我讲

真语、不离真语，坚定、可靠。以阿罗汉为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 abstain from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 abstain from fermented & 
distilled liquors that cause heedlessnes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导致失慎的蒸馏

发酵的醉品、戒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品。
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导致失慎的蒸
馏发酵的醉品、戒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
品。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
萨。'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live on one meal a 
day, abstaining from food at night, refraining from 
food at the wrong time of day [from noon until 
dawn].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live on one 
meal, abstaining from food at night, refraining from 
food at the wrong time of day.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一时而食[2]，戒夜
间进食、离非时[指日中至次日黎明]而食。今
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一时而食，戒夜间

进食、离非时而食。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
戒，我持守布萨。'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abstain from 
dancing, singing, music, watching shows, wearing 
garlands, beautifying themselves with perfumes & 
cosmetics.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abstain 
from dancing, singing, music, watching shows, 
wearing garlands, beautifying myself with perfumes 
& cosmetics. By means of this factor I emulate the 
arahants, and my Uposatha will be observed.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戒歌舞、音乐、观

看演艺、佩戴花环、以芳香与美容品美化自
己。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戒歌舞、音
乐、观看演艺、佩戴花环、以香水与美容品美
化自己。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
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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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arahants — abandoning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 abstain from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They make low beds, on a 
pallet or a spread of straw. Today I too, for this day 
& night — abandoning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 abstain from high & imposing seats & beds. 
I make a low bed, on a pallet or a spread of straw.'

        “‘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高广华丽的床与
座位、戒高广华丽的床与座位。他们以简陋的
床具或草铺卧于低矮之处。今天我也在这一日
一夜之中，离高广华丽的床与座位、戒高广华

丽的床与座位。他们以简陋的床具或草铺卧于
低矮之处。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
守布萨。' 

"Such is the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Visakha. 
When this Uposatha of the Noble Ones is 
undertaken, it is of great fruit & great benefit, of 
great glory & great radiance. And how is it of great 
fruit & great benefit, of great glory & great radiance?

        “毗沙卡，正是如此修持布萨八戒，有大
果报、大利益、大荣耀、大光明。有多大的果
报、多大的利益、多大的荣耀、多大的光明? 

"Suppose that one were to exercise kingship, rule, & 
sovereignty over these sixteen great lands replete 
with the seven treasures, i.e., over the Angas, 
Maghadans, Kasis, Kosalans, Vajjians, Mallas, Cetis, 
Vansans, Kurus, Pañcalas, Macchas, Surasenas, 
Assakas, Avantis, Gandharans, & Kambojans: It 
would not be worth one-sixteenth of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Why is that?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假定某人君临、统辖、坐镇充满七种宝
藏的这十六个大国——即，鸯伽国、摩竭陀
国、迦尸国、拘萨罗国、拔祇国、末罗国、支
提国、盘沙国、拘楼国、般闇罗国、婆蹉国、
苏罗西那国、阿梭迦国、阿般提国、键陀罗

国、剑洴沙国: 如此仍不值这布萨八戒的十六
分之一。为什么? 人间的帝位，较之天界的喜
乐，实在微不足道。 

"Fifty human year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Twelve such 
months make a year. Five hundre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
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间五十年，是四大王天天神的一昼
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五百天年，为四大王天天神的寿命。
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
就有可能投生于四大王天的天神之中。毗沙
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
界的喜乐，实在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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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man century is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One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of the Thirty-three.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间一百年，是三十三天天神的一昼
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一千天年，为三十三天天神的寿命。
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
就有可能投生于三十三天的天神之中。毗沙
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
界的喜乐，实在微不足道。' 

"Two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Yama Devas... Two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Yama Devas...

        “人间两百年，是夜摩天天神的一昼
夜……如此两千天年，为夜摩天天神的寿
命…… 

"Four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Contented Devas... Four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Contented Devas...

        “人间四百年，是兜率天天神的一昼
夜……如此四千天年，为兜率天天神的寿
命…… 

"Eight human centuries is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Eight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who delight in creation...

        “人间八百年，是化乐天天神的一昼
夜……如此八千天年，为化乐天天神的寿
命…… 

"Sixteen human centuries are equal to one day & 
night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Thirty such days & nights make a 
month. Twelve such months make a year. Sixteen 
thousand such heavenly years constitute the life-span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N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certain man or 
woman — from having observed this Uposatha 
endowed with eight factors — on the break-up of the 
body, after death, might be reborn among the devas 
who have power over the creations of others. It was 
in reference to this that it was said, 'Kingship over 
human beings is a meager thing when compared with 
heavenly bliss.'"

        “人间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天神的
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

一年。如此一万六千天年，为他化自在天天神
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
命终时，就有可能投生于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之
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
位，较之天界的喜乐，实在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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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hould not kill a being 
        or take what is not given; 
should not tell a lie 
        or be a drinker of strong drink; 
should abstain from uncelibacy, the sexual act; 
should not eat at night, the wrong time of day; 
should not wear a garland or use a scent; 
should sleep on a pallet, a mat spread on the 
ground —  
for this eight-factored Uposatha 
has been proclaimed by the Awakened One 
to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 stress.

人应当不杀生; 
        不取未予之物; 
不说谎; 
        不饮酒， 
不作性事淫行; 
不非时而食; 
不戴花环、不饰芳香; 
应当以草席地铺为床:  
——因为这是佛陀教导的布萨八戒， 
        它趋向忧苦的止息。 

The moon & sun, both fair to see, 
shedding radiance wherever they go, 
& scattering darkness as they move through 
space, 
brighten the sky, illumining the quarters. 
Within their range is found wealth: 
        pearl, crystal, beryl, 
        lucky-gem, platinum, nugget-gold, 
        & the refined gold called 'Hataka.' 
                Yet they —  
        like the light of all star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moon —aren't 
worth one sixteenth of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美丽的日月; 
        所行之处，驱散黑暗， 
        闪耀天空、照亮四方。 
此间的宝藏: 
        珍珠、钻石、绿玉、 
               金块、铂金、与名为荷踏卡的细

金， 
它们与布萨八戒相比， 
        好似众星之光与月光相比， 
        不足其十六分之一。 

So whoever — man or woman — 
is endowed with the virtues 
of the eight-factored Uposatha, 
having done meritorious deeds, 
productive of bliss, 
        beyond reproach, goes 
        to the heavenly state.

因此，凡持布萨八戒， 
有此戒德的男女， 
        以修持的福德， 
        与喜乐的果报， 
               无可责咎， 
               升入天界。 

最近訂正 4-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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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ne occasion Ven. Ananda was staying near 
Savatthi in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Then early in the morning he put on his robes and, 
carrying his bowl & outer robe, went into Savatthi 
for alms with Ven. Vangisa as his attendant monk. 
Now at that tim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haste 
life) had arisen in Ven. Vangisa. Lust invaded his 
mind. So he addressed Ven. Ananda with this verse:

一时，尊者阿难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
精舍。清早，他身著袈裟，手持僧钵与外袍，
以尊者婆耆沙为侍者，同往舍卫城托钵。当
时，尊者婆耆沙(对独身生活)升起不满; 他的心
为色欲侵入。于是他对尊者阿难说了以下此
偈: 

With sensual lust    I burn. 
My mind    is on fire. 
Please, Gotama,    from compassion, 
    tell me how 
    to put it out. 

“以官感色欲，我在燃烧; 
        我的心在起火。 
乔达摩啊，请出于慈悲， 
        为我说止熄法。”

[Ven. Ananda:] 
From distorted perception 
    your mind is on fire. 
Shun the theme of the beautiful 
    accompanied by lust. 
See mental fabrications     as other, 
    as stress, 
    & not-self. 
 
    Extinguish your great lust. 
    Don't keep burning again & again. 
 
Develop the mind 
    — well-centered & one — 

[尊者阿难:] 
“因辨识扭曲[=想颠倒]， 
        你的心在燃烧。 
应远离伴随著色欲的 
        美丽主题。 
 
“把心理造作， 
        视为它物、苦、非我。 
熄灭你的莫大色欲， 
        切勿一次次继续燃起。 
 
“以不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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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foul, 
       through the foul. 
 
Have your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Be one who pursues 
    disenchantment. 
 
Develop the theme-less. 
Cast out conceit. 
Then, from breaking through 
       conceit, 
    you will go on your way 
       at peace. 

        修练心智， 
在不净观中 
        入定、一境。 
 
“使念住 
        浸没于色身， 
做一个 
        趋向无欲者。 
 
“修练无所缘禅定， 
        脱离自满。 
穿透自满后， 
        你得以平静地继续前行。”

最近增訂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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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ing at Savatthi. "Monks,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the Dasarahas had a large drum called 
'Summoner.' Whenever Summoner was split, the 
Dasarahas inserted another peg in it, until the time 
came when Summoner's original wooden body had 
disappeared and only a conglomeration of pegs 
remained. [注1]

于舍卫城。“比丘们，曾几何时，陀舍罗诃人
有一面名为‘召集者'的大鼓。每当‘召集者'出现

裂纹时，陀舍罗诃人便另以一钉销补合，至
终，‘召集者'原先的木质鼓身已失，只剩一堆
钉销。[注1] 

"In the same way, in the course of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nks who won't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are being recited. They won't lend ear, won't set thei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won't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or mastering. But they will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literary works — the works 
of poets, elegant in sound, elegant in rhetoric, the 
work of outsiders, words of disciples — are recited. 
They will lend ear and set thei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They will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 mastering.

“同样地，未来时期，当如来所说的诸经——
深邃、出世、相应空性——被持诵时，将会有
比丘不愿听。他们不愿倾听、不用心理解、不
以此教言值得领悟值得把握。然而，当文学造
著的诸经——诗人声雅辞美之作、外道之说、
弟子之言——被持诵时，他们却愿意听。他们

愿意倾听、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领悟值得
把握。 

"In this wa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will come about.

“如来所说的诸经——深邃、出世、相应空性
——将以此种方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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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ves: 'We will listen 
when discourses that ar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 
deep, deep in their meaning, transcendent, 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 are being recited. We will lend 
ear, will set our hearts on knowing them, will regard 
these teachings as worth grasping & mastering.' 
That's how you should train yourselves."

“因此，你们应当训练自己:‘当如来所说的诸经

——深邃、出世、相应空性——被持诵时，我
们要听。我们要倾听、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

得领悟值得把握。'你们应当如此训练自己。” 

[原注1]据注疏，该鼓原先远在十二由旬之外尚可听，最终一重帷幕之隔不可闻[1由旬为公牛挂轭行走一
日之旅程]。

最近訂正9-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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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薄

伽梵。" 

——AN XI.12(增支部) 

1.  为何相争? 

2.  为何众生在仇恨中生活 

3.  见的过患 

4.  如何判断真法? 

5.  如何判断导师? 

6.  如何护卫真理? 

7.  自陷泥沼者难以救人 

8.  为己为人修持者最崇高 

9.  远离愚人，亲近智者 

10.  趋向觉悟的最重要的外在与内在原则 

11.  智慧的起点与判断原则 

12.  何谓妄见，何谓正见? 

13.  所谓"佛教" 

14.  佛陀对"有我还是无我?"之问的应对 

15.  此心明净 

16.  法句经第一句 

17.  一法经 

18.  佛陀说世界: 定义，起源，止息 

19.  何为旧业，何为新业 

20.  这一切 

21.  如来宣说的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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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来的定义， 如何礼敬如来 

23.  眼见潦倒者与幸运者当作何结论 

24.  自观其业 

25.  佛陀对五盖的比喻 

26.  佛陀教导布萨八戒 

27.  四梵住 

28.  十善业道 

29.  定义五根与五根见于何处 

30.  五上分结与五下分结 

31.  七类人 

32.  此道虽坎坷，圣者行 

33.  四种修持模式 

34.  初禅 

35.  尊者阿难教导如何灭除色欲 

36.  制怒 

37.  镇伏嗔恨的方式 

38.  人生短暂 

39.  逐步止息
40.  如何报答父母

...... 

 
为何相争? 
        婆罗门阿罗摩南达走近大迦旃延尊者，与他互致友好问候，接着问他:“迦旃延大师，为什么
剎帝利 [贵族武士]与剎帝利相争、婆罗门与婆罗门相争、家主与家主相争?” 
        “婆罗门，是因为粘着于感官欲乐、流连于感官欲乐、执取于感官欲乐、沉溺于感官欲乐、
迷恋于感官欲乐、紧抓住感官欲乐，致使剎帝利与剎帝利相争、婆罗门与婆罗门相争、家主与家
主相争。” 
        “迦旃延大师，为什么沙门与沙门相争?” 
        “婆罗门，是因为粘着于观念[见]、流连于观念、执取于观念、沉溺于观念、迷恋于观念、紧

抓着观念，致使沙门与沙门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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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4.6(增支部，《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译) 

 
为何众生在仇恨中生活?  
        世尊许可之后，帝释天王向他发出第一问:“众生尽管心想‘愿我们远离敌对、远离暴力、远离
争斗、远离恶意、远离有敌意者'，然而亲爱的世尊，诸天、人类、阿修罗、龙族、乾踏婆等众生
是受何等束缚，仍生活在敌对、暴力、争斗、恶意、及有敌意者之中?” 
        如此，帝释天王向世尊发出了第一问，世尊受问后，答:“诸天、人类、阿修罗、龙族、乾踏
婆等各类众生，受嫉妒与悭吝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尽管心想:‘愿我们远离敌对、远离
暴力、远离争斗、远离恶意、远离有敌意者'，——却仍生活在敌对、暴力、争斗、恶意、及有敌

意者之中。” 
        世尊在帝释天王发问之后，如此作答。帝释对世尊之言随喜、赞叹:“是这样啊，世尊，是这

样啊，善逝者。谛听世尊的解答，如今我的疑惑断除了，我的不解克服了。” 
        接着，帝释天王随喜、赞叹世尊之言后， 又发一问:“不过，亲爱的世尊，什么是嫉妒与吝啬

的因、什么是它们的缘、什么生起它们、什么是其由来? 当什么存在时它们才出现? 当什么不存
在时它们也不见?” 
        “嫉妒与吝啬以爱厌为因，以爱厌为缘、从爱厌而生、以爱厌为由来。当爱厌存在时它们就
出现。当爱厌消失时，它们也不见。” 
        “不过，亲爱的世尊，什么是爱厌的因、什么是它们的缘、什么生起它们、什么是其由来? 当
什么存在时它们才出现? 但什么不存在时它们也不见?” 
        “爱厌以欲望为因、以欲望为缘、从欲望而生、以欲望为由来。当欲望存在时它们就出现，
当欲望消失时它们也不见。” 
        “不过，亲爱的世尊，什么是欲望的因、什么是它的缘、什么生起它、什么是其由来? 当什么
存在时它才出现? 但什么不存在时它也不见?” 
        “欲望以设想为因、以设想为缘、从设想而生、以设想为由来。当设想存在时它们就出现，
当设想消失时它们也不见。” 

——DN21(长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见的过患  
        “比丘们，我未见任何其它事，如妄见一般，使未升起之不善法[不善巧素质]升起、使已升起
之不善法增长、扩大。对持妄见者，未升起之不善法升起、已升起之不善法增长、扩大。 
        “比丘们，我未见任何其它事，如妄见一般，使未升起之善法[善巧素质]不升起、使已升起之
善法消退。对持妄见者，未升起之善法不升起、已升起之善法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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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们，我未见任何其它事，如妄见一般，使众生身坏命终时重生匮乏境界、恶趣、低等
域界、地狱。众生持妄见，身坏命终时重生匮乏之处、恶趣、低等域界、地狱。 
        “比丘们，对一位持妄见者，凡是他按照该妄见所行的身业、语业、意业，凡是他按照该妄
见所发出的动机、心愿、愿望、意志，皆趋向不乐、不欲、不良，趋向伤害、苦痛。为什么? 因
为那个见是恶的。正如楝、苦瓜、苦葫芦的种子植于湿土，把从土壤水分中获得的任何养料都转

化为苦、辛、不良之味，一位持妄见者更如此。为什么? 因为那个见是恶的。” 
——AN1.17(增支部，《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
译) 

 

        一时，薄伽梵住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园。其时有众沙门、婆罗门、各种外道游方者住舍
卫城周围 。他们持种种见、种种主张、种种观点，并且傳播种种见。他们住于争论、辩论、辩

驳，以言辞的箭矢互相中伤，说:“法是这样，法不是那样! 法不是这样，法是那样!” 
        其时有众比丘入舍卫城托钵。返回食毕，往诣薄伽梵，顶礼后坐于一边，告以所见。[薄伽
梵说:] 
        “比丘们，外道游方者盲目、无眼。他们不知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他们不知什么是法、什
么非法，因此他们住于争论、辩论、辩驳。 
        “比丘们，一时舍卫城有位国王对一人发话，把城里所有生来眼盲的人全部找来。[在他完成
后]国王命那人给众盲人展示一头象。他给其中一些盲人展示象头，给一些盲人展示象耳，给一
些盲人展示象牙……象鼻……象身……象足……象后腿……象尾……尾端的毛。对每个人他都
说:‘这是一头大象。 ' 
        “他向国王报告行事后，国王来到众盲人面前，问:‘盲人们，告诉我，大象是什么样? ' 
        “被展示象头者答‘陛下，大象像一只水罐。'被展示象耳者答‘陛下，大象像一只扬谷的簸
箕。 '被展示象牙者答‘陛下，大象像一只犁头。'被展示象鼻者答‘陛下，大象像一根犁柱。'被展
示象身者答‘陛下，大象像一间库房。 '[同样，其他人各依被展示之部位描述大象的形状。] 
        “接着说‘大象是这样，大象不是那样! 大象不是这样，大象是那样! '他们相互以拳殴击。国王
得到娱乐。更如此，比丘们，外道游方者盲目、无眼。他们不知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他们不知
什么是法、什么非法，因此他们住于争论、辩论、辩驳，以言辞的箭矢互相中伤。” 

——Ud6.4(自说经，《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译) 
 
        “比丘们，被两种观念[见]抓住，一些天神与人有些固守、有些过头。只有有眼者看见。 
        “那么，比丘们，有些如何固守? 天神与人享受有 [存在]、乐于有、满足于有。当傳给他们有
的止息法时，他们的心不接受、不为之平息、不安住之、不决意之。这就是有些如何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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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丘们，有些如何过头? 天神与人对那个有，怖畏、耻辱、厌恶，耽于非有 [不存
在]‘当这个我，身坏命终，消亡、摧毁、不复存在时，那就是宁静、那就是精致、那就是满足! 
'这就是有些如何过头。 
        “那么，比丘们，有眼者如何看见?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视来有为来有。视来有为来有，他对

该来有修习离欲、厌离、止息。这就是有眼者如何看见。” 
——Iti49(如是语 ，《佛陀之言》菩提尊者英译) 

 
怎样判断真法?  
        “乔达弥，你了解的素质(dhammas)中，‘这些素质趋向欲求、非趋无欲；趋向束缚、非趋解
缚；趋向堆积、非趋褪脱；趋向自大、非趋谦虚；趋向不满、非趋满足；趋向纠缠、非趋退隐；
趋向懒惰、非趋勤奋；趋向沉赘、非趋轻松’: 你可以确认‘这不是法(Dhamma)，这不是律，这不
是师尊的教导。’ 
        “至于你了解的素质中，‘这些素质趋向无欲、非趋欲求；趋向解脱束缚、非趋束缚；趋向褪
脱、非趋堆积；趋向谦虚、非趋自大；趋向满足、非趋不满；趋向退隐、非趋纠缠；趋向勤奋、
非趋懒惰；趋向轻松、非趋累赘’: 可以确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师尊的教导。’” 

——AN8.53(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优波离，你了解的素质中，‘这些素质不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宁静、直观智、自
觉醒、也不趋向解脱’: 你可以确认:‘这不是法，这不是律，这不是师尊的教导。’ 
        “至于你了解的素质中，‘这些素质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宁静、直观智、自觉醒、
解脱’: 你可以确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师尊的教导。'” 

——AN7.8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如何判断导师?  
        佛陀: “有此情形，跋罗陀瓦伽，有一位比丘依靠某个村镇生活。后来有个家主或家主之子去
看他，针对三类心理素质——源于贪、嗔、痴的素质——作观察: ‘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于贪的 素
质，当他 的心为之左右时，尽管他无知，会说“我知”，尽管他无见，会说“我见”；或者他劝人行
事，结果对那人造成长远的伤害与苦痛？’他藉著观察，了解了:‘这位尊者并无这类源于贪的素
质……他的身业、语业并无贪意。他傳的法，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
测、微妙、由智者亲证。这样的法，贪者轻易不可能傳授。’ 
        “针对源于贪的素质作了观察，了解这位比丘是纯净的，接著，他针对源于嗔的素质……源
于痴的素质，作观察: ‘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于痴的素质，当他的心为之左右时，尽管他无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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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知”，尽管他无见，会说“我 见”；或者他劝人行事，结果却对那人造成长远的伤害与苦
痛？’　他藉着观察，了解了: ‘这位尊者并无这类源于痴的素质……他的身业、语业并无痴意。他
傳的法，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测、微妙、由智者亲证。这样的法，
痴者轻易不可能傳授。’ 
        “针对源于痴的素质作了观察，了解这位比丘是纯净的，接著，他对他有了信心。他升起了
信心，便去拜访他、亲近他。亲近他时，注意听。注意听时，他听见了法。听见法，他记住了
法。记住法，他深解法义。深解法义，他藉思索法义而认同。藉思索法义达成认同，他升起愿
望。随著愿望升起，他有决心。有决心，他作辨析(巴利直译为: 称量，比较)。辨析时，他精进。
随著精进，他同时既亲身证法、又以明辨亲眼见法。 

——MN95(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藉着共同生活，一个人的戒德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
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 
        “藉着交往，一个人的纯净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 
        “藉着逆境，一个人的忍耐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 
        “藉着讨论，一个人的明辨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 
        [1]“‘藉着共同生活，一个人的戒德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
者、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这是指哪方面而说？ 
        “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共同生活，因此了解：‘长期以来，此人在行为上一直有破有坏、
有瑕有疵。他的行为并不一致。他对戒律的修持未能始终如一。他不讲原则，不是一个有戒德、
有原则的人。’再者，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共同生活，因此了解：‘长期以来，此人在行为上
一直不破不坏、无瑕无疵。他的行为始终一致。他对戒律的修持始终如一。他是个有戒德、讲原
则的人，而非不讲原则的人。’ 
        “‘藉着共同生活，一个人的戒德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
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2] “‘藉着交往，一个人的纯净才为人所知 ，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
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这是指哪方面而说？ 
        “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交往，因此了解：‘此人与人单独交往时有一套方式、与两人交往
时又是一套、与三人交往时又是一套、与多人交往时又是一套。他先前的交往方式与后来的交往
方式并不一致。他的交往方式并不纯净，是不纯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交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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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了解：‘此人与人单独交往时的方式、他与两人交往、与三人交往、与多人交往时的方式，是
相同的。他先前的交往方式与后来的交往方式是一致的。他的交往方式是纯净的，而非不纯。’ 
        “‘藉着交往，一个人的纯净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3] “‘藉着逆境，一个人的忍耐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

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 是这样说的。这是指哪方面而说？ 
        “有此情形，一个人失去亲人、失去财富、失去健康，却不观想:‘一起生活在世上时就是那
样。有了个体观念(巴利文字面意义为自我状态)时就是那样。活在世上，有个体观念时，这八个
世态跟着世界转，世界又跟着这八个世态转：得、失、贵、贱、毁、誉、乐、苦。’失去亲人、
失去财富、失去健康，他哀伤、悲痛、叹息、捶胸、痛心。再者，有此情形，一个人失去亲人、
失去财富、失去健康，则观想:‘一起生活在世上时就是那样。有了个体观念时就是那样。活在世
上，有个体观念时，这八个世态跟着世界转，世界又跟着这八个世态转：得、失、贵、贱、毁、 
誉、乐、苦。’失去亲人、失去财富、失去健康，他不哀伤、悲痛、叹息，不捶胸、痛心。 
        “‘藉着逆境，一个人的忍耐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4] “‘藉着讨论，一个人的明辨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

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是指哪方面而说？ 
        “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讨论，因此了解:‘此人如此发问。从他应用推理的方式、从他讨论

问题的方式来看，他迟钝、混淆。为什么？他的言谈并非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
细，不依赖推测、微妙、有智者亲证。他不能够宣讲法义、傳授它、描述它、 提出它、揭示它、
解说它、阐明它。他迟钝、混淆。’正如一个眼力好的人站在湖边看见一条小鱼浮起，他会想:‘从
这条鱼的浮起、从泛起的波纹、从速度来看，是条小鱼，而非大鱼。’同样，一个人与另一人讨

论，因此了解:‘ 此人如此发问。从他应用推理的方式、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来看，他迟钝、混
淆。”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与另一人讨论，因此了解:‘此人如此发问。从他应用推理的方式、从
他讨论问题的方式来看，他有明辨、不迟钝。为什么？他的言谈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
静、精细、不依赖推测、微妙、有智者亲证。他能够宣讲法义、傳授它、描述它、提出它、揭示
它、解说它、阐明它。他不迟钝、不混淆。’正如一个眼力好的人站在湖边看见一条大鱼浮起r，
他会想:‘从这条鱼的浮起、从泛起的波纹、从速度来看，是条大鱼，而非小鱼。’同样，一个人与
另一人讨论，因此了解:‘此人如此发问。从他应用推理的方式、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来看，他有
明辨、不迟钝。 
        “‘藉着讨论，一个人的明辨才为人所知，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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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而不糊涂者所知。’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AN4.192 (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比丘们，一位正在求知，不知如何估测他人之心的比丘，应当针对两种法[状态，素质]，即
眼可识、耳可识之法，对如来辨察如下:‘如来是否有眼可识、耳可识的污秽法?’当他辨察如来
时，即得如是知:‘如来无有眼可识、耳可识的污秽法。’ 
        “得如是知时，他再作辨察:‘如来是否有眼可识、耳可识的混杂法?’当他辨察如来时，即得如
是知:‘如来无有眼可识、耳可识的混杂法。’ 
        “得如是知时，他再作辨察:‘如来是否有眼可识、耳可识的纯净法?’当他辨察如来时，即得如
是知:‘如来有眼可识、耳可识的纯净法。’ 
        “得如是知时，他再作辨察:‘这位尊者得此善法为时已久、还是近时?’当他辨察如来时，即得
如是知:‘这位尊者得此善法为时已久、并非近时。’ 
        “得如是知时，他再作辨察:‘这位尊者既已获得声望、已赢得盛名，从他处是否可找到(与声
望、盛名相应的——英譯注)过患? ’因为，比丘们，只要一位比丘尚未获得声望、赢得盛名，从他
处找不到(与声望、盛名相应的)过患; 然而，当他已获得声望、已赢得盛名时，从他处便可找到过

患。当他辨察如来时，即得如是知:‘这位尊者已获得声望、已赢得盛名，但从他处找不到(与声
望、盛名相应的)过患。’ 
        “得如是知时，他再作如下辨察:‘这位尊者是无畏而自御、还是为怖畏而自御? 他是否因摧毁

贪欲、灭尽贪欲，而远离感官之乐?’当他辨察如来时，即得如是知:‘这位尊者是无畏而自御、非
为怖畏而自御。他因摧毁贪欲、灭尽贪欲，而远离感官之乐。’” 

——MN47(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如何护卫真理  
        [佛陀:]“有五件做法，即时即地会产生两种果报。哪五件？信念、好感、不破坏傳统、类比
推理、藉思考达成同感。正是这五件做法，即时即地会产生两种果报。不过有些事虽然人们坚

信，却是空洞、空虚、虚假的。有些事虽然人们并不坚信，却是真实、事实、无误的。有些事虽
然人们极有好感……有些事确非破坏傳统……有些事人们虽多方推理…… 有些事人们虽多方思
索，却是空洞、空虚、虚假的。有些事人们并不反复思索，却是真实、事实、无误的。一位护卫

真理的有识之士，不适于得出这样绝对的结论:‘只有这是真的，其它毫无价值。’ 
        [伽巴提迦-跋罗陀瓦伽:]“但是，乔达摩大师，到什么地步，一个人才能护卫真理？我们请教
乔达摩大师关于真理的护卫。” 
        [佛陀:]“一个人若有信念，他说‘这是我的信念’这话就护卫了真理。但是他不至于得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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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的，其它毫无价值’ 这样的绝对结论。跋罗陀瓦伽，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对真理的护

卫。到了这个地步，他就护卫了真理。我把它称为对真理的护卫。但这还不是对真理的觉醒。” 
——MN95(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自陷泥沼者难以救人  
        “纯陀，一位自身尚陷泥沼者，把他人拉出泥沼是不可能的。然而，纯陀，一位自身未陷泥
沼者，把他人拉出泥沼，是可能的。 
        “纯陀，一位不能自制、不能自律、未曾灭尽(贪欲)者，使他人自制、自律，令其灭尽(贪
欲)，是不可能的。然而，纯陀，一位自制、自律、灭尽(贪欲)者，使他人自制、自律，令其灭尽
(贪欲)，是可能的。”　 

——MN8(中部，向智尊者英译) 
 

好比一位坠河者， 
——水势湍急、泛滥、汹涌—— 
        他被急流席卷而去， 
        又怎能助人过河? 
 
更如此，一位尚未明法者， 
  ——不谙博学者的解说， 
   自身未曾解惑—— 
   又怎能教诲他人? 

——SN2.8(小部经集，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为己为人修持者最崇高  
        “比丘们，世上存在这四类人。哪四类? 既不为己也不为人修持者; 为人但不为己修持者; 为己
但不为人修持者; 为己亦为人修持者。 
        [1]“如一根来自火葬堆的木条——两头烧焦、中间为污粪覆盖——村落、野外皆不能用于取
火，我告诉你们， 这个比喻指那既不为己也不为人修持者。 
        [2]“为人但不为己修持者在两者中更为崇高、精纯。 
        [3]“为己但不为人修持者在三者中最为崇高、精纯。 
        [4]“为己亦为人修持者在四者中最重要、最突出、最卓越、最崇高、至上。 
        “正如从奶牛得牛奶从牛奶得凝乳; 从凝乳得黄油; 从黄油得酥油; 从酥油得酥奶油; 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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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奶油堪称最突出——同样地，这四类人中，为己亦为人修持者最突出、最重要、最卓越、最崇
高、至上。 
        “此为世上存在的四类人。” 

——AN4.95(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依法修持法、了解法、了解法义的两人之间——一位既为自己、也为他人的福利而修，一
位只为自己、不为他人福利而修——那位只为自己、不为他人福利而修者，当为此受批评，那位
既为自己、也为他人福利而修者，当为此受称赞。” 

——AN7.64(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无论利益他人之事何等重大， 
        不要因此牺牲自己的福利; 
要了解你自己的真正福利， 
        并用心去实现它。 

——Dhp166(法句经，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忍耐自制为至上的简朴。 
解脱至要: 那是诸佛之言。

——教诫波罗提木叉偈(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他首先自立于正善， 
        之后方教导他人: 
如此不辱 
        智者之名。 

——Dhp158(法句经，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远离愚人 、亲近智者 

远离愚人、 
亲近智者、 
礼敬值得礼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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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至高的吉祥。 
——Sn2.4(小部经集，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伴愚人者， 
        长久悲伤。 
与愚人 相伴之痛， 
        如仇敌共居。 
与觉者 结交之乐， 
        如亲族团圆。 

——Dhp206(法句经，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如果你得到一位成熟的伴侣， 
        一位端正、睿智的同道， 
那么克服一切险阻 ， 
        与他同行， 
        愉悦、念住。 
 
如果你得不到一位成熟的伴侣， 
        一位端正、睿智的同道， 
那么就独自游荡吧， 
        如一位国王抛弃他的王国， 
        如一头野象离开他的象群。 
......  
见一对手镯金光灿灿 ， 
由一位巧匠精心打造 ， 
同系于一臂叮当碰撞 ， 
如一头犀牛独自游荡吧[1]。 
 
我若与人同住，同样地， 
胡言与相骂在所难免 ， 
见此招致的将来之险 ， 
如一头犀牛独自游荡吧。

——Sn1.3(小部经集，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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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1]本句为经中重复出现的叠句。直译为: 如一只犀牛角独自游荡，此处按照英文意译，英译者在注
解中提醒读者，犀牛的独角强化了独行者的形象。 
 
        阿难尊者坐在一旁时，对世尊说，“世尊，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这是
梵行生活[圣道修行]的一半。” 
        “不要那么说，阿难，不要那么说。实际上，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这

是圣道修行的全部。当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们作朋友、同伴、同道时，他有指望发展与修习八圣
道。" 

——SN45.2 (想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趋向觉悟的最重要的内在与外在原则  
        “关于外在因素，对于一位正在训练中、尚未证得心的目标、继续追求解脱束缚之殊胜安宁
的比丘，我未见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可敬的友谊[善知识]。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为

友，得以弃绝不善巧素质、培养善巧素质[善法]。”　 
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为友， 
——恭敬、礼敬、 
        以善友忠告行事—— 
念住、警觉， 
        一步步证得 
　　一切束缚的终结。 

——Iti17(如是语，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关于内在因素，对于一位正在训练中、尚未证得心的目标、继续追求解脱束缚之殊胜安宁
的比丘，我未见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正确的专注[正思维]。一位比丘作正确的专注，
得以弃绝不善巧素质、培养善巧素质。” 
 

正确的专注， 
        作为修行比丘的素质， 
对于达到至高目标， 
               作用无比之大。 
一位比丘正确地精进， 
        将证得苦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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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16(如是语，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智慧的起点与判断方式  
        “有此情形，有女子或男子在拜访沙门、婆罗门时，不问: ‘尊者，何为善巧?何为不善巧? 何
为有咎?何为无咎? E何应长养? 何不应长养? 我已行之事，何将有长久的伤害与苦痛? 我已行之
事，何将有长久的安宁与幸福?’ 既行持造作了此业，身坏命终时，他/她重生恶趣……否则，他/
她若生来人界，无论在何处，他/她亦愚钝。 此为趋向愚钝之道: 在拜访沙门、婆罗门时不问: ‘尊
者，何为善巧? ……我已行之事，何将有长久的安宁与幸福? ’ 
        “又有此情形，有女子或男子在拜访沙门、婆罗门时，寻问: ‘尊者，何为善巧? 何为不善巧? 
何为有咎? 何为无咎? 何应长养? 何不应长养? 我已行之事，何将有长久的伤害与苦痛? 我已行之
事，何将有长久的安宁与幸福?’既行持造作了此业，身坏命终时，他/她重生善趣……否则，假若
他/她生来人界，无论在何处，他/她亦有明辨[慧]。 此为趋向明辨之道: 在拜访沙门、婆罗门时寻

问‘尊者，何为善巧? ……我已行之事，何将有长久的安宁与幸福?’” 
——MN135(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至于那行之不乐，但行后趋向增益之道 [行动的轨迹，策略]，正是藉此，可知其人——在勇
士的耐力、勇士的毅力、勇士的精进力方面——是愚人还是智者。因为愚人不想:‘此道 虽行之不
乐，然而行后趋向增益，’于是他不行，故此道之不行趋向他的损失。然而，智者观想:‘即便此道
行之不乐，然而行后趋向增益，’于是他行之，故此道 之行趋向他的增益。 
        “至于那行之有乐，但行后趋向损失之道，正是藉此，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力、勇士的
毅力、勇士的精进力方面——是愚人还是智者。因为愚人不想:‘此道虽行之有乐，然而行后趋向
损失，’于是他行之，故此道之行趋向他的损失。然而，智者观想:‘即便此道行之有乐，然而行后
趋向损失，’于是他不行，故此道之不行趋向他的增益。” 

——AN4.115(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何谓妄见，何谓正见?  
        “何谓妄见?‘无布施、无供养、无奉献。善业恶业无果无报。无此世来世、无父母、无自行轮

回的众生; 无僧侣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亲证之后，宣说此世来世。'　此谓妄见。 
        “那么，何谓正见? 我告诉你们，正见有两类: 有有漏的正见，支持福德、集获缘起; 有无漏的
圣正见，无漏、超世、为道支 [正道因素]之一。 
        “那么，何谓有漏、支持福德、集获缘起的正见? ‘有布施、有供养、 有奉献。善业恶业有果
有报。有此世来世、有父母、有自行轮回的众生; 有僧侣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亲证之后，宣
说此世来世。'此谓有漏、有福德、趋向缘起集取的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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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何谓无漏、超世、为圣道道支的正见? 一位圣道修习者，其心入圣、其心无漏、圣道
具足时的明辨、明辨根、明辨力、择法觉支与正见道支。此谓无漏、超世、为圣道道支的正
见。” 

——MN117(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何谓正见? 苦之智、苦因之智、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之智。此谓正见。” 

——DN22(长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论正見) 

 

        [迦旃延:] “世尊，人们说，‘正见、正见，’ 到什么地步，才有正见?” 
        [佛陀:] “迦旃延，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是由极性(作为客体——英譯注)维持着的，也就是存在
与不存在。但是当一个人以正明辨如实看见世界的缘起，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 。当他以
正明辨如实看见世界的止息，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存在’ 。 
         “迦旃延，一般来说，这个世界受粘着、执取(维持——英譯注)与偏见的束缚。但是这样一个
人，是不会涉入、抓住这些粘取、执取、成见、偏见、偏执的，他也不会坚持‘我是’ 。他对此绝

无不定、绝无疑惑，即: 有升起时，只有苦的升起; 有消逝时，只有苦的消逝。在这方面，他的知
识不依赖他人。迦旃延，到了这个地步，就有了正见。” 

——SN12.15(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所谓佛教 (buddhasāsana)

住于慈心，一位对佛教 (buddhasāsane， 觉者的教言) 
有净信[清明的信念]的比丘， 
将证得宁静之善境: 
诸造作止息的自在。 

——Dhp368(法句经，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住于多重喜悦，一位对佛教 
有净信的比丘， 
将证得宁静之善境: 
诸造作止息的自在。 

——Dhp388(法句经，坦尼沙罗尊者英译)相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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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阿姜李 佛教之道 

 
佛陀对“有我还是无我?”之问的应对  
        游方者婆蹉衢多坐于一边后，对世尊说: “乔达摩尊者，‘我'存在么?”此话说出后，世尊静默
不语。 
        “那么，‘我'不存在么?”再一次，世尊静默不语。 
        游方者婆蹉衢多离座而去。 
        游方者婆蹉衢多离开不久，阿难尊者对世尊说: “世尊何以不答游方者婆蹉衢多之问?” 
        “阿难，游方者婆蹉衢多发问后，我若答‘我'存在，便是认同主张永恒论[1]的僧侣行者。我
若……答‘我'不存在，便是认同主张断灭论[2] 的僧侣行者。我若……答‘我'存在，是否随顺诸法非
我之智的升起?” 
        “世尊，不会。” 
        “我若……答‘我'不存在，已经混淆的婆蹉衢多将更混淆:‘我曾经有过的“我”，现在不存在
了?'” 

——SN44.10(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原注1]即存在一个永久灵魂之说。常见。 
[原注2]即死亡为体验的湮灭之说。断见。 

 
此心明净  
        “比丘们，此心明净，为客尘所染。” 
        “比丘们，此心明净，离客尘之染。” 
        “比丘们，此心明净，为客尘所染。未受教的凡夫，未如实明辨，故此——我告诉你们，未
受教的凡夫——无修其心。” 
        “比丘们，此心明净，离客尘之染。圣者的受教弟子，如实明辨，故此——我告诉你们，圣
者的受教弟子——有修其心。” 

——AN1.49-52(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法句经第一句  
        “诸法[诸现象]以意为前导，以意为主宰，从意所造。” 

——Dhp1(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中译注:mano:意(末那) 。citta:心。后者意识层次深于前者。 

 
一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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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见一法 [一事]，未经修练时，如心一般不柔顺。未修练时，心不柔顺。 
        “我未见一法，修练成后，如心一般柔顺。修练成时，心柔顺。 
        “我未见一法，未经修练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伤害。未修练时，心引生大伤害。 
        “我未见一法，修练成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练成时，心引生大福利。 
        “我未见一法，未修练、未明显时，如心一般引生大伤害。未修练、不明显时，心引生大伤

害。 
        “我未见一法，修成、明显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成、明显时，心引生大福
利。 
        “我未见一法，未修练、未培育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伤害。未修练、未培育时，心引
生大伤害。 
        “我未见一法，修练、培育成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修练、培育成时，心引生大
福利。 
        “我未见一法，未修练、未培育时，如心一般带来如此大的苦。未修练、未培育时，心带来
苦。 
        “我未见一法，修练、培育成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喜乐。修练、培育成时，心引生喜
乐。 
        ...... 
        “我未见一法，未调服、未守卫、未保护、未制服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伤害。未调

服、未守卫、未保护、未制服时时，心引生大伤害。 
        “我未见一法，调服、守卫、保护、制服时，如心一般引生如此大的福利。调服、守卫 、保
护、制服时，心引生大福利。” 

——AN1.21-4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佛陀说世界: 定义、起源、止息  
《世界經》Loka Sutta 
        某比丘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说:“人们说，‘世界’、‘世
界’。‘世界’一词适用于哪方面?” 
        “比丘们，凡衰解 [破坏]者，即为‘世界'。是什么在衰解? 
        “眼衰解。色衰解。眼识衰解。眼触衰解。凡有赖于眼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验，亦衰解。 
        “耳衰解。声衰解。耳识衰解。耳触衰解。凡有赖于耳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验，亦衰解。 
        “鼻衰解。香衰解。鼻识衰解。鼻触衰解。凡有赖于鼻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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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亦衰解。 
        “舌衰解。味衰解。舌识衰解。舌触衰解。凡有赖于舌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验，亦衰解。 
        “身衰解。触衰解。触识衰解。触触衰解。凡有赖于触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验，亦衰解。 
        “意衰解。想衰解。意识衰解。意触衰解。凡有赖于意触而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之体
验，亦衰解。 
        “凡衰解者，即称‘世界'。” 

——SN35.82(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住舍卫城。在那里，薄伽梵对诸比丘道:“我将为你们说世界的起源与止息法。注意听。我将
说。” 
        “世尊请说，”比丘们答薄伽梵。 
        薄伽梵道:“何为世界的起源? 有赖于眼与色，升起眼识。三者交集为触。缘触来受。缘受来
渴求。缘渴求来执取/维持。 缘执取/维持来有。缘有来生。缘生，则老、死、忧、哀、痛、悲、
惨来运作。这就是世界的起源。” 
        “有赖于耳与声，升起耳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鼻与香，升起鼻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舌与味，升起舌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身与触，升起身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意与想，升起意识。三者交集为触…… 
        “何为世界的止息? 有赖于眼与色，升起眼识。三者交集为触。缘触来受。缘受来渴求。缘该

渴求之无余止息与消失，来执取/维持的止息。缘执取/维持的止息，来有的止息。缘有的止息，
来生的止息。缘生的止息，则老、死、忧、哀、痛、悲、惨俱都来止息。这就是这整团苦的止
息。这就是世界的止息。” 
        “有赖于耳与声，升起耳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鼻与香，升起鼻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舌与味，升起舌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身与声，升起触识。三者交集为触…… 
        “有赖于意与法，升起意识。三者交集为触，缘受来渴求。 缘于该渴求之无余止息与消失，
来执取/维持的止息。缘执取/维持的止息，来有的止息。缘有的止息，来生的止息。缘生的止
息，则老、死、忧、哀、痛、悲、惨俱都来止息。这就是这整团苦的止息。这就是世界的止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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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12.44(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何为旧业，何为新业?  
        “何为旧业? 应当把眼视为旧业，造作的、由意志达成的、能被感受到的。应当把耳……
鼻……舌……身……意视为旧业，造作的、由意志达成的、能被感受到的。此谓旧业。 
        “何为新业? 凡是以身、以语、以意在当下所造之业。此谓新业。” 

——SN35.145(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这一切  
        “比丘们， 我将为你们说那‘一切’。注意听，我将说。” 
        众比丘答:“世尊，请说。” 
        薄伽梵说:“何为‘一切’? 只是眼与色、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意与法 [想法]。比
丘们，此谓‘一切。’说:‘反驳“ 一切”，我将描述其它’的人，当被质问他的断言的根据究竟是什么
时，将无可回答，而且还将陷于悲哀。为什么? 因为它超越了范围。” 

——SN12.48(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如来宣说的此法 

        “比丘们，此三事秘密进行。哪三事? 女色、婆罗门之咒语、妄见。” 
        “然而此三事，昭然光明，不秘密行。哪三事? 月、日、如来宣说的法与律。” 

——AN3.129(增支部，《佛陀之言》，菩提尊者
英译) 

 

        “法由薄伽梵善说，即时即地可见、无时相、邀人亲证、向内观照、由智者各自证知。” 

——AN3.70等(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他傳的法，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测、微妙、由智者亲证。” 

——MN95(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于舍卫城。“比丘们，曾几何时，陀舍罗诃人有一面名为‘召集者'的大鼓。每当‘召集者'出现

裂纹时，陀舍罗诃人便另以一钉銷补合，至终，‘召集者'原先的木质鼓身已失，只剩一堆钉銷。 
       “同样地，未来时期，当如来所说的诸经——深邃、出世、相应空性——被持诵时，将会有比
丘不愿听。他们不愿倾听、不用心理解、不以此教言值得领悟值得把握。然而，当文学造著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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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诗人声雅辞美之作、外道之说、弟子之言——被持诵时，他们却愿意听。他们愿意倾听、
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领悟值得把握。 
       “如来所说的诸经——深邃、出世、相应空性——将以此种方式消失。 
       “因此，你们应当训练自己:‘当如来所说的诸经——深邃、出世、相应空性——被持诵时，我
们要听。我们要倾听、用心理解、以此教言值得领悟值得把握。'你们应当如此训练自己。” 

——SN20.7(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相关连接:坦尼沙罗尊者:空性的诚实 

[原注]据注疏，该鼓原先远在十二由旬之外尚可听，最终一重帷幕之隔不可闻。[1由旬为公牛挂轭行走一
日之路程——译注] 
[中译评:巴利语系的佛教绝不单是理性哲学系统。虽然佛法昭然光明，原典白纸黑字，人们没有仔细读，
或者无禅修基础，只理解表面层次而已。许多经文记录的是禅定指南(如三部大经、箭喻经等)，在场的听
者大都是已具相当定力的修行比丘。讲述的是心的动作或者说意念的操作。] 

 
如来的定义与 如何礼敬如来?  
        “如来对世间已彻底觉悟。如来已与世间脱离。如来对世间之起源已彻底觉悟。如来对世间

之止息已彻底觉悟。如来已实现了世间的止息。如来对世间的止息之道已彻底觉悟。如来已长养
了世间的止息之道。 
        “凡此世间一切——与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已
见、已闻、已感受、已认知、已达到、已证得、已用心思索、对之彻底觉悟。因此，他被称为如
来。 
        “从如来(Tathagata)彻底觉醒、达到正自觉醒之夜起，直到他彻底涅槃、达到无余般涅槃那夜
为止 ，凡如来所言、所论、所释，皆如是(tatha)无它。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如来是行如(tathaa)其所言教者，是言教如其所行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在此世间——有其天神、摩罗、梵天、世代的沙门、婆罗门、王子、平民——如来乃是不
可征服的胜者、见一切者、大神通力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Iti112(如是语，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接着，薄伽梵(临终前)对阿难尊者说: “阿难，这娑罗双树之花非时而盛开，纷撒、散落、点
缀如来之身，以示崇敬。天界的曼陀罗花自空飘落……天界的檀香屑自空洒落……天界的音乐自
空奏起……天界的歌声自空颂起，以示崇敬。然而这不足以表达对如来的崇拜、致敬、尊敬、崇
仰、礼敬。那些继续如法修持、继续善巧修持、奉法而活的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才是以最高的敬意表达对如来的崇拜、致敬、尊敬、崇仰、礼敬者。因此你们必须训练自己: ‘我
们要继续如法修持、我们要继续善巧修持、我们要奉法而活。’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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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6(长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眼见潦倒者与幸运者当作何结论  

        “你们见到某人生活潦倒、困苦时，当作此结论:‘我们，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也有过与此同
样的经历。' 
        “为什么? 从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轮回。尽管众生受无明蒙蔽、受渴求束缚，流转轮回不
止，起点却不明显。你们经历苦、经历痛、经历失却、充斥坟地，已如此长久——对于一切造
作，足以升起厌离、足以升起无欲、足以期望解脱。” 

——SN15.11(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你们见到某人生活幸福、富足时，当作此结论:‘我们，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也有过与此同
样的经历。' 
        “为什么? 从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轮回。尽管众生受无明蒙蔽、受渴求束缚，流转轮回不
止，起点却不明显。你们经历苦、经历痛、经历失却、充斥坟地，已如此长久——对于一切造
作，足以升起厌离、足以升起无欲、足以期望解脱。” 

——SN15.12(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自观其业  

        “罗睺罗，过去所有净化了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所做的，正是这般反
复地观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未来所有将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要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照
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当前所有在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在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照
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因此，罗睺罗，你应当训练自己: ‘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己的身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
自己的语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己的意业。’ 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 

——MN61(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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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连接: 《 芒果石教诫罗睺罗经》全文 

 
佛陀对五盖的比喻  
        “想象一钵水，其中掺着紫胶、雌黄、靛青、赭红等染料，以至于一个视力好的人对着它观

察倒影，不能够如实知见自己的面貌，同样地，当一个人，住于为感官欲望所支配 、为感官欲望
所制服的觉知时，感官欲望一旦升起，他不知不见如实存在的逃脱，那么他对于何者利己、利
人、或者两利，也不知不见。 
        “ 想象一钵水在火中煮热、沸腾、泛泡，以至于一个视力好的人对着它观察倒影，不能够如
实知见自己的面貌，同样地，当一个人，住于为恶意所支配、为恶意所制服的觉知时，恶意一旦
升起，他不知不见如实存在的逃脱，那么他对于何者利己、利人、或者两利，也不知不见。 
        “想象一钵水为水藻与粘液所覆盖，以至于一个视力好的人对着它观察倒影，不能够如实知
见自己的面貌，同样地，当一个人，住于为昏睡所支配、为昏睡所制服的觉知时，昏睡一旦升
起，他不知不见如实存在的逃脱，那么他对于何者利己、利人、或者两利，也不知不见。 
        “想象一钵水为风吹皱，为涟漪扰动、覆盖，以至于一个视力好的人对着它观察倒影，不能
够如实知见自己的面貌，同样地，当一个人，住于为掉举 [焦躁不安]所支配、为掉举所制服的觉

知时，掉举一旦升起，他不知不见如实存在的逃脱，那么他对于何者利己、利人、或者两利，也
不知不见。 
        “想象一钵水被搅动，浑浊、泛泥、置于暗处，以至于一个视力好的人对着它观察倒影，不
能够如实知见自己的面貌，同样地，当一个人，住于为疑所支配、为疑所制服的觉知时，疑一旦
升起，他不知不见如实存在的逃脱，那么他对于何者利己、利人、或者两利，也不知不见。” 

——SN46.55(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佛陀教导布萨八戒  
《教诫毗沙卡布萨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舍卫城附近的东寺弥诃罗母堂。尔时弥诃罗之母毗沙卡往诣薄伽梵，
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对弥诃罗之母毗沙卡说:  
        “毗沙卡，修持布萨八戒，有大果报、大利益、大荣耀、大光明。那么，毗沙卡，如何修持
布萨八戒，有大果报、大利益、大荣耀、大光明?” 
        “在此，毗沙卡，圣者的弟子如此思维:‘终其一生 ，阿罗汉们离杀生、戒杀生。他们已放下
杖、放下刀，为着一切有情的福利，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杀

生、戒杀生。我放下杖、放下刀，为着一切有情的福利，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以阿罗汉为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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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修持的第一戒。 
        “(他想:)‘终其一生 ，阿罗汉们离不予而取、戒不予而取。他们只取所予、只受所予;非以窃取
而生，而是清净而活。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不予而取、戒不予而取。我只取所予、只
受所予; 非以窃取而生，而是清净而活。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二戒。 
        “(他想:)‘终其一生，阿罗汉们离性事，操行贞洁，安住离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今天我
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性事，操行贞洁，安住离欲，戒除村俗之人的性事。以阿罗汉为楷模，
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三戒。 
        “(他想:)‘终 其一生，阿罗汉们离妄语、戒妄语。他们讲真语、不离真语，坚定、可靠。今天
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妄语、戒妄语。我讲真语、不离真语，坚定、可靠。以阿罗汉为楷
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四戒。 
        “(他想:)‘终 其一生，阿罗汉们离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品、戒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
品。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品、戒导致失慎的蒸馏发酵的醉
品。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五戒。 
        “(他想:)‘终其一生，阿罗汉们一时而食 [2]，戒夜间进食、离非时而食。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
夜之中，一时而食，戒夜间进食、离非时而食。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六戒。 
        “(他想:)‘终其一生，阿罗汉们戒歌舞、音乐、观看演艺、佩戴花环、以芳香与美容品美化自
己。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戒歌舞、音乐、观看演艺、佩戴花环、以香水与美容品美化自
己。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七戒。 
        “(他想:)‘终 其一生 ，阿罗汉们离高广华丽的床与座、戒高广华丽的床与座。他们以简陋的床
具或草铺卧于低矮之处。今天我也在这一日一夜之中，离高广华丽的床与座、戒高广华丽的床与
座。他们以简陋的床具或草铺低矮而卧。以阿罗汉为楷模，藉修此戒，我持守布萨。' 
        “这是修持的第八戒。 
        “毗沙卡，正是如此修持布萨八戒，有大果报、大利益、大荣耀、大光明。有多大的果报、
多大的利益、多大的荣耀、多大的光明? 
        “毗沙卡，假定某人君临、统辖、坐镇充满七种宝藏的这十六个大国——即，鸯伽国、摩竭
陀国、迦尸国、拘萨罗国、拔祇国、末罗国、支提国、盘沙国、拘楼国、般闇罗国、婆蹉国、苏

罗西那国、阿梭迦国、阿般提国、键陀罗国、剑洴沙国: 如此仍不值这布萨八戒的十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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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实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五十年，是四大王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五百天年，为四大王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就有
可能投生于四大王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
实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一百年，是三十三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一千天年，为三十三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就有
可能投生于三十三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
实在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两百年，是夜摩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两千天年，为夜摩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就有可
能投生于夜摩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实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四百年，是兜率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四千天年，为兜率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就有可
能投生于兜率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实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八百年，是化乐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月为一
年。如此八千天年，为化乐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命终时，就有可
能投生于化乐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之天界的喜乐，实在
微不足道。' 
        “毗沙卡，人间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天神的一昼夜。如此三十昼夜为一月。如此十二
月为一年。如此一万六千天年，为他化自在天天神的寿命。某位男子或女子修持布萨八戒，身坏
命终时，就有可能投生于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之中。毗沙卡，有指于此，我才说:‘人间的王位，较

之天界的喜乐，实在微不足道。'” 
 

“人应当不杀生; 
        不取未予之物; 
        不说谎; 
        不饮酒， 
        不作性事淫行; 
        不非时而食; 
        不戴花环、不饰芳香;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passages.htm (23 of 40) [12/31/2010 10:46:21 PM]



专题经文选译

        以草席地铺为床:  
——因为这是佛陀教导的布萨八戒， 
          它趋向忧苦的止息。 
 
“美丽的日月 
        所行之处，驱散黑暗， 
        闪耀天空、照亮四方。 
此间的宝藏: 
          珍珠、钻石、绿玉、 
          黄金、铂金、与名为荷踏卡的细金， 
——它们与布萨八戒相比， 
        如星光之于月光，不足其十六分之一。 
 
“因此，凡持布萨八戒，有此戒德的男女， 
        以修持的福德， 
        与喜乐的果报， 
  无可责咎，升入天界。” 

——AN 8.43(增支部，康提帕罗比丘英译，主要
参考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AN3.70)(相关经文持戒) 

 
《教诫婆西塔布萨经 》(选译)  
…… (优婆塞婆西塔在毗舍离附近大森林里的尖顶寺听薄伽梵讲述布萨八戒，内容同上文。他在 
听完佛陀的偈语后大声说:)  
        “世尊，假若我的亲戚眷属们修持布萨八戒，他们得到的利益与喜乐将持续多日。世尊，假
若所有刹帝利、婆罗门、工商业者修持布萨八戒，他们得到的利益与喜乐将持续多日。” 
        “正是如此，婆西塔。假若所有刹帝利、婆罗门、工商业者修持布萨八戒，他们得到的利益
与喜乐将持续多日。假若整个世界，包括天神、摩罗、梵天，与一代沙门、婆罗门、统治者与平
民，修持布萨八戒，他们得到的利益与喜乐将持续多日。婆西塔，假若这些大娑罗树修持布萨八
戒，它们得到的利益与喜乐——假若它们有心——将持续多日; 更何况人类。” 

——AN 8.44(增支部，康提帕罗比丘英译) 
 
《释迦经》  
        一时薄伽梵住于迦毗罗卫附近的榕园。尔时众多释迦族的居家弟子于布萨日往诣薄伽梵 。近
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道:“释迦人，你们可持布萨八戒?” 
        “有时持、有时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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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人啊，在这如此为苦难威胁的人生里，在这如此为死亡威胁的人生里，你们有时持布
萨八戒、有时不持，对你们是无益的、是不利的。” 
…… 
        “世尊，从今日起，我们将持布萨八戒。” 

——AN10.46(增支部，康提帕罗比丘英译) 
        相关连接《释迦经》 全文 

        菩提尊者 解说八戒 
[中译评: 戒非时食相当于调御舌，戒性事与高床座=调御身，戒香料=调御鼻，戒观歌舞与戒化妆=调御
眼，戒听歌乐=调御耳。时常练习戒离(也就是定期持八戒)，对这五欲生出自制力，才有可能使心摆脱依
赖五种有限的欲界官能朝外观索的习惯，转向朝内培育禅支，有机会发展、显明一种独立于五种官感的
觉知。布萨八戒因此可看成是佛陀为有志灭苦者设置的一套自我修练系统。修持八戒对入初禅、对维持
禅境不退都是助缘。] 

 
十善业道  
        “纯陀，净化身业有三种方式、净化语业有四种方式、净化意业有三种方式。 
        “那么，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有此情形，某人戒杀生、离杀生。他为了一切众生的福
祉，放下棍、放下刀，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不以盗贼的方
式 ，在村中野外，拿走属于他人、未曾赠与之物。他戒不当性事、离不当性事。对有父母、兄
弟、姐妹、亲戚的监护、有法庇护 [指出家人]的人，对有丈夫的、服刑役的、另有男子赠花为冠
的人，他不与之行任何性事。此谓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 
        “那么，如何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有此情形，某人戒谎言、离谎言。当他被乡镇集会、团

体集会、家族集会、行业集会、或王家集会征召，若他被要求作证:‘来吧，善男子，讲你所知的
事’ ，其时他若不知，就说‘我不知’。他若知，就说‘我知’。他若不曾见，就说‘我不曾见’。他若
见过，就说‘我见过’。 如此，他不为己为人、为任何奖赏而故意说谎。他戒谎言、离谎言。他说

真话、坚持真相、坚定可靠、不欺骗世界。他戒馋言、离馋言。他在此处听见的，不在彼处讲，
为了不离间彼处与 此处之人。他在彼处听见的，不在此处讲，为了不离间此处与彼处之人。如
此，他团结彼此分裂者，巩固相互联合者。他爱好和睦、喜好和睦、乐于和睦，言语间制造和
睦。他戒辱骂、离辱骂。他的言辞悦耳、慈爱、进入人心、有礼、令众人宽心愉悦。他戒闲谈、
离闲谈。他的言谈应时、符合实际、循照目标、法与律。他的言谈值得珍视、及时、合理、谨

慎、关乎目的。此谓如何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 
        “那么，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意业？有此情形，某人不贪。他不贪他人所有，想着: ‘喔，那
个属于他人的可以成为我的！’他无恶意、内心坚定、不受败坏。(他想)‘愿这些有情离敌意、离
压迫、离困难，愿他们平安照顾自己。’他有正见，看事物的观点不扭曲：‘有布施、有供养、有
奉献。善行恶行有果有报。有此世来世。有父母。有生灵自发轮回；有僧侣沙门，藉正 行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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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知亲证之后，宣说此世来世。’此谓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意业。 
        “纯陀，此谓十善业道。” 

——AN10.176(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四梵住  
        “比丘们，在此，一位圣弟子——如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坚定——以满怀善意 (慈)的
觉知，连续朝第一个方向(东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傳送。如此，他以满怀慈爱的觉

知，连续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方傳送: 充沛、宽广、无量、无敌意、
无恶意。 
        “他连续以满怀同情 (悲)的觉知，朝着第一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傳送。如
此，他以满怀同情的觉知，连续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方傳送: 充沛、
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他连续以满怀随喜 (喜)的觉知，朝着第一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傳送。如
此，他以满怀随喜的觉知，连续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方傳送: 充沛、
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他连续以满怀平等 (舍) 的觉知，朝着第一个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傳送。如
此，他以满怀平等的觉知，继续朝上、朝下、周遭，朝包容万物的宇宙各处、各方傳送: 充沛、
宽广、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AN3.65(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相关连接:向智尊者论四梵住 

 
五根定义 ，五根见于何处?  
        “比丘们，何为信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圣者的弟子，有信心，坚信如来的觉醒:‘世
尊确是一位尊贵者、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世
尊。’ 比丘们，此谓信根。 
        “那么，何为精进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圣者的弟子，勤奋精进，弃绝不善巧的心

理素质，培养善巧的心理素质。他稳步、踏实地努力，在培养善巧心理素质方面不逃避责任。他
发愿、努力、勤奋、持恒、专心，不令未升起的不善巧素质升起……令已升起的恶劣与不善巧素
质得以弃绝……令未升起的善巧素质升起……令已升起的善巧素质得以维持、不混淆、增进、扩

大、发展、圆满。 此谓精进根。 
        “那么，何为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圣者的弟子，有念住、细致入微、即便长久之

前的所行所言也能够记忆、回忆。他连续于身内专注身——精勤、警觉、念住——平息对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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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与忧。他连续于受内专注受……连续于心内专注心……连续于 心理现象[法]内专注心理现象
——精勤、警觉、念住——平息对世界的贪与忧。 此谓念根。 
        “那么，何为定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圣者的弟子，把目标对准远离，达到入定、达
到心一境。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进入、安住于 初禅:由远离升起喜与乐，伴随着寻

想与评量。随着寻想与评量的平息，他进入、安住于 第二禅那：有喜有乐，觉知融汇起来，放下
了寻想与评量——达到内在的确定。随着喜的消退，他保持宁静、有念住、有警觉、敏感于乐。
他进入、安住于 第三禅那，对此圣者们宣称 ‘宁静、念住，他有愉快的居留处。’　随着乐与痛的
弃绝，如前期喜与苦的消退，他进入、安住于 第四禅那：宁静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乐、又无
痛。 此谓定根。 
        “那么，何为明辨根?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一位圣者的弟子，拥有明辨生灭的能力，他有明
辨——尊贵、透彻、导致苦的正确止息。他如实明辨:‘这是苦……这是苦因……这是苦的止
息……这是苦的止息之道。’ 此谓明辨根。” 

——SN47.10(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比丘们，有此五根。哪五根? 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明辨根。 
        “信根见于何处? 在初果的四个素养之中…… 
        “精进根见于何处? 在四正勤之中…… 
        “念根见于何处? 在四念处之中…… 
        “定根见于何处? 在四禅那之中…… 
        “明辨根见于何处? 在四圣谛之中……” 

——SN48.10(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五上分结与五下分结  
        “五种低层次束缚 [五下分结]是什么？自我观念 [身见]、不确定感 [疑]、执取戒律与修持教条 
[戒禁取]、感官欲望、恶意：这是五种低层次的束缚。五种高层次束缚 [五上分结]是什么？对色界
的贪欲、对无色界的贪欲、自满、掉举 [焦躁不安]、无明：这是五种高层次束缚。” 

——AN10.13(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 是阿罗汉，他们的心漏已尽，他们已圆满成就，已完成任务、放
下重负、达到真正的目标、彻底摧毁了缘起的束缚、藉着正确的心法获得解脱:这个僧团中正有这

样的比丘。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低层次五种束缚的彻底终结，会重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获得
彻底解脱、 永不再回 该域界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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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随着贪、瞋、痴的退减，成为 一
还者 ——他们会在回到这个世界的那一次里，达到苦的止息: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在这个僧团中，有的比丘随着(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成为 入流者 ，永远不坠恶趣，稳

步走向自我觉醒:这个僧团中正有这样的比丘。” 
——MN118(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贤友，同样地，即使一位圣弟子已经弃绝了五种低层次束缚，他对于五执蕴仍余有一点‘我
是'的自满、一股‘我是'的欲求、一种‘我是'的迷恋。然而后来，他连续专注于五执蕴的升起、衰
落:‘这是色，这是它的起因，这是它的消失。这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识，这是它
的起因，这是它的消失。'随着他连续专注于五执蕴的升起、衰落，‘我是'的残余自满、‘我是'的欲
求、‘我是'的迷恋便彻底灭除了。” 

——AN22.89(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七类人  

《水喻经》 
        “比丘们，世界上存在七类人。哪七类? 
        “有此情形，一个人一次沉没，继续沉没。有此情形，一个人升至水面，再次下沉。有此情
形，一个人升至水面，继续浮在水面。有此情形，一个人升至水面，睁眼四顾。有此情形，一个
人升至水面，朝对岸游去。有此情形，一个人升至水面，获得立足点。有此情形，一个人升至水
面，游至对岸，站立在高处， [成为]一位婆罗门。 
        “那么一个人如何一次沉没，继续沉没? 有此情形，一个人只拥有黑暗、不善巧的素质。那就
是一个人如何一次沉没，继续沉没。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再次下沉?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面，(看见)‘信仰善法善哉，
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然而他的信念既不保持亦不增长，而是退失
了。他的知耻……畏恶……精进……明辨既不保持亦不增长，而是退失了。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升
至水面，再次下沉。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继续浮在水面?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面，(看见)‘信仰善法善
哉，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他的信念不退失，而是增长、保持。他
的知耻……畏恶……精进……明辨不退失，而是增长、保持。这就是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继续

浮在水面。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睁眼四顾?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面，(看见)‘信仰善法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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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随着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他成为一个入
流者，稳步，不落恶趣，趋向自觉醒。这就是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睁眼四顾。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朝对岸游去?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面，(看见)‘信仰善法善
哉，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随着(前)三种束缚的彻底终结，随着贪、 
瞋、 痴的退减，他成为一还者 ——他们会在回到这个世界的那一次里，达到苦的止息。那就是
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朝对岸游去。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获得立足点?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面，(看见)‘信仰善法善
哉 ，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随着低层次五种束缚的彻底终结，他将
重生于 (净居天)、在那里获得彻底解脱、永不再回该域界 。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获得立
足点。 
        “那么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游至对岸，站立在高处，一位婆罗门? 有此情形，一个人来到水
面，(看见)‘信仰善法善哉，知耻善哉，畏恶善哉，精进善哉，明辨善法善哉。’随着 心漏的终

结，他进入无漏的心解脱与明辨解脱 ，在即时即地亲证自知。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升至水面，游至
对岸，站立在高处，一位婆罗门。 
        “这就是世界上存在七类人。” 

——AN7.15(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此道虽坎坷，圣者行  

《迦摩陀经》: 
[舍卫城。迦摩陀天子立于一边，对薄伽梵如是说:] 
[迦摩陀:] 
        “难为啊，薄伽梵! 
          真难为啊薄伽梵! 
[佛陀:] 
        “虽其难为， 
          以戒为依恃者，仍为之。 
          于出家人， 
          随知足之升起，自有乐。 
[迦摩陀:] 
        “难得啊，薄伽梵! 
          这所谓的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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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 
        “虽其难得， 
          以寂心为乐者，得知足。 
          连日连夜， 
          其心于修习中，有喜乐。” 
[迦摩陀:] 
        “难止啊，薄伽梵! 
          所谓的这颗心!” 
[佛陀:] 
        “虽其难止， 
          以寂静为乐者，仍得止。 
          迦摩陀啊， 
          破死亡之网，圣者前行。” 
[迦摩陀:] 
        “难行啊，薄伽梵! 
          这条坎坷之道!” 
[佛陀:] 
        “虽其难行， 
          迦摩陀啊，圣者仍前行。 
          非圣者行道坎坷，倒地撞头。 
          诸圣者行道平坦，化险为夷。” 

——SN2.6(相应部，安德鲁-奥兰茨基英译) 
[中译注]: 据注疏，迦摩陀前世为人间喻伽行者，未证果即死，此世为天神之子。经中记载的是面对他修
行艰难的抱怨，佛陀温和而坚定的回答。 

 
四种修持模式  
        “此为四种修持模式。 哪四种? 修持苦、直悟慢;修持苦、直悟快;修持乐、直悟慢;修持乐、直
悟快。 
        “何为修持苦、直悟慢?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强烈，他不断经受由欲望而起的苦。或者，
天性嗔恨强烈，他不断经受由嗔恨而起的苦。或者，天性痴迷强烈，他不断经受由痴迷而起的
苦。 他的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明辨根的存在形式微弱。因其微弱，他
仅能缓慢成就趋向灭漏的直悟[论藏指成就圣道的定力]。此谓修持苦、直悟慢。 
        “何为修持苦、直悟快?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强烈……天性嗔恨强烈……天性痴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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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经受由痴迷而起的苦。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敏锐。因其敏锐，他快速成就趋向灭漏的
直悟。此谓修持苦、直悟快。 
        “何为修持乐、直悟慢?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不强……天性嗔恨不强……天性痴迷不强，
他不常经受由痴迷而起的苦。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弱。因其微弱，他仅能缓慢成就趋向灭

漏的直悟。此谓修持乐、直悟慢。 
        “何为修持乐、直悟快? 有此情形，某人天性欲望不强……天性嗔恨不强……天性痴迷不强，
他不常经受由痴迷而起的苦。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敏锐。因其敏锐，他快速成就趋向灭漏的
直悟。此谓修持乐、直悟快。” 

——AN4.162(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此为四种修行模式。哪四种? 修持苦、直悟慢;修持苦、直悟快;修持乐、直悟慢;修持乐、直
悟快。   
        “何为修持苦、直悟慢? 有此情形 ，一位比丘连续专注于色身的不净。感知食物的可厌与世
界的不乐，他连续专注于一切造作的无常。对死亡的感知在他内心确立 起来。他凭借初学者的五
种力量——信念、良知 [知耻]、畏恶、精进、明辨——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
弱。因其微弱，他仅能缓慢成就趋向灭漏的直悟。此谓修持苦、直悟慢。 
        “何为修持苦、直悟快?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连续专注于色身的不净……连续专注于一切造作
的无常。 对死亡的感知在他内心确立起来。他凭借初学者的五种力量……而安住，但他的五
根……的存在形式敏锐。因其敏锐，他快速成就趋向灭漏的直悟。此谓修持苦、直悟快。 
        “何为修持乐、直悟慢?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进入、安住于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
三禅那……第四禅那。他凭借初学者的五种力量……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微弱。
因其微弱，他仅能缓慢成就趋向灭漏的直悟。此谓修持乐、直悟慢。 
        “何为修持乐、直悟快?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进入、安住于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
三禅那……第四禅那。他凭借初学者的五种力量……而安住，但他的五根……的存在形式敏锐。
因其敏锐，他快速成就趋向灭漏的直悟。此谓修持乐、直悟快。 
        “此为四种修持模式。” 

——AN4.163(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初禅  
        “贤友，何为初禅?” 
        “贤友，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进入、安住于第一禅
那: 由远离而生起了喜与乐、伴随着寻想与评量。此谓初禅。” 
        “初禅之中有多少因素 [=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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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禅之中有五因素。有此情形，一位已具备初禅五因素的比丘，生起了寻想、评估、喜、
乐与心一境。初禅有五因素，即是如此。” 
        “初禅之中离弃了多少因素? 拥有了多少因素?” 
        “初禅之中离弃了五因素、拥有了五因素。有此情形，一位进入初禅的比丘，离弃了感官之
欲、离弃了恶意、离弃了昏睡、离弃了掉举 [=焦躁不安]、离弃了疑。并且，生起了寻想、评估、
喜、乐与心一境。初禅之中弃除了五因素、拥有了五因素，即是如此。” 

——MN43(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相关连接: 四禅那 

 

        “因此，比丘们，我教了你们新业与旧业、业的止息、趋向业的止息之道。凡是一位导师

——为着弟子的福利、出于对他们的慈悲——应做之事，我已为你们做了。那里有树桩; 那里有

空静处。比丘们，去修禅那。不要失慎。不要以后有悔。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大家的告诫。” 

——SN35.145(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尊者阿难教导如何灭除色欲  
《阿难经》 
        一时，尊者阿难住舍卫城附近的祇树给孤独精舍。他于清早身着袈裟，手持僧钵与外袍，以
尊者婆耆沙为侍者，同往舍卫城托钵。当时，尊者婆耆沙(对独身生活)升起不满; 他的心为色欲侵
入。于是他对尊者阿难说了以下此偈: 

“以官感色欲，我在燃烧; 
         我的心在起火。 
 乔达摩啊，请出于慈悲， 
         为我说止熄法。” 
 
[尊者阿难:] 
“因辨识扭曲， 
          你的心在燃烧。 
  应远离伴随着色欲的 
          美丽主题。 
 
“把心理造作， 
          视为它物、苦、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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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灭你的莫大色欲， 
          切勿一次次继续燃起。 
 
“以不净观 
          修练心智， 
  在不净观中 
          入定、一境。 
“使念住 
          浸没于色身， 
  做一个 
         趋向无欲者。 
        “修练无所缘禅定， 
          脱离自满。 
  穿透自满后， 
          你得以平静地继续前行。” 

——SN 8.4(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制怒  
        “比丘们，世界上存在三类人。哪三类? 有的人譬如石上銘文，有的人譬如泥上銘文，有的人
譬如水上銘文。 
        “一个人如何譬如石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时常被激怒，他的怒意长久地伴随他。正如石上
銘文，不能被风或者被水快速抹去，长久存住，同样地，某人时常被激怒，他的怒意长久地伴随
他。此谓一个人譬如石上銘文。 
        “一个人如何譬如泥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时常被激怒，但他的怒意伴随他不长久。正如泥
上銘文，能被风或者被水快速抹去，不长久存住，同样地，某人时常被激怒，他的怒意伴随他不
长久。此谓一个人譬如泥上銘文。 
        “一个人如何譬如水上銘文? 有此情形，某人——当人们对他粗暴地说话、严厉地说话、无礼
地说话时——依然和气、友好、礼貌。如水上銘文，即刻消失，不长久存住，同样地，某人——
当人们对他粗暴地说话、严厉地说话、无礼地说话时——依然和气、友好、礼貌。此谓一个人譬
如水上銘文。 
        “此为世上存在的三类人。” 

——AN3.13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passages.htm (33 of 40) [12/31/2010 10:46:21 PM]



专题经文选译

        “有此七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对一位愤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 
        “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丑陋!’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的美貌而愉
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即使他善沐浴、善涂膏、着白衣、修剪须发，
他依旧丑陋，只因他被嗔怒掌控。这是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一件令敌愉悦、助敌得
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难眠!’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的安
眠而愉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即使卧榻上铺一床长羊毛褥、一床白羊
毛褥、一幅绣花床单、上盖一床鹿皮毯，顶垂华盖，侧堆红枕，他依旧难眠，只因他被嗔怒掌
控。这是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二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无赢利!’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的
赢利而愉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即使他失利，却想: ‘我已赢利’;即使
他赢利，却想:‘我已失利。’当他抓紧这些违逆事实的想法时，它们引导他趋向长久的伤害与苦
痛，只因他被嗔怒掌控。这是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三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无财富!’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的
富裕而愉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凡是他的财富，透过努力与勤劳、藉
臂力积攒、由汗水集聚的正当合法之财，被国王下令罚归国库，只因他被嗔怒掌控。这是对一位
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四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如此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无名!’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
的盛名而欢喜。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凡是他藉审慎而得的名声，就此消
退，只因他被嗔怒掌控。这是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五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如此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他无友!’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
的多友而愉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被嗔怒掌控时，他的朋友、伴侣、亲戚将远远地走
避他，只因他被嗔怒掌控。这是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来临的第六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
事。 
        “再者，有此情形，比丘们，敌人如此祈愿他的敌人: ‘啊，愿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匮乏
界、恶趣、低等域界、地狱!’为什么? 敌人不为敌人生天而愉悦。当一个人发怒，被嗔怒支配、
被嗔怒掌控时，他作恶身业、作恶语业、作恶意业，于是，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匮乏界、恶

趣、低等域界、地狱，只因他被嗔怒掌控。此为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发生的第七件令敌愉
悦、助敌得逞之事。 
        “此为对一位嗔怒的男子或女子发生的七件令敌愉悦、助敌得逞之事。”  

怒者丑陋、难眠，他所得盈利， 
因言行有失，转为亏损。  
盛怒的人，把他的财富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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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怒的人，把他的地位摧毁。 
亲戚、朋友、同事们躲避他， 
瞋怒带来损失，瞋怒使心燃烧。 
他意识不到危险由内心生起， 
怒者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怒者看不见法。 
被瞋怒征服的人，处于一团阴暗之中。 
他乐于恶行，以为善行， 
当怒意消退之时，他如火烧般受苦。 
他如烟雾围绕之火，无用、无光。 
 
当嗔怒传播时，当一人发怒时， 
他无羞耻、不畏恶、言语不敬。 
因为对一位被嗔怒掌控者， 
任何事皆无光明。 
 
我将列出带来悔恨、远离教导的行为。 
注意听! 
怒者杀父、杀母， 
杀婆罗门、也杀凡人。 
是缘于母爱，人得以见世， 
发怒的凡夫却会杀死这位生命的给予者。 
 
如他一样，一切众生执爱自己， 
然而怒者昏乱，能以种种方式杀死自己: 
用剑、使毒、在山涧以绳自吊。 
做这些事，这些 杀生、 自戗之事， 
怒者不知，他已被摧毁。 
 
摩罗之网以嗔怒的形式，住于心坎: 
以自律、明辨、精进、正见，把它斩断。 
智者斩断每一种不善巧， 
训练自己:‘愿我们不被覆盖。’ 
离嗔者无苦，离贪者无渴， 
善调御、断嗔怒， 灭诸漏、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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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7.6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比丘们，即使强盗们野蛮地用一把双柄锯将你逐肢锯去，你们当中那些让自己的心升起怒
意者，还没有听从我的教导。即便那时，你们仍应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

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俱慈的觉知连续遍傳他，以他为出发

点，我们将以俱慈的觉知连续遍傳包容一切的宇宙——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

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比丘们，假若常念此双柄锯之教喻，还有任何细微或粗糙的语言形式你们不堪忍受么? ” 
        “没有，世尊。 ” 
        “那么应当常念此双柄锯之教喻，那将是为了你们长远的利益与幸福。” 

——MN21(中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镇伏嗔恨的方式  
        “镇伏嗔恨有这五种方式，当一位比丘 升起 嗔恨时，应藉此把它灭尽。哪五种? 
        “对某人生出嗔恨时，应培育对那人的慈心。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对某人生出嗔恨时，应培育对那人的悲心。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对某人生出嗔恨时，应培育对那人的舍心。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对某人生出嗔恨时，应不心想那人、不注意那人。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对某人生出嗔恨时，应观想那人是自己的业的产物:‘这位尊者是他的业的造作者，是他的业

的继承者，缘他的业而生，由他的业得眷属，依他的业而活。’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这便是镇伏嗔恨的五种方式，当一位比丘升起嗔恨时，应藉此把它灭尽。”

——AN5.161(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舍利弗:] 
        “有些人身业不纯净、但语业纯净。应镇伏对这类人的嗔恨。0;0;0; 
        “有些人语业不纯净，但身业纯净。也应镇伏对这类人的嗔恨。 
        “有些人身业语业俱不纯净，但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也应镇伏对这类人的嗔恨。 
        “有些人身业语业俱不纯净，心无间或的清明与平静。也应镇伏对这类人的嗔恨。 
        “有些人身业语业俱纯净，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也应镇伏对这类人的嗔恨。 
        “那么，一位身业不纯净、但语业纯净者，如何镇伏对他的嗔恨? 正如一位取用弃物的比丘在
路上看见一块破布时，会把完好的那部分撕下带走: 把它用左脚踩住，用右脚展开，他会把完好
的那部分撕下带走。同样地，当某人身业不纯净 、 但语业纯净时，不应注意其身业之不净，反
之，应注意其语业之纯净。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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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一位语业不纯净 、但身业纯净者，如何镇伏对他的嗔恨? 正如水池中盖满粘液与水
藻，一人走来，火热、遍身是汗、力竭、颤抖、口渴。他会跳进池里，双手分开粘液与水藻，掬
水啜饮后上路。同样地，当某人语业不纯净、但身业纯净时，不应注意其语业之不净，反之，应

注意其身业之纯净。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至于一位语业身业俱不纯净、但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者，如何镇伏对他的嗔恨? 正如牛蹄
印坑中有一小汪水，一人走来，火热、遍身是汗、力竭、颤抖、口渴。他想:‘这牛蹄印坑中有一
小汪水。我若用手用杯取水啜饮，会扰动它、搅动它，令它不适于饮用。我何不趴下，如牛一般
啜饮后上路?’于是他就会趴下，如牛一般啜饮后上路。同样地，当某人语业不纯净、但身业纯净

时，不应注意其身业之不净……其语业之不净，反之，应注意他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这件事。
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至于一位语业身业俱不纯净、心无间或的清明与平静者，如何镇伏对他的嗔恨? 正如一位病
人，痛苦、症重，沿路行走，远离前村、远离后村，不得所需食物、不得所需药物、不得善护

理、不得人搬他到聚落处。再假定另有一人，见他沿路走来。出于慈悲、怜愍、同情，会尽量相
助，想:‘啊，此人应得所需食物、应得所需药物、应得善护理、应得人搬他到聚落处。为什么? 
使他不在此倒地毁灭。’同样地，当某人语业身业俱不纯净，心无间或的清明与平静时，应出于
对那人的慈悲、怜愍、同情，尽量相助，想:‘啊，此人应断弃恶身业、培育正身业，断弃恶语

业、培育正语业，断弃恶意业、培育正意业。为什么? 使他身坏命终时，不堕入匮乏处、恶趣、
低等界、地狱。’ 藉此镇伏对那人的嗔恨。 
        “至于一位语业、身业俱纯净、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者，如何镇伏对他的嗔恨? 正如有一池
清水─—味甜、清凉、清澈─—一人走来 ，火热、遍身是汗、力竭、颤抖、口渴。他跳进池里，
洗濯、啜饮完毕，会在树荫下就地坐卧。同样地，当某人语业、身业俱纯 净、心有间或的清明与
平静时，应注意其身业之净……其语业之净……应注意他心有间或的清明与平静这件事。藉此镇

伏对那人的嗔恨。一个彻底令人敬仰的人能使心平静下来。 
        “这便是镇伏嗔恨的五种方式，当一位比丘升起嗔恨时，应藉此把它灭尽。” 

——AN5.162(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镇伏嗔恨有这十种方式。哪十种? 
        “一、作想: ‘他伤害了我。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二、作想: ‘他正在伤害我。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三、作想: ‘他将要伤害我。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四、作想: ‘他伤害了我所亲爱、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五、作想: ‘他正在伤害我 所亲爱、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六、作想: ‘他将伤害我所亲爱、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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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作想: ‘他帮助了我不亲爱、不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八、作想: ‘他正在帮助我不亲爱、不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九、作想: ‘他将帮助我不亲爱、不悦意者。不过，我该指望什么?’而镇伏嗔恨。 
        “十、一个人对不可能之事，不激动。 
        “这便是镇伏嗔恨的十种方式。” 

——AN10.8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人生短暂  
        “比丘们，过去曾经有名为阿罗迦的一位导师、一位宗师，已脱离感官贪欲 。他拥有数百位
弟子，他对他们如此傳法:‘婆罗门啊，人生微不足道——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

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日出时草尖上的一滴露水，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露水——
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
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雨神降大雨时泛起的一个水泡，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水泡
——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
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木棒在水面划出的一条水线，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水线

——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
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远行、急行、下行的一条山溪，冲走所载，无一时一刻一瞬的静止，淌流、湍流、奔流
而去，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山溪——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
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壮汉在舌尖蓄起的一滴唾液，不费气力一吐而弃，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唾液——
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
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火烧整日的铁锅里投入的一块肉片，迅速消失，不能久住，同样地，婆罗门啊，人生如
肉片——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

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如被牵向屠宰场的一头母牛，每走一步，是在趋近宰杀，趋近死亡，同样地，婆罗门啊， 
人生如母牛——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
行。因为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然而，比丘们，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寿命有六万年，姑娘们五百岁可以出嫁。而且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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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六种病: 冷、热、饥、渴、排粪、排尿。然而即便他们如此长寿、如此久住、如此少病，
那位导师阿罗迦对弟子如此傳法:‘婆罗门啊，人生微不足道——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
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 
        “比丘们，如今，一位正语者当然可以说:‘人生微不足道——有限、微小、苦多、绝望多。人
当如圣贤一般，接触这个真相，行善巧，修梵行。因为凡在那里出生的，逃脱不了死亡。’比丘
们，如今一个人长寿也就是活一百岁或者略多。活一百岁，等于活三百季: 一百冷季、一百热

季、一百雨季。活三百季，等于活一千二百月: 四百冷月、四百热月、四百雨月。活一千二百
月，等于活二千四百双周: 八百冷双周、八百热双周、八百雨双周。活二千四百双周，等于活三
万六千日: 一万二千冷日、一万二千热日、一万二千雨日。活三万六千日，一个人吃七万二千餐: 
二万四千冷季餐、二万四千热季餐、二万四千雨季餐——把母乳与饮食有障碍的餐数也估算在
内。饮食有障碍是指这些: 当他因嗔怒而未吃、当他因痛苦而未吃、当他因患病而未吃、当他守
布萨未吃、当他因贫困而未吃。 
        “因此，比丘们，我把百岁者的一生作了估算: 我估算了寿命、估算了季节、估算了年、估算
了月、估算了双周、估算了夜、估算了日、估算了餐数、估算了饮食的障碍。凡是一位导师——
为着弟子的福利、出于对他们的慈悲——应做之事，我已为你们做了。那里有树桩; 那里有空静
处。比丘们，去修禅那。不要失慎。不要以后有悔。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大家的告诫。” 

——AN7.70(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逐步止息  
        “我也傳授了造作的逐步止息。证得初禅时，言语已止息。证得第二禅时，寻想与评估 [寻伺]

已止息。证得第三禅时，喜已止息。证得第四禅时，出入息已止息。证得空无边维度时，色 [形

体]的辨识已止息。证得识无边维度时，空无边维度的辨识已止息。证得无所有维度时，识无边

维度的辨识已止息。证得非想非非想维度时，无所有维度的辨识已止息。证得辨识与感受 [想与
受]的止息维度时，辨识与感受已止息。当一位比丘的漏终结时，贪已止息，嗔已止息，痴已止

息。 
        “我也傳授了造作的逐步寂止。证得初禅时，言语已寂止。证得第二禅时，寻想与评估 [寻伺]

已寂止。证得第三禅时，喜已寂止。证得第四禅时，出入息已寂止。证得空无边维度时，色 [形
体]的辨识已寂止。证得识无边维度时，空无边维度的辨识已寂止。证得无所有维度时，识无边维

度的辨识已寂止。证得非想非非想维度时，无所有维度的辨识已寂止。证得辨识与感受的寂止维

度时，辨识与感受已寂止。当一位比丘的漏终结时，贪已寂止，嗔已寂止，痴已寂止。 
        “有此六种平息。证得初禅时，言语已平息。证得第二禅时，寻想与评估已平息。证得第三
禅时，喜已平息。证得第四禅时，出入息已平息。证得辨识与感受的止息维度时，辨识与感受已
平息。当一位比丘的漏终结时，贪已平息，嗔已平息，痴已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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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36.11(相应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如何报答父母  
感恩经 Kataññu Sutta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非正直者的层次与正直者的层次。注意听。我将说。” 
        比丘们应道:“世尊请说。” 
        薄伽梵说:“何为非正直者的层次? 非正直者忘恩，不承认施予他的帮助。这种忘恩、这种悔
恩，是粗暴者的第二天性。这完全是非正直者的层次。 
        “何为正直者的层次? 非正直者感恩，承认施予他的帮助。这种感恩、这种记恩，是精良者的
第二天性。这完全是正直者的层次。 
        “我告诉你们，有两种人不易偿还。哪两种? 你的母亲和父亲。即使你把你的父亲掮在一肩，
把你的母亲掮在另一肩，长达一百年，涂膏、按摩、沐浴、 抚肢，如此照料他们，他们就在[你
的肩上]排屎排尿，那样仍不能偿还你的母亲、父亲。如果你为母亲、父亲在这大地上树立绝对

的统治权、富有七宝，那样仍不能偿还母亲、父亲。为什么? 母亲、父亲为子女做了多少。照料
他们、滋养他们，引领他们入世。然而，凡是能够激发自己的无信的母亲、父亲，使他们在信念
中安定、立足; 激发自己的无戒的母亲、父亲，使他们在戒德中安定、立足; 激发自己的铿吝的母
亲、父亲，使他们在布施中安定、立足; 激发自己的愚昧的母亲、父亲，使他们在明辨中安定，
立足: 到这个地步，他就偿清、偿还了自己的母亲、父亲。”        

——AN2.31-32(增支部，坦尼沙罗尊者英译) 

 
原文除另注明外，都来自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人物简介来自 http://www.palikanon.com/english/pali_names/dic_idx.html 
最近增訂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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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佛教的所有核心概念之中，福德(puñña)在西方是最鲜为人知且最不受欣赏的一项。或许这是
因为，修福德似是一种专注于得利与“造我(selfing)的低级修持，而更高等的佛教修持则专注于放
开、特别是放开任何的自我感。由于西方人常为时间所迫，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低级修持上，而是
想直接修习更高的层次。不过，佛陀反复告诫说，人们若非已培养了坚实的基础，不可能稳定从
事高层次的修练。求福德，正是在为此提供基础。转引一位现代佛教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一个人
除非已培养起明智的自我感，是不可能明智地放下他的自我感的。福德的追求，正是佛教对一种
明智的自我感的培养方式。 
        以下选读材料，解说的是福德的修持之道。它以讨论<基本智慧>作为开端，由此揭示出，为

了最终引生「放开」的智慧，何以首先应侧重对某些事的「抓紧」: 这是指初级层次上的那些善
巧素质，它们为你在放开粗相有害品性时提供一个安全的立足点。佛家智慧以专注无常、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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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三特征而著称，然而该智慧的运用，是在对那些相对持久、愉悦之事的追求过程当中增长起
来的，并且要求具备一个成熟的「自我」，即: 能够为将来作计划、为长远幸福而牺牲短暂的快
乐、顾念他人之需、在追求一种智慧、纯净、慈悲的幸福之中培养起有力的自我依止感。 
        接下来，<福德>一章概述了引生那类喜乐的诸种福德业形式，它们主要集中于三类: 布施、
持戒、禅定。此后三章分别讲述如何施行这些业才能够引生最大的喜乐。例如，<布施>一章讨论

了如何可以藉著明智地选择适当的施礼动机、适当的礼物、适当的受礼者，获得最大的布施喜
乐。<持戒>一章解说了如何从以往的错误中学习，同时又不陷入内疚、消沉。<禅定>一章不仅讨

论了何以慈心观——最常与福德相提并论的禅修法门——趋向即刻当下的幸福，而且讨论了它如
何还可以使过去不智之业的果报化至最小。 
        所有这三种福德形式都有益于最高的福德形式: 入流果的证得，即对不死之法的第一瞥。因
此，本材料的倒数第二章专讲来自该成就的幸福与安宁。 
        结束章节提醒我们，尽管福德业有如此之果报，对幸福的追求最终趋向于超越福德追求。实

际上，本文为引介佛教追求幸福之途径的两集阅读材料的上集，下集讨论的是趋向阿罗汉道的三
特征教导，它引向不死之乐。虽如此，把两个阶段视为截然二分是不正确的。藉著对福德的追
求，我们培养起一种明智的自我感，该过程本身即是在修习如何放开不智的“造我”方式，因为布
施、持戒、慈心的修持，正是克服吝啬、冷漠、无情等素质的修习过程。三特征的教导只是把同
样的“拆解自我”(de-selfing)过程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以达到一种更复真实的幸福。 

 

基本智慧 
 
        “有此情形，一个人被痛苦压倒，他内心疲惫，便悲伤、痛悼、哀叹、捶胸、昏乱起来。或
者，一个人被痛苦压倒，他内心疲惫，便外出求索:‘有谁了解止息这苦痛的一两个办法?’比丘们，
我告诉你们，该苦或者导致昏乱、或者导致求索。” 

——AN6.63(增支部) 

        “此为趋向明辨之道:在访问一位僧侣、沙门时发问:‘尊者:何谓善巧? 何谓不善巧? 何谓有咎? 何
谓无咎? 何应长养? 何不应长养? 我已行之举，何将有长期的伤害与痛苦? 我已行之举，何将有长期
的安宁与幸福?’” 

——MN135(中部) 

        “你认为如何，罗睺罗，镜子有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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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用于观照。” 
        “同样地，罗睺罗，对于身业、语业、意业[身、语、意之动作]也应当反复观照。 
        “每当你想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作的这个身业——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
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
两害;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身业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

照之后你了解，它不会导致害己……它会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身
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做的这个身业——是在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
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在导致害己、害人、或两
害……你应当放弃。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并不……你可以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身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导致了害己、害人、或两
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 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的修行同伴忏悔、披
露、公开。忏悔后，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害
人、或两害……它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
巧的心理素质。 
        (同理于语业与意业，除了有关意业的最后一段如下:) 
        “你在作了某个意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导致了害己、害人、或两
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意业，有苦果、苦报，那么你应当对此有忧恼、可耻、厌弃感。有了忧恼、
可耻、厌弃感之后，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不曾导致害己、害人、
或两害……它是一种善巧的意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巧的
心理素质。 
        “罗睺罗，过去所有净化了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所做的，正是这般反复
地观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未来所有将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要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照自
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当前所有在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在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照自
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因此，罗睺罗，你应当训练自己:‘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己的身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
己的语业。我要藉反复观照净化自己的意业。’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 

——MN61(中部) 

        “至于那行之不乐，但行后趋向增益之处[行动轨迹]，正是藉此处，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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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勇士的毅力、勇士的精进力方面——是愚人还是智者。因为愚人不想:‘此处虽行之不乐，然而
行后趋向增益，’于是他不行，故此该处之不行趋向他的损失。然而，智者观想:‘即便此处行之不
乐，然而行后趋向增益，’于是他行之，故此该处之行趋向他的增益。 
        “至于那行之有乐，但行后趋向损失之处，正是藉此行，可知其人——在勇士的耐力、勇士的
毅力、勇士的精进力方面——是愚人还是智者。因为愚人不想:‘此处虽行之有乐，然而行后趋向损

失，’于是他行之，故此该处之行趋向对他的损失。然而，智者观想:‘即便此处行之有乐，然而行后
趋向损失，’于是他不行，故此该处之不行趋向他的增益。” 

——AN4.115(增支部) 

自己确是自己的依止，他人谁能作你的依止? 

善自调御者，得难得的依止。 

——Dhp160(法句经) 

恶由自造，染由自污。 
自不作恶，自行洁净。 
诸净诸染，各自所为。 
无人净化他人，无他人净化他。 

——Dhp165(法句经) 

以自我监督自我、以自我省察自我。 
自守、持念的比丘，安住于乐。 

——Dhp379(法句经) 

 
        “何谓以己为行事准则?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前往野外、树下、空居，如此观想:‘我离家出家，
非是为了僧袍我离家出家，非是为了钵食……为了居处……为了这等那等(来世的)缘起。而是因为

我为生、老、病、死、忧、哀、痛、悲、惨所困，为苦所困，为苦所制，(我期待:)“这一整团苦与
忧的终结或者可被证知! ”我若寻求离家出家时已弃绝的同类感官之乐——或者更糟——那于我是
不合适的。’他于是如此观想:‘我的精进将奋发而不松懈;我的念住将确立而不混淆;我的色身将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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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动荡;我的心将入定、一境。’在把自己作为行事准则之后，他弃绝不善巧、培养善巧，弃绝有
咎、培养无咎，以清净方式照顾自己。此谓以己为行事准则。” 

——AN3.40(增支部) 

 
        (阿难:)“‘此色身由自满而生成。然而该自满之弃绝，乃藉自满。’有此一说，指哪方面而说? 姐
妹[听者为比丘尼]，有一比丘听闻‘他们说，名为某某的比丘，经由终结心漏，在即刻当下亲证自
知，已进入、安住于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他想到:‘他们说，名为某某的比丘，经由终结心漏，
在即刻当下亲证自知，已进入、安住于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何以我不能?’于是后来，他藉此自
满，得弃自满。” 

——AN4.159(增支部) 

温和的圣者们，常自守身， 
去那不动之境[1]，在彼处再无忧愁。 

中译注[1]据英译者，指涅磐，又指不受任何事扰动。 
——Dhp225(法句经) 

乔达摩的弟子心常觉醒， 
无分日夜，念住于佛。 
……念住于法。 
……念住于僧。 
乔达摩的弟子心常觉醒， 
无分日夜，念住于身。 

——Dhp296(法句经) 

如若放弃小乐，他得见大乐。 
智者将放弃小乐，求取大乐。 

——Dhp290(法句经) 

        “比丘们，这四种业已由我亲知、自证、宣讲。哪四种? 有得黑果的黑业。有得白果的白业。
有得黑白果的黑白业。有得不黑不白果、趋向业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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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得黑果的黑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伤害性的身体造作……伤害性的言语造作……
伤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伤害性的域界……他在该处受伤害性的接触……他只体验痛
受，譬如地狱的众生。是谓得黑果的黑业。 
        “何为得白果的白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无伤害性 的身体造作……无伤害性的言语造
作……无伤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无伤害的域界……他在该处受无伤害性的接触……他
只体验乐受，譬如光明的天神。是谓得白果的白业。 
        “何为得黑白果的黑白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既有害又无害的身体造作……既有害又无
害的言语造作……既有害又无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既有害又无害的域界……他在该处既
受有害又受无害的接触……他体验伤害与无伤害之受，苦乐混合，譬如人类、某些天神、某些低等
域界的有情。是谓得黑白果的黑白业。 
        “何为得不黑不白果、趋向业的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对此得黑果的黑业，当下弃绝其动机……
对此得白果的白业，当下弃绝其动机……对此得黑白果的黑白业，当下弃绝其动机。是谓得不黑不
白之果、趋向业的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AN4.232(增支部) 

另一篇相关经文大部分与上文重复，用以下例子定义得黑果的黑业: 
        “有此情形，某人杀生、不予而取、行不当性事、说谎、饮用造成失慎的蒸馏与发酵饮料。” 
而把得白果的白业定义为: 
        “有此情形，某人戒杀生、戒不予而取、戒行不当性事、戒说谎、戒饮用造成失慎的蒸馏与发

酵饮料。” 

——AN4.234(增支部) 

        “何为得非黑非白之果，趋向业之止息的非黑非白之业? 正见、正志、正言、正业、正命、正
精进、正念、正定。” 

——AN4.235(增支部) 

        于是，针对麻疯病者苏巴菩达，他作了一场循序渐进的开示，即，一段布施说，一段戒德说，
一段天界说; 他宣讲了感官之欲的过患、降格、退败，以及出离的果报。接着，他见麻疯病者苏巴
菩达的心已预备、可塑、五盖祛除、提升、明亮，便作了一场诸觉者特有的法义开示，即：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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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如无垢、洁净之布得以善吸染料，同样地，麻疯病者苏巴菩达正端
坐原地，即升起内在无尘、无垢的法眼：“凡缘起者，皆趋向止息。”[凡緣起法，皆止息法] 

——Ud5.3(自说经) 

 

福德 
 

临难遇友为福。少欲知足为福。 
命终积德为福。离一切苦为福。 
 
在世间，孝敬母亲为福。孝敬父亲亦为福。 
在世间，敬奉沙门为福。敬奉婆罗门亦为福。 
 
持戒到老为福。确立信心为福。 
证得明辨为福。诸恶不作为福。 

——Dhp331-333(法句经)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 “比丘们: 不要畏惧福德业。这是幸福、如意、喜
乐、可亲、愉悦的别语——福德业。我知道，我曾经长久地行福德，因此长久地体验着幸福、如
意、喜乐、可亲、愉悦果报。修习慈心禅七年后，长达七个收缩扩张之劫，我未回此世界。凡于收
缩之劫，我往生光音天。凡于扩张之劫，我重现空旷的梵天界。在那里，我是大梵天、不可征服的
胜者、无所不见者、大威力者。接着，我做了三十六次帝释天王。我做了几百次国王、转轮皇帝、
正法王、四方的胜者，稳坐江山，拥有七宝[1]——更不必说做地方国王的次数了。我想:‘是什么业

成就此果、是什么业成就此报，如今我拥有如此的大力与威力?’ 接着我想到:‘是我的三种业果、三
种业报，使得我如今拥有如此的大力与威力:那就是布施、自律[身行语行]、自御[心意]。’” 

修习那引生长乐的福德业， 
长养那布施、戒行[2]、与慈心。 
培育这三件造就长乐之举， 
智者重生纯净的喜乐之界。 

——Iti22(如是语) 
[1]原注:七宝为:圣轮、圣[理想的]宝石、圣象、圣马、圣妻、圣司库、圣顾问。 
[2]中译注:直译为和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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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此世欢喜，他于来世欢喜。 
行福德者于两处皆有欢喜。 
自见业行清净，他欢喜、快意。 
 
他于此世愉悦，他于来世愉悦。 
行福德者于两处皆有愉悦。 
忆及:‘我造了善业，’他为之愉悦。 
重生于善趣后，他愉悦愈多。 

——Dhp16，18(法句经) 

可敬之业速行，自御其心避恶。 
缓行福德业时，心于恶中耽乐。 

——Dhp116(法句经) 

恶者也见善祥，直到恶报异熟。 
恶报异熟之时，恶者即见诸恶。 
 
善士也见恶运，直到善报异熟。 
善报异熟之时，善者即见诸善。 
 
莫小视恶:‘它不来我’。 
点滴之水，可以盈钵。 
愚人恶满，点滴累积。 

——Dhp119(法句经)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有福德的活动，其场地有这三种。哪三种? 布施福
德活动的场地[福德行处,行福德的方式]、持戒福德活动的场地、禅定[心智培养，御心]福德活动的场

地。这就是三种福德活动的场地。

修习那引生长乐的福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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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养那布施、戒行、与慈心。 
培育这三件造就长乐之举， 
智者重生无咎的喜乐之界。 

——Iti60(如是语)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我见过诸有情——拥有善身业、善语业、善意业，
不曾辱骂圣者，持正见，受正见影响而行动[正见业]——身坏命终时，重生善趣、天界。我非是从
其他僧侣行者处听来后告诉你们，我见过诸有情——拥有善身业、善语业、善意业，不曾辱骂圣
者，持正见，受正见影响而行动——身坏命终时，重生善趣、天界。而是我亲知、亲见、亲证之后
告诉你们，我见过诸有情——拥有善身业、善语业、善意业，不曾辱骂圣者，持正见，受正见影响
而行动——身坏命终时，重生善趣、天界。” 

端正意向、言正语、身造正业: 
此处一人—— 
        博学、福行于此短促一生， 
        身坏时随明辨，现于天界。 

——Iti71(如是语) 

        坐于一边后，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对薄伽梵说:“世尊，我方才独处时，觉知中升起这个想
法:‘谁爱惜自己，谁不爱惜自己?’接着，我想到:‘那些行不良身业、不良语业、不良意业者，不爱惜
自己。即便他们也许说:“我们爱惜自己，”然而他们并不爱惜自己。为什么? 他们自己对待自己，如
同仇敌对待仇敌; 因此他们不爱惜自己。然而，那些行善身业、善语业、善意业者，爱惜自己。即
便他们也许说:“我们不爱惜自己，”然而他们的确爱惜自己。为什么? 他们自己对待自己，如同亲人
对待亲人;因此他们爱惜自己。’” 
        “正是如此! 大王，正是如此! 那些行不良身业、不良语业、不良意业者，不爱惜自己。即便他
们也许说:‘我们爱惜自己，’然而他们并不爱惜自己。为什么? 他们自己对待自己，如同仇敌对待仇
敌; 因此他们不爱惜自己。然而，那些行善身业、善语业、善意业者，爱惜自己。即便他们也许

说:‘我们不爱惜自己，’然而他们的确爱惜自己。为什么? 他们自己对待自己，如同亲人对待亲人; 
因此他们爱惜自己。’”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毕，这位善逝者、导师，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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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爱惜自己，勿以恶业自缚， 
因行错事者，不易得幸福。 
 
当你离弃人态、为终结者抓住时， 
是什么真正为你拥有? 
是什么你携带而行? 
是什么如影不弃跟着你? 
 
你作为凡人，在此生所行的福德与恶业: 
那是你真正拥有的。 
那是你携带行走的。 
那是如影不弃跟着你的。 
 
因此，做可敬之事，作为来生的储蓄， 
是福德维持有情在它界的生存。 

——SN3.4(相应部) 

        坐于一边后，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对薄伽梵说:“世尊，是否有一种素质，可以安稳保障两种福
利——此生的福利与来生的福利? 
        “大王，有一种素质，可以安稳保障两种福利——此生的福利与来生的福利。 
        “尊者，是什么素质……” 
        “大王，是审慎[不放逸]。正如一切有足众生的足印为大象足印所包容，大象足印以其巨大被推
为首位;同样地，审慎的素质可以安稳保障两种福利——此生的福利与来生的福利。”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毕，这位善逝者、导师，又道: 

对期望长寿、健康、美貌、生天、世袭者， 
——丰硕的喜乐，接连不断—— 
智者赞扬行福德时的审慎。 
 
审慎、明智，得两种福利: 
此生的福利、来生的福利。 
藉收获福果，被称为贤者、智者。 

——SN3.17(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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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 
 
        “未弃绝这五类素质，他不能进入、住于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那;不
能证得初果……一还果……不还果……阿罗汉果。哪五类？对本寺院(指住宿)的吝啬、对家族(指护

持者)的吝啬、对个人收益的吝啬、对个人地位的吝啬、对法的吝啬。” 
——AN 5.256-257(增支部) 

以布施征服悭吝。 

——Dhp223(法句经) 

        “何为布施的宝藏?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觉知已洗清了悭吝之染，居于家中、慷慨、
广施、乐于大方、回应所求、喜供钵食。此谓布施的宝藏。” 

——AN7.6(增支部) 

        接着另一位天神在薄伽梵面前大声说: 

布施善哉，亲爱的尊者! 
虽贫乏而布施，善哉! 
依信仰而布施，善哉! 
以正当财布施，善哉! 
有分辨而布施，善哉! 
 
善逝者称赞有分辨而布施， 
给活在世间的值得应供者: 
施予他们的礼物生大果报， 
如良田沃土中播撒的种籽。 

——SN1.33(相应部) 

        这是布施的五种果报: 他在人们眼里可亲、有魅力; 他得善士的景仰; 他的善名广传; 他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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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的正当责任; 身坏命终时，他重生善趣、天界。” 

——AN5.35(增支部) 

        “众生若了解布施与分享的果报，如我所了解那样，他们不布施不会吃。悭吝之染也不会制服
他们的心。即便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嚼、最后一口，若有人接受布施，他们也不会不分享。但因为众
生不了解布施与分享的果报，不如我所了解那样，他们不布施就吃。悭吝之染制服了他们的心。” 

——Iti26(如是语) 

        村长刀师儿对薄伽梵说:“尊者，难道薄伽梵不曾多方赞扬对家庭的仁慈、爱护与同情么?” 
        “是的，村长，如来曾多方赞扬对家庭的仁慈、爱护与同情。” 
        “那么，尊者，为什么薄伽梵在饥荒之中、匮乏之际，在庄稼枯萎发白、转为干草之时，带着
大批比丘在那烂陀游方? 薄伽梵是为了家庭的毁灭而修行。薄伽梵是为了家庭的消亡而修行。薄伽
梵是为了家庭的衰败而修行。” 
        “村长，回忆过往九十一劫，我未知有任何家庭因布施煮熟之僧食而衰败。相反，凡是殷富之
家，有多少财富、多少财产、多少金钱、多少宝饰、多少用品，一切皆来自布施、来自[行事]真
实、来自自御。” 

——SN42.9(相应部) 

吝啬者不愿布施，所惧怕的， 
正是当他不布施时，将出现的。 

——SN1.32(相应部) 

吝啬者确然去不了天界，不赞美布施的真是愚人。 
贤明者随喜布施，在来世自有喜乐。 

——Dhp177(法句经) 

        “藉由布施一餐饭，施主施予受者五件礼。哪五件? 他/她施予生命、美貌、喜乐、力量、与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htm (12 of 53) [12/31/2010 10:46:33 PM]



福德-巴利经文选读

智。既施予了生命，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长寿。既施予了美貌，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
的美貌。既施予了喜乐，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喜乐。既施予了力量，他/她得以分享人界、
天界的力量。既施予了急智，他/她得以分享人界、天界的急智。由布施一餐饭，施主施予受者这

五件礼。” 

贤明者施予生命、力量、美貌与急智， 
智慧者施予喜乐，自得喜乐。 
施予了生命、力量、美貌、喜乐与急智， 
无论重生何处，皆有长寿与地位。 

——AN5.37(增支部) 

        接着有位天神，在深夜时分，身放强光、遍照祇林，走近薄伽梵。走近跟前，向薄伽梵顶礼
后，立于一边。立于一边后，她在薄伽梵面前口说此偈: 

当房屋起火时，抢救出来的器皿， 
是那些将来有用的，不是留在那里焚烧的。 
 
因此，当世界随着老与死起火时，你应当 
藉着布施抢救(财产)，布施了的是完好抢救下的。 
 
布施之物，带来愉快的果报，不布施之物，则无果报。 
盗贼、君王会抢走，它或者被烧、或者丢失。 
 
最后你离开色身、离开财产， 
懂得此理，聪明人享受财产，同时也布施财产。 
 
按其所有享受与布施之后， 
他不受责咎，重生天界。 

——SN1.41(相应部) 

        其时，苏摩那公主带领五百贵族女伴，乘五百辆车，前往佛陀居处。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
坐下后她对薄伽梵说:“假定有薄伽梵的两位弟子，信念、戒德与明辨等同，但其中一位布施僧食、
另一位未曾布施。身坏命终时，他们将重生善趣、天界。在成为天神后，两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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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区别?” 
        “是的，有区别。” 
        薄伽梵说。“那位布施僧食者，生为天神后，将在五方面超过另一位:天界的寿命、天界的美
貌、天界的喜乐、天界的地位、天界的威力……” 
        “那么，假若他们从该界落下，重生此地:生为人后，两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区别?” 
        “是的，有区别;” 薄伽梵说。“那位布施僧食的，生为人后，将在五方面超过另一位: 人界的寿
命、人界的美貌、人界的喜乐、人界的地位、人界的威力……” 
        “那么，假若他们出家成为比丘: 出家后，两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区别?” 
        “是的，有区别。”薄伽梵说。“那位布施僧食的，出家后，将在五方面超过另一位:他会时常被
供养[被请用]僧袍，罕有未受供养的情形。他会时常被供养食物……他会时常被供养居处……他会
时常被供养医药，罕有未受供养的情形。他的圣道同伴们会时常待之以愉快的行动……愉快的言
语……愉快的想法，并赠予他愉快的礼物，罕有待之以不愉快的行动……” 
        “那么，假若两人都证得阿罗汉果，两者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区别?” 
        “我告诉你，在该种情形下，就他们的解脱来说，两者并无不同。” 
        “太惊奇了，乔达摩大师，太震惊了，只此理由足以使人想布施僧食、足以使人想行福德，因
为它使人在重生为天神、人类、比丘时皆得利益。” 

有人把一笔资财存起——深埋入地、接近水线—— 
“当有必要、有征赋时，它将提供我的急求， 
若被国王贬、被盗贼欺时，它将提供我的解救。” 
为了此类目的，一笔资财被存储于世间。 
 
尽管如此隐蔽——深埋入地、接近水线——不总能满足他的需求。 
埋财之地变迁、他的记忆混淆。 
或者在暗中，它被水蛇取走、被神灵偷走、被恨心子孙卷走。 
当福德终结时，它被彻底破坏。 
 
然而有位男子或女子存起一笔善储的资财: 
对寺堂、僧伽、善士，对客人、父母、兄长， 
布施、守戒、自御、自持， 
那才是一笔善储的资财。 
 
当你离开此界时，无论去何处，你带着它走。 
它不能被夺走、它随处跟着你，它不与众生共持、它不为盗贼所窃。 
受此启示，你应行福德，积累那类跟随你的资财。 
这等资财，将给予人界、天界的有情所想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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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5.31(增支部) 

        婆罗门生漏往诣薄伽梵，到达后，与他交换友好问候。在交换友好的问候言辞之后，坐于一
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说:“乔达摩大师，您知道，我们婆罗门作布施、作供养，(说:)‘愿此供礼增
益我们死去的亲戚们、愿我们死去的亲戚们享用这件供礼。’那么乔达摩大师，那件供礼是否增益
我们死去的亲戚? 我们死去的亲戚们是否享用到那件供礼?” 
        “婆罗门，在可能之处，它有增益，但在无可能之处则无。” 
        “那么乔达摩大师，何为有可能之处? 何为无可能之处?” 
        “婆罗门，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当性事、讲谎言、谗言、恶语、闲谈、
有贪意、有恶意、持妄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于地狱。他藉着地狱众生之食在那里活、在那里
住。这是那件供礼对居者有增益的一个无可能之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当性事、讲谎言、谗言、恶语、闲谈、有
贪意、有恶意、持妄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动物。他藉着动物之食，在那里活、在那里住。这

也是那件供礼对居者有增益的一个无可能之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言、戒恶语、
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人。他藉着人类之食在那里活、在那里
住。这也是那件供礼对居者有增益的一个无可能之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言、戒恶语、
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天神。他藉着天神之食在那里活、在那
里住。这也是那件供礼对居者有增益的一个无可能之处。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当性事、讲谎言、谗言、恶语、闲谈、有
贪意、有恶意、持妄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饿鬼。他藉着亲友供养之食，在那里活、在那里
住。这才是那件供礼对居者有增益的那个有可能之处。” 
        “不过，乔达摩大师，假若那位死去的亲戚未重生于那个可能之处，是谁享用那件供礼?” 
        “婆罗门，是重生于那个可能之处的其他亲戚。” 
        “不过，乔达摩大师，假若那位死去的亲戚未重生于那个可能之处，而其它死去的亲戚未重生
于那个可能之处，是谁享用那件供礼?” 
        “婆罗门，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那个可能之处缺少他死去的亲戚[1]，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
能够的。不过不管怎样，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 
        “乔达摩大师能否讲述往生可能之处的准备?” 
        “婆罗门，我可以讲述[往生]无可能之处的准备。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当
性事、讲谎言、谗言、恶语、闲谈、有贪意、有恶意、持妄见。然而，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大象。在那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htm (15 of 53) [12/31/2010 10:46:33 PM]



福德-巴利经文选读

里，他得到食物、饮料、鲜花及各种饰品[2]。因为他夺取生命、不予而取、行不当性事、讲谎言、
谗言、恶语、闲谈、有贪意、有恶意、持妄见，他重生为大象。但因为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他得到食物、饮料、鲜花及各种饰

品。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持妄见。但他把食物……布施给僧侣、沙门。身坏命终

时，他重生为马……牛……家禽。在那里，他得到食物、饮料、鲜花及各种饰品。因为他夺取生
命……持妄见，他重生为家禽。但因为他把食物、饮料……布施给僧侣、沙门，他得到食物、饮

料、鲜花及各种饰品。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言、戒恶语、
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
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人。在那里，他体验人界的五条感官之乐(原
注: 愉快的色、声、香、味、触)。是因为他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

言、戒恶语、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他重生为人。是因为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他体验五条人界的感官之乐。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持正见。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为天神。在那
里，他体验五条天界的感官之乐。因为他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

言、戒恶语、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他重生为天神。因为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沙门，他体验五条天界的感官之乐。不过

不管怎样，婆罗门，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 
        “太惊奇了，乔达摩大师，太震惊了，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那多么足以使人想布施、足以
使人想供养。” 
        “正是如此，婆罗门，正是如此。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 
        “胜哉！世尊，胜哉！乔达摩大师好比将颠倒之物置正、把隐秘之事揭开、为迷途者指路、在
黑夜里举灯、使有眼者见形，同样地，乔达摩大师藉多种方便，阐明了法。我归依乔达摩大师、归

依法、归依僧。愿乔达摩大师记得我这个从今天起一生归依于他的居家弟子。”

——AN10.177(增支部) 
原注:[1]律藏把自祖父上朔七代世系算作亲戚——换句话说，指所有来自同一个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的子孙。 
         [2]禽类的“饰品”似包括色泽鲜艳的羽毛。类似地，大象、马、牛的“饰品”似指美观的纹理。 

        尊者舍利弗与来自瞻波的居士们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
说:“是否有此情形，某人布施某种礼物，未得到大果报、大利益，而另一人布施同种礼物，却得到
大果报、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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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舍利弗，有此情形……” 
        “世尊，何以有此情形……” 
        “舍利弗，有此情形，一个人布施是为己私利、内心执取(果报)，为己积攒、(想)‘我死后要享
受此物。’他把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
施给僧侣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如此布施?” 
        “世尊，是的。” 
        “他为己私利、内心执取，为己积攒、(想)‘我死后要享受此物’，布施了那件礼品——身坏命终

时，重生四大王天的天神。接着，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返回者、
又回到这个世界。 
        “再者，有此情形，一个人布施非是为己私利、内心不执取，非为己积攒、不想‘我死后要享受
此物，’而想‘布施是善事，’他把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
地、灯具——布施给了僧侣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如此布施?” 
        “世尊，是的。” 
        “他以‘布施是善事’之想，布施了这个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三十三天的天神。接着，那
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布施是善事’，他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这个古
老的家族传统是不对的，’而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夜摩天的天神。接着，那个业、
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这个古老的家族传统是不对

的’，他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对的，’而布施了该礼
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兜率天的天神。接着，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
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对的’，他想‘正
如过去那些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跋罗陀婆奢、
婆悉得、迦葉、婆咎——他们曾作过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而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
终时，重生为化乐天的天神。接着，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
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正如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跋
罗陀婆奢、婆悉得、迦葉、婆咎——他们曾作过大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他想‘我布施
这个礼物时，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而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他化自在天
的天神。接着，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
界。 
        “或者，不想‘我布施此礼，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他想‘这是对心的美化、对心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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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把他的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
施给僧侣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这样布施?” 
        “世尊，是的。” 
        “他布施了该礼物，不为己私利、内心不执取，不为己积攒、不想:‘我死后要享受这个。’ 
        “……也不想:‘布施是善事。’ 
        “……也不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这个古老的家族传统是不
对的。’ 
        “……也不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不富裕的，是不对的。’ 
        “……也不想:‘正如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
跋罗陀婆奢、婆悉得、迦叶、婆咎——他们曾作过大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 
        “……也不想:‘我布施此礼，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 
        “……而是想:‘这是对心的美化、对心的支持’——身坏命终时，重生为梵众天的天神。接着，
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不还者、他不回这个世界。’ 

        “舍利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布施某种礼物，未得到大果报、大善益，而另一个人布施同
种礼物，却得到大果报、大利益。” 

——AN7.49(增支部) 

        “这五件为正直者[善人]的布施: 哪五件? 正直者带着信念[具信]布施; 正直者用心布施; 正直者适
时布施; 正直者带着同情心布施; 正直者布施时不伤害自己与他人。 
        “既带着信念布施，无论该礼物之果报异熟于何处，他富有，财富多、财产多。他健壮、英
俊、令人景仰、肤色如莲。 
        “既用心布施，无论该礼物之果报异熟于何处，他富有，财富多、财产多。他的儿女、妻子、
家奴、仆人、役工，用心听从他，仔细听从他，以善解之心事奉他。 
        “既适时布施，无论该礼物之果报异熟于何处，他富有，财富多、财产多。他的目标适时达
成。 
        “既带着同情心布施，无论该礼物之果报异熟于何处，他富有，财富多、财产多。他的心倾向
于享受五种奢华的感官之乐。 
        “既布施时不伤害自己或他人，无论该礼物之果报异熟于何处，他富有，财富多、财产多。他
的财产无论在何处不遭破坏——无论来自火烧、水淹、王权、盗贼、还是恨心子孙。 
        “这就是正直者的五件布施。” 

——AN5.148(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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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五件适时之礼。哪五件? 他布施给新来者; 他布施给离去者; 他布施给患病者; 他在饥荒时

布施; 他向有德者供养田地与果园的头期收获。这就是五件适时之礼。 

有明辨、回应所求、不吝啬者—— 
         他们适时布施。带着受圣者们激励、纠正的心， 
适时布施后， 
        他们的供养结出丰盛的果实。 
随喜布施、协助布施者 
        也得以分享福德， 
        供养不会因此失散。 
因此，以毫不犹豫之心， 
        他应当在有大果报处布施， 
        是福德决定了众生的来世。 

——AN5.36(增支部) 

        于是弊宿王子为婆罗门、沙门、潦倒者、流浪者、穷人、乞者设了一次布施。在那次布施中，
他施予了米糠粥与卤水; 他施予了边缘起结的粗布。 有一名为郁多罗的婆罗门少年，是那次布施的
主管。他在施予时如此发愿:“藉此布施，愿我此生与弊宿王子交往，但不在来世。” 弊宿王子听说

郁多罗在施予时如此发愿:“藉此布施，愿我此生与弊宿王子交往，但不在来世，”便把他召来，对

他说:“亲爱的孩子，听说你施予时如此发愿:‘藉此布施，愿我此生与弊宿王子交往，但不在来
世，’可是真的?” 
        “是，大人。” 
        “你何以如此发愿……? 难道我们这些求福德者，不期望布施的果报麽?” 
“可是大人，那次布施的食物是米糠粥与卤水: 你连脚都不愿碰触，何况食之。还有那边缘起结的粗
布: 你连脚都不愿碰触，何况著之。大人待我们亲爱、 和悦，因此我们如何能把亲爱、和悦[之果]

与不悦[之果]结在一处?[之果]与不悦[之果]结在一处? 
        “既如此，亲爱的孩子，那就以我所食、以我所著的等次作布施吧。” 
        “是，大人，”婆罗门少年郁多罗答道，于是便以弊宿王子所食之食、以弊宿王子所著之衣的等
次设立布施。后来，弊宿王子——因未用心布施、未亲手布施、布施时不体贴、布施如弃废物——
身坏命终时，重生为四大王天的天神，住在空荡的色里沙迦宫。然而婆罗门少年郁多罗，那次布施
的主管——因为用心布施、亲手布施、布施时体贴、布施不似弃废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
趣、天界，成为(更高的)三十三天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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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3(长部) 

        其时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于日中往诣薄伽梵。到达后对薄伽梵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
梵对他说: “大王日中由何处前来?” 
        “世尊，方才一位放贷人家主在舍卫城逝世。我刚把他的无嗣巨财转归王宫: 一千万银币，更不
必提金币。然而，尽管身为放贷人家主，他竟如此享受食物: 吃碎米与卤水。他竟如此享受衣物: 
穿三片麻布。他竟如此享受车乘: 坐以树叶为篷的破车。” 
        “正是如此，大王，正是如此。那位放贷人家主过去有一世曾经给名为多迦罗尸弃的独觉佛供
养钵食。他一边(对仆人)说: ‘给这位沙门布施钵食，’一边起座离去。不过在布施后他反悔了:‘不如
把那些钵食给我的家奴或仆役吃’……他给名为多迦罗尸弃的独觉佛供养钵食的业果是，他七次重
生于善趣、天界。随着该业的余果，他就在舍卫城此地七次重生为放贷人。不过，他在布施后反悔
——‘不如把那些钵食给我的家奴或仆役吃’——该业果是，他的心不让自己对食物肆意享受、不让

自己对衣物肆意享受、不让自己对车乘肆意享受、不让自己对五条感官之欲肆意享受。” 

——SN3.20(相应部) 

        游方者婆蹉衢多往诣薄伽梵，到达后，与他交换友好问候。交换友好问候言辞之后，坐于一
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说:“乔达摩大师，我听闻沙门乔达摩如是说:‘只能对我布施，不能对他人。
只能对给我的弟子布施，不能对他人。只有施予我而非他人之礼，方可生大果报。只有施予我的弟
子而非他人弟子之礼，方可生大果报。’传播此言者:他们是在传播乔达摩大师的实言么? 他们未以
不实之言误传他么? 他们是如法回驳，使得如法思考者无理由批评么? 因为我们不想误传乔达摩大
师。” 
        “婆蹉，凡是说:‘只能对我布施……只有施予我而非他人之礼，方可生大果报。只有施予我的
弟子而非他人弟子之礼，方可生大果报’的人士，并未传播我的实言，而是以不实不真之言误传

我。 
        “婆蹉，凡是阻碍他人布施者，造成三种障碍、三种妨碍。哪三种? 他造成对施者福德的障
碍、对受者利益的障碍、 在此之前他破坏与伤害他自己。凡是阻碍他人布施者，即造成这三种障
碍、这三种妨碍。 
        “我告诉你，婆蹉，即便一个人把涮完杯碗的水倒进村里的池塘时，想着:‘愿住在此处的动物
以之为食，’那也是福德的一个来源，更不必说布施给人。但我实说，施予有德者之礼有大果报，
施予失德者之礼果报不大。” 

——AN3.57(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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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于一边后，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对薄伽梵说:“世尊，一件礼物应送往何处?” 
        “大王，应送到使心有自信感之处。” 
        “不过世尊，一件礼物送往何处，才生大果报?” 
        “大王，‘一件礼物应送何处’是一回事，而‘一件礼物送往何处，生大果报’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
事了。赠予一位有德者——而不是失德者——会生大果报。既如此，大王，我反问一个问题。你方
便回答。 
        “大王，你认为如何，有此情形，你有一场战争迫近，一场兵事将临。一位刹帝利青年前来加
入——未受训、未练习、未整纪、未操练，怖畏、惧怕、怯懦、擅遁。你接纳他么? 你任用此种人
么?” 
        “不，世尊，我不接纳他，我不用此种人。” 
        “接着，一位婆罗门青年……一位商贾青年……一位劳工青年前来加入——未受训、未练习、
未整纪、未操练，怖畏、惧怕、怯懦、擅遁。你接纳他么? 你任用此种人么?” 
        “不，世尊，我不接纳他。我不用此种人。” 
        “那么大王，你认为如何，有此情形，你有一场战争迫近，一场兵事将临。一位刹帝利青年前
来加入——已受训、已练习、已整纪、已操练，无畏、无惧、不怯、不遁。你接纳他么? 你任用此
种人么?” 
        “是，世尊，我会接纳他，我任用此种人。” 
        “接着，一位婆罗门青年……一位商贾青年……一位劳工青年前来加入——已受训、已练习、
已整纪、已操练，无畏、无惧、不怯、不遁。你接纳他么?” 
        “同样地，大王，当某人已离家、出家——无论来自何等种姓——并且已离弃了五种素质、拥

有了五种素质时，施予他的礼物生大果报。 
        “他离弃了哪五种素质? 他已离弃了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疑。这是他离弃
的五种素质。他拥有了哪五种素质? 他拥有了成就者[1]的戒德蕴……成就者的定力蕴……成就者的
明辨蕴……成就者的解脱蕴……成就者的知见蕴。这是他拥有的五种素质。 
        “离弃这五种素质、已拥有这五种素质者，施予他的礼物生大果报。”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毕，这位善逝者、导师又说: 

他拥有箭术、毅力与体力， 
而非是出身高贵的懦夫， 
同样地，你应当礼敬一位行为尊贵者， 
他拥有智慧、沉着与耐心。 
 
让施主建造愉快的隐居处，邀博学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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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在干燥的森林中，建造起蓄水池， 
在不平的土地上，建造起经行道， 
让他们以清明、宁静之心， 
布施食物、饮料、点心、衣服、居处， 
给诸位正行道者。 
 
正如一片云，百座峰头、闪电环饰、雷声隆隆， 
降雨在肥沃的土地，灌满了平原与峡谷。 
更如此一个人，有信念、有学问、有智慧， 
储备资粮，给行道者补充饮食，乐于施予，“给吧!给吧!”他说。 
那就是他的雷声，如降雨之云所随， 
福德的甘霈，对着施者回降。 

中译注[1]直译为无学，成就圆满不更修学者，指阿罗汉。 
——SN3.24(相应部)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这是三种无上的信仰对象。哪三种? 
        “凡一切有情中——无足类、双足类、四足类、多足类、有色身与无色身者、有感受者、无感
受者、非感非非感者——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被尊为无上。那些对这位觉者有信心者，是对无
上者有信心，对无上者有信心者，得无上果报。 
        “凡一切造作与非造作的素质中，无欲的素质——制服沉醉、消灭渴欲、拔除执取、中断轮

回、摧毁贪爱、无欲、止息、证得解脱——被尊为无上。那些对无欲的素质有信心者，是对无上者
有信心，对无上者有信心者，得无上果报。 
        “凡一切造作的素质之中，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被尊为无上。那些对八圣道有信心者，是对无上者有信心，对无上者有信心者，得无上果报。
[1] 
        “凡一切团体之中，如来弟子的僧伽被尊为无上——即四双八辈者。那些对僧伽有信心者，是
对无上者有信心，对无上者有信心者，得无上果报。 
        “比丘们，这就是三种无上的信仰对象。” 

具信——理解无上法之无上。” 
对无上佛陀有信心——他是无上应供。 
对无上之法有信心——无欲寂止为至乐。 
对无上僧伽有信心——他们是无上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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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施予无上者，他长养无上福德，得无上的 
长寿、美貌、地位、荣誉、喜乐与力量。 
既施予无上者，智者安住于无上之法， 
无论生为天神、人类，乐住于无上果报[2]。 

中译注: 据英译者， [1]三对象为佛、法、僧，此处第二与第三节属于法的两个层次。 
[2]指该界中的至高果报。

——Iti90(如是语)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 “有此两类礼: 财礼与法礼。两者之中,此为至高: 法
礼。有此两类分享: 财的分享与法的分享。两者之中,此为至高: 法的分享。有此两类增益: 财的增益
与法的增益。两者之中,此为至高: 法的增益。” 

他称为至高无上的礼物， 
薄伽梵赞叹的那类分享， 
凡有智慧、明辨、信仰无上福田者， 
谁不愿应时布施此礼? 
 
既对施法者，也对闻法者， 
凡坚信善逝者的讯息者: 
它净化他们的至高福利[1]， 
凡听从善逝者的讯息者。

中译注[1]据英译者，指法礼助他们证得清净。 

——Iti98(如是语) 

“阿难，向他人传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种素质兼备者来传。哪五种? 
“传法时应作如是想:‘我愿一步一步讲。’ 
“传法时应作如是想:‘我愿讲解(因果)顺序。’ 
“传法时应作如是想:‘我愿出于同情心而讲。’ 
“传法时应作如是想:‘我不为物质报酬而讲。’ 
“传法时应作如是想:‘我讲时不诋毁自己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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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向他人传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种素质兼备者来传。” 

——AN5.159(增支部) 

(天神:)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力量?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美貌?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安逸? 
何物的施主，施予了视力? 
施予了一切的，又是谁? 
既受此问，请为我解说。 
 
(佛陀:) 
食物的施主，施予了力量。 
衣服的施主，施予了美貌。 
车乘的施主，施予了安逸。 
灯具的施主，施予了视力。 
是居处的施主，施予了一切。 
然而是法的传授者，施予了不死。 

——SN1.41(相应部) 

 

持戒 
 

灌溉者引导水流 
弓弩手矫直箭杆。 
木工匠造型木材。 
善修者制服自己。 

——Dhp145(法句经) 

藉由振奋、 
        审慎、调伏、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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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造起 
        洪水不没之洲。 

——Dhp25(法句经) 

        “何为戒德的宝藏?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谎言、
戒导致失慎的醉品。此谓戒德的宝藏。” 

——AN7.6(增支部) 

        “何谓不善巧? 夺取生命为不善巧，不予而取……不当性事……说谎……辱骂……谗言……闲

谈为不善巧。贪欲……恶意……妄见为不善巧。此为不善巧。 
        “何谓善巧? 戒夺取生命为善巧，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说谎……戒辱骂……戒谗

言……戒闲谈为善巧。离贪欲……离恶意……离妄见为善巧。此为善巧。” 

——MN9(中部) 

        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自宫楼走下，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
说:“方才我与末利王后同在宫楼。我对她说‘有谁比你更爱惜你自己?’ 
        ‘陛下，没有。’她答。 ‘没有人比我更爱惜我自己。那么陛下你呢? 有谁比你更爱惜你自己?’ 
        ‘末利，没有。没有人比我更爱惜我自己。’” 
        接着，意识到那件事的重要性，其时薄伽梵大声道: 

以你的觉知朝四方搜索， 
不见比自己更爱自己者。 
同样地，人皆酷爱自己， 
故你若自爱，则不应伤人。 

——Ud5.1(自说经) 

        “有此五件赠礼、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
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沙门、婆罗门无可指责的。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戒夺取生命、离夺取生命。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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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一件礼物、第一件大礼——独特、持
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沙门、婆罗门无可
指责的。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
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
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二件礼物……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不当性事、离不当性事。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
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
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三件礼物……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谎言、离谎言。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于
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这个
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四件礼物……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醉品、离醉品。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于
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这个
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五件礼物、第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统、古
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沙门、婆罗门无可指责的。这是
福德的第八种果报: 是善巧、喜乐的滋养、如天界、得喜乐、趋向天界、趋向愉快、喜悦、适意、
福利、与幸福的果报。” 

——AN8.39(增支部) 

        “纯陀，净化身业有三种方式、净化语业有四种方式、净化意业有三种方式。 
        “那么，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有此情形，某人戒杀生、离杀生。他为了一切众生的福
祉，放下棍、放下刀，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不以盗贼的方式，
在村中野外，拿走属于他人、未曾赠与之物。他戒不当性事、离不当性事。对有父母、兄弟、姐
妹、亲戚的监护、有法庇护的人(指出家人)，对有丈夫的、服刑役的、另有男子赠花为冠的人，他
不与之行任何性事。此谓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 
        “那么，如何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有此情形，某人戒谎言、离谎言。当他被乡镇集会、团体
集会、家族集会、行业集会、或王家集会征召，若他被要求作证:‘来吧，善男子，讲你所知的事’，
其时他若不知，就说‘我不知’。他若知，就说‘我知’。他若不曾见，就说我不曾见。他若见过，就
说‘我见过’。 如此，他不为己为人、为任何奖赏而故意说谎。他戒谎言、离谎言。他说真话、坚持
真相、坚定可靠、不欺骗世界。他戒馋言、离馋言。他在此处听见的，不在彼处讲，为了不离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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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与此处之人。他在彼处听见的，不在此处讲，为了不离间此处与彼处之人。如此，他团结彼此分
裂者，巩固相互联合者。他爱好和睦、喜好和睦、乐于和睦，言语间制造和睦。他戒辱骂、离辱
骂。他的言辞悦耳、慈爱、进入人心、有礼、令众人宽心愉悦。他戒闲谈、离闲谈。他的言谈应

时、符合实际、循照目标、法与律。他的言谈值得珍视、及时、合理、谨慎、关乎目的。此谓如何
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 
        “那么，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意业？有此情形，某人不贪。他不贪他人所有，想着: ‘啊，那个
属于他人的可以成为我的！’他无恶意、内心坚定、不受败坏。(他想)‘愿这些有情离敌意、离压

迫、离困难，愿他们平安照顾自己。’他有正见，看事物的观点不扭曲：‘有布施、有供养、有奉
献。善行恶行有果有报。有此世来世。有父母。有生灵自发轮回；有僧侣沙门，藉正行正修，在自
知亲证之后，宣说此世来世。’此谓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意业。 
        “纯陀，此谓十善业道。” 

——AN10.176(增支部) 

        坐于一边后，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对薄伽梵道: “世尊，我方才在独处时，觉知中生起此念:‘是
谁自得护卫，是谁自缺护卫?’接着我想:‘那些行不良身业、不良语业、不良意业者，自缺护卫。即
便有一队象军、一队马军、一队车军、一队步军的护卫，他们仍自缺护卫。为什么? 因为那是外在
护卫、非是内在护卫。故此他们自缺护卫。然而，行良好身业、良好语业、良好意业者，自得护

卫。即便无一队象军、一队马军、一队车军、或者一对步军的护卫，仍自得护卫。为什么? 因为那
是内在护卫、非是外在护卫。故此他们自得护卫。”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 那些行不良身业、不良语业、不良意业者，自缺护卫。即便有一
队象军、一队马军、一队车军、一队步军的护卫，他们仍自缺护卫。为什么? 因为那是外在护卫、
非是内在护卫。故此他们自缺护卫。然而，行良好身业、良好语业、良好意业者，自得护卫。即便
无一队象军、一队马军、一队车军、或者一队步军的护卫，仍自得护卫。为什么? 因为那是内在护

卫、非是外在护卫。故此他们自得护卫。” 
        那就是薄伽梵所言。言毕，这位善逝者、导师又道: 

调御身者，善哉! 
善哉! 调御语者。 
调御意者，善哉! 
善哉! 调御一切者。 
调御一切的谨慎者， 
堪称得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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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3.5(相应部) 

        坐于一边后，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对薄伽梵道:“世尊，方才我(在皇家法庭)断案时看见，即便
是富裕的刹帝利、富裕的婆罗门、富裕的家主——富有巨量的财物产业、巨量的金币银币、巨量的
宝物用品、巨量的资财粮食——也以感官之欲为因、以感官之欲为缘、为着感官之欲，故意说谎。
于是我想:‘我再不欲断案了! 让其他善士断案出名吧!’” 
        “正是如此，大王! 正是如此! 即便是富裕的刹帝利、富裕的婆罗门、富裕的家主……也以感官
之欲为因、以感官之欲为缘、为着感官之欲，故意说谎。那将引导他们趋向长久的伤害与痛苦。 
        那就是薄伽梵所说。言毕，这位善逝者、导师，又道:  

热衷于感官所取， 
贪迷于感官之乐， 
如鱼儿自陷罗网， 
未醒悟已走太远。 
此后有苦， 
果报为恶。 

——SN3.7(相应部) 

“我告诉你们，有一件事，违反的人，没有什么恶事他不会做。哪一事？是这件事：故意说谎。 

违反此戒的妄语者， 
        毫不关心来世。 
有什么恶事， 
        他不会做。” 

——Iti25(如是语) 

        “比丘们，有这五种缺失。哪五种? 亲戚的缺失、财富的缺失、因病的缺失、戒德的缺失、见

的缺失。非是因为亲戚的缺失、财富的缺失、或者因病的缺失——有情于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匮

乏处、恶趣、低等界、地狱。而是因为戒德的缺失、见的缺失——有情于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匮

乏界、恶趣、低等域、地狱。这就是五种缺失。 
        “有这五种具足。哪五种? 亲戚具足、财富具足、无病具足、戒德具足、见具足。非是因为亲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htm (28 of 53) [12/31/2010 10:46:33 PM]



福德-巴利经文选读

戚具足、财富具足、无病具足——有情于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而是因为戒德具足、
见具足——有情于身坏命终之时——重生于善趣、天界。这就是五种具足。 

——AN5.130(增支部) 

        “拥有戒德、具足戒德有此五种利益。哪五种? 有此情形，一位有戒德者，藉行事不失慎，聚
集大量财富……他的善名远扬……与任何团体打交道——贵族武士、婆罗门、家主、沙门——他/
她有自信、不窘怯……他死时不昏乱……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这是拥有戒德、具足戒
德的五种利益。” 

——DN16(长部) 

        薄伽梵如是语，阿罗汉如是语。我如是闻: “期望此三种喜乐的智者，应守护他的戒德。哪三
种? (想:)‘愿褒扬来我处，’智者应守护他的戒德。(想:)‘愿财富来我处，’智者应守护他的戒德。
(想:)‘愿我身坏命终时重生善趣、天界，’智者应守护他的戒德。期望此三种喜乐的智者，应守护他
的戒德。” 

聪明者守护戒德，期望此三种喜乐: 
得褒扬、得财富、死后生天得欢喜。 
 
虽不作恶，但结交作恶者， 
受嫌作恶，你的恶名增长。 
 
是你将变成的，因共居者同类。 
被亲近者，亲近者，被接触者，接触者， 
 
如同毒箭，污染箭囊。 
贤明者畏惧污染，则不应与恶人为伍。 
 
腐臭之鱼，以吉祥草包裹， 
得腐臭之草: 结交愚人者亦然。 
 
薰香之粉，以树叶包裹， 
得薰香之叶: 结交圣贤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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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那裹叶者，懂得自己的业报， 
不善之辈不应结交，智者愿结交善者。 
不善者引你去地狱，善者助你至善趣。 

——Iti.76如是语) 

一切众生对杖战栗，一切众生畏惧死亡。 
以此类比自推莫杀生莫唆使杀生。 
 
一切众生对杖战栗，一切众生爱惜生命。 
以此类比自推莫杀生莫唆使杀生(增支部) 。 
 
众生向往安乐，凡以杖伤害者， 
虽自求安乐死后无安乐。 
 
众生向往安乐，不以杖伤害者， 
自求安乐，死后将得安乐。 
 
莫对任何人口说粗语，否则恶言将朝你回掷。 
激愤的争言多有痛苦，棍杖殴击是你的回报。 
 
如压扁的金属罐，你若能止无回响， 
已证得解脱，内心不见激愤。 

——Dhp129-134(法句经) 

凡以杖为难无辜、无杖者， 
将迅速陷入十事之一: 
 
大痛、大灾、破体、重病、疯癫、 
官司、诬陷、失亲、财毁、屋焚。 
 
身坏命终时， 
此人无明辨，重生地狱。 

——Dhp137(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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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有这四种人。哪四种? 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不予而取(偷盗)、行不当性事、妄语、
谗言、恶语、闲谈、有贪欲、有恶意、持妄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界、地
狱。 
        “又有此情形，某人夺取生命……持妄见。身坏命终时，他却重生于善趣、天界。 
        “又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妄语、戒谗言、戒恶语、戒闲

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于善趣、天界。 
        “又有此情形，某人戒夺取生命……持正见。身坏命终时，他却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
界、地狱。 
        “凡某人夺取生命……身坏命终时，却重生于善趣、天界者——此种情形: 或者他先前曾作过善
业，令有乐受，或者他在死亡时刻改持正见。因此，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至于他那些
夺取生命……持妄见的果报，他或者在即刻当下、或者在(此生)后期、或者在来世感受。 
        “凡某人戒夺取生命……持正见，身坏命终时，却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界、地狱者——
此种情形: 或者他先前曾作过恶业，令有痛受，或者他在死亡时刻改持妄见。因此，身坏命终时，
重生于匮乏处、恶趣、(增支部) 低等界、地狱。至于他那些戒夺取生命……持正见的果报，他或者
在即刻当下、或者在(此生)后期、或者在来世感受……” 

——MN136(中部) 

        “村长，有的沙门、婆罗门持这类教义、持这类观点:‘一切杀生者，即刻当下经历痛苦。一切
不予而取者……行不当性事者……说谎者，即刻当下经历痛苦。’ 
        “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配带花环、饰品、沐浴梳洗、修剪须发、享受女色，如一位国王。
他们探问:‘朋友，此人做了什么，得以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答:‘朋友，此人攻击了国王的敌

人，夺取了他的生命。国王感谢他、奖赏他。那就是何以他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被坚绳捆绑、双臂反缚、头发剃光、随着凶厉的鼓声被迫游街，
从一街到另一街、从一路口到另一路口，逐出南门，在城南郊被砍头。’他们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答:‘朋友，此人是国王的敌人，他夺取了某男子或女子的生
命。那就是何以官家派人抓住他，对他施以此等刑罚。’ 
        “村长，你觉得如何: 你是否见过、听过此种情形?” 
        “世尊，我见过、听过，将来还会听闻此种情形。” 
        “那么，村长，持此教义、持此见这类观点——‘一切杀生者，即刻当下经历痛苦’ ——的沙
门、婆罗门，他们所说是真是假? ”“是假，世尊。” 
        “那些信口说空洞假话者，他们道德不道德?” “不道德，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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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修持错误者，他们持的是正见、妄见?” “妄见，世尊。” 
        “信任持妄见者是否合适?”“不合适，世尊。” 
        “那么，村长，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配带花环、饰品……如一位国王。他们探问:‘朋友，
此人做了什么，得以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人们答:‘朋友，此人攻击了国王的敌人，盗窃了他
的财宝。国王感谢他、奖赏他。那就是何以他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他们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答:‘朋友，此人是国王的敌人，他犯了盗窃罪，从某村某林
中盗窃了某物事……’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配带花环、饰品……如一位国王。他们探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得以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答:‘朋友，此人诱惑了国王敌人之妻……’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他们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答:‘朋友，此人诱惑了良家妇人与少女……’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配带花环，饰品……如一位国王。他们探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得以配带花环……如一位国王?’答:‘朋友，此人用一句谎话使国王大笑……’ 
        “又有此情形，人们看见某人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他们问:‘朋友，此人做了什
么，被坚绳捆绑……在城南郊被砍头?’答:‘朋友，此人用一句谎话使某家主或家主之子的志向被毁

灭。那就是何以官家派人抓住他，对他施以此种刑罚。’ 
        “村长，你觉得如何: 你是否见过、听过此等情形?” 
        “世尊，我见过、听过，将来还将听闻此等情形。”         “因此，村长，持教义、持此见——‘一
切说谎者，即刻当下经历痛苦。一切不予而取者……行不当性事者……说谎者，即刻当下经历痛
苦。’ ——的沙门、婆罗门，他们所说是真是假? ……信任持妄见者是否合适?”“不合适，世尊。” 

——SN42.13(相应部) 

        “比丘们，夺取生命——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
事。来自夺取生命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短命。 
        “偷盗——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不偷
盗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失去财富。 
        “不当性事——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
不当性事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敌对与报复。 
        “说谎——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谎言
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被诬陷。 
        “离间馋言——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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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间馋言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失去友谊。 
        “粗言恶语——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
粗言恶语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嗓音粗糙。 
        “琐碎闲谈——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界之事。来自
琐碎闲谈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言辞不为重视。 
        “饮用发酵、蒸馏的醉品——耽溺、培育、发展之——乃是趋向地狱、趋向畜生界、趋向饿鬼
界之事。来自饮用发酵、蒸馏的醉品的一切果报中最轻者，是当他重生为人时导致精神混乱。” 

——AN8.40(增支部) 

        尼乾陀的弟子、村长刀师儿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薄伽梵对他说:“村
长，尼乾陀-若提子如何对弟子说法?” 
        “世尊，尼乾陀-若提子如此对弟子说法:‘一切夺取生命者，必定堕匮乏处、必定堕地狱。一切
偷盗者……一切行不当性事者必定坠匮乏处、必定坠地狱……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随其引导而重
生。’那便是尼乾陀-若提子对弟子的说法方式。” 
        “假若‘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随其引导而重生’为真，那么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无人必定堕
匮乏处、必定堕地狱，你以为如何: 假定某人为夺取生命者，那么考虑他作此事与不作此事的时

间，不论日夜，何者长久: 是他夺取生命的时间，还是未夺取生命的时间? 
        “世尊……他夺取生命的时间较短，未夺取生命的时间较长。假如‘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随其
引导而重生’为真，那么依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无人必定堕匮乏处、堕地狱。” 
        “村长，你以为如何: 假定某人偷盗……行不当性事……说谎，那么他作此事的时间与不作此事
的时间，不论日夜，何者长久: 是他说谎的时间，还是未说谎的时间? 
        “世尊……他说谎的时间较短，未说谎的时间较长。假如‘凡是某人常行之事，即随其引导而重
生’为真，那么依照尼乾陀-若提子之言，无人必定堕匮乏处、堕地狱。” 
        “村长，有此情形，某位导师持此教义，持此见[观点]:‘一切夺取生命者，必定堕匮乏处、必定
堕地狱。一切偷盗者……一切行不当性事者必定坠匮乏处、坠地狱。” 一位弟子信仰那位导师，想
道:‘我们的导师持此教义，持此见:“一切夺取生命者，必定堕匮乏处、必定堕地狱。”我曾经杀死有
情，我也必定堕匮乏处、必定堕地狱。他便抓紧了那个见。假若他不放弃该教义，不放弃该心态，
不舍弃那个见，那就如同他已被带走，他已被置于地狱。’ 
        “(他想:)‘我们的导师持此教义，持此见:‘一切盗窃者……一切行不当性事者……一切说谎者，
必定堕匮乏处，必定堕地狱。”我曾说过谎，我也必定堕匮乏处，必定堕地狱。他便抓紧了那个
见。假若他不放弃该教条，不放弃该心态，不舍弃那个见，那就如同他已被带走，他已被置于地
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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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情形，村长，一位如来出现于世，他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
无上调御者、天人之师、佛陀、薄伽梵。他以种种方式，批评与责备夺取生命，并且说:‘戒夺取生
命。’他批评与责备偷盗，并且说:‘戒偷盗。’ 他批评与责备不当性事，并且说:‘戒不当性事。’ 他批
评与责备说谎，并且说:‘戒谎言。’ 
        “一位弟子信仰这位导师，想道:‘薄伽梵以种种方式，批评与责备夺取生命，并且说:“戒夺取生
命。”我或多或少曾经夺取过有情的生命。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善的。但假若我对此悔恨，我的那
件恶行不会消解。’他如此观想之后，当即戒夺取生命，在未来离夺取生命。如此才有该恶行的弃
绝，如此才有该恶行的超越。 
        “(他想:)‘薄伽梵以种种方式，批评与责备偷盗……行不当性事……批评与责备说谎，并且
说:“戒谎言。” 我或多或少曾经说过谎言。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善的。但假若我对此悔恨，我的那
件恶行不会消解。’他如此观想之后，当即戒说谎，在未来离说谎。如此才有该恶行的弃绝，如此
才有该恶行的超越。” 

——SN42.8(相应部) 

        一时，薄伽梵住那烂陀附近的波婆离迦芒果林中。村长刀师儿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
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说:“世尊，西部地方的婆罗门——那些手持水瓶、佩带西瓦罗[某种水生
植物]花环、以水为净化媒介的拜火者——能够把死者(的灵魂)取出、托起、指教它、送它生天。不
过，薄伽梵、阿罗汉、正自觉者能够使全世界有情，于身坏命终后，重生于善趣、天界吧。” 
        “好吧，村长，我就此事问你，你看怎么合适就怎么答。你觉得如何: 有此情形，有人是一位破
坏生命、偷盗、行不当性事、谎言、谗言、粗语、闲谈、有贪欲、有恶意、持妄见者。又有众人聚
集、集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说):‘愿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你觉得如
何，那人——得到众人的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身坏命终时，能否重生善趣、天界?” 
        “不能，世尊。” 
        “假定有人把一块巨石投入深湖，又有众人聚集、集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说):‘大
石啊，上升吧! 大石啊，浮起吧!大石啊，漂上岸吧!’你觉得如何，那块大石——得到众人的祈祷、
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能否上升、浮起、漂上岸?” 
        “不能，世尊。” 
        “同理于任何破坏生命、偷盗、行不当性事、说谎、谗言、粗语、闲谈、有贪欲、有恶意、持
妄见者。哪怕有众人聚集、聚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说)——‘愿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
于善趣、天界。’那人身坏命终时，仍将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界、地狱。  
        “再者，你觉得如何: 假定有人是一位戒破坏生命、戒偷盗、戒不当性事、戒谎言、戒谗言、戒
粗语、戒闲谈、无贪意、无恶意、持正见者。又有众人聚集、集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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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愿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界、地狱。’你觉得如何，那人——得到众人
的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身坏命终时，能否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域界、地狱?” 
        “不能，世尊。” 
        “假定有人把一罐酥油投入深水湖中，油罐破坏、残片下沉、酥油则上升。又有众人聚集、集
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说):‘酥油啊，沉没吧! 酥油啊，淹没吧! 酥油啊，下沉吧!’你觉

得如何，那酥油——得到众人的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能否沉没、淹没、下沉?” 
        “世尊，不能。” 
        “同理于任何破坏生命、偷盗、行不当性事、说谎、谗言、粗语、闲谈、有贪欲、有恶意、持
妄见者。哪怕有众人聚集、集会、祈祷、持颂、合掌于心前绕行(说)——‘愿此人身坏命终时，重生
于善趣、天界。’ ——身坏命终时，仍将重生于匮乏处、恶趣、低等界、地狱。” 

——SN42.6(相应部) 

 

禅定 
 

        “趋向自发重生(天界)之一切福德活动场地[福德行处,行福德方式]，不若慈心解脱[藉修慈达心解
脱]的十六分之一。慈心光明、光绚、光辉——远胜它们。 
        “正如一切星光不若月光的十六分之一，因为月光光明、光绚、光辉——远胜它们，更如此，
趋向自发重生天界之一切福德活动场地，不若慈心解脱的十六分之一，因为慈心光明、光绚、光辉

——远胜它们。” 
        “正如在雨季的末月、在秋季，天空晴朗无云，太阳升起时，光明、光绚、光辉，占领了被黑
暗浸没的空间，更如此，趋向自发重生天界的一切福德活动场地，不若慈心解脱的十六分之一， 
因为慈心光明、光绚、光辉——胜于它们。” 
        “正如晨星在黎明前的暗色中光明、光绚、光辉，更如此，趋向自发重生天界的一切福德活动

场地，不若慈心解脱的十六分之一，因为慈心光明、光绚、光辉——胜于它们。” 

以正念培育无量慈心， 
见取终止，结缚磨穿。 
 
以未腐败之心，仅对一人生慈意，亦得善巧。 
而圣者对一切众生具慈心，福德丰硕。 
 
诸先知，如王者征服了众生芸芸之地， 
四处祭奉: 马祭、人祭、水祭、苏摩祭、无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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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皆不若善修慈心的十六分之一， 
如一切星光，不若月光的十六分之一。 
 
既不杀生，也不令杀生; 既不征伐，也不令征伐， 
对一切众生具慈心，与任何人无敌意。 

——Iti 27(如是语) 

        “何为不善巧之根? 贪为不善巧之根，嗔为不善巧之根，痴为不善巧之根。此谓不善巧之根。 
        “何为善巧之根? 离贪为善巧之根，离嗔为善巧之根，离痴为善巧之根。此谓善巧之根。” 

——MN9(中部) 

        于是卡拉玛人往诣薄伽梵。到达时，有的向他顶礼后，坐于一边。有的与他相互问候，在友好
的问候与礼节后，坐于一边。有的合掌于胸前向他致意，坐于一边。有的自报姓名，坐于一边。有
的不出声，坐于一边。 
        坐于一边时，克萨普达的卡拉码人对薄伽梵说:“世尊，有些僧侣行者来到克萨普达。他们阐

述、颂扬自己的教义，但对他人的教义，却贬低、辱骂、鄙视、毁谤。又有其他僧侣行者来到克萨

普达。他们阐述、颂扬自己的教义，但对他人的教义，却贬低、辱骂、鄙视、毁谤。他们根本让我
们疑惑不定: 这些尊敬的僧侣行者们，哪些讲真话，那些在欺骗？ 
        “卡拉玛人，你们当然不确定。你们当然有疑惑。当有某些原因使你们疑惑、不确定，就像此
种情形时，卡拉玛人，不要只听从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感、可能性、
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导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法]是缺乏技巧的；这些素质是该

受责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批评；这些素质采纳施行时，趋向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当弃绝

它们。”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起贪欲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害。” 
        “此贪人为贪意左右，心受贪意控制: 他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说谎并诱使他人效
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伤害与苦痛。” 
        “正是，世尊。” 
        (同理于嗔与痴。) 
        “因此，卡拉玛人，我说过:‘不要只听从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
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老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 这些素质是善巧的；这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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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赞扬；这些素质采纳奉行时，趋向安宁与幸福’——那时你应

当进入、安住其中。’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卡拉玛人，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升起离贪之意时，是有益还是有害 ？” 
        “世尊，是有益。” 
        “此离贪之人不为贪意左右，心不受贪意控制: 他戒杀生、不予而取、追逐他人之妻、说谎并诱

使他人效仿，这一切皆有长远的安宁与幸福。” 
        “正是，世尊。” 
        (同理于离嗔与离痴) 
        “因此，卡拉玛人，我说过:‘不要只听从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
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老师”的想法。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善巧的；这些素
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赞扬；这些素质采纳奉行时，趋向安宁与幸福’——那时你应

当进入、安住其中。’ 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卡拉玛人，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决意——以满怀善意的觉知
[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东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
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

意。 
        “他以满怀同情的觉知[具悲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
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满怀同情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
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他以满怀随喜的觉知[具喜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
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满怀随喜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广博、广
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他以满怀舍离的觉知[具舍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
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增支部) 以满怀舍离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
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 
        “卡拉玛人，一位圣者的弟子——其心如此无敌意、无恶意、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得四种
保障。 
        “‘如果死后另有世界，如果善行恶行各有果报，那么以此为依据，身坏命终时，我将重生善
趣、天界。’这是他所得的第一种保障。 
        “‘不过，如果死后另无世界，如果善行恶行各无果报，那么此生此地，我离敌意、离恶意、离
困顿，自在地照顾自己。’这是他所得的第二种保障。 
        “‘如果恶由行为造成，我却不曾对任何人有过恶意。既未造恶业，苦又从何处触及我?’这是他
所得的第三种保障。  
        “‘如果，如果行为不造恶业，那么我可以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是清净的。’这是他所得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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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保障。 
        “一位圣者的弟子——其心如此离敌意、离恶意、清净无染——即时即地便得此四种保障。” 

——AN3.66(增支部) 

        尔时有众比丘往诣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于一边后，他们对他说:“世尊，方才在
舍卫城，一比丘被蛇噬中后死去。” 
        “比丘们，那位比丘必定未曾以具慈 之心[满怀善意的觉知]遍传四蛇王族。因为，他若以具慈 
之心遍传四蛇王族，他不会死于蛇噬。哪四蛇王族? 毗楼帕卡蛇王族、伊罗钵多蛇王族、舍婆子蛇
王族、黑瞿昙蛇王族。那位比丘必定未曾以慈心遍传四蛇王族。他若以慈心遍传四蛇王族，他不会
死于蛇噬。比丘们，我准许你们，为了自我保护、自我护卫、自我生存，以慈心遍传此四蛇王
族。” 

我对毗楼帕卡有慈心，  
我对伊罗钵多有慈心， 
我对舍婆子有慈心， 
我对黑瞿昙有慈心。 
 
我对无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双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四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多足众生有慈心。 
 
愿无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双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四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多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一切生物、一切有息生物、一切众生， 
每一个， 
有吉祥善运， 
愿它们无一面临险恶。 
 
佛无量、法无量、僧无量。 
爬行众生——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量。 
我作此保卫、我作此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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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它们离去。 
我礼敬薄伽梵， 
礼敬七位正自觉者。 

——AN4.67(增支部) 

        “比丘们，他人对你们说话，也许随带这五方面: 适时或非时、真或假、亲切或粗暴、有益或无
益、慈心或恨意。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适时，也许非时。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为真，也许为假。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亲切，也许粗暴。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有益，也许无益。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怀着慈心，也许怀着恨意。 
        “不管怎样，你们应当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
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

包容一切的宇宙——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假若有一人执锄、筐来说:‘我要使这大地成为非地。’他处处挖掘、处处撒土、处处吐唾、处

处解尿，一边说:‘成为非地，成为非地。’你们觉得如何——他能否使这大地成为非地? ” 
        “不能，世尊。为什么? 因为这大地既深又广。不易成为非地。那人只会得到疲倦与失望。 ” 
        “同样地，比丘们，他人对你们所说之语也许随带这五方面: 适时或非时、真或假、亲切或粗
暴、有益或无益、慈心或恨意。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适时，也许非时。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为

真，也许为假。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亲切，也许粗暴。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有益，也许无益。
他们对你们说话，也许怀着慈心，也许怀着恨意。不管怎样，你们应当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决不受
影响，我们决不讲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等同大地之具慈的觉

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包容一切的宇宙——广博、广大、无量、无
敌意、无恶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假若有一人手执紫胶、雌黄、绽蓝、或者锗红来说:‘我要在此虚空之中，画出图像、显现图

像。’你们觉得如何——他能否在虚空之中，画出图像、显现图像? ” 
        “不能，世尊。为什么? 因为虚空无形、无相。不易在虚空之中画出图像、显现图像。那人只
会得到疲倦与失望。” 
        “同样地，比丘们，他人对你们所说之语可能包含这五方面……不管怎样，你们应当训练自
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
等同虚空之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包容一切的宇宙——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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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假若有人执干草火炬来说:‘我要以此干草火炬令恒河升热、沸腾。’你们觉得如何——他能否
用这把干草火炬使恒河升热、沸腾?” 
        “不能，世尊。为什么? 因为恒河既深又广，不易以干草火炬使它升热、令它沸腾。 那人只会
收获疲倦与失望。 ” 
        “同样地， 比丘们，他人对你们所说之语可能包含这五方面……不管怎样，你们应当训练自
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
等同恒河之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包容一切的宇宙——广
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假若有一猫皮袋——捶击、善捶、捶透、柔软、如绸、无沙沙咯咯之声响。一人执杖或砾来
说:’我以此杖或砾，将此猫皮袋——捶击、善捶、捶透、柔软、如绸、无沙沙咯咯之声响者——令
它发出沙沙咯咯之声响。那么你们以为如何——他能否以此杖或砾，将此猫皮袋——捶击、善捶、
捶透、柔软、如绸、无沙沙咯咯之声响者——令它发出沙沙咯咯之声响? ” 
        “不能，世尊。为什么? 因为那猫皮袋已被捶击、善捶、捶透、柔软、如绸、无沙沙咯咯之声
响。不易以杖或砾令它发出沙沙咯咯之声响。那人只会得到疲倦与失望。” 
        “同样地，比丘们，他人对你们所说之语可能包含这五方面……不管怎样，你们应当训练自
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恶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
等同猫皮袋的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继续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包容一切的宇宙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你们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比丘们，即使强盗们野蛮地用一把双柄锯将你逐肢锯去，你们当中那些让自己的心升起嗔怒
者，还没有听从我的教导。即便那时，你们仍应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决不受影响，我们决不讲恶

语。我们将住于善意、无恨、同情那人的福利。我们将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他，以他为出发点，
我们将以具慈的觉知连续遍传包容一切的宇宙——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你们应

当那样训练自己。 
        “比丘们，假若常念此双柄锯之教喻，还有任何细微或粗糙的语言形式你们不堪忍受么? ” 
        “没有，世尊。 ” 
        “那么应当常念此双柄锯之教喻，那将是为了你们长远的利益与幸福。” 

——MN21(中部) 

为了解脱、获得宁静， 
善达目标者当如此行 
能干、端正、直接、 
易教、温和、不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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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易养、 
少管事、生活简朴、 
诸根寂静、技能完善、 
谦虚、对供养者不贪。 
不做任何事后受智者指责之事。 
想: 喜乐、平安，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一切众生， 
        无论软弱、强壮、 
        长、大、 
        中等、短小、 
        精细、粗显、 
        可见、不可见、 
        远、近、 
        已出生的、将投生的: 
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愿人们不相互欺骗、不鄙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不以怒意、敌意，愿他人受苦。 
如一位母亲舍命保护亲子、独子， 
他更应对一切众生长养无量之心。 
以对全宇宙的善意，长养无量之心: 
        自上、自下、周遭， 
        无障碍、无敌意、无恨意。 
        无论站、行、坐、臥， 
        凡清醒时， 
他应当确立此念。 
这称为即时即地的梵住之心。 
不受观念左右，有戒德与具足见， 
灭除了感官贪欲，他不再投胎。 

——Khp9(小部经集) 

        “贤明，念住，你们应当修无量定[即以无量慈、悲、喜、舍为修行业处所得之定]。一个人贤明、
念住，修成无量定时，当即自得五种智。哪五种? 
        “‘此定当下极乐，将来亦得极乐。’之智当即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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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定为圣定，非与肉欲之诱相关。’ 之智当即自得。 
        “‘此定非由低俗者证得。’ 之智当即自得。 
        “‘此定宁静、精致、得轻安、证一境、非藉造作约束维持境界。’ 之智当即自得。 
        “‘我具念入此定、具念出此定。’ 之智当即自得。 
        “贤明、念住，你们应当培育无量定。 一个人贤明、念住，修成无量定时，当即自得五种智。 
” 

——AN5.27(增支部) 

        “比丘们，一位慈心解脱得以培育、发展、修习、给予传播手段、给予根基、稳定、牢固、善
持者，可预期十一种利益。哪十一种? 
        “他安眠。安醒。不见恶梦。为人敬爱。为非人敬爱。天众守护他。火、毒、武器不能碰触
他。他的心入定迅速。他的肤色明亮。他临终不混淆。并且——若不能洞穿更高境界——他将往生
梵天界。 
        “此为一位慈心解脱得以培育、发展、修习、给予传播手段、给予根基、稳定、牢固、善持
者，可预期的十一种利益。 ” 

——AN11.16(增支部) 

        “既已离弃杀生，他戒杀生……(圣者的弟子)戒偷盗……他戒不当性事……他戒说谎……他戒
谗言……他戒谩骂……他戒闲谈。既已离弃觊觎，他无觊觎。既已离弃恶意与忿怒，他成为无恶意
者。既已离弃妄见，他成为持正见者。 
        “村长，圣者的那位弟子——如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坚定——以具慈的觉知，朝第一
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
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如一位强力的螺号手可
以朝四方无碍地传讯，同样地，慈心解脱如此发展、修习时，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
那里，不再停在那里。 
        “圣者的那位弟子……以具悲[同情]……具喜[随喜]……具舍[舍离]的觉知，朝第一方向、又朝第
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舍的觉知，朝包容
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如一位强力的螺号手可朝四方无碍地
传讯，同样地，舍心解脱如此发展、修习时，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那里，不再停在
那里。” 

——SN42.8(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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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们，我不说，已完成及累积之业[有动机的行为]，(其果报)未在此地此刻或在未来状态体
验，即可消除。我也不说，已完成与累 积之业，(其果报)尚未体验，即[成就]止息苦之业。 
        “圣者的那位弟子——由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念住——他以具慈的觉知，朝第一方向
(东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
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明辨:‘过去，我之
此心有限、未修。如今，我之此心已无量、善修。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那里，不再
停在那里。’ 
        “比丘们，你们以为如何: 假若那位青年，从少时起即修慈心解脱，他会作任何恶业么? ” 
        “世尊，不会。 ” 
        “既不作恶业，他会触及苦么? ” 
        “世尊，不会，因为当他不行恶业时，从何处触及苦? ” 
        “此慈心解脱，无论男女，皆当修。无论男女，皆不能带此色身离去。比丘们，死亡只有一念
之遥。(修此心解脱者)他明辨:‘此色身由业所生，凡此身已行之恶业，将全部在此(此生)体验。以后
将不再来。’如是修成之慈心解脱，将使在此地证得直觉智而未成就更高解脱的比丘趋向不还。 
        “圣者的那位弟子——由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念住——他以满怀同情的觉知，朝第一
方向…… 
        “圣者的那位弟子——由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念住——他以满怀随喜的觉知，朝第一
方向…… 
        “圣者的那位弟子——由此离贪、离嗔、离痴、警觉、念住——他以满怀舍离的觉知，朝第一
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满怀舍
离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明辨:‘过去，我
之此心有限、未修。如今，我之此心已无量、善修。凡已行之任何有限度之事，不再留在那里，不
再停在那里。’ 
        “比丘们，你们以为如何: 假若那位青年，从少时起，即修慈心解脱，他会作任何恶业么? ” 
        “世尊，不会。 ” 
        “既不作恶业，他会接触及苦么? ” 
        “世尊，不会，因为当他不行恶业时，从何处接触及苦? ” 
        “此舍心解脱，无论男女，皆当修。无论男女，皆不能带此色身离去。比丘们，死亡只有一念
之遥。(修此心解脱者)他明辨:‘此色身由业所生，凡此身已行之恶业，将全部在此(此生)体验。以后
将不再来。’如是修成之舍心解脱，将使在此地证得直觉智而未成就更高解脱的比丘趋向不还[得不
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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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0.208(增支部(增支部) 
原注: 巴利圣典协会增支部(增支部) 10-11的译者F.L.伍德华提到本经似由数处來源缀成。他举本段与下一段
之间、下一段与其后段之间的骤然中断为例证。 

        “比丘们，说‘某人凡以何等方式造业，那即是它的体验方式’之任何者，不可能梵行，无缘正
确止息苦。但是说‘当某人令业得如此如此之感受，那就是它的果报的体验方式’之任何者，有可能
梵行，有缘正确止息苦。 
        “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样一件小恶在即
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那么，何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有此情形，某人未修身(不净观)、未修戒德、未
修心、未修明辨: 狭促、心小、住于苦。这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那么，何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在即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有此情形，某人
修身、修戒德、修心、修明辨: 无限、心大、住于无量(心解脱)。这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在即刻当
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假若一人把一块盐投进杯中少量水里。你们觉得如何? 杯中水是否因那块盐而变得味咸、不
适饮? ” 
        “世尊，是的。为什么? 杯中水只有少量，因为那块盐而变得味咸、不适饮? ” 
        “那么，假若一人把一块盐投进恒河。你们觉得如何? 恒河水是否因那块盐而变得味咸、不适
饮? ” 
        “不，世尊。为什么? 因为恒河水巨量，不会因为那块盐而变得味咸、不适饮。” 
        “同样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样一件小
恶在即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有此情形，某人因半钱(卡哈巴那)被投进监狱、因一钱被投进监狱、因一百钱被投进监狱。
有此情形，另一人不因半钱被投进监狱、不因一钱被投进监狱、不因一百钱被投进监狱。那么，是
什么人因半钱……因一钱……因一百钱被投进监狱? 有此情形，某人贫穷、少资、寡财。是这种人
因半钱……因一钱……因一百钱被投进监狱。那么，是什么人不因半钱……不因一钱……不因一百
钱被投进监狱? 有此情形，某人富有、多资、多财。是这种人不因半钱……不因一钱……不因一百
钱被投进监狱。 
        “同样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样一件小
恶在即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正如屠羊者对一盗羊者有魄力打、绑、杀、或任意处置、但对另一盗羊者无魄力打、绑、
杀、或任意处置。那么，何种人盗羊时，屠羊者有魄力打、绑、杀、或任意处置? 有此情形，某人
贫穷、少资、寡财。是这种盗羊者，屠羊者有魄力打、绑、杀、或任意处置。那么，当何种人盗羊
时，屠羊者无魄力打、绑、杀、或任意处置? 有此情形，某人富有、多资、多财，是一位国王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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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大臣。是这种人盗羊时，屠羊者无魄力打、绑、杀、或任意处置。他只能双手合于心前乞
求:‘请大人把羊或羊的价钱给我。’ 
        “同样地，有此情形，某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有此情形，另一人所行之同样一件小
恶在即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那么，何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有此情形，某人未修身、未修戒德、未修心、
未修明辨: 狭促、心小、住于苦。这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把他带入地狱。 
        “那么，何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在即刻当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有此情形，某人
修身、修戒德、修心、修明辨: 无限、心大、住于无量(心解脱)。这种人所行之一件小恶在即刻当
下被体验，大部分仅显现于刹那间。  
        “比丘们，说‘某人凡以何等方式造业，那即是它的体验方式’之任何者，不可能梵行，无缘正
确止息苦。但是说‘当某人令业得如此如此之感受，那就是它的果报的体验方式’之任何者，有可能
梵行，有缘正确止息苦。” 

——AN3.99(增支部)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许说:‘尽管善意作为我的心解脱，已被我发展、修习、调御、作为基
础、稳定、牢固、善持，恶意仍继续控制我的心。’应当告诉他:‘不要那样说，不应那样讲。不要误

传薄伽梵，因为误传薄伽梵是不对的，薄伽梵不会那样讲。当善意作为心解脱，已被发展、修习、
调御、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时——恶意仍继续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的。那个可
能性不存在，因为这就是逃离恶意: 慈心解脱。’ 
        “再者，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许说:‘尽管同情作为我的心解脱，已被我发展、修习、调御、
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害意仍继续控制我的心。’应当告诉他:‘不要那样说，不应那样讲。
不要误传薄伽梵，因为误传薄伽梵是不对的， 薄伽梵不会那样讲。当同情作为心解脱，已被发

展、修习、调御、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时——害意仍继续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
的。那个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这就是逃离害意: 悲心解脱。’ 
        “再者，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许说:‘尽管随喜作为我的心解脱，已被我发展、修习、调御、
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怨意仍继续控制我的心。’应当告诉他:‘不要那样说，不应那样讲。
不要误传薄伽梵，因为误传薄伽梵是不对的， 薄伽梵不会那样讲。当随喜作为心解脱，已被发

展、修习、调御、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时——怨意仍继续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
的。那个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这就是逃离怨意: 喜心解脱。’ 
        “再者，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也许说:‘尽管舍离作为我的心解脱，已被我发展、修习、调御、
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欲意仍继续控制我的心。’应当告诉他:‘不要那样说，不应那样讲。
不要误传薄伽梵，因为误传薄伽梵是不对的，薄伽梵不会那样讲。当舍离作为心解脱，已被发展、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Sutta/StudyGuidePunna.htm (45 of 53) [12/31/2010 10:46:33 PM]



福德-巴利经文选读

修习、调御、作为基础、稳定、牢固、善持时——欲意仍继续控制心，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的。
那个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这就是逃离欲意: 舍心解脱。’ ” 

——AN6.13(增支部) 

        “慈心解脱[藉修慈入定得心解脱]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么，它的殊胜、果报、终极是什么?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慈心培育念觉支，依靠独居……离欲……止息，得以放开。他以慈心
培育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依靠独居……离
欲……止息，得以放开。他若愿意，则在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住于辨识可厌。他若愿意，则在非可
厌存在的情形下住于辨识可厌。他若愿意，则在非可厌与可厌存在的情形下住于辨识可厌。他若愿
意，则在可厌与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住于辨识非可厌。他若愿意——在可厌与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断离两者，住于舍离、警觉、念住。或者，他可以进入、安住善妙的解脱。我告诉你
们，比丘们对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脱者——慈心解脱以善妙为其殊胜。 
        “那么，悲心解脱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么，它的殊胜、果报、终极是什么?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悲心培育念觉支……他若愿意——在可厌与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断离两者，住于舍离、警觉、念住。或者，随着对色(身体)之辨识的彻底超越，随着对阻碍
之辨识的消失，不注意辨识多样性，(而辨识):‘空无边，’他进入、安住空无边的域场。我告诉你
们，比丘们，对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脱者——悲心解脱以空无边处为其殊胜。 
        “那么，悲心解脱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么，它的殊胜，果报，终极是什么?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喜心培育念觉支……他若愿意——在可厌与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断离两者，住于舍离、警觉、念住。或者，随着彻底超越空无边处之辨识，(想):‘识无
边，’他进入、安住识无边的域场。我告诉你们，比丘们，对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脱者——喜心解脱
以识无边处为其殊胜。 
        “那么，舍心解脱既修成，它的趣向是什么，它的殊胜、果报、终极是什么?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以舍心……培育念觉支……他若愿意——在可厌与非可厌存在的情形下
——使自己断离两者，住于舍离、警觉、念住。或者，随着彻底超越识无边处之辨识，(想):‘无所
有，’他进入、安住无所有的域场。我告诉你们，比丘们，对一位未穿透更高解脱者——舍心解脱
以无所有处为其殊胜。 ” 

——SN46.54(相应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善意的觉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东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
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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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品尝它、渴望它、藉此得满足。住于它——固定于
它、常居于它、不离落它——那么，死时，他重现于梵众天之天神中。比丘们，梵众天之天神的寿
命有一劫。凡夫在彼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去地狱、动物胎、饿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子在彼
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就在该生存态得解脱。比丘们，这就是圣者弟子与凡夫，有趣向、有重现

时，两者之间的不同、差异、区别。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同情的觉知[具悲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

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
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品尝它、渴望它、藉此得满足。住于它——固定于它、常居
于它、不离落它——那么，死时，他重现于光音天之天神中。比丘们，光音天之天神的寿命有两
劫。凡夫在彼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去地狱、动物胎、饿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子在彼处，耗
尽天神的寿命后，就在该生存态得解脱。比丘们，这就是圣者弟子与凡夫，有趣向、有重现时，两
者之间的不同、差异、区别。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随喜的觉知[具喜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

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传: 广
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品尝它、渴望它、藉此得满足。住于它——固定于它、常居
于它、不离落它——那么，死时，他重现于遍净天之天神中。比丘们，遍净天之天神的寿命有四
劫。凡夫在彼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去地狱、动物胎、饿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子在彼处，耗
尽天神的寿命后，就在该生存态得解脱。比丘们，这就是圣者弟子与凡夫，有趣向、有重现时，两
者之间的不同、差异、区别。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舍离的觉知[具舍之心]，朝第一方向、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向连续

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满怀舍离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
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品尝它、渴望它、藉此得满足。住于它——固定于
它、常居于它、不离落它——那么，死时他重生于广果天之天神中。比丘们，广果天之天神的寿命
有五百劫。凡夫在彼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去地狱、动物胎、饿鬼界。然而，薄伽梵的弟子在彼
处，耗尽天神的寿命后，就在该生存态得解脱。比丘们，这就是圣者弟子与凡夫，有趣向、有重现

时，两者之间的不同、差异、区别。 ”[2] 

——AN4.125(增支部) 

[1]原注:光音天、遍净天[直译:黑美]、广果天的天神都是色界层次的梵天。 
[2]原注:本经与增支部4.123一起读时给人印象是，以修习无量慈心只能得初禅，而下两个无量境界——悲
与喜——只能分别得第二与第三禅那。然而，下文的AN8.63表明，这四种无量境界都能一路引向第四禅。
那部经与本经的不同之处在于修习这些境界的行者对该境界的态度。在那部经中，此人特意以该境界作为
培育所有四禅的基础。本经中，此人只享受该境界而住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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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比丘往诣薄伽梵，到达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说:“善哉薄伽梵若为我简要说

法，使我从薄伽梵处闻法后，独居远离: 审慎、精勤、决意。” 
        “不过，某些低俗之人正是如此求法，为说法后，却以为应该紧随于我。” 
        “愿薄伽梵为我简要说法! 愿善逝者为我简要说法! 也许我能领悟薄伽梵之言。也许我能成为薄
伽梵言教的继承者。” 
        “那么，比丘，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我的心将朝内确立、善持。恶法、非善巧法[素质]一旦升
起，无一将继续毁坏心。’你应当那样训练自己。 
        “接下来，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慈，作为我的心解脱，应当发展、修习、给予传播手段、给

予根基、稳定、牢固、善持。’你应当那样训练自己。当你修得此定时，应以寻想与评估发展此
定、应以无寻想[寻]与少量评估[伺]发展它、应以无寻想与无评估发展它、应以喜感……非喜
感……乐感……应以舍离发展它。 
        “当此定如此发展、如此善修之后，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悲，作为我的心解脱……随喜，作
为我的心解脱……舍，作为我的心解脱，应当发展、修习、给予传播手段、给予根基、稳定、牢
固、善持。’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当你修得此定时，应以寻想与评估发展此定、应以无寻想与少
量评估发展它、应以无寻想与无评估发展它、应以喜感……非喜感……乐感……应以舍离发展它。 
        “当此定如此发展、如此善修后，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我将住于观色身——精勤、警觉、念
住——把对世间的贪与苦放在一边。’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当你修得此定时，应以寻想与评估发

展此定、应以无寻想与少量评估发展它、应以无寻想与无评估发展它，应以喜感……非喜感……乐

感……应以舍离发展它。 
        “当此定如此发展、如此善修后，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我将住于观受——精勤、警觉、念住
——把对世间的贪与苦放在一边。’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当你修得此定时，应以寻想与评估发展
此定、应以无寻想与少量评估发展它、应以无寻想与无评估发展它、应以喜感……非喜感……乐

感……应以舍离发展它。 
        “当此定如此修习、如此善修后，凡行处，安适而行。凡立处，安适而立。凡坐处，安适而
坐。凡卧处，安适而卧。” 
        于是那位比丘，被薄伽梵的训诫所训诫，离座起身，对薄伽梵右绕后离去。独居远离: 审慎、
精勤、决意，他不久即达到、安住梵行的至上目标——族姓子为此正当出家，即时即地亲证自知。
他了知: 生已止，梵行已圆满，任务已完成，此世界不再有为。”于是他成为另一位阿罗汉。 

——AN8.63(增支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善意的觉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东方)、又朝第二、第三、第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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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宇宙连续遍
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把凡与色、受、想、形、识相关的一切现象视为无
常、苦、病症、造作、箭、痛、疾、异物、破坏、空性、非我。身坏命终时，他重现于净居天的天
神之中。这种重生是不同于凡人的。 ” 
        (同理于悲、喜、舍。) 

——AN4.126(增支部) 

        “有此情形，某人以满怀善意的觉知[具慈之心]，朝第一方向(东方)、又朝第二、第三、(增支
部) 第四方向连续遍传。如此朝上、下、一切方向、处处、全部，他以具慈的觉知，朝包容一切的
宇宙连续遍传: 广博、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他对此观想，则明辨:‘此慈心解脱是造作、
意作的。凡造作、意作者，皆是无常、会止息的。’正是住于彼处，他达到心漏的终结。或者，若
未达到——则由于此法爱、此法喜、由于五下分结的彻底消褪——他将重生(净居天)，在那里彻底
解脱，从彼世界再不还此。 
        “家主，这也是薄伽梵——那位知者、见者、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说之一法[素质]，住于其
中，审慎、精勤、决意，一位比丘解脱尚未解脱之心，灭尽尚未灭尽之漏，证得尚未证 得的离轭

之殊胜安稳。” 
        (同理于慈心解脱、喜心解脱、舍心解脱。) 

——MN52(中部) 

证入流果的福德 

        比丘们，有此四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乐的滋润。哪四种?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拥有对佛陀的确信:‘薄伽梵确是一位尊贵者、正自觉者、明行
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薄伽梵。’这是第一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
源、喜乐的滋润。 
        “再者，圣者的弟子拥有对法的确信:‘法由薄伽梵善说，此时此地可见，无时相、邀人证实、
贴切、由智者亲身证悟。’这是第二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乐的滋润。　 
        “再者，圣者的弟子拥有对僧伽的确信:‘世尊的僧伽弟子们行道正善……他们行道正直……有
方……卓越——换句话说，四双圣弟子们、八辈圣弟子们——他们是世尊的僧伽弟子，值得布施、
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他们是世界的无上福田。’这是第三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
源、喜乐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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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圣者的弟子拥有为圣者们欣赏的戒德: 不破不坏、无暇无疵、使解脱、受智者赞扬、无
染、趋向正定。”这是第四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乐的滋润。 
        这就是四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乐的滋润。” 

——SN55.31(相应部) 

SN 55.32把第四种福德的富源定义为: 
        “再者，圣者的这位弟子，居于家中，觉知洗净了悭吝之染，慷慨大方、宽宏大度、回应所
求、乐于布施僧食物。” 
SN55.33如此定义: 
        “再者，圣者的弟子有明辨，拥有明察生灭的能力——尊贵、有洞察力、趋向苦的正确止息。” 
        “正如大海之水难以用‘有这几桶、几百桶、几千桶、千万桶水’来衡量。只能说这是不可估
算、不可测度的巨量之水，同样地，当圣者的一位弟子拥有此四种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时，这

福德难以用‘有这等数量的福德的富源、善巧的富源、喜乐的滋养，如天界、果报成熟之喜乐趋向
天界、趋向欣悦、愉快、适意、幸福与利益’来衡量，只能说这是不可估算、不可测度的巨量福
德。” 

——SN55.41(相应部) 

        (阿难尊者为给孤独讲前一组福德的富源:) “一位受圣者良好教育的弟子，拥有这四种素养，死
时对来世无恐惧、无惊惶、无畏惧。” 

——SN50.27(相应部) 

        “有此情形，那人已无疑问、混淆，已得对真法之确信[净信]。接着他得重病卧床。随着他重病
卧床时，心有此想:‘我已无疑问、混淆。我已得对真法之确信。’他不悲伤、不痛苦、不哀哭、捶
胸、狂乱。这也是一位临死时，对死亡无惧、无畏者。” 

——AN4.184(增支部) 

        (佛陀与离车维族的大臣难陀迦谈到有关初果者的素养):“拥有此四素养[四法]的圣者的弟子，是
一位初果者，已确定、永不坠恶趣[得不坠恶之法]、趋向自我觉醒。 
        “再者，拥有此四素养的圣弟子，与人界或天界的长寿相关联[相应]、与人界或天界的喜乐相关
联、与人界或天界的地位相关联、与人界或天界的影响力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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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陀迦，我对你说此，非是从其他婆罗门、沙门处听来，而是我亲知、亲见、亲证之后告诉

你的。” 
        讲此话时，有人对离车维族的大臣难陀迦说:“大人该沐浴了。” 
        (难陀迦答:)“我说，无需这外在沐浴了，我已满足这内在沐浴：对世尊的净信。” 

——SN55.30(相应部) 

        接着，世尊以指端取起一粒微尘，对诸比丘说:“比丘们，你们以为如何? 哪个更多: 是我以指端
取起之微尘，还是大地之土？” 
        “世尊，大地之土量远多。世尊以指端取起之微尘，根本不算什么。世尊以指端取起之微尘，
与大地之土相比，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比丘们，同样地，一位有具足见的圣者弟子，一位已突破(入流)者，总体终结与止息之苦量
远多。所余至多七次的轮回，根本不算什么：与过去那大团苦相比，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
万分之一。比丘们，突入法流之利益巨大如此。得法眼之利益巨大如此。” 

——SN13.1(相应部) 

君临大地， 
升入天界， 
统治一切域界: 
        入流的果报， 
        胜于它们。 

——Dhp178(法句经) 

超越福德 
 

立于一边时，优多罗天子在薄伽梵面前口诵此偈: 
生命在流逝， 
寿限几无多。 
随衰老逝去者， 
无安稳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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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时既知此险恶， 
当行得喜乐之福德。 
(佛陀:) 
生命在流逝， 
寿限几无多。 
随衰老逝去者， 
无安稳庇护所。 
死亡时既知此险恶， 
当弃世间饵求宁静。 

——SN2.19(相应部) 

心未被[欲望]浸湿， 
心未被[仇恨]击溃， 
福德、邪恶皆弃去， 
警醒者，无险亦无畏。 

——Dhp39(法句经) 

此处的福德与邪恶， 
        两者的执取他已超越—— 
无忧、离尘、已清净， 
        他是我说的婆罗门。 

——Dhp412(法句经) 

名词解释: 
Arahat: 阿罗汉;尊贵者; 清净者——心已无有杂染之漏，故不再重生者。这是佛陀及已证得最高果
位诸圣弟子的称号。 
Asava: 漏; 杂乱; 流出; 指四种素质: 感官之欲、观念[见]、有生、无明——亦即制造死亡与重生轮回
的洪流——自心之“流出”。 
Brahma: 梵天，高等无色界天的居住者。 
Deva(devata): 意为“发光者”，天界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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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 法。(1)事件; 行动; (2)现象本身; 事物本相; (3)心理素质; (4)教义; 教说; (5)涅槃(但又有段
落把涅槃描述为对一切法的弃离)。梵文为Dharma。 
Jhana: 禅那。一种以某一种体感或心理概念为单一专注对象的高度入定状态。与之同源的一个动

词为 jhayati，意为以安静、稳定之火的燃烧。 
Kamma: 业，有动机的行为。梵文为Karma。 
Nibbana: 真实意义上把心从贪、嗔、痴，从整个死亡重生当中“解脱”出来。由于该词也指火的熄
灭，它因此带有寂止、冷却、宁静的涵义。“般涅槃”(彻底涅槃)在某些情形下指觉醒的体验; 在另
一些情形下指一位阿罗汉的最后逝世。梵文为Nirvana。 
Sangha: 僧伽。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尼团体。理想意义上指佛陀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者之中，已
至少证得第一觉醒层次者。 
Sutta: 经文。 
Tathagata: 如来; 意为“已成就真者(tatha-agata)”，该名号在古印度用以形容证得最高宗教目标者。
在佛教中，通常指佛陀，但偶尔也指他的阿罗汉弟子。 
Vinaya: 僧伽戒律。 

福德回向诵文 
sabbe satta sada hontu 

avera sukha-jivino 
katam punna-phalam mayham 

sabbe bhagi bhavantu te 

愿一切众生安乐活命，常离敌怨。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完]  

 

最近訂正 5-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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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圣谛 

Noble Truth of Dukkha 
dukkha ariya sacc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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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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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定义 
        “比丘们，此为 dukkha圣谛： 生为 dukkha、老为 dukkha、死为 dukkha，忧、哀、痛、悲、
惨 为 dukkha；与不爱者相处为 dukkha，与爱者离别为 dukkha、所求不得为 dukkha：简言之，五
种执取之蕴为 dukkha。” 
[中译按: 本段对dukkha的提示,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例举。] 

——SNLVI11(相应部)

 
舍利弗的阐述 
        [舍利弗尊者:] “贤友们，何为苦圣谛? 生苦、老苦、死苦；忧、哀、痛、悲、惨苦；与不爱

者相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五种执取之蕴苦。 
        “何为生? 凡诸有情，于此类、彼类有情中出生、投生、生下、出现、五蕴显现、得其[感受]

域界: 那便是生。 
        “何为老? 凡诸有情，于此类、彼类有情中衰老、朽坏、破损、发白、皮皱、生命力下降、诸

根衰退: 那便是老。 
        “何为死? 凡诸有情，于此类、彼类有情中死亡、死去、破灭、消失、灭去、命终、五蕴分
解、色身弃去、命根中断: 那便是死。 
        “何为忧?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触者，其忧苦、忧郁、忧伤、内忧苦、内忧伤: 那便是
忧。 
        “何为哀?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触者，其哀哭、哀痛、哀泣、哀号、哀叹: 那便是哀。 
        “何为痛?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触者，其身之痛、身之不适、体触所生之痛与不适: 那便
是痛。 
        “何为悲?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触者，其心之痛、心之不适、意触所生之痛与不适: 那便
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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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惨[绝望]? 凡遭不幸、受痛苦之物所触者，其绝望、失望、无望: 那便是惨。 
        “何为与与不爱者相处之苦? 有此情形，不可喜、不可乐、不美的色、声、香、味、触感对他
升起; 或者他与那些对他有恶意、伤害意、愿他不适、愿他无安全的人们，有关联、有接触、有
交往、有交流: 那便是与不爱者相处之苦。 
        “何为与爱者离别之苦? 有此情形，可喜、可乐、美妙的色、声、香、味、触感不对他升起; 
或者他既与那些对他有善意、增益意、愿他舒适、愿他安稳的人们，又与他的父母、兄弟、姊
妹、友人、伴侣、亲戚，无关联、无接触、无交往、无交流: 那便是与爱者离别之苦。 
        “何为所求不得之苦? 因有重生，遂生此愿:‘喔，愿我们不再重生、愿重生不再光顾我们。’ 
然而，藉想求不能达成此愿。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众有情因受老……病……死……忧……
哀……痛……悲……惨，遂生此愿: ‘唉，愿我们不再有老……病……死……忧……哀……痛……
悲……惨、愿老……病……死……忧……哀……痛……悲……惨不再光顾我们。’ 然而，藉想求
不能达成此愿。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 

——MN141(中部)

 
从官感角度的定义 
        “何为 dukkha圣谛?  答案应该是: ‘六种内在感知媒介’。哪六种? 眼的媒介……耳……鼻……
舌……身……识。这就叫做 dukkha 圣谛。”

——SNLV114(相应部)

 
dukkha如炽火 
        “这一切在燃烧。哪一切在燃烧? 眼在燃烧。形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触在燃烧。凡是依
赖于眼触而升起的——乐感、痛感、不乐不痛感——也在燃烧。燃起了什么? 燃起了欲望之火、
怒意之火、痴迷之火。我告诉你们，燃起了生、老、死，燃起了忧、哀、痛、悲、惨。  
        “耳在燃烧。声音在燃烧…… 
        “鼻在燃烧。气息在燃烧…… 
        “舌在燃烧。味觉在燃烧…… 
        “身在燃烧。触觉在燃烧…… 
        “心在燃烧。观念在燃烧。意识在燃烧。意触在燃烧。凡是依赖于心智接触而升起的——乐

感、痛感、不乐不痛感——也在燃烧。燃起了什么? 燃起了欲望之火、怒意之火、痴迷之火。我
说，燃起了生、老、死， 燃起了忧、哀、痛、悲、惨。” 

——SNXXXV.28(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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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解 dukkha 
        “应了解 dukkha应了解 dukkha转起运作之因。应了解 dukkha的多样。应了解 dukkha之果。应

了解 dukkha的止息。应了解 dukkha的止息之路。’ 是这么说的。是指哪方面而说?" 
        “生为 dukkha、老为 dukkha、死为 dukkha，忧、哀、痛、悲、惨为 dukkha；与不爱者相处为 
dukkha、与爱者离别为 dukkha、所求不得为 dukkha：简言之，五种执取之蕴为 dukkha。 
        “何为 dukkha转起运作之因? 渴求为 dukkha 转起运作之因。 

        “何为 dukkha的多样? 有大、有小的 dukkha ，有消退快、消退慢的 dukkha。这就是 dukkha 的
多样。 
        “何为 dukkha之果? 有这些情形，一个人被苦痛压倒，他内心疲惫、悲伤、痛悼、哀叹、捶
胸、昏乱起来。或者，一个人被苦痛压倒，他内心疲惫、便外出寻索，‘有谁知道终止这苦痛的
一两个办法?’ 比丘们，我告诉你们， dukkha或者导致昏乱、或者导致寻索。这就是 dukkha之
果。 
        “何为 dukkha的止息? 从渴求的止息，导致了 dukkha的止息; 正是这八圣道——正见、正志、
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趋向 dukkha 止息的修持之道。 

        “当一位圣者的弟子辨知， dukkha是这般、 dukkha转起运作之因是这般、 dukkha的多样是这

般、 dukkha之果是这般、 dukkha的止息是这般、 dukkha的止息之道是这般，那么他即辨知，这

个洞察(真相)的梵行，为 dukkha的止息。”
——ANVI63(增支部)

相关连接: 
        第二圣谛 
        第三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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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苦因圣谛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Dukkha之因圣谛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 of Dukkha 

dukkha samudaya ariya sacc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定义  
        “比丘们，这是苦因圣谛：引起进一步缘起的渴求——带著贪欲与喜爱、随时享受这与那
——换句话说，是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缘起[有生]的渴求、对非缘起[无生]的渴求。” 

——SNLVI11(相应部)

 
渴求必然导致更多的苦

如果这粘著、粗俗的渴求， 
        把你压倒在世， 
你的忧愁会如 
        雨后野草般疯长。 
 
如果在世间， 
        你压倒这粘著、粗俗的渴求， 
难逃的忧愁会如 
        莲上水珠般滚离。 

——Dhp 335-336(法句经)
 

如果树根 
        完好、强壮 
树干砍倒 
        仍会重长。 
 
同样，潜伏的渴求 
        不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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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苦因圣谛

这个苦 
        会一次次重生。 

——Dhp 338(法句经)

 
放下渴求，开启觉醒的可能性 
        “比丘们，任何渴求形色的欲望与贪爱，是一种心的杂染。任何渴求声音……渴求气息……
渴求味感……渴求触觉……渴求观念的欲望与贪爱，是一种心的杂染。对于这六根，弃绝了觉知
的杂染时，心则趋向出离。长养了出离的心，易受教，可以亲证值得证悟的素质。” 

——SNXXVII.9(相应部)

相关连接: 
        第三圣谛 
        第四圣谛 
        第一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index.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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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灭苦圣谛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Dukkha 的止息圣谛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dukkha nirodho ariya saccas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
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排、
重印、印发。然而，编者希望
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
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
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
稹，http://www.theravadacn.
org， 流通条件如上。转载时
请包括本站连接，并登载本版
权声明。 

定义 
        “比丘们，这是灭苦圣谛：对该渴求不着余迹的消退、止息、出离、舍弃、解脱、放下。” 

——SNLVI11(相应部)

 
无欲至上 
        “在一切造作与非造作的素质之中，无欲的素质——即制服沉醉、消灭渴望、拔除执着、斩

断轮回、摧毁渴求、无欲、止息、实现解脱——至上。对无欲素质有信心者，是对至上素质有信
心; 对至上素质有信心者，会得至上果报。”

——Iti 90(如是语)

 
寂止: 终点的标志 
        这是宁静、这是极致——一切造作的寂止、一切攫取的舍弃、渴求的终结; 无欲; 止息; 涅
槃。”

——MN64(中部)

 
揭示苦因  
        “比丘们，我告诉你们，漏的终结，有知有见者才得成就，无知无见者不可得。知何见何
者，才有漏的终结? ‘色是这般、其因是这般、其灭是这般。受是这般、其因是这般、其灭是这

般。想是这般、其因是这般、其灭是这般。想是这般、其因是这般、其灭是这般。识是这般、其
因是这般、其灭是这般。' 漏的终结，有如此知、如此见者才 得成就。  
        “我告诉你们，在终结(漏尽)时 对终结的了解，有先决条件，非无先决条件。其先决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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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灭苦圣谛

什么? 是解脱……我告诉你们，解脱有先决条件，非无先决条件。其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无
欲……是厌离……是如实知见(知识与景象)……是定力……是乐……是宁静……是喜……是
欢……是信念……是苦……是生……是缘起……是执取……是渴求……是感受……是接触……是
六种感官媒体……是名色……是意识……是造作……我告诉你们，造作有先决条件， 非无先决条
件。其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无明……” 
        “正如天神在高山施降暴雨、雷霆：雨水沿坡而下，注入山坳、山峡、山沟。山坳、山峡、
山沟盈满时，注入小池; 小池盈满时，注入大湖……小溪……大河。大河盈满时，注入大洋. 同样

地， 
造作以无明为先决条件， 
意识以造作为先决条件， 
名色以意识为先决条件， 
六种感官媒介(六处)以名色为先决条件， 
接触以六种感官媒介为先决条件， 
感受以接触为先决条件， 
渴求以感受为先决条件， 
执取以渴求为先决条件， 
缘起以执取为先决条件， 
出生以缘起为先决条件， 
苦与紧张以出生为先决条件， 
信念以苦与紧张为先决条件， 
欢快以信念为先决条件， 
至喜以欢快为先决条件， 
宁静以至喜为先决条件， 
愉乐以宁静为先决条件， 
定力以愉乐为先决条件，  
如实知见以定力为先决条件， 
厌离以如实知见为先决条件， 
无欲以厌离为先决条件， 
解脱以无欲为先决条件， 
终结之智(漏尽智)以解脱为先决条件。” 

(漏尽)时 对终结的了解，有先决条件，非无先决条件。其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解脱……我告诉你
们，解脱有先决条件，非无先决条件。其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无欲.....是厌离……是如实知见(知识

与景象)……是定力……是乐……是宁静……是喜……是欢……是信念……是苦……是 生……是
缘起……是执取……是渴求……是感受……是接触……是六种感官媒体……是名色……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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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造作……我告诉你们，造作有先决条件， 非无先决条件。其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无
明……” 

        “正如天神在高山施降暴雨、雷霆：雨水沿坡而下，注入山坳、山峡、山沟。山坳、山峡、
山沟盈满时，注入小池; 小池盈满时，注入大湖……小溪……大河。大河盈满时，注入大洋，同
样地， 

造作以无明为先决条件， 
意识以造作为先决条件， 
名色以意识为先决条件， 
六种感官媒介(六处)以名色为先决条件， 
接触以六种感官媒介为先决条件， 
感受以接触为先决条件， 
渴求以感受为先决条件， 

执取以渴求为先决条件， 
缘起以执取为先决条件， 
出生以缘起为先决条件， 
苦与紧张以出生为先决条件， 

信念以苦与紧张为先决条件， 
欢快以信念为先决条件， 
至喜以欢快为先决条件， 
宁静以至喜为先决条件， 
愉乐以宁静为先决条件， 
定力以愉乐为先决条件，  

如实知见以定力为先决条件， 
厌离以如实知见为先决条件， 
无欲以厌离为先决条件， 
解脱以无欲为先决条件， 
终结之智(漏尽智)以解脱为先决条件。” 

——SNXI 123(相应部) 

 
非喜非痛升起之处 
        “由该无明不着余迹的消退与止息， 乐与苦从内在升起所缘的色身[感]则不复存在。乐与苦
从内在升起所缘的言语则不复存在乐与苦从内在升起所缘的意识则不复存在。乐与苦从内在升起
所缘的域场、地点、维度、主题则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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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XII25(相应部)

 
此/彼依缘 
        “他藉著明辨，正确地找到、正确地培养成哪一种尊贵法门?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注
意到: 

有此，则有彼 
此的升起，导致彼的升起， 
无此，则无彼 
此的止息，导致彼的止息。 

        “换句话说:
以无明为前提，升起造作(行蕴)， 
以造作为前提，升起意识， 
以意识为前提，升起名色， 
以名色为前提，升起六种感知媒介， 
以六种感知媒介为前提，升起接触， 
以接触为前提，升起感受， 
以感受为前提，升起渴求， 
以渴求为前提，升起执取/维持， 
以执取/维持为前提，升起缘起， 
以缘起为前提，升起出生，

        以生为前提，接下来老、死、忧、哀、痛、悲、惨．便都升起运作。 若大一堆紧张、苦痛便
是这样起源的。 
        “接下来，从该无明不著余迹的退隐、止息，导致了造作的止息。从造作的止息，导致了意
识的止息。从意识的止息，导致了名色的止息。从名色的止息，导致了六种感知媒体的止息。从
六种感知媒体的止息，导致了接触的止息。从接触的止息，导致了感受的止息。从感受的止息，
导致了渴望的止息。从渴望的止息，导致了执取/维持的止息。从执取/维持的止息，导致了出生
的止息。从生的止息，导致了老、死、忧、哀、痛、悲、惨的全部止息。若大一堆紧张、苦痛便
是这样止息。  
        “这就是他藉著明辨，正确地找到、正确地培养成的尊贵法门。” 

——ANX92 (增支部)

相关连接: 
        四圣谛 
        第四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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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3/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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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灭苦之道圣谛 八圣道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Dukkha 止息之道圣谛 
The Noble Truth of the Path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dukkha nirodha gamini patipada ariya sacc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八圣道 
        “比丘们，这是灭苦之道圣谛: 正是这条八圣道: 正见、 正志、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
进、 正念、 正定。” 

——SN LVI.11(相应部)

 
八圣道的三分属 
        [尊者尼达摩迪那出家前的丈夫毗沙卡:] “那么，圣尼，这三蕴[戒、定、明辨]属于八圣道之
下，还是八圣道属于三蕴之下? ” 
        [尊者尼达摩迪那:] “毗沙卡贤友，这三蕴不属于八圣道之下，但八圣道属于三蕴之下: 正语、
正业、正命属于戒蘊， 正精进、正念、正定属于定 蘊，正见与正志属于明辨蘊。” 

——MN44(中部)

 
古道的重新发现  
        “正好比一个人沿着荒野足迹行 走，发现了一条古径、一条古道，曾为古人所行。他沿着它
走。沿着走时，他看见一座古城，一座古人集居的古都，带着庭园、矮树、池塘，城墙环绕，赏

心悦目。他去对国王、大臣们说: ‘大人，你要知道，我沿着荒野足迹行 走，发现了一条古径、一
条古道，曾为古人所行……我沿路而走……我看见一座古城，一座前人集居的古都，带着庭园、
矮树、池塘、城墙环绕，赏心悦目。大人，重建那座城吧。’ 国王与大臣们便重建古城，后来那
座城变得强大、富有、人众、昌盛、繁荣。 
        “同样地，我看见了一条古径，一条古道，曾为古时正自觉者所行。曾为古时正自觉者所行
的那条古径、那条古道是什么? 正是这条八圣道: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
念、正定……我沿路而走。沿着走时，我获得了对于出生……缘起……执取……渴望……感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cca4_dukkha%20nirodha%20gamini%20patipada.htm (1 of 3) [12/31/2010 10:46:45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次第训练-灭苦之道圣谛 八圣道

受……接触……六种感官媒介……名色……意识的直观了解， 对于意识之因的直观了解、对于意
识止息的直观了解、对于意识止息之道的直观了解。我沿着那条道走。 
        “沿着它走，我获得了对于造作的直观了解、对于造作之因的直观了解、对于造作止息之道
的直观了解。亲证之后，我向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们指明，使此梵行强大、丰富、详

细、人众、广傳、在天界与人间宣说。”        
——SNXII65(相应部)

 
排险之道 
        “致使母子分离的[真正]危险有这三种。哪三种? 衰老之险、疾病之险、死亡之险。 
        “一位母亲对孩子的衰老不能这般如愿: ‘我在衰老，但愿我的孩子不老。’ 一位孩子对母亲的
衰老不能这般如愿: ‘我在衰老，但愿我的母亲不老。’ 
        “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疾病不能这般如愿: ‘我有疾病，但愿我的孩子无病。’ 一位孩子对母亲的
疾病不能这般如愿: ‘我有疾病，但愿我的母亲无病。’ 
        “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死亡不能这般如愿: ‘我在死去，但愿我的孩子不死。’ 一位孩子对母亲的
死亡不能这般如愿: ‘我在死去，但愿我的母亲不死。’ 
        “这便是三种致 使母子分离的[真正]危险。 
        “有一条道路、有一种修持，趋向于弃绝与克服这三种致 使母子团聚之险与这三种致使母子
分离之险。 
        “是什么道路、是什么修持……? 正是这八圣道，即: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
进、正念、正定。 
        “正是这条道路、 正是这种修持，趋向于弃绝与克服这三种致 使母子团聚之险与这三种致使
母子分离之险。” 

——ANIII.62 (增支部)

 
唯有走这条道才能趋向觉悟  
        “任何法与律中，无八圣道，其处则无证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行者[入流果者、一
还果者、不还果者、阿罗汉]。然而任何法与律中，有八圣道，其处则有证得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果的行者。 此法此律有八圣道，在此便有证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果的行者。其他
教派空缺多识的行者。如果比丘们安住正道，此世间不会空缺阿罗汉。”        

——DN16(长部)

相关连接: 
        四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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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index.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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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三圣谛]

涅槃 
Nibbana 

巴nibbana/梵nirvan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涅槃之意为佛陀一切教导所指的最终目标、即超世而不可描述的自由。 
 
以它是什么定义......  
        “此为宁静，此为极致——一切造作的消解、一切有取的放弃、渴求的终结; 无欲; 止息; 涅
槃。” 

——ANIII32(增支部)
 

无火可比贪欲。 
无失可比嗔恨。 
无苦可比五蕴。 
无乐可比涅磐。 
 
饥馑为百病之首。 
诸行为众苦之首。 
如实见此真谛者， 
解脱为自在之首。 
 
无病为福佑之首。 
知足为财富之首。 
信任为族亲之首。 
解脱为自在之首。

——Dhp 202--205(法句经)
 

开悟者， 
        常住于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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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恒、精进: 
得以亲证涅磐—— 
        无上安宁的解脱。 

——Dhp 23(法句经)

 
以它不是什么定义 ...... 
        “有那么一个维度，其中既无地、亦无水 、无火、无风; 既无空无边处、亦无识无边处、无无
所有处、无非想非非想处; 既无此世、也无来世、无日、无月。我说有，有不来、不去、不住; 不
生、不灭; 无立足点、无基地、无维持[指心智客体]。这，正是苦的终结。” 

——Ud VIII.1(自说经)
 
        “比丘们，不生、不有[非缘起]、非造作、无为[之维度])实有。若无不生、不有、非造作、无
为[之维度]， 则不能辨知从生、有、造作、有为的解脱。 然而，正因为不生、不有、非造作、无
为[之维度]实有，才能辨知从生、有、造作、有为的解脱。” 

——Ud VIII 3(自说经)
 

在水、地、火、风无立足处; 
那里星无光、 
        日不见、 
        月不起、 
        无黑暗。 
 
当一位圣贤、婆罗门 
        以睿智亲证之时， 
他便从色与无色之中 
        从喜与苦之中 
        解脱。

——UdI10(自说经)

 
对涅槃的初次突破，终结了如此多的苦  
        接著，世尊用指尖拿起一小点土，对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认为如何？ 我用指尖拿起的
一丁点土，比起大地之土，哪个更多？” 
        “世尊，大地之土要多得多。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丁点土，与大地之土相比，根本不算什
么。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丁点土，与大地之土相比，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万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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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丘们，同样地，一位有具足见的圣者弟子，一个已经突破[入流]的人，苦与紧张的总体终

结与止息，要远远大多了。剩下至多七次的轮回，根本不算什么：与过去那一团苦相比，根本不
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比丘们，那就是突破、入法流的益处。那就是得法眼的大
益处。” 

——SN XIII 1 (相应部)

 
实现涅槃者，发生什么?  
        [阿奇沙那-婆蹉衢多:] “可是，乔达摩大师，一位如此获得心解脱的比丘: 他会往生何处?” 
        [佛陀:] “婆蹉，‘往生’不合适。” 
        “那么乔达摩大师，他不往生。” 
        “婆蹉，‘不往生’不合适。” 
        “……同时既往生、也不往生。” 
        “……不合适。” 
        “……同时非往生、非不往生。” 
        “……不合适。” 
        “乔达摩大师，为什么，当我问乔达摩大师这位比丘是否往生……不往生……同时既往生、
也不往生……同时非往生、非不往生时，每一次他都说……‘不合适。’ 乔达摩大师，此时我迷惑
了。此时我糊涂了。从你先前对话中所得的那一点明晰，如今又混淆了。”  
        “婆蹉，你当然会迷惑。你当然会糊涂。婆蹉，这个现象深刻、不易见、不易实现、宁静、
精细、不依赖猜测、微妙、由智者亲证。对那些有其他见解、其他修持、其他满足、其他目标、
其他导师的人，这是难 以了解的。尽管如此，我现在对你提些问题，你看怎么合适就怎么答。婆
蹉，你觉得如何，如果你面前有一堆火在燃烧，你是否知道:‘这火在我面前燃烧。’” 
        “……是的……” 
        “婆蹉，再假定有人问你，‘在你面前燃烧的这堆火，靠什么燃烧?’ 这个问题，你怎么答?” 
        “……我会答，‘在我面前燃烧的这堆火，靠草木维持燃烧。’” 
        “如果在你面前燃烧的火熄灭了，你是否知道，‘在我面前燃烧的这堆火熄灭了。’” 
        “……是的……” 
        “婆蹉，再假定有人问你，‘在你面前熄灭的这堆火，从此往哪个方向去了? 东? 西? 北? 南?’ 
这个问题，你怎么答?” 
        “那不合适，乔达摩大师。任何靠草木维持的火，不受滋养时——耗尽 已有、另无供补——
只能归为‘灭了[解脱]’。” 
        “更如此，婆蹉，任何以色[形态]描述如来者会这样描述: 如来已出离，如拔起的棕榈，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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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永不再生。婆蹉，如来已脱离色的分别，如大海，深奥、无限、不可测。‘往生’是不合适
的。‘不往生’是不合适的…… ‘同时既往生、也不往生’是不合适的…… ‘同时非往生、非不往
生’是不合适的。 
        “任何受……想……行…… 
        “任何以识(意识)描述如来者会这样描述: 如来已出离，如拔起的棕榈，生机已失、永不再
生。婆蹉，如来已脱离识的分别，如大海，深奥、无限、不可测。” 

——MN72(中部)

 
阿罗汉的胜利呼声 
        “轮回已终止。梵行已圆满。任务已完成。不再有为于世。” 

——SN XXII59(相应部)

 
轮回的终止 

有人重投人胎， 
作恶者去地狱， 
正直者上天界， 
无漏者得解脱。

——Dhp126(法句经)

相关连接: 
        第三圣谛 
        轮回 
        三十一个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3/nibban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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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正法] >> [天界] 

三十一个生存空间 
The Thirty-one Planes of Existence 

[编者]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无可逃避的业力原理确保了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无论身、语、意——依照该行动的善巧与
否得其果报。我们在个人生活中时常亲眼目睹这类过程，即便后果不一定当即显现。然而佛陀还

教导说，我们行为的后果甚至延续到来世，决定了死后重生的质量: 你的行为有益、善巧，则决
定有一个善界重生。行为不良、不善巧，则有不良重生。于是，我们被个人选择与行为[业]的质

量所推动，从一生到下一生，在多少劫世里流转轮回。 

        经文中描述了三十一个不同的生存“平面”或“域界”，众生在其中久久轮回游荡。这些域包括
了极其黑暗、冷酷、痛苦的地狱，一直到最为崇高、精致、极乐的天界。在每个域的生存均非永
久，佛教宇宙观里不存在永恒的天堂与地狱。众生之所以投生某个域，取决于旧业与和死亡时刻
之业。当推动他们进入该域的业力竭尽之时，他们便死去，再一次随业力重生他处。于是，这个
令人厌倦的周期继续著。 
        习惯上把这些生存域归为三种特定的“界”(loka)，根据其精细程度由高至低罗列于下: 

■     无色界(arupa-loka)[1]: 包括四域，死亡时在无色禅那禅定者，可到达该界。
■     色界(rupa-loka): 由十六域组成，其中的居者(天神devas)享受着极其精致的精

神喜乐。那些至少达到某些禅那层次的人，以及(暂时)压制了仇恨与恶意的
人，可以达到那里。据说诸天神们身体精致，带着纯净的光亮。其中最高域
——净居天，只能由证得觉悟第三阶段的不还果者达到。无色界与色界共同
构成了“天界 ”(sagga)。

■     欲界(kama-loka，感官欲望界): 由十一域组成——受五种官感的主宰，经历喜
乐与不乐。其中七域为善趣，包括我们所在的人界以及几个天神居域。最低
等域 为四种“恶趣”，包括动物界与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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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这些域界是真实存在或仅是描述此生体验之诸样心态的一些奇特比喻，是无意义的。该

宇宙观的讯息在此: 除非采取步骤，突破业力的铁爪，我们注定会毫无目标地从一个状态游荡到
另一个状态，远离真正的宁静与满足。佛陀的革命性发现，在于他找到了解脱之道: 八圣道，以
此为工具，使我们永远逃脱这种令人厌倦的游荡，获得真正不可动摇的自由。

I. 无色界 (arupa-loka)

域处 评论
投生此域之

业因

(31)非想非非想处 Neither-
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 
 (nevasaññanasaññayatanupaga 
deva)

此诸域居者仅有
心智，无物质身
体，不能听闻佛
法。

第四无色禅
那

(30)无所有处 Nothingness 
(akiñcaññayatanupaga deva)

第三无色禅
那

(29)识无边处  Infinite 
Consciousness 
(viññanañcayatanupaga deva)

第二无色禅
那

(28)空无边处 Infinite Space 
 (akasanañcayatanupaga deva)

第一无色禅
那

II. 色界 (rupa-loka)

域处 评论
投生此
域之业
因

(27)色究竟天 Peerless 
devas (akanittha deva)

此五净居天
只能由不还

者与阿罗汉

达到。在别
处修成不还

果者在此重
生并证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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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 
 
此域居者之
一为梵天沙
巷婆提[娑婆
世界主梵
天]，是他请

求佛陀傳法
于世。(SN 
VI.1).

第四禅
那 
See, for 
example, 
AN 
4.123.

(26)善見天 Clear-
sighted devas (sudassi 
deva)

(25)善现天 Beautiful 
devas (sudassa deva)

(24)无热天 Untroubled 
devas (atappa deva)

(23)无烦天 Devas not 
Falling Away (aviha 
deva)

(22)无想有情天 
Unconscious beings 
(asaññasatta)

仅有色身，
却无意识。

(21)广果天 Very 
Fruitful devas 
(vehapphala deva)

此域诸天享
受着程度不
一的禅那之
喜。

(20)遍净天 Devas of 
Refulgent Glory 
(subhakinna deva)

第三禅
那(最高
程度)

(19)无量净天 Devas of 
Unbounded Glory 
(appamanasubha deva)

第三禅
那(中等
程度)

(18)少净天 Devas of 
Limited Glory 
(parittasubha deva)

第三禅
那(低等
程度)

(17)光音天 Devas of 
Streaming Radiance 
(abhassara deva)

第二禅
那(最高
程度) 
See, for 
example, 
AN 
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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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无量光天 Devas of 
Unbounded Radiance 
(appamanabha deva)

第二禅
那(中等
程度)

(15)少光天 Devas of 
Limited Radiance 
(parittabha deva)

第二禅
那(低等
程度) 

(14)大梵天 Great 
Brahmas (Maha 
brahma)

此域最著名
的居者 中有
一位大梵
天，这位天
神幻想自己
是宇宙间无
所不见、无
所不能者 
(DN 11)。

第一禅
那(最高
程度)

(13)梵辅天 Ministers 
of Brahma (brahma-
purohita deva)

此域诸天享
受着程度不
一的禅那之
喜。

第一禅
那(中等
程度)

(12)梵众天 Retinue of 
Brahma (brahma-
parisajja deva)

第一禅
那(低等
程度)
See, for 
example, 
AN 
4.123.

III. 欲界 (kama-loka)

 域处 评论 投生此域之 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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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三十一个生存空间

欲界善趣地

Happy 
Destinations 
(sugati)

(11)他化自在天Devas 
Wielding Power over the 
Creation of Others 
(paranimmita-vasavatti 
deva)

此域诸天享受着其
他天神为他们变化
的感官之乐。贪、
瞋、痴的体现者摩
罗(Mara)即住于
此。

°十善业(MN 41)  
 
°布施 
 
°培养戒德与智慧(AN X.177)

(10)化乐天 Devas 
Delighting in Creation 
(nimmanarati deva)

此域诸天享受自造
感官之乐。

(9)兜率天 Contented 
devas (tusita deva)

纯粹的喜悦与欢快
之地。菩萨们在最
后一次投生人界前
即住於此。据说这

里住着未来佛——
弥勒菩萨。

(8)夜摩天 Yama devas 
(yama deva)

此域诸天住在空
中，毫无困难。

(7)三十三天 The Thirty-
three Gods (tavatimsa 
deva)

佛陀的弟子帝释

(Sakka)主宰此域。
这里的许多天神住
于空中楼阁。 

(6)四大王天 Devas of the 
Four Great Kings 
(catumaharajika deva)

住着天界乐手乾踏
婆(gandhabbas)与
道德纯净度不等的
树精。后者类似于
西方神话中的怪
妖、小神、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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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三十一个生存空间

(5)人界 Human beings 
(manussa loka)

你目前在此地。重
生为人极其难得
(SN LVI.48)，也极
其宝贵，因为此界
里喜与苦的独特平
衡有助于培养从整
个轮回中解脱的戒
德与智慧(SN 
XXXV.13)。 

° 培养戒德与智慧。(AN X.177) 
 
° 得入流果会保证所有未来重生至少
为人或者更高。 

恶趣地 
States of 
Deprivation 
(apaya)

(4)阿修罗界Asuras 
(asura)

巨人们居此，相互
作无情的争斗。 

° 十不善业 (MN 10)

(3)饿鬼界Hungry Shades/
Ghosts (peta loka)

鬼与不乐精灵们毫
无希望地在此域游
荡，寻找不可得的
感官满足。 

Read Ajaan Lee's 
colorful description 
of this realm.

° 十不善业 (MN 10) 

° 缺少戒德、执取妄见 (AN X.177)

(2)动物界Animals 
(tiracchana yoni)

此域包括寻常可见

的一切非人动物: 
兽类、昆虫、鱼

类、蠕虫等等。 

° 十不善业(MN 10) 
 
° 缺少戒德、执取妄见。不过，如果
此人对比丘与比丘尼作过布施，也
许重生为“装饰性动物” (如羽毛美丽

的鸟、纹理可观的马。) (AN X.177). 
 
° “行为如动物” (MN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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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三十一个生存空间

(1)地狱界Hell (niraya)

此域生灵经历着不
可想象的痛苦(中
部129与130中有详

细描述)，不要把
它与其它宗教里的
永恒地狱相混淆，
因为生灵在此域居
留时间如在每个域
界，皆为暂时。 

° 十不善业 (MN 10)  
 
° 缺少戒德、执取妄见。(AN X.177) 
 
° 杀父母、杀阿罗汉、伤害佛陀、制
造僧伽分裂。(AN V.129) 
° 好争执、惹人厌。 (Snp II.6)

 
来源: 

►《佛教辞典》，编者三界智长老(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1980) 
►《佛教史导论》(第四版)，作者 R.H.罗宾逊; W.L.约翰逊(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1997) 

►《长部》(引言)，译者莫里斯-沃石(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阿毗达摩手册》，编者那烂陀长老(Kuala Lumpur: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79) 
►《中部》(引言)，译者年那摩利比丘、菩提比丘(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天人之师》，作者苏珊-E-朱勒(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三界》(挂图)，编者阿嘉罗-苏瓦诺尊者 

[1]中译注: 此出arupa和下文的rupa,英文原文分别是immaterial和fine imaterial,直译分别是: 非物质界和精致
的物质界.坦尼沙罗尊者译作:formless和form: 无体形和有体形(form即shape,视觉可见的外形或轮廓). 
[2]中译注: 三十一生存域的系统编排出自阿毗达摩。经藏中(如《转法轮经》)提到过一些天界层次，但无
全面概述。长部20《大会经》中提到的十方世界诸天之名，与三十一生存域的对应关系亦不甚明了。

相关连接: 
        业 
        天界 
        轮回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gga/loka.html 
最近訂正 8-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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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见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见 
Right View 

samma ditthi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见为八圣道为 第一道支，属圣道的明辨分部。 
 
定义 
        “何为正见? 即苦之智、苦因之智、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 之智: 此谓正见。” 

——DN22(长部)

 
与圣道其它道支的关系  

        “正见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见为妄见，正见为正见。此即他的正见。那么，何为妄见? ‘无布
施、无供养、无奉献。善业恶业无果无报。无此世来世、无父母、无自行轮回的众生; 无僧侣行
者，藉正行、正修，自知、亲证之后，宣说此世来世。’ 此为妄见......  
        “他努力弃绝妄见、进入正见: 这是他的正精进。他念住于弃绝妄见、进入、安住于正见: 这
是他的正念。因此，这三道支——正见、正精进、正念——围绕正见而行。” 

——MN117(中部)

 
妄见的果报……  
        “持妄见者，生妄志。妄志者，生妄语。妄语者，生妄业。妄业者，生妄命。妄命者，妄精
进。妄精进者，生妄念。妄念者，生妄定。妄定者，生妄知。妄知者，妄得解脱。 
        “这便是错妄何以引生失败、无成 。”

——AN X 103(增支部)

 
……正见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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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见

        “当一个人有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知、正解脱时，他
随那个见，凡所行身业……凡所行语业……凡所行意业，凡有动机、凡有决心、凡有造作，皆趋

向愉悦、喜乐、适意、福利、幸福。为什么? 因为那个见是吉祥的。” 
        “正如一粒甘蔗籽、稻种、葡萄籽种于湿土，凡从水土吸取的一切养分，皆增长其甜味、美
味、纯味。为什么? 因为那粒种子是吉祥的。同样地，当一个人有了正志、正语、正业、正命、
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知识、正解脱，他随那个见，凡所行身业……凡所行语业……凡所行意
业，凡有动机、凡有决心、凡有造作，皆趋向愉悦、喜乐、适意、福利、幸福。为什么? 因为那
个见是吉祥的。”

——AN X 104(增支部)

 
妄见的丛林 
        “有此情形，一位未受教育的凡夫，看不清什么意念适于专注，什么意念不适于专注。 因 
此，他不专注正当意念，而 专注不当意念。什么意念不适于专注、他却在专注?  无论什么意念，
当他专注时，未升起的感官欲漏升起、已升起的感官欲漏增长; 未升起的缘起之漏升起……未升
起的无明之漏升起、已升起的无明之漏增长。这是他怎样作不当专注: ‘我有过去吗? 我没有过去

吗? 我过去是什么? 我过去怎样? 我已是什么了，过去曾是什么? 我会去未来吗?我未来会是什

么? 我未来怎样? 我已是什么了，未来会是什么? ’   或者，他对即刻当下有内在的疑惑: 

‘我存在吗? 我不存在吗? 我是什么我怎样? 这个生灵从哪里来？会去那里？’ 
        “随着他这般专注不当，内心升起了六种见 [view,见解]之一: ‘我有自我’ 之见升起为真确，或
者， ‘我没有自我’ 之见……或者， ‘正是藉着自我，我感知自我’ 之见……或者， ‘正是藉着自

我，我感知非我’ 之见……或者， ‘正是藉着非我，我感知自我’ 之见升起为真确，再不然他有如
此之见： ‘我这个自我——也就是对此处彼处善恶果报的觉知者——是常住、常存、固有、不

变、永恒的。’ 这就称为见的丛林、见的荒野、见的变形、见的扭曲、见的束缚。为见所捆绑、
未受教育的凡夫不能从生、老、死 、忧、哀、痛、悲、惨中解脱。我告诉你们，他不能从苦中解
脱。 
        “一位受良好教育的圣者弟子……明辨什么意念适于专注，什么意念不适于专注。因此，他
不专注不当意念，而 专注正当意念。什么意念适于专注?  无论什么意念，当他专注时，未升起的
感官欲漏不升起、已升起的感官欲漏被舍离……未升起的缘起之漏不升起……未升起的无明之漏
不升起、已升起的无明之漏被舍离。他适当地专注: ‘这是苦……这是苦因……这是苦的止息……

这是苦的止息之道。’ 随着他作适当的专注，三种束缚断绝了:  自我观念、疑、对戒律与修持教
条的执取[戒禁取]。这就称为藉亲见而灭漏。’ 

——MN2(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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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见

 
何时知识真正属于自己 
        [迦旃延:] “世尊，人们说，‘正见、正见，’ 到什么地步，才有正见?” 
        [佛陀:] “迦旃延，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是由极性[作为客体]维持著的，也就是存在与不存在。
但是当一个人以正明辨如实看见世界的缘起，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 。当他以正明辨如实

看见世界的止息，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存在’ 。  
        “迦旃延，一般来说，这个世界受粘著、执取[维持]与偏见的束缚。但是这样一个人，是不会
涉入、抓住这些粘取、执取、成见、偏见、偏执的，他也不会坚持‘我自己’ 。 他对此绝无不定、
绝无疑惑，即: 有升起时，只有苦的升起; 有消逝时，只有苦的消逝。在这方面，他的知识不依赖

他人。迦旃延，到了这个地步，就有了正见。” 
——SN XII 15(相应部)

 
放弃不善巧素质，培养善巧素质 
        “不要只听从报告、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比、同感、可能性、或者想: ‘这位
行者是我们的导师。’当你亲自了解到，‘这些素质是缺乏技巧的；这些素质是该受责备的；这些
素质受到智者的批评；这些素质采纳施行起来，导致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当弃绝它们…… 

        “当你亲自了解到，‘这些素质是善巧的；这些素质是无可责备的；这些素质受到智者的赞

扬；这些素质采纳施行起来，导致安宁与幸福’ ——那时你应当进入、安住其中。” 
——ANIII 65(增支部)

相关连接: 
        四圣谛 
        坦尼沙羅尊者: 正见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index.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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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志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志 
Right Resolve 

samma sankappo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志[正确的动机]在八圣道八道支中位于第二，属圣道的智慧分部。 
 
定义 
        “何为正志? 有志于出离、无恶意、无伤害意。此谓正志。” 

——SNXLV.8(相应部)

 
培养善巧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怎样以三种方式使意业纯净？有此情形，一个人不贪。他不贪图他人所有，想著: 
‘喔，那个属于他人的可以成为我的！’　他无恶意，内心坚定、不受败坏。[他想］‘愿这些生灵
不受敌意、不受压迫、不受困难，愿他们平安照顾自己。’　他有正见，看事物观点不扭曲：‘有
布施、有供养、有奉献。善行恶行有果有报。有此世来世。有父母。有生灵在自发轮回；有僧侣

行者、藉正 行与正修，亲知、自证之后，宣说此世来世。’　这就是一个人怎样以三种方式令意
业纯净。” 

——AN X176 (增支部)

 
与圣道其它道支的关系  
        “正见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志为妄志，正志为正志。这就是他的正见。那么，什么是妄志? 有
志于感官之欲、恶意、伤害意。这就是妄志。  
        “他努力弃绝妄志进入正志: 这是他的正精进。他念住于弃绝妄志、进入、保持正志: 这是他
的正念。因此，这三道支——正见、正精进、正念——围绕正见而行。” 

——MN117(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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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志

 
把思考分两类 
        世尊说，“比丘们，我在自觉醒前，还是一个未觉醒的菩萨时，曾想:‘何不把我的思考分 为
两类? ’ 于是我把饱含感官之欲的思考、饱含恶意的思考、 饱含害意的思考分为一类，把饱含出
离的思考、饱含无恶意的思考、饱含无害意的思考，分为另一类。 
        “如此我 保持著警觉、精勤、决意，饱含感官之欲的思考升起时，我辨 知:‘饱含感官之欲的
思考在我内心升起了; 它趋向害己、害人、或两害。它妨碍明辨、增长烦躁、不趋向解脱。’ 

        “我注意到它趋向害己时，它平息下来。我注意到它趋向害人……两害……阻碍明辨、增长

烦躁、不趋向解脱时，它平息下来。每当饱含感官之欲的思考升起，我立即弃绝它、摧毁它、驱

逐它、灭除它 。 
        “如此我 保持著警觉、精勤、决意时，饱含恶意的想法升起了。我辨知‘饱恶意的思考在我内
心升起了; 它趋向害己、害人、或两害。它妨碍明辨、增长烦躁、不趋向解脱。’ 
        “我注意到它趋向害己时，它平息下来。我注意到它趋向害 人……两害……妨碍明辨、增长

烦躁、不趋向解脱时，它平息下来。每当饱含恶意的想法升起，我立即弃绝它、摧毁它、驱逐
它、灭除它 。” 

——MN12(中部)

 
观照个人行为(业) 
        “每当你想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作的这个身业——它会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
人、或伤害双方吗?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会
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身
业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导致伤害……它会是一种善巧的身
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身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做的这个身业——是在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
人、或伤害双方吗?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

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你应当放弃。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并不……
你可以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身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伤害自己、伤

害他人、或伤害双方;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 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

的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开。忏悔后，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
它不曾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者伤害双方……它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
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同理于语业与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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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61(中部)

 
慈爱之心 
        “在此，比丘们，某个人安住于慈爱之心，朝第一个方向傳送，又朝第二、第三、第四个方
向傳送，朝上、朝下、周遭、处处傳送，如对己一般对一切众生傳送; 他的心安住于充沛、提
升、 无量慈心、无敌意恶意、向包容万物的宇宙傳送。” 

——AN IV.125(增支部) 

 
为己为人 
        “在如法修持法、了解法、了解法义的两人之间——那位只为自己却不为他人福利而修行的
人，当为此受批评，那位既为自己也为他人福利而修行的人，当为此受称赞。” 

——AN VII64 (增支部) 

相关连接: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nkappo/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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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语 
Right Speech 
samma vac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语在是八圣道八道支中位于第三，属圣道的戒德分部。 
 
定义 
        “何为正语? 避谎言、避馋言、避辱骂、避闲谈。此谓正语。” 

——SNXLV 8(相应部)

 
正语的五要素 
        “比丘们，一句话拥有了五要素，则是善言、非恶言。它不受有识之士的指责与非难。哪五
种? 
        “适时而言。真实而言。温和而言。有益而言。慈心而言。” 

——AN V.198(增支部)

 
说谎的危险 
        “我告诉你们，有一件事，违反的人，没有什么恶事是他不会做的。哪一事？是这件事：故
意说谎。 

违反此戒的妄语者， 
毫不关心来世。 
没有什么恶事， 
他不会做。” 

——Iti 25(如是语)

 
只讲无伤害之语         “他应只讲既不损己、又不伤人之语。那样的言语确为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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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g XXI (长老偈)

 
以善择之言自我净化 
        “那么，一个人怎样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弃 绝谎言、避免谎言。他被厢镇集会、团体集会、家族集会、行业集
会、或者王室集会召去，如 果他被指作证人，‘来吧，善男子，讲你所知的事’，若他不知，就
说‘我不知’。 若他知，就说‘我知’。 若他不曾见，就说‘我不曾见’，若他见过，就说‘我见过’。这

样，他不为己、为人、或为任何奖赏而故意说谎。他弃 绝谎言、避免谎言。他说真话、坚持真
相、坚定、可靠、无欺 于世。 
        “他弃绝馋言、避免馋言。他在此处所闻，不在彼处讲，为了不离间彼处与 此处的人。他在
彼处所闻，不在此处讲，为了不离间此处与 彼处的人。这样，他团结彼此分裂者，巩固彼此联合
者，他爱好和睦、喜好和睦、乐于和睦，讲制造和睦之语。 
        “他弃绝辱骂、避免辱骂。他的言辞悦耳、亲切、入人心、有礼、适意、 令人欣慰。 
        “他弃绝闲谈、避免闲谈。他讲述适时、讲述如实 、合乎目标、如法如律。他的言辞值得珍
视、及时、合理、谨慎、与目标相关。 
        “这就是一个人怎样以四种方式净化语业 。” 

——ANX176 (增支部)

 
与正道其它道支的关系 
        “正见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语为妄语、正语为正语。这就是他的正见。那么，什么是妄语? 谎

言、离间馋言、辱骂、闲谈。这就是妄语。 
        “他努力弃绝妄语进入正语: 这是他的正精进。他念住于弃绝妄语进入、保持正语: 这 是他的
正念。因此，这三道支——正见、正精进、正念——围绕正见而行。” 

——MN117(中部)

 
什么话值得讲的标准 
        [1]“有些话，如来知其非实、不真、无益[原注: 与目标无关]、对人不亲切、不合意，他不
说。 
        [2]“有些话，如来知其为实、为真、无益、对人不亲切、不合意，他不说。 
        [3]“有些话，如来知其为实、为真、有益、对人不亲切、不合意，他知时而言。 
        [4]“有些话，如来知其非实、不真、无益、但对人亲切、合意，他不说。 
        [5]“有些话，如来知其为实、为真、无益、但对人亲切、合意，他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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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有些话，如来知其为实、为真、有益、对人亲切、合意，他知时 而言。为什么? 因为如
来对众生有同情心。” 

——MN58(中部)
 

只讲既不损己、 
        又不伤人之语， 
那样的言语 
        是真正的善语。 
 
只讲亲切之语、 
        受欢迎之语。 
不给人带来不幸之语 
        是和悦的。 

——SnIII.3(经集)

 
在你说话之前、之时、之后观想 
        [佛陀对幼子罗喉罗说: ] “每当你想作某个语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作的这个语业——它会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
了，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语业

你绝对不适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导致……它会是一种善巧的语业，有乐

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语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语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做的这个语业——是在导致害己、害人、或两
害 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果、苦报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致害己、害
人、或两害……你应当放弃。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你可以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语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害己、害人、
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语业，有苦果、苦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的修行同伴忏

悔、披露、公开。忏悔后，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
己、害人、或两害……它是一种善巧的语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
夜修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MN61(中部)

 
沙门当避免的言谈 
        “有些僧侣沙门，虽靠信仰布施之食为生，却专好谈论低下话题，譬如——谈论国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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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大臣; 军队、警报、战役; 饮食、家具、花环、香料; 亲戚; 车辆; 村镇、城乡; 女人、英雄; 街
井流言; 死者故事; [有关过去未来的哲学讨论的]种种说法、世界与海洋的起源; 事物是否存在之谈

——他避免谈论此等低下话题。这也是他戒德的一部分。 
        “有些僧侣沙门，虽靠信仰布施之食为生，却专好诤论低下话题，譬如——‘你懂此教此律
么? 我才是懂得此教此律者。你如何懂此教此律? 你的修持有误，我修持正确。我前后一致，你
不一致。该先讲的你最后才讲，该最后讲的你却先讲。你的久想心得已给驳回，你的教义已给推
翻。你失败了。快去挽救你的教义、挽救你自己吧!'——他避免谈论此等低下话题。这也是他戒
德的一部分。” 

——DN2(长部) 

 
十个有益话题 
        “有这样十个[适宜]话题。哪十个? 谈论谦卑、满足、隐居、不纠缠、精进、戒德、定力、明
辨、解脱、解脱的知与见。这便是十个适宜话题。反复讨论这十个话题，你们将使日月失色，如
此强大、如此有力——不必说胜于其它教派的游方者了。” 

——ANX69(增支部)

 
怎样善巧地批评他人 
        “比丘啊，当一位比丘欲批评另一位比丘时，他应当首先自审五要点、自立另五要点之后进

行。何为他应自审的五要点? 
        [1]“我在身业修持上是否纯净、无过、无染……? 
        [2]“我在语业修持上是否纯净、无过、无染……? 
        [3]“我内心对梵行同道们是否有善意、无恶意? 
        [4]“我是否多闻、闻后心记、闻后存忆? 法义教导始善、中善、后善，细节与要义上圆满具
足、清净非凡——这样的教导，我是否多闻、广记、已在言语上修习、已在内心思索后正确地洞
穿其义? 
        [5]“我是否已把波罗提木叉[比丘与比丘尼戒]完全记忆于心、已精解善析、已逐经分部详细研
习? 
        “此为他须自审的五要点。 
        “那么，何为他须自立的另五要点? 
        [1]“我讲的时机是否适宜? 
        [2]“我所讲是否为事实? 
        [3]“我的言谈是温和还是粗暴?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amma%20vaca.htm (4 of 5) [12/31/2010 10:47:00 PM]



次第训练-正言

        [4]“我所讲的是否有益? 
        [5]“我的言谈带著慈心还是恶意? 
        “比丘啊，此即一位比丘欲批评另一位比丘时，应首先自审的五要素与自立的另五要素。” 

——ANV(波罗提木叉经)

相关连接: 
        戒德 
        正业 
        正命 
        五戒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vaca/index.html 
最近訂正 9-1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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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业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业 
Right Action 

samma kammanto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业在八圣道八道支中位于第四，属圣道的戒德分部。 
 
定义 
        “何为正业? 离杀生、离偷盗、离不当性事。此谓正业。” 

——SNXLV8(相应部)

 
与圣道其它道支的关系 
        “正见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业为妄业、正业为正业。此为他的正见。那么，何为妄业? 杀生、
不予而取、不当性事。此为妄业。  
        “他努力弃绝妄业、进入正业: 这是他的正精进。他念住于弃绝妄业、进入、保持正业: 这是
他的正念。因此，这三道支——正见、正精进、正念——围绕正见而行。 

——MN117(中部)

 
善巧的生活 
        “他于是出家，接受比丘的训练与生活方式，戒杀生，离杀生。他为了一切众生的福祉，放
下棍、放下刀，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只取所予，生活不隐

昧，自行净化。戒非独身、他独身，戒离村人般的性事。” 
——ANX99(增支部)

 
居家人的善巧 
        “那么，一个人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有此情形，某人戒杀生、离杀生。他为了一切众
生的福祉，放下棍、放下刀，谨慎、仁慈、有同情心。他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不以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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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在村里或野外，拿走属于他人、未曾赠与之物。他戒不当性事、离不当性事。他不与有
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的保护、有法保护(指出家人)的人; 不与有丈夫者、受刑犯、甚至不与另
有男子赠花为冠者，行任何性事。这便是一个人如何以三种方式净化身业。” 

——AN X176(增支部)

相关连接: 
        戒德 
        业 
        正语 
        正命 
        五戒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kammanto/index.html 
最近訂正 2-2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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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命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命 
Right Livelihood 

samma ajivo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命在八圣道八道支中位于第五，属圣道的戒德分部。 
 
定义 
        “那么，何谓正命?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放弃了不诚实的生计、以正当职业活命。此
谓正命。” 

——SNXLV.8(相应部)

 
生计平衡 
        “如此，毗耶柯帕迦，一位了解收支的家主，维持生计平衡，既不铺张、又不悭吝，他了解
这样做，收入高于支出、而不是支出高于收入。” 

——ANVIII54(增支部)

 
与圣道其它道支的关系 
        “正见何以先行? 他明辨妄命为妄命、正命为正命。这就是他的正见。那么，什么是妄命? 骗

局、哄说、迎合、诈取、利上求利。这就是妄命。 
        “他努力弃绝妄命、进入正命: 这是他的正精进。他念住于弃绝妄命、进入、保持正命: 这是
他的正念。因此，这三道支——正见、正精进、正念——围绕正见而行。 ”

——MN117(中部)

 
居士的妄命 
        “一位居士不应从事的商业交易有五类。哪五类? 武器交易、人口交易、肉食交易、醉品交
易、毒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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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V.177(增支部)

 
沙门的妄命 
        “……占卦手足之相[如掌相]; 占吉凶; 占星[如陨星彗星]; 占梦; 占身体相[如骨相学]; 占鼠咬之
布; 火供; 从长柄勺献供; 以谷皮、米粉、米粒、奶酪、酥油作供; 从口中献供; 血祭; 以指尖作卦; 
以土作卦; 于墓地施魔; 对精灵下咒; 施房屋护卫咒; 舞蛇; 毒药术; 蝎术; 鼠术; 鸟术; 鸦术; 以幻相算
命; 施护身符; 解鸟兽声……[等等]” 

——DN2(长部)

相关连接:  
        戒德 
        正语 
        正业 
        五戒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ajivo/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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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精进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精进 
Right Effort 

samma vayamo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精进在八圣道八个因素中位于第六，属于圣道的定力分部。 
 
定义(四正勤) 
        “比丘们，何为正精进? 
        [1]“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发愿、努力、勤奋、持恒、用心，令未升起的恶劣与不善巧素质不
升起。 
        [2]“他发愿、努力、勤奋、持恒、用心，令已升起的恶劣与不善巧素质得以弃绝。 
        [3]“他发愿、努力、勤奋、持恒、用心，令未升起的善巧素质升起。 
        [4]“他发愿、努力、勤奋、持恒、用心，令已升起的善巧素质维持、不混淆、增长、扩充、
发展、圆满。” 

——SNXLV8(相应部)

 
弃绝不善巧，培养善巧素质  
        比丘们，要弃绝不善巧。弃绝不善巧是可能的。如果弃绝不善巧不可能，我不会对你们

说:‘要弃绝不善巧。’ 但因弃绝不善巧可能，我才对你们说:‘要弃绝不善巧。’ 如此弃绝不善巧，
若趋向伤害与痛苦，我不会对你们说:‘要弃绝不善巧。’ 但因如此弃绝不善巧趋向福益与喜乐，我
才对你们说:‘要弃绝不善巧。’ 
        “比丘们，要培养善巧。培养善巧是可能的。如果培养善巧不可能，我不会对你们说:‘要培养
善巧。’ 但因培养善巧可能，我才对你们说:‘要培养善巧。’ 如此培养善巧，若趋向伤害与痛苦，
我不会对你们说:‘要培养善巧。’ 但因如此培养善巧趋向福益与喜乐，我才对你们说:‘要培养善
巧。’” 

——ANII19 (增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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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精进

 
弃绝圣道上的错误素养 
        “他努力弃绝妄见、进入正见: 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努力弃绝妄志、进入正志: 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努力弃绝妄言、进入正语: 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努力弃绝妄业、进入正业: 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努力弃绝妄命、进入正命: 这是他的正精进…… ” 

——MN117(中部)

 
譬如为乐器调音 
        首楼那尊者在隐居禅定时[经行至足底开裂流血之后]，在觉知中升起这个想法:“世尊的精进

弟子当中，我是一个，可我的心尚未由放弃执取/维持，解脱于漏。另一方面，我的家族富有，我
足可既享受财富、又行福德。我若放弃修行还俗，既享受财富、又行福德，会怎样? ”  
        接著，世尊以其觉知，一旦感应首楼那尊者觉知中的想法——如壮汉展臂、曲臂一般——从
鹫峰消失，出现于冷林的首楼那尊者面前，在座位前坐下。首楼那尊者对世尊顶礼之后，在一边

坐下。他坐下后，世尊对他说:“方才你在隐居禅定时，是否出现这个想法:‘世尊的精进弟子当
中，我是一个，可我的心尚未由放弃执取/维持，解脱于漏。另一方面，我的家族富有，我足可既
享受财富、又行福德。我若放弃修持还俗，既享受财富、又行福德，会怎样?’”  
        “世尊，是想过。”  
        “那么，首楼那，你觉得如何，你过去作家主时可精于七弦琴?”  
        “世尊，是的。”  
        “你觉得如何: 琴弦太紧时，你的琴音调和谐、适于弹奏么?”  
        “世尊，不能。”  
        “你觉得如何: 琴弦太松时，你的琴音调和谐、适于弹奏么?”  
        “世尊，不能。”  
        “你觉得如何: 琴弦既不太紧又不太松，调定恰当音高时，你的琴音调和谐、适于弹奏么?”  
        “世尊，是的。”  
        “首楼那，同样地，过于激奋则趋向焦躁，过于松散则趋向懒惰。因此，你应当判断精进的
恰当音高，相应调节五根的音高，由此展开你的主题。”  
        “是，世尊，” 首楼那尊者对世尊答道。对首楼那尊者作这番教诫后，接著世尊——如壮汉展
臂、曲臂一般——从冷林消失，出现于鹫峰。 
        于是那以后，首楼那尊者判断精进的恰当音高，相应调节五根的音高，由此展开他的主题。
独居、远离、警觉、精勤、坚定，不久他便达到、安住于梵行的最高目标，正是为这个目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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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精进

族之民出家为游方者，追求即时即地的亲身证悟。他知道“轮回已终止。圣道修行已圆满。任务

已完成。不再有为于世。” 就这样，首楼那尊者成了另一位阿罗汉。 
——ANVI55(增支部)

相关连接:  
        正念 
        正定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vayamo/index.html 
最近訂正 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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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念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念 
Right Mindfulness 

samma sati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精进在八圣道八道支中位于第七，属圣道的定力分部。 
 
定义(四念处) 
        “何为正念?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连续在身内专注身——精勤、警觉、有念——出离对世界的
贪与忧。他连续在受内专注受……他连续在心内专注心……该比丘连续在心理素质[法]内专注心
理素质——精勤、警觉、有念——出离对世界的贪与苦。此谓正念。 
        “这是净化众生、克服悲忧、灭除苦痛、得正法门、证解脱的直接之道——四念处。” 

——DN22(長部)

 
弃绝圣道上的不正素质 
        “一个人念住于弃绝妄见，进入、 保持正见: 这就是他的正念……  

        “一个人念住于弃绝妄志，进入、 保持正志: 这就是他的正念……  

        “一个人念住于弃绝妄言，进入、 保持正语: 这就是他的正念……  

        “一个人念住于弃绝妄业，进入、 保持正业: 这就是他的正念……  

        “一个人念住于弃绝妄命，进入、 保持正命: 这就是他的正念…… ” 

——MN117(中部)

 
如头顶一碗热油 
        “比丘们，假定有一大群人蜂涌而来，说:‘第一美女!第一美女!’ 再假定那位美女歌舞技艺超
群，于是更大一群人蜂涌而来，说:‘第一美女在唱歌! 第一美女在跳舞!’ 接著来了一个好生、怕
死，好乐、恶痛之人。人们对他说:‘你这人，看这里，你必须头顶这满碗热油，从那一大群人与
美女之间穿过。你身后有人举剑跟著，哪怕泼出一滴油，他会当即砍去你的头。’ 比丘们，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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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念

觉得如何，那人可会不顾那碗油，让自己受外界干扰?” 
        “世尊，他不会。” 
        “我给你们这个比喻，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意思是这样: 那满碗油，代表浸满全身的念住。
你们应当这样训练自己:‘我们要培养浸满全身的念住。我们要发展它、让它驾驭(色身)、 将它作
为基础，给它一个基地、令它稳定、令它巩固、善加修习。’ 你们应当这样训练自己。” 

——SN XLVII20(相应部)

 
死随念 
        “念住死亡，在培養、深修之後，有大果報、大福德。它投入不死、以不死爲終極目標。因
此你們應當培養死隨念 。” 

——ANVI19(增支部)

 
念住呼吸 
        “出入息念，在培养、深修之后，有大果报、大利益。入出息念，在培养、深修之后，使四
念处达到圆满。四念处，在培养、深修之后，使七觉支达到圆满。七觉支，在培养、深修之后，
使明察与解脱达到圆满。 
        “那么，入出息念，怎样在培养、深修之后，有大果报、大利益?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去野外、树下、空静处，盘腿而坐，身体端正，在身前确立念住. 他
连续在入息时有念住、出息时有念住。 
        “[1] 他在长入息时，了解他在作长入息; 长出息时，了解他在作长出息。[2] 短入息时，了解
他在作短入息; 短出息时，了解他在作短出息。[3]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辨知全身、出息时辨知全
身。[4]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平息体感造作[指呼吸]、出息时平息体感造作。  
        “[5]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辨知喜、出息时辨知喜。[6]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辨知乐、出息时辨
知乐。[7]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辨知心理造作[受与想]、出息时辨知心理造作。[8] 他训练自己，
入息时平息心理造作、出息时平息心理造作。 
        “[9]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辨知心、出息时辨知心。[10]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使心满足、出息
时使心满足。[11]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使心稳定、出息时使心稳定。[12]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使
心解脱(旧禅支)、出息时使心解脱(旧禅支)。 
        “[13]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专注无常、出息时专注无常。[14]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专注无欲、
出息时专注无欲。[15] 他训练自己，入息时专注止息、出息时专注止息。[16] 他训练自己，入息
时专注出离、出息时专注出离。 

——MN118(中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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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连接: 
        正精进 
        正定 
        四圣谛  
        第四圣谛 
        坦尼沙罗尊者: 定义念住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ti/index.html 
最近訂正 3-2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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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定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正定 
Right Concentration 

samma samadhi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
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
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
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正定为八圣道的最后一个道支，属圣道的定力分部。 
 
定义 
        “何为正定?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进入、安住于第一
禪那: 由远离而生起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随著寻想与评估的平息，他进入、安住于第二
禪那; 由沉静而生起喜与乐，随著寻想与评量的消退、觉知汇合起来——有了内在确定。随著喜
的消退，他保持著宁静、有念、警觉，身体敏感于乐。他进入、安住于第三禪那，对此圣者们宣
告:‘宁静、有念，他有了愉快的居处。’ 随著乐与痛的放弃——如先前喜与苦的消退一般——他进

入、安住于第四禪那: 宁静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乐、又无痛。此为正定。” 

——SN XLV8(相应部)

 
净化依赖于定力 
        “我告诉你们，心漏的终结依赖于第一禪那......第二......第三......第四禪那......无限空间维度......

无限意识维度......无所有维度。 我告诉你们，心漏的终结依赖于非想非非想维度。” 
——ANIX36(增支部)

 
定力的四种发展 
        “定力有四种发展。哪四种? 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即时即地愉快的居处。发展
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知识与景象(知见)。发展定力，在发展与与深修之后，可得念住
与警觉。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心漏的终结。” 
        (1)“那么，什么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以获得即时即地愉快的居处? 有此情
形，一位比丘——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进入、停留于第一禪那: 由远离而生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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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正定

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随著寻想与评量的平息，他进入、停留于第二禪那; 由沉静而生起喜
与乐，随著寻想与评量的消退、 觉知汇合起来——有了内在确定性。随著喜的消退，他保持著宁
静、有念、完全警觉，身体敏感于乐。他进入、停留在第三禪那，对此圣者们宣告:‘宁静、有
念、他有愉快的居处。’ 随著乐与痛的放下——就如先前喜与苦的消退一样——他进入、停留于
第四禪那: 宁静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乐、又无痛。这就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
即时即地愉快的居处。” 
        (2)“那么，什么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知识与景象?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关
注光感，决意于关注白天[任何时刻]的光感。白天[对他]如夜晚一般、夜晚又如白天一般。藉著开
阔、无碍的觉知，他培养起明亮的心智。这就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知识与景
象。” 
        (3)“那么，什么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念住与警觉? 有此情形，感受升起
时、比丘有觉知，继续时、有觉知，消退时、有觉知。辨识(概念)升起时、他有觉知，持续时、
有觉知，消退时、有觉知。这就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念住与警觉。” 
        (4)“那么，什么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心漏的终结?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专

注于五蕴的升起与消逝: ‘这是色、这是它的起因、这是它的消逝。这是受......这是想......这是
行......这是识、这是它的起因、这是它的消逝。’ 这就是发展定力，在发展与深修之后，可得心漏
的终结。” 
        “这便是定力的四种发展。” 

——AN IV.41(增支部)

 
圣正定 
        “那么，比丘们，何为有支持与资助的圣正定?  任何专注的心，具备了这七个因素——正
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与正念——就称为有支持与资助的圣正定。” 

——MN117(中部)

 
你在等什么?

起来! 坐起来! 
你何需睡眠? 
患病的人，为渴求之箭刺穿的人，受压迫的人， 

有何安眠? 
 
起来! 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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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宁静而坚定修行。 

不要让死神——看见你的疏忽—— 
欺骗你，把你置于掌下。

——Sn II.10(经集)
 
        “那里有树桩; 那里有空静之处。比丘们，去修禪那。不要失去警觉。不要以后有悔。这就是
我们对你们的告诫。 ”

——SN XXXV.145(相应部)

相关连接: 
        禪那 
        正精进 
        正念 
        四圣谛 
        第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madhi/index.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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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布施

[首页] >> [正法] 

布施 
Generosity 

dana(布施), caga(舍离)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财富 
        “何为舍[大方的素养,丰厚感]的财富[圣者拥有的七种财富之一]?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他
的觉知[心]已洗净悭吝之染，居于家中、舍予丰厚、慷慨、乐于大方、回应所求、乐于布施。此
谓舍的财富。” 

——AN VII.6 (增支部)

 
灵性进步的资粮 
        “不弃绝这五类素质，他不能证入、住于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
那，不能证得入流果……一还果……不还果……阿罗汉。哪五类？对本寺院(指住宿)的吝啬、对

家族(指护持者)的吝啬、对个人收益的吝啬、对个人地位的吝啬、忘恩的素质。不弃绝这五类素
质，他不能证入、住于第一禅那……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那，不能证得入流果……
一还果……不还果……阿罗汉。 
        “弃绝了这五类素质，他能够证入、住于第二禅那……第三禅那……第四禅那，证得入流
果……一还果……不还果……阿罗汉……” 

——AN V258-259(增支部)

 
布施的酬报 
        “此为布施的五种酬报: 他在众人们眼里可亲、可意; 他得善士的景慕; 他的美名外传; 他不偏
离家主的正职责; 身坏[身体分解]命终时，他重生善趣、天界。” 

——ANV35(增支部)
 
        (佛陀:) “再者，有此情形，某人戒杀生、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谎言、戒馋言、戒辱
骂、戒闲谈、离贪意、离恶意、持正见。他把食物、饮料、布匹、车 乘、花环、香料、 软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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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布施

床具、住处、灯具布施给僧侣与行者。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于人界。在那里，他经历五条人界的
感官之乐(原按: 愉悦的景色、声音、气息、味 觉、触觉)。正因他离杀生、离不予而取、离不当
性事、离谎言、离馋言、离辱骂、离闲谈、无贪意、 无恶意、 持正见，他把食物、饮料、布
匹、车乘、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处、灯具布施给僧侣与行者。身坏命终时，他重生于人
界。在那里，他经历五条人界的感官之乐。” 
        (类似地重生于天界)“……正因他离不予而取……有正见，他重生与天神为同伴。正因他把食
物、饮料、布匹、车乘、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与行者，他经历五
条天界的感官之乐。不管怎样，婆罗门，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 
        (婆罗门生漏:)“太惊奇了，乔达摩大师，太震惊了，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那多么足以使
人想布施、足以使人想供养。” 
        “正是如此，婆罗门，正是如此。施者是不会没有果报的。” 

——AN X.177(增支部)

 
永不低估小礼的力量 
        “即使一个人把涮完杯或碗的水倒入村里的池塘时，想著:‘愿住在此处的动物以之为食，’ 那
也是福德的一个来源。” 

——ANIII57(增支部)

 
不布施便失却

因此，当世界 
        随著衰老与死亡起火时， 
他应当藉著布施抢救(他的财富)， 
        布施了的，便是完好抢救下来的。 
 
布施之物，带来愉快的果报， 
        不布施之物，则无果报， 
盗贼、君王会抢走， 
        它或者被烧、或者丢失。 

——SNI41(相应部)

 
克服悭吝

以无瞋征服忿怒， 
以良善征服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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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施征服悭吝， 
以真语征服谎言。 

——Dhp 223(法句经)
 

吝啬者不愿布施， 
    所惧怕的， 
正是当他不布施时， 
    将出现的。 

——SNI32(相应部)
 

吝啬者确然去不了天界， 
不赞美布施的真是愚人。 
开悟者随喜布施， 
在来世自有安乐。 

——Dhp 177(法句经)
 
        “众生若了解布施与分享的果报，如我所了解那样，他们不布施不会吃饭。悭吝之染也不会
制服他们的心。即便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嚼、最后一口，若有人接受布施，他们也不会不分享。但
因为众生不了解布施与分享的果报，不如我所了解那样，他们不布施就吃饭。悭吝之染制服了他
们的心。” 

——Iti26(自说经)

 
适时布施

有明辨、回应所求、不吝啬者—— 
        他们适时布施。  
带著受圣者们激励、纠正的心， 
        适时布施后， 
        他们的供养结出丰盛的果实。 
随喜布施、协助布施者 
        也得以分享福德， 
        供养不会因此失散。 
因此，以毫不犹豫之心，  
        他应当在有大果报处布施，  
        是福德决定了众生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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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V36(增支部)

 
得到最高果报，我们应当布施谁?  
        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坐在一边时，问薄伽梵:“世尊，一件礼物应送往何处?” 
        “大王，应送到使心有自信感之处。” 
        “但是，世尊，一件礼物送往何处，才得大果报?” 
        “大王，‘一件礼物应送何处’是一回事，而‘一件礼物送往何处，才得大果报’则是完全不同的
一回事了。 赠予一位有德者——而不是失德者——得大果报。” 

——SNIII24(相应部)

 
正直者如何布施 
        “这五类为正直者的布施: 哪五类? 正直者带着信念布施、正直者带着专注布施、正直者应时

布施、正直者带着同情心布施、正直者布施时不伤害自己与他人。” 
——AN V148 (增支部)

 
多样果报 
        (西诃将军:)“世尊可否指出一件布施，在即时即地可见果报?” 
        (佛陀:)“西诃，可以。布施者、布施的大师，在人们眼里可亲、有魅力。布施者、布施的大
师，在人们眼里可亲、有魅力，这就是布施时即时即地可见的一件果报。 
        “再者，善士与正直者钦佩布施者、布施的大师。善士与正直者钦佩布施者、布施的大师，
这就是布施时即时即地可见的一件果报。 
        “再者，布施者、布施的大师，他的善名广传。布施者、布施的大师，他的善名广传，这就
是布施时即时即地可见的一件果报。 
        “再者，布施者、布施的大师，与任何团体打交道——贵族武士、婆罗门、家主、行者——
他/她有自信、不窘怯。布施者、布师的大师，与任何团体打交道——贵族武士、婆罗门、家主、
行者——他/她有自信、不窘怯，这就是布施时即时即地可见的一件果报。 
        “再者，布施者、布施的大师，身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布施者、布施的大师，身
坏命终时，重生于善趣、天界: 这是布施时来世的一件果报。” 
        此话说完后，西诃将军对世尊说:“对于世尊所指出的、布施时即使即地可见的四种果报，我
并非只是相信世尊这般说，我也是了解的。我是布施者、是布施的大师，我在人们眼里可亲、有
魅力。我是布施者、是布施的大师，受善士与正直者的钦佩。我是布施者、是布施的大师，我的
善名广传: ‘西诃好施，是做实事者，是僧伽的护持者。’ 我是布施者、是布施的大师，与任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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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打交道——贵族武士、婆罗门、居家人、行者——我有自信、不窘怯。 
        “不过，当世尊对我说:‘身坏命终时，布施者、布施的大师，重生于善趣、天界’，那却是我
不知的。那一句话上，我相信世尊。” 
        “正是如此，西诃，正是如此。身坏命终时，布施者、布施的大师，重生于善趣、天界。” 

——AN V.34(增支部)

 
 
多样动机，多样果报  
        “舍利弗，有此情形，一个人布施是为己私利、内心执取[其果报]，为己积攒、[心想]‘我死后
要享受它。’ 他把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
——布施给僧侣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如此布施?” 
        “世尊，是的。” 
        “他为己私利、内心执取[果报]，为己积攒、[心想]‘我死后要享受它’，布施了该礼——身坏
命终时，重生四大王天的天神。接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返
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再者，有此情形，一个人布施非是为己私利、内心不执取[果报]，非为己积攒、不想 ‘我死
后要享受它。’ 而作此想‘布施是善事，’他把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

膏、床具、住地、灯具——布施给僧侣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这样布施?” 
        “世尊，是的。” 
        “他 作此想‘布施是善事’，布施了这个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与三十三天的天神为伴。接
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布施是善事’，他作此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
这个古老的家族传统是不对的’，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夜摩天的天神。接著，那
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这个古老的家族传统是不
对的’，他作此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对的’，布施了
该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兜率天的天神。接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
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那些不富裕的，是不对的’，他作此
想 ‘正如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跋罗陀婆奢、
婆悉得、迦叶、婆咎——他们曾作过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
终时，重生为化乐天的天神。接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
回者、又回到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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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不想 ‘正如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
跋罗陀婆奢、婆悉得、迦叶、婆咎——他们曾作过大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他作此
想‘我布施这个礼物时，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布施了该礼物。身坏命终时，重生为他
化自在天的天神。接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返回者、又回
到这个世界。  
        “或者，不想 ‘我布施此礼，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他作此想‘这是对心的美化、对

心的支持’，把他的礼物——食物、饮料、布匹、车辆、花环、香料、软膏、床具、住地、灯具
——布施给僧侣与行者。舍利弗，你觉得如何? 一个人是否会这样布施?” 
        “世尊，是的。” 
        “他布施了该礼物，不为己私利、心里不执取[果报]，不为己积攒、不想:‘我死后要享受这

个。’ 
        “……也不想:‘布施是善事。’ 
        “……也不想:‘我的父亲、祖父过去曾这般布施、这般行事。我中断这个古老的家族传统是不
对的。’ 
        “……也不想:‘我富裕，这些人不富裕。富裕的人，不布施不富裕的，是不对的。’ 
        “……也不想:‘正如古圣贤们——阿得摩、婆摩、婆摩提婆、毗色密多、耶娑提伽、盎及罗、
跋罗陀婆奢、婆悉得、迦叶、婆咎——他们曾作过大奉献，我布施也为作这样的奉献。’ 
        “……也不想:‘我布施此礼，它使心安宁、升起满足与喜悦。’ 
        “……而是想:‘这是对心的美化、对心的支持’——身坏命终时，重生与梵众天的天神为伴。
接著，那个业、那个力、那个地位、那个权威耗尽之后，他是个不还者、他不回这个世界。’ 

        “舍利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布施某种礼物，未得到大果报、大善益，而另一个人布施
同种礼物，却得大果报、大利益。” 

——ANVII49(增支部)

 
最大的礼物 
         法礼高于一切赠礼。

——Dhp354(法句经)

相关连接: 
        莉莉-德西尔瓦: 巴利经典中的布施 
        布施文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dana/index.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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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训练-戒德

[首页] >> [正法] 

戒德 
Virtue 

sil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戒德(道德，守戒)•八圣道的基础。戒德的修持，包括了居圣道 之中的三道支: 正语，正业，正
命。  
 
正修的佛教徒自愿遵守与其生活情形相应的一组训诫:  
        ○男女居士遵守五戒  

        ○参加密集禅修的男女居士(如在布萨日)遵守八戒 

        ○新出家的僧尼遵守十戒 

        ○受具足戒的比丘遵守比丘波罗提木叉戒经(Bhikkhu Patimokkha)中的227条戒; 女尼遵守比丘
尼波罗提木叉戒经(Bhikkhuni Patimokkha)中的311条戒。 
        

戒德的果报 
[阿难:]“世尊啊，善修戒德，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佛陀:]“阿难，是无悔。” 
        “那么，无悔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阿难，是悦。” 
        “那么，悦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 
        “阿难，是喜。” 
        “那么，喜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 
        “阿难，是轻安。” 
        “那么，轻安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阿难，是乐。” 
        “那么，乐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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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是入定。” 

        “那么，入定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阿难，是如实知见(景象与知识)。” 
        “那么，如实知见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 
        “阿难，是舍弃与出离。” 
        “那么，舍弃与出离有什么果报与福佑?” 
        “阿难，是解脱知见。” 

——AN X 1(增支部)

 
五件无咎之礼 
        “有此五件赠礼、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
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们无可指责的。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戒夺取生命、离夺取生命。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
免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一件礼物、第一件大礼——独
特、持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

们无可指责的。 
        “再者，戒不予而取[偷盗]，这位圣者的弟子离不予而取。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
免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二件礼物……  
        “再者，戒不当性事，这位圣者的弟子离不当性事。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
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三件礼物…… 
        “再者，戒谎言，这位圣者的弟子离谎言。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压迫。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四件礼物…… 
        “再者，戒醉品，这位圣者的弟子离醉品。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压迫。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五件礼物、第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

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们无可指责

的。这是福德的第八种果报: 是善巧、喜乐的滋养、如天界、得快乐、趋向天界、趋向愉快、喜
悦、适意、福利、与幸福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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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VIII 39 (增支部)

 
五种福佑 
        “家主们，一位正直者修持戒德，可增生五种福佑: 藉勤勉大增财富; 得好名声; 他在任何社
团，无论是贵族、婆罗门、家主、 还是苦行者团体中，举止自信、无畏; 死时安详; 死后色身分
解时，重生于善处、天界。” 

——DN16(长部16)

 
善知识促进戒德培养  
        “何谓可敬的友谊 (善知识)？ 有此情形，一位家主，无论住在哪个村镇里，去亲近戒德高严

的家主或家主之子、长幼不拘。与他们谈话，邀他们讨论。他效仿 [对业力原理]信念圆满者、也
达到信念圆满，效仿戒德圆满者、也达到戒德圆满，效仿 布施圆满者、也达到布施圆满，效仿明
辨圆满者、也达到明辨圆满。此谓可敬的友谊。” 

——AN VIII54(增支部)

 
忆念自身的戒德  
        “再者，有此情形，你忆念自身的戒德:‘不破不坏、无暇无疵、利于解脱、受智者赞扬、清净

无染、趋向正定。’ 任何时候，圣者的弟子忆念戒德时，他的心则不为贪所制，为瞋所制，为痴
所制。以戒德为基础，他的心朝向正直。心正直时，这位圣者的弟子便目标感;，解法义，有法
乐。有乐者，有喜。有喜者，色身宁静。色身宁静时，他有自在。有自在时，心入定。” 

——AN XI 12(增支部)

 
持戒——并支持他人的戒行 
        “比丘们，世上存在这四类人。哪四类? 为己而不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为他人而不为己之福
利修持者。既不为己亦不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为己亦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何为为己而不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戒夺取生命，但不鼓励他人守持不
取生命之戒。他本人戒偷盗，但不鼓励他人守持不偷盗之戒。他本人戒不当性事，但不鼓励他人
守持不行不当性事之戒。他本人戒谎言，但不鼓励他人守持不讲谎言之戒。他本人戒导致失慎的
醉品，但不鼓励他人守持不用导致失慎的醉品之戒。此为为己而不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何为为他人而不为己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戒夺取生命，但鼓励他人守持不
取生命之戒……(同理于偷盗、不当性事、谎言、醉品之戒)。此为为他人而不为己之福利修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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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既不为己亦不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不戒夺取生命，也不鼓励他人
守持不取生命之戒……(同理于偷盗、不当性事、谎言、醉品之戒)。此为既不为己亦不为他人之
福利修持者。 
        “何为既为己亦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有此情形，某人自己戒夺取生命，也鼓励他人守持不取
生命之戒……(同理于偷盗、不当性事、谎言、醉品之戒)。此为既为己亦为他人之福利修持者。 
        “此为世上存在的四类人。” 

——ANIV.99(增支部)

相关连接: 
        八圣道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index.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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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宇宙观中，天界为喜乐的域界，当前的居住者(天神们)凭借过去的福德业在彼处重生。然
而，与轮回中的其他生灵无异，这些天神也经受老、病、死，最后也必须依照旧业的性质与力量
投生它界——有善界亦有恶界。天神也不尽多闻、灵性上亦非特别成熟——实际上，他们当中有
不少沉醉于感官之乐，无一值得敬仰与崇拜。然而，天神与喜乐域界的存在，提醒我们两个重要
事实，一是善巧有德之行的喜乐果报，二是感官之欲的终极过患。 

 
稀有的重生 

这世界如此盲目—— 
        明眼人何等稀少。 
重生天界的人， 
        如逃脱罗网的鸟儿， 
        少而又少。 

——Dhp174(法句经) 

 
亲眼所见 
        “我见过有的生灵——拥有良好的身业、良好的语业、良好的意业; 不曾辱骂圣者、有正见、
行为受正见感化——在死后色身分解时，重生于善处、天界。我非是从其他僧侣行者之处听来此
事后告诉你: 我见过有的众生——拥有良好的身业、良好的语业、良好的意业; 不曾辱骂圣者、有
正见、行为受正见感化——在死后色身分解时，重生于善处、天界。我是在亲知、亲见、亲证此
事之后才告诉你: 我见过有的众生——拥有良好的身业、良好的语业、良好的意业;不曾辱骂圣
者、有正见、行为受正见感化——在死后色身分解时，重生于善处、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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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71(如是语)

忆念天神 
        “再者，你们应当忆念天神: ‘有四大王天的天神、有三十三天的天神、有夜摩天的天神、有
兜率天的天神、有化乐天的天神、有他化自在天的天神、有梵众天的天神、有高于其上的天神。
他们拥有何等信念，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天)界，同样的信念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等戒
德，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界，同样的戒德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等学问，此世逝去时得以重
生于该界，同样的学问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等布施，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界，同样的布施
我也具备。他们拥有何等明辨，此世逝去时得以重生于该界，同样的明辨我也具备。’ 任何时

候，一位圣者的弟子忆念自己与天神共有的信心、戒德、学问、布施、明辨，他的心则不为贪所
制、为瞋所制、为痴所制。以天神[的素质]为基础，他的心朝向正直。心正直时，这位圣者的弟
子便有目标感、解法义、得法乐。有乐者，有喜。有喜者，身宁静。身宁静时，他有自在。有自
在时，心入定。” 

——ANXI12(增支部)

 
有喜乐，智慧却有限 
        “科帕塔，有一次，本僧团的某位比丘，觉知里升起这个想法:‘这四大元素——地、水、火、
风——在何处止息无余?'接著，他达到如此定境，定摄之心显现趋天之道。于是他往四大王众随
天神处，到达时问道:‘贤友们，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处止息无余?’ 

        “如此问时，四大王众随天神对比丘说:‘我们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但有比我
们高等、崇高的四大天王。他们当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 
        “于是这位比丘往四大王处，到达时问道:‘贤友们，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
处止息无余?’ 
        “如此问时，四大王对比丘说:‘我们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但有比我们高等、
崇高的三十三天的天神。他们当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 
        “于是这位比丘往三十三天的天众……帝释天……夜摩天的天众……兜率天天王……化乐天
的天众……化乐天天王……他化自在天的天众……他化自在天的天王……梵众天的天众处…… 
        “接著，他达到如此定境，定摄之心中显现趋梵众天之道。于是他往梵众天的天众处，到达
时问道:‘贤友们，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处止息无余?’ 
        “如此问时，梵众天的天众对比丘说:‘我们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但有梵天，
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无所不见者、无所不能者、全权之尊主、制造者、创造者、主宰
者、任命者与统治者、一切已生与来生之父。他比我们高等、崇高。他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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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贤友们，大梵天现在何处?” 
        “比丘，我们也不知梵天在何处、梵天如何存在。不过，当前兆显现，光照、辉映之时，他
会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兆: 光照、辉映。” 
        “不久大梵天出现了。” 
        “于是，这位比丘走向大梵天，到达时问道:‘贤友，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
处止息无余? ’” 
        “如此问时，大梵天对比丘说:‘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无所不见、
无所不能、全权之尊主、制造者、创造者、主宰者、任命者与统治者、一切已生与来生(有情)之
父。’” 
        “再一次，比丘对大梵天说道:‘贤友，我不曾问你，你可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
者、无所不见、无所不能、全权之尊主、制造者、创造者、主宰者、任命者与统治者、一切已生
来生(有情)之父。 我问你，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处止息无余?’” 
        “第二次，大梵天对比丘说:‘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无所不见、无
所不能、全权之尊主、制造者、创造者、主宰者、任命者与统治者、一切已生与来生(有情)之
父。’” 
        “第三次……” 
        “接著，大梵天抓著比丘的手臂、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这些梵众天的天神们相信:“大梵天
无所不知。大梵天无所不见。大梵天无所不觉。大梵天无所不能。” 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场时，
我不说我也不知四大元素在何处止息无余。因此，你绕过世尊在别处求解这个问题，做错了、做
得不正确。马上回去见世尊，到达时向他请教。无论他怎么答，你应牢记在心。’ ” 
        “于是——如壮汉展臂、曲臂一般——那位比丘从梵天界消失，顷刻在我面前显现。他对我
顶礼之后，在一边坐下。坐下时，他对我说:‘世尊，这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在何处

止息无余?’ ” 
        “如此问时，我对他说:‘比丘，有一次，一群海运商人带一只探岸鸟上船起航。看不见海岸
时，他们就放出探岸鸟。它往东、南、西、北方向直飞，又朝罗盘四维之间侧飞。如果在任何方
向看不见海岸，它便直接回船。同样地，比丘，你为了求解这个问题，远至梵天界，却转回我面
前。’” 

——DN11(长部)

相关连接: 
        三十一个生存域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gga/index.html 
最近訂正 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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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欲乐的过患

纵使天上下起金币之雨， 
我们的感官之乐 
        也不会满足。 
‘它们是苦，远非乐。’—— 
了悟此意，智者 
         纵使在天界般的感官之娱里， 
         无乐可得。 
他是正自觉者的弟子， 
       以渴求的终结为乐。 

——Dhp186(法句经)
 
        “假定一只狗，为虚弱与饥饿所困，路过一座屠宰场，有个技熟的屠夫或其学徒，朝它扔一
串骨——刮净、沾血、无肉。你们觉得如何: 那只狗，啃著那串骨——刮净、 沾血、无肉——它
的虚弱与饥饿可会消解? ” 
        “世尊，不会。为什么? 因为那串骨刮净、 沾血、无肉。那只狗除了疲倦与恼怒，什么也得
不到。” 
        “家主们，同样地，一位圣者的弟子如此思索:‘世尊把感官欲乐比作一串骨，苦多、绝望多、
过患更多。’ 以正明辨如实看清了这一点，他会避免来自多种[因素]、依赖多种[因素]的安宁，培
养来自单一[因素]、依赖单一[因素]的安宁，由此止息对世俗之诱的执取/维持，不著余迹。 

——MN54(中部)
 
        “何为感官欲乐的诱惑? 比丘们，感官欲乐有五条。哪五条? 藉眼识别之色——愉悦、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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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可爱、增欲、诱人。藉耳识别之声……藉鼻识别之香……藉舌识别之味……藉身识别之触
——愉悦、可喜、迷人、可爱、增欲、诱人。有赖于这五条感官欲乐而生的喜与乐，那便是感官
欲乐的诱惑。 
        “那么，何为感官欲乐的过患? 有此情形，一位族姓子从业谋生——无论作会计、还是算师、
耕 夫、商贾、牛倌、箭手、国王随从，等等——他面对冷、面对热、受蚊蝇爬虫骚扰、风吹日
晒、死于饥渴。 
        “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这一堆苦，是以感官欲乐为由、以感官欲乐为源、
以感官欲乐为因、只为了感官欲乐。 
        “该族姓子若这般辛苦操劳，却得不到财富，他于是忧愁、悲痛、哀叹、捶胸、痛苦。‘ 我的
工作徒劳无获、我的辛劳毫无结果!’ 因此，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这一堆苦，也
以感官欲乐为因…… 
        “该族姓子若这般辛苦操劳，获得了财富，他便经历守护之忧苦: ‘如何不让国王、盗贼抢走
我的财物，如何不让它给火烧毁、给水冲走、给恨心子孙夺走?’ 正当他守护、看护财物时，它却
给国王、盗贼抢走、 给火烧毁、 给水冲走、 给不肖子孙夺走了。他于是忧愁、悲痛、哀叹、捶
胸、痛苦。‘我的财物尽失去了!’ 因此，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这一堆苦，也以感
官欲乐为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乐为由、以感官欲乐为源、以感官欲乐为因、只为了感官欲乐，国王
与国王相争、贵族与贵族相争、僧侣与僧侣相争、家主与家主相争、母与子相争、子与母相争、
父与子相争、子与父相争、兄弟与兄弟相争、兄弟与姊妹相争、姊妹与兄弟相争、友与友相争。
接著，他们在争执、争闹、争论时，以拳、以土块、以棒、或以刀相互攻击，招致死亡与如死之
痛。”因此，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这一堆苦，也以感官欲乐为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乐为由、以感官欲乐为源、以感官欲乐为因、只为了感官欲乐，人们

执起剑盾、架起弓矢、聚为两阵、冲进战场，一时矢矛纷飞、剑光闪闪; 在那里他们为矢矛刺
伤、被刀剑砍头，招致死亡或如死之痛。因此，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这一堆
苦，也以感官欲乐为因…… 

        “再者，正是以感官欲乐为由、以感官欲乐为源、以感官欲乐为因、只为了感官欲乐，人们

执起剑盾、架起弓矢、冲击陡滑的堡垒，一时矢矛纷飞、剑光闪闪; 他们在那里受沸牛粪泼撒、
被重物砸扁、给刀剑砍头，招致死亡或如死之痛。因此，感官欲乐的这个过患，即时即地可见的
这一堆苦s，也以感官欲乐为因…… 

        “那么，何为感官欲乐的解脱? 凡是平息对感官欲乐的贪爱、放弃对感官欲乐的贪爱，那便是
感官欲乐的解脱。” 

——MN13(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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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的过患 
        “比丘们，何为形色之诱? 假定有一位贵族、婆罗门、或家主阶级的少女，十五六岁、不高亦
不矮、不胖亦不瘦、不黑亦不白。她的美貌与魅力可是在最盛之时?” 
        “世尊，是的。” 
        “凡有赖于该美貌与魅力而升起的喜与乐: 那便是形色之诱。 
        “那么，何为形色之诱的过患? 有此情形，人们可能后来再见同一位女子八十、九十、百岁之
相: 衰老、如橼木般弯曲、佝偻、持杖、抖索、衰弱、豁牙、白发、少发、秃发、皮皱、肢体多
斑。你们以为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与魅力已然褪尽，过患显现?” 
        “世尊，是的。” 
        “比丘们，这便是形色之诱的过患。 
        “再者，人们可能再见同一位女子于病患、痛苦、重疾之中，卧于屎尿之污、靠他人抬起放
下。你们以为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与魅力已然尽褪，过患显现?” 
        “世尊，是的。” 
        “比丘们，这也是形色之诱的过患。 
        “再者，人们可能再见同一位女子弃尸坟场——一日、两日、三日，肿胀、青紫、腐烂。你
们以为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与魅力已然褪尽，过患显现?” 
        “世尊，是的。” 
        “比丘们，这也是形色之诱的过患。 
        “再者，人们可能再见同一位女子弃尸坟场，为乌鸦、鹰鹫、为狗、土狼等动物啄食……骨
胳尚有血肉、以筋相连……骨胳血肉尽失、以筋相连……骨腱分离、散乱四处——此处手骨、彼
处足骨、此处腓骨、彼处腿骨、此处臀骨、彼处椎骨、此处肋骨、彼处胸骨、此处肩骨、彼处颈

骨、此处腭骨、彼处齿牙、此处头骨……骨色发白如螺壳、经年堆积……化为粉末……你们以为

如何: 是否她昔日的美貌与魅力已然褪尽，过患显现?” 
        “世尊，是的。” 
        “比丘们，这也是形色之诱的过患。 
        “那么，比丘们，何为出离形色? 平息对形色的贪爱、放弃对形色的贪爱，那便是出离形色。 
        “凡不能如实明辨形色之诱惑为诱惑、形色之过患为过患、形色之出离为出离的僧侣行者，
他们自己理解形色、或以此真理激励他人藉修持了解形色: 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凡能如实明辨
形色之诱惑为诱惑、形色之过患为过患、形色之出离为出离的僧侣行者，他们自己理解形色、或
以此真理激励他人藉修持了解形色: 那是可能的。” 

——MN 13(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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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过患 
        “那么，比丘们，何为感受之诱?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远离感官欲乐、远离不善巧心态

——进入、安住于第一禅那: 由远离而生起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那时候，他无心伤害自
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他有一种彻底无害的感受。我告诉你们，此无害之受，乃是一切感
受中的至高诱惑。 
        “接著这位比丘，随著寻想与评估的平息，进入、安住于第二禅那; 由沉静而生起喜与乐，随
著寻想与评量的消退、知觉汇合起来——有了内在确定……随著喜的消退，他保持著宁静、有
念、警觉，身体敏感于乐。他进入、安住于第三禅那，对此圣者们宣告:‘宁静、有念，他有了愉
快的居处’……随著乐与痛的放弃——如先前喜与苦的消退一般——他进入、安住于第四禅那: 宁
静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乐、又无痛。那时候，他无心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他有
一种彻底无害的感受。我告诉你们，此无害之受，乃是一切感受中的至高诱惑。 
        “那么，何为感受的过患? 感受无常、有苦、可变: 这便是感受的过患。 
        “那么，何为出离感受? 平息对感受的贪爱、放弃对感受的贪爱，那便是出离感受。 
        “凡不能如实明辨感受之诱惑为诱惑、感受之过患为过患、感受之出离为出离的僧侣行者，
他们自己理解感受、或以此真理激励他人藉修持了解感受: 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凡能如实明辨
感受之诱惑为诱惑、感受之过患为过患、感受之出离为出离的僧侣行者，他们自己理解感受、或
以此真理激励他人藉修持了解感受: 那是可能的。”         “那么，比丘们，何为感受之诱? 

 
色身的过患 
        “那么，何为对过患的辨识[认知]?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来到野外、树下、空静之处——
如此思索:‘这色身有诸多痛苦、诸多过患。在这色身里会升起诸多疾病，如: 视力病、听力病、鼻
病、舌病、体病、头病、耳病、口病、牙病、咳嗽、哮喘、粘膜炎、热病、衰老、胃痛、昏迷、
痢疾、流感、霍乱、麻疯、疔疮、轮癣、肺结核、癫痫、皮肤病、痒症、痂、干癣、疥疮、黄
疸、糖尿、痔疮、瘘管、溃疡、胆症、粘液症、风症、体液症、气候症、身体照顾不周之症、外
伤、业力病、冷、热、饿、渴、排屎排尿。’ 他这般专注于色身的过患。这便称为对过患的辨识

[认知]。” 
——ANX60 (增支部)

 
老、病、死、杂染的过患 
       “这四种追求是尊贵的。哪四种? 有此情形，一个人，自己会衰老，意识到衰老的过患，寻求
脱离枷锁、不老、无上的止息: 即解脱。自己会染病，意识到染病的过患，寻求脱离枷锁、无
病、无上的止息: 即解脱。自己会死亡，意识到死亡的过患，寻求脱离枷锁、不死、无上的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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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解脱。自己有杂染，意识到杂染的过患，寻求脱离枷锁、无杂染、无上的止息: 即解脱。” 
——ANIV.252(增支部)

 
瞋怒的过患 

怒者丑陋、少眠，他所得盈利， 
        因言行有失，转为亏损。  
盛怒的人，把他的财富摧毁。 
        狂怒的人，把他的地位摧毁。 
亲戚、朋友、同事们躲避他， 
        瞋怒带来损失，瞋怒使心燃烧。 
他意识不到危险由内心生起， 
        怒者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怒者看不见法。 
被瞋怒征服的人， 
        处于一团阴暗之中。 
他乐于恶行，以为善行， 
        当怒意消退之时，他如火烧般受苦。 
他如烟雾围绕之火， 
        无用、无光。 

——AN VII60(增支部)

 
一切可执取现象的过患  
        “一个人连续专注于执取现象的过患，渴求便止息了。从渴望的止息，引致执取/维持的止
息。从执取/维持的止息，引致缘起[有]的止息。从缘起的止息，引致生的止息。从生的止息，于
是老、病、死、忧、哀、痛、悲、惨，全部止息。若大一堆苦与紧张，便是这般地止息。” 

——SNXII52(相应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adinava/index.html 
最近訂正 6-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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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换

我愿作此交易: 
        以衰老换得不老， 
        以炽烧换得解脱: 
这是不再受轭的 
        至高宁静 
        与无上安稳。

——ThagI32(长老偈)
 

如果放弃小乐， 
         他得见大乐。 
智者将放弃小乐， 
        求取大乐。 

——Dhp290(法句经)

 
逆着流行观念 
        其时，尊者阿难与家主塔普萨往诣世 薄伽梵，近前顶礼后，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薄伽梵
说:“这位家主塔普萨对我说:‘尊者阿难，我们是耽溺于感官之乐、欣喜于感官之乐、享受感官之
乐、纵情感官之乐的家主。在我们这些耽溺于感官之乐、欣喜于感官之乐、享受感官之乐、纵情
感官之乐的人看来，出离根本是个大损失。然而，我却听说此法此律之中，年轻的比丘们视出离
为宁静，内心急于出离，趋向有信心、稳步、坚定。因此正是在出离这个主题上，此法此律与大
众背道而驰。’”  
        “正是如此，阿难，正是如此。即便我自己在觉悟前、尚为未悟的菩萨时，虽想到:‘出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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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退隐善哉，’ 然而我的心却不急于出离，未视出离为宁静，未趋向有信 心、稳步、坚定。我
想:‘是 何因缘、是何理由，为什么我的心不急于出离，未视出离为宁静，未趋向有信心、稳步、
坚定?’ 接著我想到:‘我还不曾看见感官欲乐的过患。我还不曾思考[那个主题]。我还不理解出离
的果报。我对它还不熟悉。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心不急于出离，未视出离为宁静，未趋向有信 心、
稳步、坚定。’”  
        “接著我想到:‘如果看见了感官欲乐的过患后，我思考该主题; 如果理解了出离的果报后，我
对它熟悉起来，我的心便有可能急于出离，视出离为宁静，趋向有信 心、稳步、坚定。’”  
        “于是后来，在看见了感官之乐的过患后，我探索该主题;在理解了出离的果报后，我使自己
熟悉它。我的心急于出离，视出离为宁静，趋向自信、稳步、坚定。接下来，远离感官之欲、远

离不善巧的心态，我进入、安住于初禪: 从远离中升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 

——AN IX41(增支部)

 
极乐 
        [佛陀:]“跋提，[听说]你独自在林中、树下、空静处，反复大叫 ‘极乐! 极乐!’可是真的?”  
        [跋提尊者:]“世尊，是真的。”  
        “你反复大叫 ‘极乐! 极乐!’时，心里在想什么?” 
        “过去，在我居家时，为了常享君王的喜乐，我把卫兵部署于王宫内外、城镇内外、乡村内
外。即便有这等保护、这等守护，我仍住于怖畏——焦躁、多疑、 恐惧。但现在，独自去林中、
树下、空静处时，我住于不惧、不躁、自信、无畏——不担心、不困扰，我的需要满足了、我的
心如野鹿(般自由)。这就是我反复大叫‘极乐! 极乐!’时，心里所想的。”  
        接著，注意到那件事的重要性，世尊当时大声说: 

不再受激者， 
        克服有与非有者， 
他已超越恐惧， 
        有喜、无悲， 
天神看不见他。

——Ud II 10(自说经)

 
安眠 
        [佛陀:]“你觉得如何: 假定一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有一栋房子: 山形屋顶、内外灰泥墙、门窗紧

闭、无穿堂之风。在屋里，他有一张马鬃软榻: 上铺一床长羊毛褥、一床白羊毛褥、一床锦绣

被、一床卡达里鹿皮毯，顶垂华盖、侧堆红枕。点一盏灯，四个妻子百般妩媚，伺候著他。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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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自在安眠? 或者你认为如何? ”  
        [阿罗毗的赫塔迦:]“是，世尊，他能自在安眠。世上的自在安眠者当中，他便是一位。”  
        “不过年轻人，你觉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升起贪欲的身火或心火——受
贪火的烧灼——他苦恼难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贪火——受其烧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恼难眠——该贪欲已被如来弃绝、根 
除，如拔起的棕榈、生机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  
        “年轻人，你觉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者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升起嗔怒的身火或心火——受怒
火的烧灼——他苦恼难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怒火——受其烧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恼难眠——该嗔怒已被如来弃绝、根 
除，如拔起的棕榈、生机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  
        “年轻人，你觉得如何: 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是否有可能升起痴迷的身火或心火——受痴火
的烧灼——他苦恼难眠?”  
        “是，世尊。”  
        “然而那些痴火——受其烧灼，那位家主或家主之子苦恼难眠——该痴迷已被如来弃绝、根 
除，如拔起的棕榈、生机已失、永不再生。因此，他自在安眠。” 

常有常有自在安眠: 
        婆罗门已彻底解脱; 
他不再粘著感官欲乐， 
        无积取，心清凉。 
既已 斩断一切缠缚， 
        制服内心恐惧， 
平息了，他自在安眠，  
        已达到心的寂止。 

——AN III34(增支部)

 
安止

凡夫皆有生、老、死， 
        却厌弃受其苦者， 
        那些事他不能自免。 
见有情受这些苦， 
        假如我厌弃，便不适合 
        以同样于他们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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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心态， 
——了解法， 
        不再抓取—— 
我克服了对健康、青春、生命 
        的一切沉醉感， 
        视出离为安稳。 
 
我的力量升起， 
        解脱清晰可见。 
如今再不可能 
        求取感官欲乐。 
已走上梵行之道， 
        我不回头。

——ANIII38(增支部)

 
无畏  
        “有此情形，一个人已弃绝对感官欲乐的贪爱、欲望、喜爱、渴爱、狂热、执取。接着他重
病不起。在重病不起时，他不想: ‘唉，我热爱的那些感官欲乐要离我而去了、我要被迫离开它们

了!’他不悲伤、不苦恼; 他不哭泣、捶胸、狂乱。这便是一个面临死亡时，对死亡不惧不怕的
人。” 

——AN IV184(增支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nekkhamma/index.html 
最近訂正 3-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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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那为一种深度静止与专注的禅定状态，在其间，心智完全沉浸、吸摄于所选的专注目标。它是
培养正定的基础。 
 
定义(包括比喻) 
[第一禅那]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远离感官之欲、远离不善巧心态——进入、安住于第一禅那: 由远

离而生起了喜与乐、伴随著寻想与评量。他把生起于远离的喜与乐，弥漫、渗透、遍布、充满这

个身体。他的全身无不渗透著生起于退离的喜与乐。 
        “正如一位技熟的浴工或其学徒，在铜盆里倒入浴粉、揉合成团，一次又一次洒水，使浴粉
团饱和、湿润、内外渗透——却不滴水; 这位比丘更是这般，把生起于远离的喜与乐，渗透、遍
布、充满这个身体。他的全身无不渗透著生起于远离的喜与乐。 
[第二禅那] 
        “再者，随著寻想与评量的平息，他进入、安住于第二禅那: 由沉静而生起的喜与乐，随著寻

想与评量的消退，觉知汇合起来——有了内在的确定。他把生起于沉静的喜与乐，弥漫、渗透、
遍布、充满这个身体。他的全身无不渗透著生起于沉静的喜与乐。 
        “正如一座湖，内有泉水涌起，既无来自东、西、南、北的灌流，又有天降阵雨的周期补

充，于是冷泉从湖内涌起，凉水在弥漫、渗透、遍布、充满，整座湖无处不渗透著这股凉水; 这
位比丘更是这般，把生起于沉静的喜与乐，弥漫、渗透、遍布、充满这个身体。他的全身无不渗
透著生起于沉静的喜与乐。 
[第三禅那] 
        “再者，随著喜的消退，他保持著宁静、有念、警觉，使身体敏感于乐。他进入、安住于第
三禅那，圣者们因此宣告:‘宁静、有念、他有愉快的居处。’ 他把退去了喜的乐感，弥漫、渗透、
遍布、充满这个身体。他的全身无不渗透著退去了喜的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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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一座蓝莲、白莲、红莲池里，有若干蓝莲、白莲、红莲生长于水中、没于水中、在水
中绽放，于是它们从根到顶，弥漫、渗透、遍布、充满著凉水，这些蓝莲、白莲、红莲，无处不
渗透著凉水; 这位比丘更是这般，把退去了喜的乐感，弥漫、渗透、遍布、充满这个身体。他的
全身无处不渗透著退去了喜的乐感。 
[第四禅那] 
        “再者，随著乐与痛的放弃——如先前喜与苦的消退一般——他进入、安住于第四禅那: 宁静
与念住达到纯净，既无乐、又无痛。他坐著，身体弥漫著纯净、明亮的觉知，于是他的全身无处

不渗透著纯净、明亮的觉知。  
        “正如一个人坐著，从头到脚包著白布、全身无处不裹著白布; 这位比丘更是如此，以纯净、
明亮的觉知，弥漫全身。他的全身无处不渗透著纯净、明亮的觉知。” 

——AN V.28(增支部)

 
掌握禅那是智慧的标志之一 
        “我把一位拥有四种素质的人，称为一位有大智慧者、一位伟人。哪四种? 
        “婆罗门，有此情形，他为了众人的利益与幸福而修行，使众人确立了尊贵的法门，即: 可敬
的正直、善巧的正直。 
        “他可以想任何心之欲想、不想心不欲想。他可以愿任何心之所愿、不愿心所不愿。他于心
路已了然通达。  
        “他达到四禅的高深境界——随时随意、无障无碍——那是即时即地的愉快居处。 
        “随著心漏的终结——他安住于无漏的心解脱与慧解脱之中，已即时即地亲自了解与证悟。 
        “我把拥有这四种素质的人，称为一位有大智慧者、一位伟人。” 

——ANIV35(增支部)

 
禅那与内明并行

无明辨者 
        无禅那， 
无禅那者 
        无明辨。 
 
而禅那与明辨 
        具足者，  
他便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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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 
——Dhp372 (法句经)

相关连接: 
        正定 
        四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samadhi/jhan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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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训练次第

[首页] >> [正法] >> [戒德] 

八戒 
Eight Precepts 

attha-sil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 2005 Access to 
Insight 。 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
任何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
发。然而，编者希望任何再版与
分发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
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这些戒律由居家者在密集禪修期与布萨日时遵守。 八戒建立在五戒基础之上，把第三戒延至 一

切性事，另增特别有助于禪修的三条戒律。 
 
八戒 
1.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 离破坏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 离不予而取。 
3.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正言语。 
5. 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导致失慎的醉性饮料与药品。 
6.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非时食(不在禁食期间进食,过午不食)。 
7. Nacca-gita-vadita-visukkadassana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vibhusana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歌舞、音乐、演艺、花环、香水与美容品。 
8.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高床与奢侈睡具。 

相关连接: 
        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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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戒 
        戒德 
        阿姜李 布萨求戒归依仪式(来自《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atthasila.html 
最近訂正 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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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四圣-训练次第

[首页] >> [正法] 

四圣谛 
The Four Noble Truths 
cattari ariya saccani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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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束缚 
        “比丘们，是因为没有证悟、没有彻悟四圣谛，我与你们，才经历著、进行著这漫长的生死
轮回。 哪四谛? 是 dukkha圣谛、dukkha之因圣谛、 dukkha的止息圣谛、dukkha的止息之道圣谛。
但是比丘们，如今这些圣谛已经证悟、彻悟，对存在的渴求斩断了、重新缘起之因摧毁了、不再
有新的缘起。 ” 

——DN16(长部)[dukkha 依原文未译]。

 
大象的足印 
        (舍利弗尊者:) “贤友们，正如一切有足动物的足印为大象的足印所包容，大象的足印在尺寸
上居首位，同样地，一切善巧的素质汇集于四圣谛之下。哪四谛之下? 在苦圣谛之下、在苦因圣
谛之下、在苦的止息圣谛之下、在苦的止息之道圣谛之下。 ” 

——MN28(中部)

 
对于四圣谛每一谛的责任  
(佛陀讲述他的觉醒)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眼生
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为苦圣谛’。……‘此苦圣谛需全解’……‘此苦圣谛已全解’。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
为苦因圣谛’。……‘此苦因圣谛需断弃’……‘此苦因圣谛已断弃’。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
为苦的止息圣谛’……‘此苦的止息圣谛需直证’……‘此苦的止息圣谛已直证’。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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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趋向苦止息之道圣谛’……‘此趋向苦止息之道圣谛需修习’ ……‘此趋向苦的止息之道圣谛已修
成’。 
        “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
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

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
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我内心升起此知见:‘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
不再有生。’ ” 

——SN LVI11(相应部《转法轮经》)

相关连接: 
        第一圣谛 
        第二圣谛 
        第三圣谛 
        第四圣谛 
        坦尼沙罗尊者: 正思的作用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index.html 
最近訂正 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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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训练次第

[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 [正见]

业 
Intentional Action 

巴kamma /梵 karm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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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我告诉你们，动机，即是业。有动机时，一个人藉身体、言语、意念造业。” 

——AN6.63(增支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是我的行为[业]的主人、行为[业]的继承者、因我的[业]行为而生、由我的行为[业]相联、
依我的行为[业]作裁决。无论我做什么，是善是恶，我自受业报…… 
        “一个人应当时常观想[此事]，无论女人、男人、在家、出家…… 
        “那么，是根据何等理由一个人应时常观想…… ‘我是我的行为[业]的主人、行为[业]的继承
者、因我的行为[业]而生、由我的行为[业]相 联、依我的行为[业]作裁决。无论我做什么，是善是
恶，我自受业报’? 有的生灵在身……语……意方面行恶。但是当他们时常这般观想时，该项身、
语、意的恶业，或者会完全摒弃、或者会减弱下来。 
        “一位圣者的弟子，作这般思索: ‘我并非唯一是我的行为[业]的主人、行为[业]的继承者、 因
我的行为[业]而生、由我的行为[业]相联、依我的行为[业]作裁决。无论我做什么，是善是恶，我
自受业报。在有众生的情形下——过去的未来的、死亡的重生的——一切众生，是他们行为[业]

的主人、行为[业]的继承者、因他们的行为[业]而生、由他们的行为[业]相 联、依他们的行为[业]

而 活。无论他们做什么，是善是恶，他们自受业报。’ 当他/她经常这般观想时，圣道便升起了。
他/她坚持那条道，发展它、培养它。随着他坚持那条道，发展它、培养它，束缚弃 绝了、执取
摧毁了。” 

——ANV57(增支部) 

 
应当了解、懂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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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了解业。应当了解业升起运作的因。应当了解业的多样。应当了解业的果。应当了解
业的止息。应当了解业的止息之路。是这样说的。是指哪方面而说? 
        “我告诉你们，动机，即是业。有动机时，一个人藉着身、语、意造业。 
        “那么，何为业的升起运作之因? 接触，为业的升起运作之因。 
        “那么，何为业的多样? 有必须在地狱里经受的业、必须在动物界经受的业、必须在饿鬼界经

受的业、必须在人界经受的业、必须在天界经受的业。此谓业的多样。 
   “那么，何为业的果报? 我告诉你们，业的果报有三类: 即时即地生起的果报、日后生起的果报

(指此世)、来世生起的果。此谓业的果报。  
        “那么，何为业的止息? 从接触的止息，便有业的止息;正是这条八圣道——正见、正志、正
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谓趋向业的止息的修持之道。 

        “因此，当一位圣者的弟子辨知如此为业、 如此为业的升起运作、如此为业的多样、如此为

业的果报、如此为业的止息之道时，他辨知，此种深邃的梵行(圣道修行)为业的止息。 
        “应当了解业。应当了解业升起运作之因。应当了解业的多样。应当了解业的果报。应当了
解业的止息。应当了解业的止息之道。' 是这样说的。是指这方面而说。” 

——AN6.63(增支部) 

 
审视自己的行为(佛陀教导幼子)  
        [佛陀:]“你觉得如何，罗睺罗，镜子有什么用途?” 
        [罗睺罗:]“世尊，用于观照。” 
        [佛陀:]“同样地，罗睺罗，对于身业、语业、意业也应当反复观照。 
        “每当你想作某个身业(行为)时，应当观照它:‘我想作的这个身业——它会导致伤害自己、伤

害他人、或伤害双方吗?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
它会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
样的身业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导致伤害……它会是善巧的身
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身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做的这个身业——是在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
人、或伤害双方吗?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正导

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你应当放弃。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它并不……你
可以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身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导致了伤害自己、伤

害他人、或伤害双方;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一位多闻的
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开。忏悔后，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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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导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伤害双方……它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

当安住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同理于语业与意业) 
        “罗睺罗，过去所有净化了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所做的，正是这般反
复地观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未来所有将净化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当前所有正在净化自己身业、
语业、意业的僧侣行者，他们在做的，正是这般反复地观照自己的身业、语业、意业。 
        “因此，罗睺罗，你应当训练自己: ‘我要反复地观照自己的身业。我要反复地观照自己的语

业。我要反复地观照自己的意业。’ 你应当这样训练自己。” 
——MN61(中部61芒果石教诫罗睺罗经全文) 

 
善巧而行所得的五件乐事  
        “这五件事是受欢迎、可取、愉悦、世间难得的。哪五件? 长寿……美貌……享乐……地
位……重生天界……我告诉你们，这五件事藉着推想、祈求、发愿是不可得的。如果藉着推想、
祈求、发愿即便可得，这里有谁会缺少它们? 想得长寿的圣者弟子，是不适于祈求与好祈求的。
反之，想得长寿的圣者弟子，应走上趋向长寿的修行之道。这样做，他会得长寿，或在人界或在
天界……(同理于美貌、享乐、地位、重生天界)。” 

——ANV43(增支部) 

一切业中最尊贵者: 业的止息  
        “比丘们，这四种业已由我亲知、自证、宣讲。哪四种? 有得黑果的黑业。有得白果的白业。
有得黑白果的黑白业。有得不黑不白果、趋向业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何为得黑果的黑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伤害性的身体造作……伤害性的言语造作……
伤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伤害性的域界……他在该处受伤害性的接触……他只体验痛
受，譬如地狱的众生。是谓得黑果的黑业。 
        “何为得白果的白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无伤害性的身体造作……无伤害性的言语造
作……无伤害性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无伤害的域界……他在该处受无伤害性的接触……
他只体验乐受，譬如光明的天神。是谓得白果的白业。 
        “何为得黑白果的黑白业? 有此情形，某个人造作了既有害又无害的身体造作……既有害又无
害的言语造作……既有害又无害的心理造作……他重生于一个既有害又无害的域界……他在该处

既受有害又受无害的接触……他体验伤害与无伤害之受，苦乐混合，譬如人类、某些天神、某些
低等域界的有情。是谓得黑白果的黑白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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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得不黑不白果、趋向业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是谓得不黑不白果、趋向业止息的不黑不白业。” 

——AN4.235(增支部) 

相关连接: 
        正业 
        三十一个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kamma.html 
最近訂正9-16-2006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kamma.htm (4 of 4) [12/31/2010 10:47:40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kamma.html


五戒-训练次第

[首页]>> [正法] >> [戒德] 

五戒 
The Five Precepts 

pañca-sil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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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条基本教戒为所有居家佛教徒遵守。五戒常在归依佛、法、僧的段落之后念诵。 
 
五戒  
1.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破坏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予而取。 
3. Kamesu micchacar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当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正言语。 
5. 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导致失慎的醉性饮料与药品。 

 
五种无咎之礼 
        “有此五件赠礼、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
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们无可指责的。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戒夺取生命、离夺取生命。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
免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迫害。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一件礼物、第一件大礼——独
特、持久、传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

们无可指责的。 
        “再者，戒不予而取[偷盗]，这位圣者的弟子离不予而取。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Refuge/Sila_pañca.htm (1 of 2) [12/31/2010 10:47:43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五戒-训练次第

免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迫害。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二件礼物......  
        “再者，戒不当性事，这位圣者的弟子离不当性事。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
危险、免于敌意、免于迫害。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三件礼物...... 
        “再者，戒谎言，这位圣者的弟子离谎言。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迫害。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无限自由。这是第四件礼物...... 
        “再者，戒醉品，这位圣者的弟子离醉品。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迫害。藉著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迫害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五件礼物、第五件大礼——独特、持久、传

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们无可指责

的。这是福德的第八种果报: 是善巧、喜乐的滋养、如天界、得快乐、趋向天界、趋向愉快、喜
悦、适意、福利、与幸福的果报。” 

——AN VIII 39(增支部)

相关连接: 
        八戒 
        十戒 
        戒德 
        归依三宝 
        阿姜李 成就戒德(来自《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pancasil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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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戒律由新出家的僧尼遵守。它们衍生于八戒，把关于娱乐的戒律分为两条，另增一条禁用金
钱的戒律。 
 
受具足戒的僧侣(比丘)遵守《比丘波罗提木叉经》中的227条戒; 受具足戒的僧尼(比丘尼)遵守
《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经》中的311条戒。 
 
十戒 
1.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破坏生命。 
2.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予而取。  
3.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不正言语。  
5. Suramerayamajja 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导致失慎的醉性饮料与药品。  
6.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非时食(不在禁食期间进食,过午不食)。 
7. Nacca-gita-vadita-visuka-dass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歌舞、音乐、演艺。 
8.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vibhusan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花环、香水与美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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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高床与奢侈睡具。 
10. Jatarupa-rajata-patigga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离金银(不接受钱币)。 

相关连接: 
        八戒 
        五戒 
        戒德 
        阿姜李 成就戒德(来自《修心之技能》) 
        菩提尊者: 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dasasila.html  
最近訂正 2-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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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萨日[斋日]是精进修练的周期日，为整个上座部佛教世界的居士与僧侣遵奉。 
        比丘们常在这些日子里密集禅修。许多寺院停止建筑、修复等体力劳作。新月与满月日，比
丘们举行两周一次的忏悔并持诵波罗提木叉戒经。 
        在布萨日里，居士们为益于禅定、激励对佛法修持的承诺而守八戒[八关斋戒]。  

        居士们在这些日子里尽可能造访寺院，对僧伽作特别供养，听闻佛法，与众法友共修禅定，
直至入夜。周围无寺院亲近者，可视全世界正在修行的佛教徒为无形的支持，在这一日精进禅
定。  
        布萨历根据一套复杂的传统计算公式制定，大致以太阴历为基础，日期与天文日期并非一贯

吻合。更复杂的是，每一个上座部佛教派系所循的布萨历略有不同。 
        以下几个满月布萨日在佛教日历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万佛日 Magha Puja (通常于二月) 
        通常又称为僧伽日”，这一日纪念 1250 位阿罗汉自发在佛陀面前的集会。其中一千名在场的
比丘是过去在谛听佛陀宣讲《火燃经》后觉悟的，其他 250位比丘为长老木建连尊者与舍利弗尊
者的弟子。面对这个吉祥的团体，佛陀宣讲了法义总纲《 教诫波罗提木叉偈 》，之后遣派他们

外出宣讲佛法。 [推荐阅读:《 阿姜李: 给每个人的法》] 
 
◇卫塞节 Visakha Puja (Vesak) (通常于五月)  
        有时又称“佛日” (Buddha Day，佛宝节)， 这一日纪念佛陀生平中在这个满月日里发生的三个
关键事件: 他的出生、觉醒与最后的解脱 (parinibbana，般涅槃)。[推荐阿姜李的开示: 《卫塞礼佛
日》] 
 
◇阿萨拉日 Asalha Puja (通常于七月) 
        有时又称“法日(Dhamma Day，法宝节)，这一日纪念佛陀的 初次说法，当时是为曾一起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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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修持多年的五位比丘讲述的。听了这篇开示之后，其中一位比丘(乔陈如尊者)初次瞥见涅
槃，于是诞生了圣僧伽。每年的雨季安居 (vassa)从第二日开始。
 
◇结居日 Pavarana Day (通常于十月, 又称自恣、僧宝节、佛陀欢喜节) 
        这一日标志着雨安居的结束。下个月举行迦提那节 (kathina)，那时居家人集体向僧伽赠送僧
布与其它用品。 
 
◇安那般那日 Anapanasati Day (通常于十一月)  
        有一次雨安居结束时，佛陀对于比丘们的进步极其满意，鼓励他们把密集禪修再延长一个
月。在第四个安居月结束的满月日，他傳授了出入息念(安那般那念)，内容记载于中部118 《出
入息念经》中。 

相关连接: 
        《教诫毗沙卡布萨经》 
        《释迦经》 
        《布萨根本经》 
        阿姜李 布萨求戒归依仪式(来自《修心之技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ila/uposath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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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Dukkha 
d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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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英语词汇能够完整、充分地抓住这个巴利文关键词汇的深度、广度及其细微内涵。
过去一些年来，人们曾用过不少译法(“紧张”、“不满意”、“苦”等等)，每个词汇在特定的上下文
里有可取之处。不让自己对于某个译法过分满意，是有价值的，因为佛学修持的整个目的，是为

了扩大与加深个人对 dukkha的理解，直到 dukkha的根源最后暴露出来、彻底除灭。一个有益的原
则是，你一旦找到某个最佳译词，再想一想: 因为无论你怎样描述 dukkha，它总比那个描述更深
刻、更细微、更不满意。 
 
定义 
    “生为 dukkha 、老 为 dukkha 、死 为 dukkha ，忧、哀、痛、悲、惨为 dukkha ；与不爱者相处

为 dukkha 、与爱者离别为 dukkha 、所求不得为 dukkha ：简言之，五种执取之蕴为 dukkha 。”  
[中译评: 本段对dukkha的提示,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例举。] 

——SNLVI11(相应部)

 
舍利弗的阐述 
    (舍利弗尊者:) “贤友们，什么是苦圣谛? 生苦、老苦、死苦；忧、哀、痛、悲、惨苦；与不爱

者相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五种执取之蕴苦。 
    “何谓生? 凡诸有情，在此类、彼类有情中出生、投生、生下、出现、五蕴显现、得其(感受的)
域场: 那便是生。 
    “何谓老? 凡诸有情，在此类、彼类有情中衰老、朽坏、破损、发白、皮皱、生命力下降、诸根
衰退: 那便是老。 
    “何谓死? 凡诸有情，在此类、彼类有情中死亡、逝去、破灭、消失、灭去、命终、五蕴分解、
色身弃去、命根中断: 那便是死。 
    “何谓忧?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触及者，其忧苦、忧郁、忧伤、内忧苦、内忧伤: 那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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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何谓哀?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触及者，其哀哭、哀痛、哀泣、哀号、哀叹: 那便是哀。 
    “何谓痛?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触及者，其身之痛、身之不适、体触所生之痛与不适: 那便
是痛。 
    “何谓悲?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触及者，其心之痛、心之不适、意触所生之痛与不适: 那便
是悲。 
    “何谓惨? 凡遭遇不幸、受痛苦事物触及者，其绝望、失望、无望: 那便是惨。 
    “何谓与不爱者相处之苦? 有此情形，不可喜、不可乐、不美妙的色、声、香、味、触感对他升
起; 或者他与有恶意、伤害意、愿他不适、愿他不安稳的人们，有关联、有接触、有 来往、有交
流: 那便是与不爱者相处之苦。 
    “何谓与爱者离别之苦? 有此情形，可喜、可乐、美妙的色、声、香、味、触感不对他升起; 或
者，他与有善意、增益意、愿他 舒适、愿他安全的人们，与父母、兄弟、姊妹、友人、伴侣、亲

戚们，无关联、无接触、无来往、无交流: 那便是与爱者离别之苦。 
    “何谓所求不得之苦? 众有情因有重生，遂生此愿:‘啊，愿我们不再重生、愿重生不再降临我
们。’ 然而，藉想求不能达成此愿。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众有情因有老……病……死……
忧……哀……痛……悲……惨，遂生此愿:‘啊，愿我们不再老……病……死……忧……哀……
痛……悲……惨、愿老……病……死……忧……哀……痛……悲……惨不再降临我们。’ 然而，
藉想求不能达成此愿。那便是所求不得之苦。 

——MN141(中部)

 
一个当代定义  
Dukkha 是: 
        困扰、烦恼、沮丧、担忧、绝望、惊恐、畏惧、苦闷、焦虑、易伤、伤害、无能、劣等、疾
病、衰老、身体与官能的衰退、老迈、痛/乐、刺激/厌倦、匮乏/ 超额、欲望/挫折、压抑、指望/
无目的、希望/无望、致力、行动、挣扎/压抑、损失、贫困、不足/过饱、爱/无爱、无友、不喜、
反感/吸引、为父母/无子女、屈服/反抗、决策/未定、踌躇、不确定。 

——引自 弗朗西斯-斯托里《生存的三个基本侧面》第二卷:《苦》。(坎
地，佛教出版社，1983) 

 
只讲 dukkha  
        “无论过去、现在，我讲的只是， dukkha 与 dukkha 的止息。” 

——SN XXII86(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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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 dukkha 
        “贤友，有这三种形式的紧张[stressfulness，张力，苦}: 痛的紧张、造作的紧张、变易的紧张。
这便是三种形式的紧张。” 
        (游方者键布喀地卡:) “什么道路、什么修持，能彻底了解这三种紧张?” 
        “贤友，正是这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是这

条道路、正是这个修持，能够彻底了解这三种紧张。” 
——SN XXXVIII.14 (相应部)

相关连接: 
        第一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dukkha.html 
最近訂正 3-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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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海 
        “你们在这流转轮回的漫长岁月里，痛哭、悲泣之泪，与四海之水相比哪个更多? 是这个更
多: 你们在这流转轮回的漫长岁月里，痛哭、悲泣之泪。 
        “长久以来你们已反复历次丧母。你们因 与所憎者结合、与所爱者别离而痛哭、悲泣——在
这流转轮回的漫长岁月里，丧母之泪多于四海之水。 
        “长久以来你们已反复历次丧父……丧兄弟……丧姊妹……丧子……丧女……失眷属……失
财富……失健康 。你们因与所憎者结合、与所爱者别离而痛哭、悲泣——在这流转轮回的漫长岁

月里，为失去健康所流之泪多于四海之水。 
        “为什么? 从不可追解的起始，便有了轮回。尽管众生受无明蒙蔽、受渴求束缚，流转轮回不
止，起点却不明显。你们经历苦、经历痛、经历失、充斥坟地，已如此长久——对于一切造作足
以升起厌离、足以升起无欲、足以期望解脱。” 

——SNXV.3相应部) 

 
这宝贵的人生 
        “比丘们，假定大地完全为水覆盖，有人把一副单套牛轭投入水中。东风把它往西推，西风

把它往东推。北风把它往南推，南风把它往北推。再假定有一只盲眼海龟，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
一次。那么，你们觉得如何，那只盲眼海龟，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一次，会把头颈穿入那副单套
牛轭么? ” 
        “世尊，那只盲眼海龟，每隔一百年浮出水面一次，把头颈穿入单套牛轭，纯粹是巧合。” 
        “生为人身也同样纯粹是巧合。如来、尊贵的正自觉者升起于世，也同样纯粹是巧合。如来
宣说的法与律示现于世，也同样纯粹是巧合。如今人 身已得。如来、尊贵的正自觉者已升起于
世。如来宣说的法与律已示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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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们的责任是思索:‘这是苦。这是苦因。这是苦的止息。这是苦的止息之道。’ ” 

——SNLVI148(相应部) 

 
我们为什么在轮回中流 
        “因为不了解、不领悟四件事，你与我，我们流转轮回，已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哪四事? 
        “因为不了解、不领悟尊贵的戒德，你与我，我们流转轮回，已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 
        “因为不了解、不领悟尊贵的定力，你与我，我们流转轮回，已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 
        “因为不了解、不领悟尊贵的明辨，你与我，我们流转轮回，已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 
        “因为不了解、不领悟尊贵的解脱，你与我，我们流转轮回，已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 
        “然而，了解、彻悟了尊贵的戒德、了解、彻悟了尊贵的定力……尊贵的明辨……尊贵的解
脱，那么，对 ‘有’的渴求便摧毁了、缘起[即渴求与执取]的牵引便终结了、如今不再有缘起。” 

——ANIV.1(增支部) 

相关连接 
        天界 
        业 
        第四圣谛 
        三十一个生存界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1/samsara.html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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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有此三种渴求[渴爱，欲求]。哪三种? 渴求感官之欲、渴求有[缘起,存在]、渴求非有。” 

——Iti58(如是语) 

 
穿心之箭  
        “渴求……是一支箭。无明之毒藉欲求、贪爱、恶意，传播其毒素。” 

——MN105(中部)

 
六类渴求 
        “有此六类渴求: 渴求形色、渴求声音、渴求气息、渴求味感、渴求触感、渴求观念。” 

——MN9(中部)

 
是什么使我们陷于轮回 
        “比丘们，我 未见另一结缚——众生受其绑束，相互牵连、长久长久地 流转轮回——可 比渴
求之结缚。众生受渴求结缚的绑束，相互牵连、长久长久地流转轮回。” 

——Iti15(如是语)
 

受渴求的枷锁之缚， 
心深陷于有与非有。 
受魔罗的枷锁之缚—— 
        人们         不得脱离枷锁， 
        众生         继续流转、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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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弃绝渴求者， 
不再渴求有与非有， 
达到漏的终结， 
        即使在世 
        却已超世。 

——Iti58(如是语) 

 
渴求是苦因 
        “何为苦升起运作之因? 渴求为苦升起运作之因。” 

——AN VI 63(增支部)

 
斩断渴求之根

如果树根 
        未毁、强壮， 
砍倒之树 
        仍将重长。 
 
潜伏的渴求 
        不被根除， 
此苦也将 
        一次次重来。

——Dhp 335-336(法句经)
 

人们为渴求所困， 
如兔儿落于陷阱， 
一圈又一圈蹦跳。 
 
为结缚与枷锁所困， 
他们长久地受苦， 
一次又一次继续。

——Dhp342(法句经)
 

为思想所压迫者， 
        欲望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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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美观， 
渴求越生越多， 
        他是个 
        系紧束缚者。 
 
而乐于止息思想者， 
        常具念住， 
        专注不净。 
他是个 
        将达目标者， 
是一个 
        将斩断魔罗枷锁者。

——Dhp349-350(法句经) 

 
渴求从何升起、驻于何处? 
        “那么，这渴求升起时、升起何处? 停驻时、停驻何处? 凡于世可爱、可悦者[从世间角度引生
爱悦者]: 那就是渴求升起时、升起之处。那就是渴求停驻时、停驻之处。 
        “什么是于世 间可爱、可悦者? 眼，是世间可爱、可悦者。那就是该渴求升起时、升起之
处。那就是渴求停驻时、停驻之处。 
        “世间耳……鼻……舌……身……意…… 
        “世间色……声……香……味……触……观念…… 
        “世间眼识……耳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世间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 
        “世间眼触之受……耳触之受……鼻触之受……舌触之受……身触之受……意触 之受…… 
        “对色的辨别[色想]……声的辨别……香的辨别……味的辨别……触的辨别……观念的辨
别…… 
        “对色的期待……声的期待……香的期待……味的期待……触的期待……观念的期待…… 
        “对色的渴求……声的渴求……香的渴求……味的渴求……触的渴求……观念的渴求…… 
        “对色的寻想……声的寻想……香的寻想……味的寻想……触的寻想……观念的寻想…… 
        “对色的评估……声的评估……香的评估……味的评估……触的评估……面对于世，是对观

念的评估，令其可爱、诱人。那就是该渴求升起时、升起之处。那就是它停驻时、停驻之处。” 
——DN22(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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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连接: 
        第二圣諦 
        布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tanha.html 
最近訂正 1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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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何为无明? 何为无明之因、何为无明的止息、何为无明的止息之道? 不了解苦，不了解苦
因，不了解苦的止息，不了解苦的止息之道——此谓无明。随著杂染的升起，便有无明的升起; 

随著杂染的止息，便有无明的止息。趋向无明的止息之道，正是这条八圣道; 即，正见……正
定。” 
…… 
        “何为杂染? 何为杂染之因、何为杂染的止息、何为杂染的止息之道? 杂染有三种: 感官之欲
的杂染，缘起[有生]的杂染，非缘起[无生]的杂染。随著无明的升起，便有杂染的升起。随著无
明的止熄，便有杂染的止息。趋向杂染止息之道，正是这条八圣道; 即，正见……正定。” 

——MN9(中部)

 
因为无明是苦的根源…… 
        “ 以无明为前提，升起造作[行蕴]。以造作为前提，升起意识。以意识为前提，升起名色。
以名色为前提，升起六种感知媒体[六处]。以六种感知媒体为前提，升起接触。以接触为前提，
升起感受。以感受为前提，升起渴 求。以渴求为前提，升起执取/维持。以执取/维持为前提，升
起缘起。以缘起为前提，升起生。以生为前提，接下来老、死、忧、哀、痛、悲、惨，便都升起
运作。若大一堆紧张、苦痛便是这般起源。” 

        “接下来，便从该无明不留余迹的退隐、止息，导致了造作的止息。 从造作的止息，导致了
意识的止息。 从意识的止息，导致了名色的止息。从名色的止息，导致了六种感知媒体的止
息。 从六种感知媒体的止息，导致了接触的止息。 从接触的止息，导致了感受的止息。 从感受
的止息，导致了渴 求的止息。 从渴求的止息，导致了执取/维持的止息。 从执取/维持的止息，
导致了生的止息。 从生的止息，导致了老、死、忧、哀、痛、悲、惨的全部止息。 若大一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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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苦痛便是这般止息。” 

——SN XII 2 (相应部)

相关连接: 
        第四圣谛 
        第二圣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2/avijja.html 
最近訂正 9-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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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阿姜索 - 堪塔西罗(Ajaan Sao Kantasilo，1861-1941)与他的学生阿姜曼建立了泰国二十世纪

森林头陀传统。他是一位真正的森林隐者，未曾留下教导的文字记录。很幸运，他的另一个学生
阿姜普 - 谭尼育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一瞥阿姜索简短有力的教导方式。] 

        在我们这个时代，走进森林里修习头陀行的做法，是从阿姜曼的老师阿姜索开始的，之后又
传到了阿姜辛与阿姜李。阿姜索不善于演讲，他是个行动者。教弟子时，讲得也少。那些直接受
教于他的弟子，如今是长老了，他们从老师那里也学了沉默寡言、鲜少开示的习惯。因为阿姜索
少言，我给你们讲一点他传授禅修的做法。 
        阿姜索是怎样教的呢? 假定有人来找他说: “尊敬的阿姜，我想学禅修。我怎样做? ” 他会
说:“禅定时专心于‘佛陀’ (Buddho)这个词。 ” 
        如果此人问:“‘佛陀’的意思是什么? ” 阿姜索会说: “不要问。 ”  
        “我念‘佛陀’时会发生什么? ”  
        “不要问。你的唯一责任就是在心里一遍遍地重复‘佛陀’。 ”  
        他就是那样教的: 没什么冗长的解释。  
        好，假定这个学生诚心，听从阿姜索的指教，在禅定中坚持重复‘佛陀’，假定他开始入定，
心变得宁静明亮起来，他会来问阿姜: “在念著‘佛陀’时，我的心变得如此这般。现在我该怎么
做? ” 如果他做得对，阿姜索就说: “继续禅定。” 如果不对，他会说: “你得如此这般地做。你现在
的做法不对。 ”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还是个沙弥，负责照顾他起居，大宗派一个高年资比丘，作为禅修的初
级学生前来求教。阿姜索教他禅定时念 “佛陀 ”。好，这个比丘念著 “佛陀 ”，心静了下来，一旦
静下来，便明亮起来。然后他停下不念 “佛陀 ”了。这时候，心变得一片空白。他就跟著光明，
把意念送了出去，有几个形像开始出现: 死者灵魂、饿鬼、神明、潜水生灵、人、兽、山岳、树

林……有时仿佛他或他的心智，离开身体在山野里漫游，看见了上述事物。之后，他来告诉阿姜
索说: “我在禅定中达到宁静明亮时，心就跟著光亮出去了。鬼神人兽的形像显现出来。有时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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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出去跟踪那些形像。” 阿姜索一听到这里就说: “这不对。心智在外境获得知见是不正确的。
你得让它了解内境。 ”  
        这位比丘就问: “我应该怎样让它了解内境呢? ”  
        阿姜索答: “心智在处于那样的明亮状态，忘记或离弃了它的反复念住，而只是空洞静止地滞
留在那里时，就去找呼吸。如果呼吸感在你的意识中出现，就把注意力集中于呼吸[气]，然后跟
踪它，一直朝内走，直到心变得更宁静，更明亮。 ”  
        于是那位比丘遵照阿姜索的教导修行，直到最后静止下来，到了近行定(upacara samadhi)，
之后呼吸越来越精细，最后消失了。他对于身体的存在感也消失了，只剩下心智绝对静止在那
里，那个状态下知性本身清楚独立地存在，没有前后移动感，也没有心的位置感，因为那个时刻
只有心的完全突显。这时，那位比丘又来问: “我的心智宁静明亮之后，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呼吸，
跟著呼吸朝内，直到达到绝对安宁静止的状态——如此静止，什么也不存在了，呼吸不再出现、
身体存在感消失，只有心明亮静止地突显出来。这个状况，是对还是错? ”  
        阿姜答道: “是对是错，那是你自己的标准。尽量经常这样做，等到你练熟了，再来见我。 ”  
        于是这位比丘遵照阿姜的教导修行，之后能经常使他的心智静止，达到身感不存在，呼吸感
也消失的地步。他的技巧越来越熟练，心越来越有定力。最后，他就能让心频繁处于静止状态

——原则上，戒德培养定力、定力培养明辨、明辨培养心智——在他的定力变得强有力时，便升
起了神通(abhiñña)，所谓的高等知识、真正的洞见。什么知识呢? 据说是有关心智本性的知识，
即心在当下的状态。那只是他自己说的。 
        他离开那个定力层次后，来见阿姜索，阿姜索却告诉他，“这个定力层次是安止定(appana 
samadhi)。可以肯定，你在这个定境什么洞见与知识也没有。只有明亮与静止。如果心永远处在
那个状态，也就只停在那个静止层次里。因此你一旦令心寂止到这个地步，就注意看心开始搅动

起来、即将离开专注的那个间隙。心一旦觉察到它开始拿起一个对象——不管初现的对象是什么
——要把注意力放在拿起的那个动作上。那才是你应该观察的。 ”  
        这位比丘听从了阿姜的指教，以后在心智开发上获得相当的进步。  
        这是阿姜索教育学生的一个例子——每次只教一点，只指出修持的关键要点，几乎只说: “做
这个、这个、这个 ”，从不解释。有时我在想为什么他这样教。我会与读过的书、听过的其他 开
示作比较。比如，阿姜辛(Ajaan Singh)曾写过一本禅修小手册，题名为《依止三宝与禅修技
巧》，他在书里说，禅修之前，首先必须身体坐直、确立念住、把它直接放在你面前。他是那样

说的，阿姜索却不是。但他们教的是同一个原理，唯一不同之处在于阿姜索不是宣讲家，因此不
用许多修辞。  
        正如他对我说过: “我们在决定重复‘佛陀’这个词时，作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在确立念住。我们

连续想著‘佛陀’，不让心智离开‘佛陀’时，我们的念住和警觉便已经健康有力了，才能始终清醒
地跟著 ‘佛陀’。一旦注意力移开，忘记 ‘佛陀’去想其它事，就表明我们的念脱节了。但是，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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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守念住，能不停地想著 ‘佛陀’，不出空档，念住就很强了，不需要在别处‘确立念住’。想
著一个目标，把它与心连接起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确立念住。 ” 他是这样对我解释的。 
        这是我眼见耳闻阿姜索传授禅修的一个例子，足以供我们作为思考的精神食粮。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other/sao.html 
最近訂正 2-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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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不少人想听读龙普的佛法开示，因此来索取资料。我必须坦白地说，龙普的开示少而又
少。这是因为他从来不作正式的讲演和长篇谈话。他只传授禅定、训诫弟子、解答疑问、或者与
其他长老谈论佛法。他的话简短、谨慎、中肯。此外，他从来没有在正式仪式上作过演说。  
        因应众人对龙普之法的期求，我把他的简短教言编辑成本书——他解说的至高清净真谛、给

弟子的教诲与训诫、答问、以及他素爱引用的经典佛语。我在他身边生活多年，直到他圆寂，这

些段落或者来自我的回忆，或者来自我的笔记。我在此还记录了事件、地点、有关的人名，使内
容易懂、可读。  
        尽管龙普平时不愿说，尽可能少说，他的表达方式敏捷、锐利、从不失准头。他的言辞简

短，富有内涵，每句话讯息完整。好似他对听者施了催眠术，迫得他们用自己最深的明辨久久思
索他的微言。  
        本书诸段落所包含的教导，有的平凡、有的幽默、有的寓涵至高的清净真谛——注意到这点
的读者也许想问，何以这些片段没有按照内容的深浅、高低渐次编排。我的理由是，这里的每一
节文字自成一篇。我希望藉着不同主题的穿插，调节阅读的氛围。如果这样做有任何不适、不
当、错误之处，我请求有识之士慈心原宥作者的寡智。 
 

帕-库-难陀般若拔罗那  
(现名帕-菩提难陀牟尼)  

1985年7月1日 

 
1.以法对答 
        1979年12月18日，国王与王后陛下私下拜访了龙普。向他问候健康、与他对谈佛法之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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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发出一问: “在断弃杂染时，应当首先断弃那些?”  
        龙普答:  
        “种种杂染在内心成群升起。直接观心。哪个杂染先升起，就先断弃哪个。” 

 
2.不违拒造作 
        每次两位陛下拜访龙普之后，告辞时，国王会说: “我们恳请您，继续维护您的诸蕴，让它们

活过百岁，让大众有一个崇敬的对象。您可以接受我们的恳请吗?”即使这只是一种礼节，是国王
祝福龙普的一种形式，龙普也不敢接受，因为他不能违拒造作的本性。因此他会如此答复:  
        “恐怕我不能够接受。这完全取决于造作的自然发展。” 

  
3.四圣谛 
        1956年雨安居的第一天，一位林居禅修传统的比丘长老来拜见龙普。龙普对一些甚深主题给

予一番指教之后，对四圣谛总结如下:  
        “朝外送出的心是苦的集因。 
          朝外送出的心的果报是苦。 
          看见了心的心是道。 
          心看见了心的果报是苦的止息。” 

 
4.超越言语 
        一位博学的居士与龙普交谈，他说: “我坚信当今时代，修得道、果、涅槃境界的比丘不止寥
寥几位。为什么他们不把自己的智识公诸于世，令有志修行者了解自己的程度，给自己鼓励和希
望，全力加速修行?”  
        龙普答:  
        “觉醒者不谈他们觉醒了什么，因为它超越了一切言语。” 

  
5.警示失慎比丘 
        “一位失慎的比丘，只会照着教本数他的戒，骄傲于他有227戒，  
        “至于他真正用心持的戒，又有几条?” 

  
6.真，又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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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定的人开始有果报时，对自己的体验有疑问，是正常的——例如，体验到相互不一致的视

相，看见自己的身体部位等等。许多人来见龙普，请他为自己解疑，指点如何继续修练。不少人
说，自己在禅定中看见了天界、天宫，不然就是在自己体内看见了一座佛像。 “我看见的东西是
真的吗?”他们会问。  
        龙普会如此回答:  
        “你看见视相这件事是真的，不过你从视相中看见的内容，却不是真的。” 

  
7.放开视相 
        发问者也许又问: “您说这一切视相都是外在的，我还不能利用它们做任何事。您说如果我只
是粘在那个视像上，就不能继续进步。这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些视相中滞留过久，已经避不开了? 
每一次我坐禅，心一收摄入定，它就直接往那个层次去。您能否指点我一个有效的方法，放开那
个视像?”  
        龙普会如此回答:  
        “啊，的确，这些视相中有些可以是十分有趣、迷人的。不过如果你卡在那里，就浪费时间

了。要想把它们放开，一个十分简单的办法是，不看视像的内容，看是什么正在看。那样，你不
想看的东西自己会消失。” 

  
8.外在事物 
1981年12月10日，龙普参加了坐落在曼谷素公维路的达摩蒙功寺的年度庆典。附近一所师范学院
一大群短期出家的女士，前来讨论她们的毗婆奢那修行成果。她们告诉他，心静下来时，她们看
见心里有一座佛像。有的人说，自己看见了等待她们的天界大厦。有的人看见了库拉摩尼塔(天
界一座保存佛舍利的纪念塔)。她们对自己成功地修完了毗婆沙那似乎都十分自豪。  
        龙普说:  
        “所有这些显现出来让你们看见的东西仍然是外在的。你们根本不能把它们当成真正的归

依。” 

 
9.止而后知 
1964年3月，一大群学问僧和禅僧——他们是第一批“赴外传法僧”——前来拜见龙普，请求开示
与教诫，以便应用于传播佛法。龙普为他们讲授了甚深佛法，既可用于教导他人，也用于个人修
行，亲证该真谛的层次。结束时，他讲了一段智慧之语，留给他们观想:  
        “无论思考多少，你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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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止息思考时，你才知道。  
        不过，为了知道，你还得依靠思考。” 

  
10.佛教的兴衰 
        那一次，龙普对那批传法僧作了一番训诫。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你们出去宏扬佛陀的教导，既可以使佛教繁荣，也可以导致它的衰败。我之所以这样讲，
是因为每一位传法僧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子。如果你去的时候，行为端正，心里牢记自己是一名
出家修行者，行为举止与之相称，那么见到你的人，还未有信心者，将升起信心。有信心者，你
的行为会增进他们的信心。不过，逆此道而行的传法僧，将会破坏有信心者的信心，把尚未确立
信心者推得更远。因此，我要求你们，知行具足。不要失慎、自满。不管你教他人做什么，应当
亲自作出榜样。” 

 
11.终极层次，乃是无欲 
        1953年雨安居之前，龙普的一位晚年出家的亲戚龙普淘，在跟随阿姜贴与阿姜散在攀牙府游
方多年后，来拜访龙普，进一步修学禅定。他对龙普以熟人的口吻说: “如今您造了传戒厅，还有
这么一座美观的大聚会厅，大概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福德了。”  
        龙普答:  
        “我造这些，是为了给大家用的，是为了世间、为了寺院、为了宗教而造。如此而已。至于
积累福德，我要这样的福德干什么?” 

 
12.给侄儿的训诫?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第六年，战争的遗伤仍然影响着每个家庭。粮食用品短缺，生活贫困艰

难。特别是布匹奇缺。一位比丘或沙弥拥有一整套三片式的僧袍，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当时作为一大群沙弥中的一个，跟龙普住在一起。有一天龙普的侄子沙弥泊姆，看见沙弥
查蓬穿着一套美观的新僧袍，就问他: “你从那里得到它的?” 沙弥查蓬告诉他: “正好轮到我随侍龙

普。他看见我的袍子破了，就给了我这件新的。”  
        轮到沙弥泊姆给龙普按摩双脚时，他穿了一件破僧袍，希望也能得到一件新的。等他完成工
作后，龙普注意到侄儿撕破的僧袍，怜惜地起身打开橱柜，递给侄儿一件物事，说:  
        “给，把它缝起来。不要穿着破成那样的僧袍四处走。”  
        沙弥泊姆很失望，不得不赶快从龙普手里接过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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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什么苦? 
        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来拜见龙普。她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状况，说自己的社会地位良好，从来
不缺什么。不过她对儿子的不驯、不端、受种种不良娱乐的影响很不满。儿子挥霍家产，令父母
伤心，实在不堪忍受。她请求龙普指点，如何排解自己的苦，如何使儿子放弃邪道。  
        龙普给了她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并且教导她如何静心，如何放开。  
        她走后，他评论道:  
        “如今的人为思想而苦。” 

 
14.智慧语 
        龙普接着作了一段法义开示。他说: “物质上的东西在世间已经齐全了。缺乏明辨与能力的人
们不能把握，难以养活自己。有明辨和能力的人，可以大量拥有世间有价值的东西，使自己在各
种情形下生活便利、舒适。至于圣弟子，他们行事，是为了从所有那些东西中解脱，进入一无所
有的境界，因为——  
        “在世间领域，有是有。在法的领域，有是无。” 

 
15.智慧语(II) 
        “当你能够把心从它牵涉的一切事物中分离出来时，心就不再系缚于忧伤。色、声、香、
味、触，是好是坏，取决于心去外面以该种方式的造作。心无明辨时，它误解事物。当它误解事
物时，就在一切绑束身心的事物影响之下痴迷。我们在身体上所受的恶果和惩罚，是别人多少能
够帮助解脱的。但是，内心在杂染与渴求的绑束下造起的恶果，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学会解脱自
己。”  
        “圣者们已经把自己从这两方面的恶果中解脱出来了，因此苦不能压倒他们。” 

 
16.智慧语(III) 
        当一个人剃去须发，穿上僧袍时，那是他作为一位比丘的象征。不过那只是外在的层次。只
有当他从内在剃去心的纠结——一切低等所缘——才能称他是一位内在层次上的比丘。  
        “头发剃去时，虱子之类的小爬虫便不能在那里住了。同样，当心脱出了种种所缘，脱出了
造作时，苦便不能住了。当这成为你的正常状态时，才能称你是一位真正的比丘。” 

 
17.念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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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21日，龙普应邀去曼谷执教。在一次法义讨论中，一些居士对默念“佛陀”的修法
有疑问。龙普慈心为之解答:  
        “你禅修时，不要把心送出去。不要攀附任何知识。不管你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得到什么知
识，不要把它带进来把事情复杂化。斩断一切先入之见。接下来，让你的一切知识来自禅定中内
心发生的事。心静 止时，你自己会知道。不过你必须不断地深修。等到事情该发展起来时，自己
会发展起来。不管你知什么，让它来自你自己的心。  
        “来自静止之心的知识是极其微妙深奥的。因此，让你的知识来自静止的心。  
        “让心升起一所缘性。不要把它送到外面。让心住在心内。让心独自禅定。让它自顾自重复
佛陀、佛陀、佛陀。接着真的佛陀(觉知)就会在心里显现。你自己会知道佛陀是什么样的。如此
而已。没多少别的……” 
        (转录自一盘磁带) 

 
18.欲得善者 
        1983年9月初，内政部官员的妻子组成的主妇协会，由朱雅-吉拉罗特夫人带领，来到泰东北
做一些慈善事务。趁这个机会她们有一天晚上6:20来拜见龙普。  
        顶礼、问安之后，她们从龙普那里接受了一些佛牌。不过见他身体不适，便很快离去了。但
有一位女士留了下来，趁这个特别的机会求龙普: “我想从龙普这里也得到一样好东西(指佛
牌)。”  
        龙普答: “你必须禅修才能得到好东西。当你禅修时，你的心将会平静。你的言与行将会平
静。你的言与行将会良善。当你如此以良好的方式活命时，你将会喜乐。”  
        这位妇女答道: “我有很多职责。没有时间禅修啊。机关工作忙得我脱不开身，哪里有时间禅
修呢?”  
        龙普解释说: 
        “如果你有时间呼吸，你就有时间禅修。” 

 
19.有，但不为 
        1979年，龙普去尖竹汶府休养，并且看望阿姜松察。那一次，一位来自曼谷的高阶比丘——
就是主管泰南地区僧务的布帕寺达摩瓦罗兰堪比丘——也在那里，他只比龙普小一岁，老来学修
禅定。当他得知龙普也是一位禅僧时，很感兴趣，于是拉着龙普就禅修的果报一事谈了很长时

间。他提到自己担任许多职务，浪费了大好的生命从事学问和行政工作，一直到老年。他与龙普
讨论了禅修的种种问题，最后问他: “您是否还有嗔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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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普立即回答: 
        “有，但我不把它拿起来。” [1]

[1]中译注:又译我不与它连接。 

  
20.随时觉知 
        当龙普在曼谷朱拉隆功医院治病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前来拜见、听他说法。班容萨-空素先
生也是其中对禅定有兴趣的人之一。他是暖武里府僧伽檀那寺阿姜萨农的弟子，该寺如今是一所
精严的禅修寺院。他在请教修法时，第一个问题是: “龙普，如何斩断嗔怒?”  
        龙普答: 
        “没有谁在斩断它。只有随时觉知它。当你随时觉知它时，它就自行消失了。” 

 
21.斩断疑惑 
        在朱拉隆功医院夜间照料龙普的不少比丘与沙弥，注意到有些夜晚凌晨一点之后，仍然听见

龙普在说法，这使他们疑惑不已。他大约解说十分钟，接着诵一段吉祥经偈，似乎面前有一大批
听众。起先，没人敢问此事，不过发生多次后，他们实在忍不住疑惑，于是就问了。  
        龙普告诉他们:  
        “这些疑惑和问题，不是修法之道。” 

 
22.惜言 
        武里喃府来了一大批修法者，由府城检察官奔查-苏孔塔警长带领，前来礼拜龙普，听闻佛
法，请教如何使禅修更进一步。多数人已经跟许多著名的阿姜修习过，导师们对修行已作了种种
解说，相互间不完全一致。这就使他们疑窦增生。于是他们请龙普推荐一条正确、易达的修行
道。自谓修行时间难觅，若是能找到一条便捷之道，就再好不过了。  
        龙普答:  
        “直接对心观心。” 

 
23.简单，却难行 
        邦西空军01电台的端坡-塔里察小组，由阿孔-坦尼帖率领，来到泰东北作集体供养，并且拜
见诸寺院的阿姜。他们也来此停留，顶礼龙普、呈送供养、接受回赠的小纪念品。之后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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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出去购物，另一些人找地安歇。不过，其中有四五个人留了下来，向龙普讨教一个简单的法
门， 帮助自己舒解内心时常感受的压力和抑郁。他们问，有什么法子效果最快?  
        龙普答: 
        “不把心送到外面去。”  

 
24.扔了它 
        一位女教授，在听了龙普的一场有关佛法修行的开示之后，向他请教的“服丧”的正确做法。
她继续说: “尽管拉玛六世先王在位时颁布了一套良好的制度，如今人们不再遵守，正确地服丧

了。近亲或者远亲长辈过世时，照规矩应该服丧七日、五十日、百日。不过如今的人根本不守礼
制。因此我想问您: 什么是正确的服丧?”  
        龙普答:  
        “丧事之苦是需要全知的。全知后，你就把它放开。为什么要穿着它?” 

  
25.世间真理 
        一位华人女士，在顶礼龙普之后问他: “我必须搬到武里喃府帕空查区我的亲戚那里开店。问

题是，亲戚们对于什么货品畅销，各各有一套主意，都在建议我卖这种、那种不同的货品。我决
定不了到底卖什么。因此我来向您请教，我卖什么货品比较好。”  
        龙普答:  
        “什么货品有人买，就好卖。” 

 
26.不是他的目的 
        1979年5月8日，有一行十几位军官前来顶礼龙普。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还要赶回曼谷。其
中两人官居中将。同龙普聊了一阵之后，这群人把挂在脖子上的佛牌取下，放在一个盘子里，请

龙普用他的定力祝福加持。他照做了，之后把佛牌交还。其中一位将军问他: “我听说您造过许多
佛牌。哪一套最出名?”  
        龙普答:  
        “都不出名。” 

 
27.两个世界 
        来自远方府会的三四位年轻人来看望龙普，当时他正坐在佛堂的露台上。从这些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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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坐相、谈相之随便，可以看出他们可能熟悉某类行为不端的比丘。更糟的是，他们显然以为

龙普对护身符有兴趣，跟他大讲送给自己法力护身符的密教大阿姜们。接着，他们一个个拉出挂
在脖子上的护身符给龙普看。其中一个是用野猪的獠牙做的，一个是虎牙做的，还有一个是犀牛
角。每个人都吹嘘自己的护身符有了不得的法力，于是其中一个问龙普: “哎，龙普。这几个当
中，哪一个最好、最特别?”  
        龙普似乎被逗乐了，他笑了笑说:  
        “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特别了不起。它们都来自畜生。” 

 
28.只有一段 
        龙普有一次说: “1952年雨安居，我发愿通读全套巴利三藏，看一看佛陀言教的终点在哪里，
看一看圣谛的终点，苦灭的终点在哪里——看佛陀是如何总结它的。我一直把经典读完，边读边

思考，但是没有哪一段触及内心之深，令我可以确定地说: 这说的是苦的终点。这说的是道、
果、涅槃的终点，  
        “只除了一段。舍利弗初证止息，出定后佛陀问他，‘舍利弗，你的肤色特别明亮，你的脸色
特别光亮，你的心住于何处?’  
        “舍利弗答: ‘我的心住于空性。’  
        “只这一段，触及了我的心。” 

  
29.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 
        阿姜苏亲-苏近诺多年前从法政大学获得法学学位，高度崇尚修法。多年来他是龙普雷的弟
子，后来听说了龙普的名声，便来跟他修习，最后剃度出家。跟随龙普修习一段时间后，他想外
出游方，觅地隐修，于是前来告辞。  
        龙普建议他:  
        “在戒律方面，要研究经典，直到你正确懂得每条戒律，能够无误奉行为止。至于法，读得
多了，就会有许多猜想，因此不要研究。只要专意修，就够了。” 

  
30.观察什么 
        龙榻南中年后出家。他是个文盲，中部官话一句不会，但他的优点是好心、受教、勤恳负

责、无可责咎。他看见其他比丘外出游方 ，或者去跟别的阿姜修学时，起意效仿。于是请辞，龙

普准许了。可他又担心起来: “我不识字。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怎么跟他们一起修呢?”  
        龙普建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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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不是一个写字、说话的问题。知道自己不懂，是个好的起点。修行之道是这样的: 在戒
律方面，要观察他们的榜样，观察阿姜的榜样。丝毫也不要偏离他的模式。在法的方面，连续观

察你自己的心。直接修练心。当你懂得自己的心时，它能够使你懂得其它的一切。” 

 
31.难题与责任 
        在僧伽事务上，除了必须处理大事小事之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缺少肯做住持的比丘。我
们间或听说比丘们争当某个寺院的住持，不过龙普的弟子们必须被劝说或者命令，才去担任其它
寺院的住持。毫无例外，每年都有几群居士来见龙普，请他派一位弟子去担任他们寺院的住持。
如果龙普认为某个比丘适合去，就会请他任职。不过多数情形下，那位比丘不愿去。常见的借口
是: “我不会做建筑工程。我不会训练其他比丘。我不会开示。我不擅长公关接访。因此我不想
去。”  
        龙普会回答说:  
        “那些事并不是真正必要的。你的唯一职责是遵守日常规矩: 托钵、吃饭、坐禅、行禅、打扫

寺院、严守戒律。那就足够了。至于建筑工程 ，那有赖于居士护持者。做不做，由他们。”[1]

[1]中译注: 据笔者所知的泰系寺院，寺产不是僧团拥有，而是由居士组成的寺院委员会所拥有。一所寺院
最初的兴起，也主要是居士捐地，邀有德僧伽住锡，让自己获得修福听法修法的机会。因此有上文的居
士请僧侣去他们的寺院做住持一说。 

 
32.越穷越乐 
        每晚五点，龙普在一位比丘或沙弥的助侍下洗温水浴，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命终。浴毕，
擦干，感觉清新时，常常会即兴讲几句法语。譬如，有一次他说:  
        “我们比丘，如果确立起身为比丘的满足感，就会多有喜乐与安宁。不过，如果我们身为比
丘，却去追逐本份之外的其它角色，就会一直卷入在苦中。停止渴求、停止追逐时，那就是真正
的比丘身份。当你是一位真正的比丘时，越穷越乐。” 

 
33.越少越好 
        “即使你读了整部巴利经典，记得大量的法，即使你可以精辟地解说它们，得到许多人的尊
敬，即使你造了许多寺院建筑，能够详尽解说无常、苦、非我——如果你仍然失慎，那么你还没
有尝得一丝法味，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它们的目的也是外在的: 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利
益后代、或是作为佛教的象征。唯一对你自己真正有用的东西是苦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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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了解了那一颗心时，才能从苦中证得解脱。” 

 
34.没有想到 
        龙普管辖的一所下院里，住着一群五六位比丘。他们希望进一步严格修行，于是发愿在雨安
居期间禁语。除了每日课诵和两周一次的波罗提木叉诵戒之外，一语不发。雨安居结束后，他们

来顶礼龙普，报告自己的精严修持: 不仅完成了其它职责，还做到了在整个雨安居期间禁语。  
        龙普微笑了一下说:  
        “不错。不讲话， 就不犯妄语戒。不过你说自己止语，那是不可能的。只有证得止息的精微
境界的圣弟子，受与想终止了，才能够止语。除此之外，人人都在不停地说，连日连夜。特别是
那些发誓止语的人。说得比谁都多，只是他们不发出别人听得见的声音罢了。” 

 
35.莫要瞄错方向 
        龙普除了讲说发自内心的智慧，也会引用自己读过的经文。他觉得哪一段可以作为简短直
接，对修行重要，就会对我们重复。比如，他喜欢引用的佛陀教言之一是这一段: “比丘们，这梵
行生活的修练，不是为了欺骗公众，不是为了赢得尊敬，不是为了利益、供养、名声; 不是为了
挫败其它教派。这梵行生活是为了自律、断弃、无欲、止苦。”  
        龙普接着会说:  
        “出家人和修法者，必须瞄准这个方向修。除此以外的方向都错。” 

 
36.佛陀之言 
        龙普有一次说: “人们，只要是凡夫，都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意见。只要他们自骄，就难以
同他人的看法一致。当他们的意见相左时，就导致继续的争论。至于已证法的圣者，他没有什么
可以跟谁争论的。无论别人怎么看事物，他当作别人的事，把它放开。正如佛陀说:  
“比丘们，世间的智者凡是说什么存在，我也说存在。世间的智者凡是说什么不存在，我也说不
存在。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 

 
37.言语无咎者 
        1983年2月21日，龙普病重，住在曼谷朱拉隆功医院。龙普桑-阿近查诺来病房探望。当时龙

普正在休息。龙普桑在旁边坐下，合掌礼敬。龙普也合掌回敬。接着两人坐在那里，良久 静止。
最后，过了长长的一段时间，龙普桑再次合掌，道: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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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龙普答。  
        整整两个小时，我听见他们只说了这些 。龙普桑离开后，我忍不住问龙普: “龙普桑来坐了好
久。为什么您跟他什么也没说?”  
        龙普答:  
“所做已办。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38.忍耐波罗密 
        我在龙普身边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他表现出被什么事困扰得不堪忍受的状态。我也从来
没有听他抱怨过任何事。譬如，他作什么仪式的首座长老时，从来不挑剔，也不要求主办者改变

什么来应合自己。无论被请去哪里，哪怕必须坐很久，哪怕天气闷热潮湿，他从不抱怨。生病疼
痛时、僧食来迟时、无论多饿，从无怨言。食物淡而无味时，也从不要添什么调料。另一方面，
看见别的高年资比丘出言挑剔，要求特殊待遇时，他会评一句:  
        “这点小事也不能忍? 不能忍它，怎么能战胜杂染与渴求?” 

 
39.言语无失 
        龙普言语清净，因为他说话有的放矢。从来不因为言辞给自己和别人造成麻烦。即使有人试

图引诱他批评别人，他也不上当。  
        许多次，人们来对他说: “龙普，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全国知名的导师喜欢攻击他人、诋毁社
会、非议其他长老比丘呢? 即使付钱给我，我也不会去尊敬那样的比丘。”  
        龙普会这样回答:  
        “他们的知识与理解层次是那样的。他们所讲的，自然是符合他们的知识层次。没有人在付
钱要你去尊敬他们。不想尊敬他们，就不尊敬。他们也许不介意。” 

 
40.欺负亡灵的比丘 
        一般来说，龙普喜欢鼓励比丘与沙弥专意在林间游方禅修，行头陀行。有一次，一大群资历

不等的弟子来参加一次聚会，他鼓励他们在野外寻找僻静处，住在山上或岩洞中，加速修行。那
样做，他们将可以使心脱离低等状态。  
        一位比丘不加思索地说: “我不敢去那些地方。我怕被亡灵欺负。”  
        龙普当即反对:  
        “哪有亡灵欺负比丘? 只有比丘欺负亡灵——而且还大张旗鼓。想一想。居家者拿来布施的财

物，几乎都是为了把福德回向给祖先和眷属的亡灵——给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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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们行止得当吗? 我们把福德送给亡灵时的心理素质如何? 要小心，不要做欺负亡灵的比丘。” 

 
41.不错，不过… 
当前有许多禅修者热心找新的导师，新的禅修中心。正如好彩票的人热心找预告中奖号码的比
丘，好护身符的人热心找制造法力护身符的比丘，同样地，毗婆奢那的热心者喜欢找毗婆奢那导

师。有许多这样的人，在对某一位导师满意时，就对别人盛赞那位导师，试图说服别人同意自己
的观点和对那位导师的尊敬。[1]特别是如今，有一些著名的演说者们，把自己的法录了音，在全
国贩卖。有一次，一位妇女买了一位著名演说者的许多磁带送给龙普，他却没有听。一是他生来
未曾拥有一台收音机或录音机。二是即使有，他也不会用。后来有人买来录音机，把这些磁带放
给龙普听。之后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  
        “不错。他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十分优雅，讲了很多，不过我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每一次你听什么，应当能从中得到学法、修法、证法的法味。那就是有实质了。” 

[1]中译注: 毗婆奢那禅法，是近代流行的一种修法的名称 。当时泰国有一些比丘和居士，本身没有定的
根柢，才学了短期的毗婆奢那修法，就开班传授，四处推广，时而对上座部传统的修定法门加以贬低。
造成一些混淆。这就是本篇与后篇的背景。 

  
42.犹疑的禅修者 
        目前，许多有志禅修的人对什么是正确的修法极其混淆、犹疑。那些刚刚起步的人，尤其如
此，因为禅修导师们对如何禅修，建议常常不一。更糟的是，有些导师不但不以公允、客观的方
式加以解说，甚至不愿承认其他导师或修法也可以是正确的。不止一两位还表现出对其它法门的
鄙视。  
        由于许多有这类疑问的人常常来向龙普请教，我时常听见他对人们如此解释:  
        “开始禅修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因为它们都把你引向同样的果报。有这么多方法，是因
为人们有不同的倾向。因此得有不同的意像用来专注，有‘佛陀'、‘阿罗汉'等不同的词用来默念---
以它们作为工具，让心初步在其周围汇集起来、安定下来。当心凝聚起来、静止下来时，禅定用
词自己会离去。那时，所有的方法都归入同一辙道。换句话说，它的超越状态是明辨，它的精髓
是解脱。” 

  
43.住于高处 
        来拜见他的人，个个都说尽管他年近百岁，依然肤色明亮、身体健全。连我们这些一直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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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人，也很少看见他面容暗淡、疲倦、或者因为生气或疼痛而紧皱。他的平常状态一贯是安
静、怡然。他很少生病，一直情绪良好，从不因事激动，对毁誉泰然处之。  
        有一次禅僧长老们聚会，在讨论如何描述超越忧苦者的平常心态时，龙普说:  
        “不忧虑、不执取: 那就是行者的常住心。” 

  
44.寻觅新导师 
        如今修法的人有两类: 第一类人，学了修行原则，或者从一位导师处受教，走上修行道之
后，便决意沿着那条道竭尽全力地修。另一类人，即使已经从导师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指点，已经

了解了修行的正确原则，却不真正用心。自己修行松懈，却又喜好外出寻觅其它[体系的]禅修中
心，其它[体系的]禅修导师。听说哪里有好的禅修中心，又赶去那里。这样的禅修者不在少数。  
        龙普有一次这样教导弟子:  
        “你去许多禅修中心，跟许多导师学习时，你的修行不会有结果，因为你去很多中心，就等
于你一次又一次从头学起。你的修行不会证得确定的原则。有时反而使你迟疑不决。心不坚实。
你的修行不但不进步，反而退失。” 

 
45.抓紧与放下 
        学法与修法者有两类。第一类人，学法与修法，真正是为了从苦中解脱。第二类人，学法与
修法，是为了吹嘘自己的本事，成天争论，以为能背诵多少经文、广引诸家导师言教，就说明自
己如何了不起。许多时候，这第二类人来看龙普时，不但不向他请教如何修法，反而对他大肆宣
扬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坐听他们的宏论。甚至等他们讲完后，他还会加
一句:  
        “执着经文与导师的人，是不能从苦中解脱的。不过希望从苦中解脱的人，的确需要依靠经

典与导师。” 

 
46.心难静止时 
修定时，不可能人人以同样的速度得果报。有的人得快果报，有的人得慢果报。甚至还有的人，
似乎根本尝不到一点静止的法味。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可灰心。在心的领域精进努力，比起布施
与持戒，是一种更高的福德形式。龙普的弟子当中，常常有不少人问他: “我一直在尝试禅修，已
经很久了。可是我的心从来不能静止。它总出去游荡。有什么别的修法?”  
        龙普有时会建议以下的另类法门:  
        “心不静止，你起码可以保证不让它游荡得太远。用你的念，使心完全只停住在身内。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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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无常、苦、非我。发展身体不净、无实质的辨识。当心以这种方式明察时，它将会升起厌

离、不热中、离欲。这样做，也可以斩断诸执蕴。” 

 
47.法的真正基础 
        有一事，是禅修者津津乐道的，那就是: “你在坐禅时，看见了什么?”不然，他们就抱怨自己
坐禅许久，什么也没看见。再不然，就一直谈论自己看见了这事那事 。这给一些人造成误解，以
为禅修时，想要看见什么，就能看见。  
        龙普常常提醒这些人，这种期望完全是错误的。因为禅修的目的是进入法的真正基础。  
        “法的真正基础是心，因此专注于观心。对你自己的心，达到锐利觉察的程度。当你敏觉自
心时，就有了法的基础。” 

  
48.不可失慎的警告 
        为了警诫比丘沙弥们远离无慎、失慎的行为，龙普常常选择一针见血的方式责备他们:  
        “居士们为了赚取养活家庭、儿孙需要的吃用和金钱，艰难地谋生。不管多么疲劳，还得继

续撑下去。同时，他们想要修福，于是牺牲一部分财物来做福德。他们早早起身做好可口的饭

菜，放在我们的钵里。在把饭菜放进钵之前，把食物高举过头，发一个愿。供养完毕，退后下
蹲，合掌再次礼敬。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想从支持我们修行当中得到福德。
        “我们的修行有什么样的福德可以给他们? 你们的行为方式是否能够问心无愧地受他们的供
养、吃他们的食物?” 

 
49.有时亦严责 
        阿姜桑热自幼出家，直到年近六十。他是一位禅修导师，自己行持严格，风评甚好，受到许

多人的尊敬。可是他却没有一直继续走下去。他爱上了一位护持者的女儿，心退堕了。于是他向
龙普请辞，预备还俗、结婚。  
        大家对这个消息十分吃惊，不可置信，因为看他的修行程度，人们以为他会做一辈子的沙
门。如果消息属实，这对禅修团体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为此，同辈长老和他的弟子多方使他改
变主意，放弃还俗。龙普特别把他召去，劝他放弃那些计划，然而未果。最后，阿姜桑热对他
说: “我呆不下去了。每次我坐禅时，看见她的脸就在我跟前飘动。”  
        龙普大声回答: “那是因为你没有观想你自己的心。你在观想她的臀。你当然只会看见她的
臀。走吧。随便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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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不走偏 
        我在龙普身边住了三十多年，随侍他一直到圆寂。据我的观察，他的修行始终如法如律，合
乎以灭苦为唯一目标的正道。他从不走偏道，跟咒语、镇邪物等不当活动从无任何牵扯。当人们

请他对自己的头吹气祝福时，他会问: “为什么要我朝你的头吹气?”当人们请他在自己的车上画吉
祥符时，他会说: “为什么画吉祥符?”当人们请他为自己的活动选一个吉祥的日子或月份时，他会
说: “哪一日都是好日。”  
        或者，当他嚼槟榔时，人们要他的槟榔渣，他会说:  
        “要它干什么? 它不干净。” 

 
51.只是动作 
        有时候我心里不安，怕自己错误地伙同众人，说服龙普做了一些他无意做的事。第一次，是
他参加色军府帕-素塔瓦寺阿姜曼纪念馆开幕式的时候。当时，有不少禅修导师在场，许多居家
人便去拜见、求福。不少人求龙普对他们的头吹气加持。我见他坐在那里默不回应时，便求他: 
“请做一下吧，完了就没事了。”于是他便对他们吹气。过了一阵，他还不能脱身，便在车上画了
吉祥符。人们向他要佛牌，到后来不胜其扰，他便允许以他的名义造佛牌。人们为佛牌举行诵经

加持时，他同情他们，于是参加了加持仪式，点燃 “胜利”蜡烛，参与他们的念诵。  
        不过后来，龙普说了一段话，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我做这些事，只是随顺社会规范的一种外在的身体动作。它不是趋向缘起、生存层次、或
者趋向道、果、涅磐等的心的动作。” 

 
52.抓紧机会 
        “法的八万四千部经，都只是为了让人们转过来观心的策略。佛陀的教导多，是因为人们的
杂染多。尽管如此，灭苦之道只有一条: 涅槃。我们现在这个正确修法的机会，是极其稀少的。
如果让它失去，此生就没有机会证得解脱了，我们就得迷失在妄见里，长久长久，才能再次得遇
同样的法。因此，如今我们已经得到佛陀的教言，应当赶快修练，证得解脱。否则，我们将错失
这个好机会。当圣谛被遗忘时，黑暗将会在漫长的岁月里笼罩众生。” 

  
53.科学的局限 
        龙普不止一次地类比说法。有一次他说:  
        “外在的明辨是假想的明辨。它不能使心领悟涅槃。如果你想入涅槃，必须依靠圣道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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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他们的知识是十分博大、有力的。可以把最小的原子分裂开，进

入第四维度。不过，爱因斯坦不懂得涅槃，因此他不能入涅槃。  
        “只有在圣道中证得明智，才能够趋向真正的觉醒、彻底的觉醒、完全的觉醒。只有那才能
趋向灭苦、趋向涅槃。” 

  
54.如何止息苦 
        1977年内政部发生了不少麻烦事件，令高官们焦头烂额——失财、丢官、责难、受苦。当
然，忧苦传播开来，也影响了官员的妻儿。因此有一天，一些高官太太来拜见龙普，跟他诉苦，
希望指点排解之道。  
        他告诉她们:  
        “人对已经过去了的身外事，不应当伤感、牵挂，因为那些事已经具足正确地完成了它们的
功能。” 

  
55.真谛不二 
        不少读过许多书的人评论说，龙普的教导与禅宗或者壇经十分相似。我问过他多次，最后他
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方式答道:  
        “法的一切真谛早已存在于世上。佛陀觉悟到这些真谛时，把它们指出来，传给世间的众
生。因为众生各各不同，有粗有细，他必须用许多言辞，总共八万四千部。智者面对求道者，在
选择最适合的解说词语时，必须用最完全合乎真谛的方式，而不是拘泥于文字。” 

 
56.深入细修 
        克芒森林寺的阿姜贝来与龙普讨论修定，他说: “我修定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可以长久住于
安止定。出定时，有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喜乐自在感，持久不衰。有时有一种光亮感，我可以全面
觉知身体。接下来我应当再做什么?”  
        龙普答:  
        “用那个安止定的力量观心。然后放开一切攀缘，什么也不剩。” 

 
57.空无 
        后来，阿姜贝与两位比丘，还有一大群居士前来拜见龙普。龙普对新来者讲授如何修行之
后，阿姜贝再次向龙普请教上次的问题。 他说:“放开一切所缘，我只能短时为之，我做不到久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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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普说:  
        “即使你只能暂时放开一切所缘，如果你不真正仔细地观察心，或者你的念还没有达到全方
位，你可能只是放开了一个粗显的所缘，挪到一个更精细的所缘上而已。因此，你必须停止一切
思考，让心定在空无上。” 

 
58.善解合造 
        有人说: “我读过有关您的生平介绍，里面有一段说，您在游方修行期间，对心如何合造杂

染、杂染如何合造心，有了善解。那是什么意思呢?”  
        龙普答:  
        “‘心合造杂染，’是指心逼迫意、语、行，从而使外在事物变成‘有’, 令它们是好、是坏，升起
业的果报，接着攀附那些东西，想:‘那是我，那是我自己 。那是我的。那是他们的。’  
        “‘杂染合造心，’是指外在事物进来迫使心服从它们的力量，作一些不停地偏离真相的断定，
把心绑在它有一个自我的想法上。” 

 
59.闻所成智与修所成智 
        有人说: “我从书本上背下来的有关戒德、定力、明辨、解脱的教导，还有各位阿姜的教导，
与龙普对它们的精髓的理解，是否一致?”  
        龙普答:  
        “戒，意思是一颗无咎之心的正态，那颗心把自己装备起来，抵制各种恶。定，来自持守那
个戒的果报，也就是一颗坚实、寂止的心，那股力量会把它送到下一步，明辨——也就是‘觉
知’——是一颗空性、轻安、如实透彻地明察事物的心。解脱，则是一颗从那种[明辨的]空性契入
[解脱的]空性的心。换句话说，它放开了轻安，所剩的状态里，它是无，它什么也没有，丝毫没
有余下的思想。” 

 
60.放松执取的策略 
        有人说: “当我入定静止时，我试着令心牢固定住在那个静止中。可是当心遭遇某个所缘或客
体时，它就一直去看，结果我试图维持的那个基础就失去了。  
        龙普答:  
        “如果是那种情形，就说明你的定力的韧性不足。如果这些所缘尤其猛烈——特别是，它们

涉及你的弱点时——你必须用观想的方法对治。开始时，观想最粗糙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身体
[色]——把它一直分析到精细的成分。当你观察它，达到彻底清楚的地步时，接下来是观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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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名]——你过去分析过的一切法，譬如黑与白、暗与明之法[素质]，成对地辨析。”[1] 

[1]中译注:指辨别区分善巧与不善巧的心态或心理素质。 

 
61.关于吃 
        有一群比丘在雨安居之前来拜见龙普。其中一个说: “我禅修很久了，也得到了一些宁静。不
过我对吃肉一直很介意。甚至于看见肉，我就为那个动物难过，我吃肉而必须牺牲它，让我很难

过。似乎我没有慈悲心。这样忧虑时，我的心难以平静。”  
        龙普说:  
        “当一位比丘摄取四种必需品时，他应当首先观想。如果观想时，他看见吃肉是一种形式的
压迫，它显示出对动物缺少慈悲心，那么他应当戒肉食素。” 

 
62.关于吃(II) 
        三四个月之后，同一群比丘在雨安居结束时又来拜见龙普。告诉他说: “我们整个雨安居都吃
素。在我们所在的帕萨区空克廊村，居民不懂得素食。我们很难得到素食，而且对供养我们的人
也是很大的麻烦。有些比丘到后来身体虚弱，有的几乎坚持不到雨安居结束。我们没有能够如期
在禅修中精进。”  
        龙普说:  
        “当一位比丘摄取四种必需品时，应当首先观想。如果在观想时，他看见，面前的食物——
无论如何是蔬菜、还是肉、鱼、米饭——是三净肉，也就是，自己没有看见、听见、或者疑心动

物是专门为供养自己而被杀死，而且这食物是他以正当方式获得的，是居家人出于信仰而供养
的，那么他应当把它吃了。我们的导师们的修行模式也是如此。” 

 
63.关于吃(III) 
        1979年3月下弦月的第二天，龙普住在帕空查森林寺里。晚上八点后，一群喜欢到处游方，
在 靠近人多的地方驻营休息的比丘也来本寺过夜。在拜见龙普之后，他们讲述了自己修行中的突
出特点。他们说: “食肉的人，是在支持屠杀动物。素食者体现了高度的慈悲。改吃素时，心变得
更加平静、清凉，这就是明证。”  
        龙普答:  
        “很好。你们能成为素食者很好。我表示钦佩。至于仍然食肉的人，如果那种肉是三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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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没有亲见、亲闻、或者疑心动物之被杀是专门为了给自己提供食物——而且，该

食物是以纯净的方式得到，那么食这种肉并不违法违律。不过，你说你的心变得平静、清凉，那
是你决意如法如律修行的力量所致。与胃里的新旧食物无关。” 

 
64.经商与修法 
        一群商人说: “我们做商人的有我们的职责，也就是说，有时侯得夸大事物、或者赚取高利，
但我们极其想修定，而且已经开始修了。不过有人告诉我们，凭我们的生计，是不能禅修的。龙

普，您说如何? 因为他们说，贩物牟利，是罪过的。”  
        龙普说:  
        “为了活命，人人需要一个职业。每一种职业当中，什么是正确、合适的做法，有它自己的
标准。当你正确服从那些标准时，就算是中性的——不算福德、也不算罪过。至于修法，那是你
应当做的，因为只有修法的人才适合在任何情形下工作。” 

  
65.隐藏的回忆 
        有一次，龙普住在姚塔帕时森林寺，一大群比丘、沙弥前来拜见。听了他的开示后，龙榻普
罗——他老年出家，但修持严格——对龙普说: “我出家也有相当年头了。 但还是不能够斩断对过

去的执取。无论我如何把心定在当下，我发现念还是会中断，又回到过去。您能否再告诉我一个
停止它的办法?”  
        龙普答:  
        “不要让心追逐外在的所缘。如果你的念出了空档，那么你一觉察到，立刻把它拉回来。不
要让它去看那些所缘是好是坏。不要陷进去。但是也不要用强力去斩断。” 

 
66.以自己的方式 
        1977年左右，龙普应邀去位于曼谷素公维路的达摩蒙功寺参加一项庆典。在典礼上，有一个
仪式是对佛像，佛牌的加持，他被请去 “坐护”。仪式完毕后，他来到外面一个小棚里休息。在那
里，他对一大群当时在曼谷学习的亲弟子们谈话。其中一位比丘评论说，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龙

普参加这样的仪式，不知否是这是第一次。接着他又问，怎样 “坐护”?  
        龙普答:  
        “我不知道别的阿姜在‘坐护'或‘坐佑'时都在做什么。 至于我，我只是照老样子入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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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想把功课学好...” 
        一位年轻的女孩有一次对龙普说: “我听索萨-孔素阿公说，凡是想变聪明、学习好的人，应

当首先练习坐禅，令心静止。我想变聪明、学习好，因此一直试图禅修，使心静止。可是它从来
不肯静下来。有时我比以前更加躁动不安。当我的心不能这样子静下来时，怎么才能够把功课学
好呢?”  
        龙普答:  
        “把注意力放在心上，知道你正在学的究竟是什么，那样会帮助你把功课学好。心不静时，
让它知道，它不静。因为你太想要它静了，它就不静。只要继续平静地禅修，总有一天它会听你
的话，静下来。” 

 
68.游方的目的 
        有些比丘、沙弥，在雨安居后，喜欢成群结队地去各处游方。个个大肆张扬，准备他的必需
品和全套的头陀装备。不过许多人的行止却偏离了游方隐修的目的。例如，有些人穿着苦行头陀
的行头，却去坐空调车。有些人去访问在公司办公室的老朋友。  
        因此，有一次，龙普在一大群禅僧的集会中说:  
        “把自己打扮成好看的游方僧，根本是不合适的。它背离了外出游方的本意。你们每个人应

当多想想这件事。游方禅修的目的只有一个: 训练心、精修心、使它无染。只让身体出去游荡修
练，却不把心也带着，根本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 

  
69.为了止，必须知 
        一位禅修者有一次对龙普说: “我听从您的教导，一直在试图终止思考。可是从来没有成功。
更糟的是，我感到十分挫折，脑子昏昏沉沉的。不过，我坚信您教的没有错，因此我想请教下一
步怎么做。”  
        龙普答道:  
        “那说明你没听懂。我告诉你停止思考，但你一直只是在思考停止思考，因此，怎么会有真
正的停止呢? 扔掉你对停止思考的无明。放弃你对停止思考的想法。如此而已。” 

  
70.都有果报，但不同 
        龙普的生日是十一月下弦月的第二天，也就是每年雨安居结束后的第二天。因此他的弟子，
学问僧也好，禅修僧也好，都喜欢在那天赶来顶礼他，或者请教禅修上的问题，或者报告自己在
上个雨安居里的修行成果。这个传统，在他还活着时，一直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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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读与听研究法，得到的是辨识与概念的果报。通过修练研究法，得到的是实际层次的
法在心里的果报。” 

 
71.只在一处找 
        龙普的弟子当中，摩诃陶维萨比丘是第一位通过巴利文最高级第九级考试的。因此，以龙普
的名义，布拉帕寺主持了一次庆祝他这项成就的活动。  
        摩诃陶维萨比丘顶礼龙普后，龙普给了他以下一段短小的训诫:  
        “能考过九级考试，说明你很用功、足够聪明、是一位圣典的专家，因为这相当于是学业的
终点了。不过，只对学习有兴趣，是不能带来苦的解脱的。你必须同样对心的修练也有兴趣。  
        “法的所有八万四千部，都来自佛陀的心。一切来自那个心。无论你想知道什么，你可以在
心里找。” 

 
72.世与法 
        1979年3月12日，龙普去了色军府普旁山的圣久洞寺，隐居休养了十多天。离开前的最后一
天晚上，寺院的阿姜苏瓦特和其他比丘沙弥前来拜见。  
        龙普评论说:  
        “在此地休息很舒适。空气好。禅修轻松。它使我想到早年游方的日子。”  
        接着，他作了一场法义开示，其中包括以下一段话:  
        “能知道的都属于世间。至于没有知者的，那是法。世间事总是成对而来，法却是一件事通
到底。” 

 
73.当问与否? 
        许多人，居士也好，比丘也好，对修行有兴趣，他们不仅用心修，而且也喜欢寻找善巧导师

的指点。  
        有一次，一群来自中部的禅僧前来长住，聆听龙普说法，听从他的禅修指导。其中一位比丘
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龙普: “我找过许多导师，尽管他们教得都很好，他们一般或者只教戒律，或者
只教游方苦行，或者只教修定的乐与止。至于您，您教的是直达顶峰的途径: 非我、空性、涅
槃。请原谅我那么直率地问，既然您教导涅槃，您是否已经证得?”  
        龙普答:  
        “没有什么证得，没有什么未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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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修行的目的 
        阿姜贝是龙普的近亲，住在克芒寺。尽管他老年出家，但是禅修和苦行极其严格。龙普有一
次称赞他的修行已经获得善果。阿姜贝病重将死时，想见龙普最后一面，向他告别。我把这事告
诉了龙普。他到那里时，阿姜贝起身，向他顶礼，接着又躺回到席子上，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
脸上的微笑和喜悦是显而易见的。  
        龙普以清楚而温和的声音对他说:  
        “你一直精进修习的那一切，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处了。死亡那一刻来临时，使心合一，然后
停止专注，放开一切。” 

  
75.渺茫的果报 
        当居士们来看龙普时，他一般不问什么遥远的问题。通常他会问: “你修过禅定吗?”有些人答
有，有些答没有。  
        有位女士，属于后一类，比其他人更大胆直言。她说: “我看呀，我们就不用费劲修那个禅定
了。每年我都听《大本生词》(讲述佛陀前身毗桑塔罗王子的长篇诗歌)[1]，在不同的寺院里起码

听过十三遍。那里的比丘们说，听《大本生词》可以保证我重生在圣弥勒佛住世的时候，我在那
里一定过得快乐、轻松。因此，为什么要禅修，让自己过得不舒服呢?”  
        龙普说:  
        “殊胜的东西就在面前，你没有兴趣。反而把希望寄托在传说中的遥远事情上。这是没有希
望的人的标志。当乔达摩佛所传的道、果、涅槃仍然完整在世时，你却徘徊不定，对它们提不起
一点兴趣，那么等到圣弥勒佛的教法来到时，你会更加地徘徊不定 。” 

[1]中译注: 《大本生词》是根据这段佛本生故事编成的泰文长诗,共十二章。每年在寺院由十二名比丘吟
诵,长达一天。该仪式在北部和东北部十分流行。 

 
76.不过如此 
        有时，当龙普注意到来跟他修法的人依然犹疑不决，渴求纯粹是世间的快乐和享受，以至于
还不愿放开它们，去修 习佛法时，会给他们讲一段教言，让他们去思考，对事物达到如实知
见。  
        “我要你们大家仔细审查喜乐，看一看究竟什么时候是你一生当中最喜乐的。你真正对着它
看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不过如此，跟你经历过的其它东西相比，没多大差别。为什么没多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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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呢? 因为世间本身不过如此。它能给的就是那么多——一次次重复，就是这些东西。生、老、
病、死，一次又一次。怎么也得有一种喜乐，比它更超越、比它更殊胜、比它更安稳。这就是为

什么圣弟子放弃了有限的喜乐，寻找一种来自身寂止、心寂止、杂染寂止的喜乐。那是安稳的喜
乐，无可相比。” 

 
77.不执取，就容易 
        龙普每年雨安居在布拉帕寺执教，五十多年从无例外。这所寺院位于素辇府城的市中心，正
对政府大楼，旁邻法院。因此，汽车卡车不停地扰乱着寺院的宁静。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大象节，
或是任何一个节日，一连七天、十五天，嘈杂声响不绝，通宵灯火不灭。那些心依然缺乏韧力的
比丘沙弥们特别感其骚扰。  
        每次他们对龙普提出这件事时，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浪费时间对那些东西感兴趣呢? 灯光本来就是亮的。杂音本来就是响的。它们的功能
就是这样。你不专注听，就完了。行事不要抗拒周遭，因为它们本然如此。要以深度明辨，达到
真正的理解，就是这样。” 

 
78.偶而语出惊人 
我有一个缺点，喜欢跟龙普半开玩笑地说话。这是因为他从来不恼。身边的比丘沙弥们也总是很
容易接近他。有一次我问他: “经上说，天神成百亿地来听佛陀说法。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他们

吗? 佛陀的声音足够大，他们能都听见吗?”  
        龙普的回答令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在经文中读到过，也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么讲过。而且
只在他病重临终时我才听他说过这件事。  
        他说:  
        “哪怕天神成百万亿地聚集起来也没问题。因为一个原子的空间足可以容纳八个天神。” 

 
79.即使这种问题 
        有一个不可追解的问题，无论成人孩童、无论聪明愚笨，一直在无谓地争论，从未达成共
识。这个问题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多数情形下，人们只是玩笑式地抬杠，从来不求什么结论。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龙普提出这个问题，心里也估计他不会作答。不过后来，我终于听见他对

这个问题作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答复。有一天奔比丘来给龙普按摩脚，他问: “龙普，是先有鸡还是
先有蛋?”  
        龙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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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一起来。” 

 
80.一顿责备 
        有些人，自己根本没怎么禅修，却来问如何精进，才能立马见到果报。有时对这种人，龙普
似乎有些不满。  
        他会责备他们:  
        “我们修行是为了自御、为了离弃、为了离欲、为了终结苦，而不是为了看见天宫。我们甚
至不把看见涅槃作为目标。你就安安静静继续修，不要想看见什么东西。毕竟，涅槃是空的、无
形的。它没有立足点，没有什么可以作比。只有继续修，你才能自己知道。” 

 
81.放开一事，粘上另一事 
        龙普的一位居家弟子来拜见他，自豪地报告他的修行果报，他说: “我今天很高兴来看您，因
为我按照您的建议修，一步一步在得到果报。我开始禅定时，放开一切外缘，心就停止了骚动。
它汇聚起来，静止、入定。其它一切所缘消失了，只剩下喜乐，一种清凉、清新的极乐。我可以
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龙普微笑了，他说:  
        “你得到果报，很好。说起定中的乐，那的确是乐。没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不过，如果你
给卡在那个层次，就只能得到这么多。它不升起能够斩断缘起、重生、渴求、执取的圣道明辨。
因此，下一步是放开那个乐，观五蕴，直到把它们看明白。” 

 
82.譬喻 
        “达到超世的圣者之心，尽管也许活在世间，被周围无论什么环境所包围，但它是不可能被
世间牵扯、受其扰动、与那些东西混杂起来的。换句话说，世间的事(得失、贵贱、誉毁、乐痛)
不能压倒它，不能把它拉回到凡夫之心的层次。它再也不能受制于杂染与渴求的力量。  
        “就好比椰奶。一旦你把它挤出椰肉，高温加热，熬到把油分离出来，就不能再把它变回椰
奶了。无论你把椰油和分出的椰奶放在一起怎么搅拌，也不能再把椰油变成回椰奶。” 

 
83.另一个譬喻 
        “道、果、涅槃，是个人的: 你只能亲自直见。修到那个层次的人将会自己看见、自己明白，
彻底终止对佛陀教导的疑问。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你能做的只是猜测。不管别人怎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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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深入解释，你对它们的知识仍将是猜测。不管是什么猜测，它必然是不确定的。  
        “这就好比乌龟和鱼。乌龟生活在两栖世界: 地面的世界和水中的世界。至于鱼，它只生活在
一个世界，也就是水中。上岸就会死去。  
        “有一天，乌龟下到水里时，告诉一群鱼，陆地如何好玩。灯光、色彩如何好看，没有水中
的一切麻烦。  
        “那些鱼对此十分惊奇，想知道陆地是什么样子，于是它们问乌龟:‘陆地深吗?'  
        “乌龟答:‘有什么深? 它是陆地。'  
        “鱼问:‘陆地有许多波浪吗?'  
        “乌龟答:‘有什么波浪? 它是陆地。'  
        “鱼问:‘陆地浑浊吗?'  
        “乌龟答:‘有什么浑浊? 它是陆地。'  
        “注意鱼提出的问题。它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水中体验来问乌龟，乌龟只好说，不对。  
        “凡夫的心对道、果、涅槃的猜测，与那些鱼没什么两样。” 

 
84.外在内在的事物 
        1981年4月2日晚上，龙普出席某个宫廷仪式回来，住在皇室寺院波瓦寺。一位高阶比丘来
访，与他谈法。他也是一位禅修者。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听说前生是夜叉的人，重生为人
时，能够学习神通咒语，无论以何种方式使用，都有大法力。此说有多真?”  
        龙普立刻坐起来回答:  
        “我对那种事从来不感兴趣。不过，你有没有修到过这个状态: hasituppapada，笑生，心无笑
意而自笑的动作? 它只对圣者的心发生。凡人不能，因为它超越了造作因缘——自由自在。” 

 
85.五戒未守 
        高年资的大比丘常常有许多弟子，居家的、出家的。这些弟子当中，有优有劣。特别是比丘
当中: 有许多好的，其中又夹杂着几个差的。有一位龙普身边的比丘，在未予而取方面，往往太
随便了一点。人们常把此事告诉龙普，但他倾向于什么也不说。  
        有一次，他要一样被这位比丘拿走的东西，于是派另一位比丘去要回来，可那位比丘不承认

拿了。后一位比丘回来把他的抵赖禀告了龙普。龙普没有埋怨，只说了这句:  
        “有的比丘如此用心持227戒，以至于忘了持五戒。” 

 
86.不受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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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点，我看见龙普正坐着休息，于是过去告诉他: “龙普，阿姜考去世了。”  
        龙普不问何时、何事，而是说:  
        “啊，是的。阿姜考受诸蕴拖累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四年前我去拜访他，看见了他的身蕴给

他的种种困难。时刻需要依靠他人的照料。至于我，我没有恶身业。不过，关于恶身业，即便是
圣者，无论他们达到的层次如何，仍然得应付它们，直到最终从中解脱，不再纠缠。凡夫的心不
得不与这种事物住在一起。然而，善修的心，当这些事物升起时，它能够立即放开，维持它的平
静、无忧、无执，不与它们牵扯在一起，就不必背负重担。如此而已。” 

 
87.法的护佑方式 
        素辇的一场大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大量财产的损失，深重的失落感。有的人甚至精神失
常。人们川流不息地来见龙普，感叹自己过去做的善事，说: “我们从祖辈起就一直在寺院里修
福、修法。为什么那个福德没有帮助我们? 为什么法不护佑我们? 大火把我们的家全毁了。”这些
人有许多便不再来寺院行福德，因为佛法没有保佑他们的房子免于被烧毁。  
        龙普说:  
        “法根本不是以那种方式护佑人们的。那场火只是在行使它的功能。这说明破坏、损失、解
散、分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跟随着我们。至于那些修法的人，心中有法的人，当他们遭遇这些
事情时，懂得如何安置心，不让它受苦。那就是法的护佑。并不是它能够帮助你防止老、死、饥

饿、火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88.惟有修才能祛疑 
        当人们来问龙普有关死亡、重生、前世、来世的问题时，他从来没有兴趣回答。或者，如果
有人争辩说，自己不相信天堂地狱真的存在，他也从来不试图讲道理，举例反驳。反之，他会给

人们这样一段建议:  
        “修法的人没有必要想前世、来世、天堂、地狱。他们要做的，只是坚定、用心地循照戒
德、定力、明辨的原则正确修持。如果真照课本上所说的，存在十六层天界，修得好的人必然会
上升到那些层次。或者，天界、涅槃不存在，修得好的人也不缺即刻当下的利益。作为高层次的
人类，他们一定是喜乐的。  
        “听别人的话，到文本里查，是不能消除疑问的。你必须下工夫修练，升起明确的洞见智
识。那时候，疑问自然会瓦解。” 

 
89.只想要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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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人们成群结队地来看龙普，声称这人那人记得许多前世，看见他们过去是什么，前世的
母亲或亲戚是谁，等等，接着想听龙普关于轮回重生的意见，龙普总是说:  
        “我对这类知识从来不感兴趣。只要有近行定就可以升起它。一切来自心。无论你想知见什
么，心会赋予你那个知见——快得很。如果你只对这个层次的知识满意，它的好处是，你会害怕
转生低等域界。那样，你会下决心做善事、布施、持戒、不相互伤害。你能够微笑，你对福德的
果报有信心。  
        “至于灭除杂染、摧毁无明、渴求、执取、达到彻底灭苦，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90.不讲传奇 
        我跟龙普一起住的多少年里，他从来不曾讲过传奇和娱乐性掌故——不讲佛本生传说，也不
讲当代的故事。他的一切教导，讲的都是圣谛，纯净、简洁，讲述时位于与个人无关的终极层

次。再不然，他会讲几句经过仔细思量的评论，似乎十分地吝言惜语。哪怕在宗教仪式上作开
示，或者讲述如何布施、如何持戒时，他也是以一种极其超然的方式执教。多数情形下，他会
说:  
        “仪式与福德活动可以看成是善巧的手段，但从禅修者的角度看，它们引生的技能只是一小
部分，如此而已。” 

 
91.奇事 
        阿姜曼纪念馆开幕式之后，龙普继续旅行，去康洞看望阿姜范。那个时候，汽车开到山洞所
在的山脚下就不能再往前了，龙普必须走很长一段山路才能登上山顶。这样一来他极其疲劳，沿
路多次停下来喘气。我看见他如此受罪，心里十分难过。最后，我们到达位于山顶的大厅，阿姜
范顶礼之后，碰巧阿姜帖也到了。  
        看见这三位伟大的阿姜因缘际会，聚在一起，听他们在宁静，微笑的气氛下友好地对话，我
心里的痛感消失了，代之以大乐。  
        阿姜范表达了自己对龙普的钦佩，他说: “您的身体十分强健。在这个年纪，还能一直爬到山
顶。”  
        龙普答:  
        “我实在不那么强健。我已经看过了，知道自己没有恶身业。等到不能再用这个身体时，我
会把它放下。就这样。” 

 
92.续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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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一定可以想象，在场的一大群居家人看见这三位伟大的阿姜聚在一起是何等地兴奋。
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因此，来自素辇的两位摄影师开始尽其找机会拍 起照来。 
        乘车返回时，两位摄影师看见人人想要那些照片，便宣布，他们会把照片放大到十二寸出
售，所得的金钱，将用来帮助江帕森林寺。我心想，在一位阿姜的照片上贴上售价，实在不是件
好看的事。但车上几乎所有人都订 购了。  
        等到摄影师们把胶卷冲洗出来时，却发现，他们花了那么大工夫照出来的二十多张照片，全
部是空白，就像是无云的天空。于是，人人想得照片的希望破灭了。那三位大阿姜的聚会，也是
最后一次。 

 
93.他亲见的真相 
        当人们问龙普是否读过阿姜曼的生平故事时，他会答: “一些”。下一个问题就会是: “他们讲

述的那些神通和奇事，您有什么意见?”龙普会答: “我跟阿姜曼住的日子里，从来没听他提过那些
事。”  
        平常龙普谈到阿姜曼时，只讲他的头陀苦行。他说:  
        “下一代的比丘当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能够像阿姜曼一样严格修头陀行的。他只穿破布做
成的僧袍，自己缝、自己染。他从来不用任何人送给他的缝好的僧袍。他一生住在森林里。他只
吃自己托钵得来的食物，只从自己的钵里取食。即使他病重时，他仍然坐起来，让别人把供养的
食物放进他的钵里。他从来不因为戒律对雨安居和迦提那期间供养的必需品有宽额而多用。他从
来不参与建筑工作。也从来不劝别人参加。” 

 
94.以问答问 
        因为我熟悉龙普很久了，当我问他一个问题时，他往往反问作答——那是他要我自己思考答
案的方式。  
        例如，我问: “阿罗汉的心洁净、明亮。他们能否准确预测下一次彩票的中奖号码?”他回答: 
“阿罗汉会对了解那种事感兴趣吗?”  
        我问: “阿罗汉睡眠时会像普通人一样做梦吗?” 他回答: “梦难道不是行蕴造作吗?”  
        我问: “有没有凡人，虽然自己杂染重重，却能够教别人成为阿罗汉?” 他回答:  
        “有没有许多医生，虽然自己有病 ，却能够治好别人的病?”[1] 

[1]中译注: 意为有的学者比丘知道某些经文,虽自己不能全悟,但把它传给他人,另一人听了之后在修证中洞
穿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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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龙普的习惯 
        身: 他身体强健、灵活、匀称、气味干净、少病。喜欢一日一次洗温水浴。  
        语: 他的音色低沉，但语调温和。他是一位寡言的人，说真语、说直语、言无算计。换句话

说，他从来不暗示、不哄诱、不讥讽、不闲言、不乞求、不请原宥、不谈自己的梦 。从来不讲佛
本生故事，也不讲神话传奇。  
        心: 有关他的一件事是真的——一旦下决心做某件事，他就会连续做下去，直到成功。他一
贯仁慈、悲愍、安静、平和、忍耐。从来不发火，也不显示挫折或不耐。对遗失的东西，从不烦

恼。从不失慎。念住、警觉具足，心境始终良好。他似乎从来不苦。处变不惊。从不为不良心态

所制。  
        他一直这样教导我们:  
        “试把事件，理解为事件: 它们升起、变化、接着消逝。不要为此悲苦。” 

 
96.痛，但不介入 
        龙普病重时住在朱拉隆功医院。第十七日，他十分疲劳，以至于医生给他插上了氧气管。午
夜后，一位著名的比丘，带着一大群弟子前来拜见。我见情况特别，便让他们进入龙普的病房。
龙普右卧着，一直闭着眼。当那位比丘和他的弟子们对他顶礼时，那位比丘倾身对着他的耳说: 
“龙普，您还有痛受吗?”  
        龙普答:  
        “受与身依久按其自性存在，但我不参与那个受。” 

 
97.安全的捷径 
        1973年1月20日，龙普正要离开朱拉隆功医院，弟子们决定作一次供僧，把福德回向给过去
建造这所医院，现已去世的前辈。  
        仪式结束后，有几位医生护士前来拜见龙普，表达他们对他康复的喜悦。他们友好地评论

说: “您的身体仍然健康、强壮。您的脸色光亮，好象没有生病一样。这可能是您的定力果报吧。
我们没有多少剩余时间修定。有什么简单的捷径呢?”  
        龙普答:  
        “一有时间，就把它用于禅修。训练心、审视心，是一切法门中最快、最直接的。” 

 
98.一切来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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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普一辈子从来不接受幸运时辰、幸运日子的说法。即使当人们直接问他: “哪天是出家的好
日子?”或者 “哪天是还俗的好日子?”或者 “哪天是吉日、凶日?”他从来不跟那种想法走。他通常
说: “哪天都好。”如果人们请他定一个吉日，他会要他们自己找，不然就说: “什么时候方便就
好。”  
        他常会如此总结:  
        “一切来自我们的行动。好时、坏时、 吉时、凶时、福德、罪过: 这一切都来自人的行为

[业]。” 

 
99.不作秀 
        龙普从来不作秀、出风头。人们要想给他照相，时间必须恰当。譬如他已经穿上了整套僧
袍，预备听波罗提木叉戒经、或者准备传戒、或者参加什么仪式时，那时你请他照相，就很容
易。不过，如果他只是随意坐着，你要他起身穿好整套三件僧袍，摆好姿势照相，那就很难说服
他。  
        有一次，一位来自曼谷的女士，带来一条精致的毯子送给龙普，供他在冷季使用。几个月
后，在热季当中，她碰巧又来拜见。她请龙普把那条毯子拿出来，放在他的身边一起照相，因为

上次她供养时忘记照相了。龙普不肯，温和地说: “没有必要。”即使她请了第二次，第三次，他
还是说 “没有必要。”  
        她离去时，我感到不安，于是问龙普: “您有没有注意到她有多么不满吗?”  
        龙普微笑了，然后说:  
        “我知道。她不满，是因为她有一颗不让她满意的心。” 

 
100.重生的终止 
        有一次，一位高年资的禅修导师来与龙普讨论一些极其高深的佛法问题，最后问: “有的高年
资禅僧行止良好，激发起人们高度的崇敬心。连其他比丘也同意，他们在佛陀的教导中牢固地确
立了自己。可后来出了什么事，他们或者还俗、或者行为不轨起来，与法与律背道而驰。那么，
一个人必须达到什么层次的法，才不再有有和生?”  
        龙普答:  
        “严格持戒约束自己、修头陀行，是极其崇高可敬的行为。然而，如果你还没有发展你的
心，达到提升的心与提升的明辨[1]的层次，它总是有可能衰退，因为它还没有达到超世。实际

上，阿罗汉不需要知道多少。他们只需要发展他们的心、明见五蕴、穿透十二因缘。那时，他们

就能够终止造作、停止求索、停止一切心的动作。就在那里，一切止息了。剩下的是清净、清
洁、明亮——大空、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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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提升的心和提升的明辨: 又译增上心和增上慧。 

 
101.比较 
        “求知、止疑的欲望，你在所有心智发达的人当中都能够找到。每一门科学、每一门学问的
确立，都是为了让人们发问、求解。那时他们就会认真地学习、修练，达到那门学问的目标。  
        “不过在佛陀教导的领域，你必须以平衡的方式学习和修练。你的努力必须精进，才能亲自
进入法的最高层次。那时，你就能亲自解除你的一切疑问。  
        “这就好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曼谷的村夫。别人告诉他，曼谷不仅在其它方面十分发达，而
且还有一面 ‘宝石墙'(大王宫宫墙的名称)，和一座巨大的 ‘金山'(斯罗凯寺佛塔名)，他决定去曼
谷，以为可以从那座墙上得到一些宝石，从那座山上得到一些金子。等他终于来到曼谷时，有人
指给他看: ‘那是宝石墙; 那是金山，'当即就止息了他的一切疑问和预想。  
        “道、果、涅槃正是如此。” 

 
102.最安稳的住处 
        我记得1976年，从东北地区北部的两位禅修导师来拜见龙普。他们与他讨论修行的方式十分
愉悦、感人。他们描述了自己长期跟随修学的那些阿姜的德性与成就，他们说，那位龙普的心一
直住于定中，这位阿姜心住于梵住，因此有那么多的人崇敬他; 那位龙普住于无量梵住，因此他
的弟子不计其数，而且他总是安稳避险。  
        龙普说:  
        “一位比丘无论达到什么层次，尽可以住在其中。至于我，我住于觉知。” 

 
103.续前 
        当那两位比丘听说他住于觉知时，他们静了一静。接着请他解说住于觉知是什么情形。  
        龙普解释说:  
        “觉知是空性、明亮、清净，已经终止造作、终止求索，止息一切心理动作的心的正常状态

——什么也没有遗下，不粘着任何东西。” 

 
104.苦的终结 
        龙普的言语清净，因为他喜欢讲真实的真相。他只讲述佛陀的教导的最高目标，他只讲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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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言当中引向苦的终结的教言。你可以从他最常引用的佛陀教言中看出来。  
        佛陀说:  
        “比丘们，有那么一个维度，其中既无地、亦无水 、无火、无风; 既无空无边处、亦无识无边

处、无无所有处、无非想非非想处; 既无此世、也无来世、无日、无月。我说有，有不来、不
去、不住; 不生、不灭; 无立足点、无基地、无维持。这，正是苦的终结。” 

  
105.他的最后一场疾病 
        1983年早些时候，龙普从医院回来，这不是说他已经痊愈，只是他必须用极度的忍耐，再活
八个月，活到人们已经为他开始准备的96岁生日的福德活动。随着庆典的那一日的临近，他的症
状开始不规则起来: 时而疲倦、不适、发烧。我问他，是否该把他送回朱拉隆功医院，但他说: 
“没有必要。接着他又说: “不许把我送去。因为去了也无益。”  
        我回答: “上次您的病比这更严重，也恢复了。这一次一点也不严重。你一定能康复。”  
        龙普说:  
        “那是上一次。这不是上一次。” 

 
106.接近死亡 
        1983年10月29日，龙普的状况在下午1点后勉强稳定，但他的肤色特别明亮。弟子们——居
士、镇居比丘、林居比丘——大批大批地前来祝贺。  
        下午3点，一大群林居僧来拜见龙普，他坐了起来，与他们论法。他以清晰的声音，对整个
修行道作了讲解，就好似他在排解他们的一切疑问，总结他所传授的全部禅修指南。  
        晚上将近10点时，龙普要我们把他放在轮椅上，推到他的小屋外。他温和地环视着整个寺
院，没有人意识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观看屋外的事物。 

 
107.临终忆法 
        夜里十点后，龙普让我们把他抬回屋里。他躺着，身后垫着一个大枕头。他要屋里的八九位
比丘诵吉祥七诵给他听。接着要他们诵 《觉支经》三遍、《十二因缘》三遍。接着他要我们诵

《大念处经》，不过我们当中没有谁会背诵。于是他说: “打开课诵本，照着念。 ”周围却找不着
课诵本。幸好一直在照料龙普的阿姜普萨随身带有一本皇家课诵本，于是拿出来翻前翻后地找那
一页。最后龙普说: “拿来，”看也不看，把书一翻说: “就从这里念。”全屋的比丘们个个惊讶，因
为龙普打开的正是172页《大念处经》。那篇经文极其长，两个多小时才诵完。他一直静静地听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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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临终之语 
        我们诵完《大念处经》后，过了片刻，龙普开始从头到尾讲述佛陀的般涅槃。我在此只引用
他的结束语:  
        “佛陀没有在他证得的禅那中涅槃。当他离开第四禅时，他的名蕴即刻全部止息，无余。换

句话说，他允许自己的受蕴在心的觉醒状态下，在正常的人类心序流中止息，带着全副念住与警
觉，绝无其它心态的显现而遮蔽、迷惑心。这就是完全自处的心。你可以称它为大空、原初宇
宙、涅槃，等等。那就是我一直修练求达的境界。”  
        那就是龙普的遗言。  

 
109.都市中的瞬间野外 
        让我们回想一下近百年前发生的若干事件。龙普一行四位头陀与沙弥，离开了阿姜曼带领的
一群人，游方于加拉信府的塔-康妥地区。在穿越密林时遭遇了种种危险与磨难: 不仅是野兽，还

有疟疾。最后，一位可怜的比丘抵挡不住疟疾，死在了其他比丘的跟前。更糟的是，当龙普带着
一位小沙弥与其他人分开，进入库卡文村附近的另一座森林时，又遭遇了疟疾，它就在龙普的眼
前夺走了沙弥的生命。没有药品，龙普无措地在一边看着。  
        现在我们回到1983年10月30日凌晨4点发生的事件。野外的情景瞬间闪现在龙普的房间里，
虽然他病情沉重，却没有一个护士、没有一滴输液，只有龙普的僧伽弟子围绕着他，像是护卫着
他彻底解脱，在无余死亡中放下色身——清净、寂止、和平。 

 
110.适时离去 
        佛陀追求真谛凡六年，证得觉醒的时刻，是在清晨，也就是四点之后。觉醒后传法45年，每
日清晨四点，扩展他的觉知，观视下一日当传法于谁。般涅槃来临时，他选择了同一时辰。  
        一束造作于1888年10月4日在素輦府帕萨村升起，逐阶成长、发育，操行可敬、端正。着僧
衣直至命终，行持足堪表率，真为 “世间无上福田。”为了自己的真正福利与他人的真正福利， 
他具足而作，直至1983年10月30日。就在那天 的清晨4时13分，龙普倏然放下了他的色身。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弟子们——居士、出家人、镇居者、林居者——早已聚集在一起，为龙

普96岁度完第八个年轮做贺岁福德，好似为他的圆寂作了 充足的准备。 

 
111.没有恶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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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时，我懂得了龙普说他没有恶身业的意思。  
        他年届96，依然身体健全、精神矍铄、清洁、平和。念住、警觉随时具足，不受耄昏健忘之
苦。  
        死亡来临时，他无痛、无苦，静静离去。没有给照料他的人带来身心上的不适，没有多费医
护、多费药品、多费他人的时间。  
        黎明将近，周围无人声物态的嘈杂，连树叶也悄然静谧。空气中透着清凉，细雨如雪，飘然
而落。在这寂止之中，龙普——清净的圣僧——放下了色身。惟有他的遗德，令我们感铭无尽。 

 

词汇表
• Ajaan(巴利语 acariya): 导师;阿闍梨。 
• Appana samadhi: 安止定，最高层次的定。 
• Arahang: (巴利语: araham): 阿罗汉; 尊贵者; 清净者; 佛陀的名号。 
• Brahma: 梵天; 字面意义是 “伟大”。居住在最高天界层次之一的天神。梵住心乃是四种心理素养
——慈、悲、喜、舍——这些心态使人在死后转生为梵天。 
• Buddho: 觉醒; 觉悟; 佛陀。 
• Deva: 天神; 字面意思是“发光者”。一位地居神或者多层天界之一的居住者。 
• Dhamma(dharma): 法; 事件; 现象; 事物实相; 其内在性质; 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指为了顺应自
然法则人们当採取的行为准则，以及为了实证不死之境界，人们当培育的心理素质。在引申意义

上，法(大写的Dhamma) 也指任何传授上述原理的教义。因此佛陀之法既指他的言教，也指这些
言教的所趋的目的，即涅槃体验。 
• Dhutanga: 头陀支; 苦行。这是比丘们为了斩断心理杂染和对生活必需品的执取，自愿选择的修
行途径。一共有十三支，包括: 着弃布缝起的僧衣(糞掃衣); 只用一套三片僧衣; 常行乞食; 次第乞
食，不绕避施主; 一日一食; 自钵中取食; 饱后不吃余食; 住野外; 住露地; 住树下; 住冢间; 住随处被
指定处; 常坐不卧。 
• Jataka: 本生经: 讲述佛陀前生的故事，常有传奇色彩。 
• Jhana: 禅那:专注单一所缘(概念或体感)的深度禅定状态。 
• Kamma(karma): 业; 导致存在与出生[有生]状态的有动机的行动。  
• Khandha: 蕴; 聚集体; 总体个性与感识[sensory perception]的身和心的构成单元，从中造作起人的
自我感。一共有五蕴: 色蕴(身体现象)、受蕴(苦、乐、不苦不乐之感受)、想蕴(心理标籖、概
念)、行蕴(思维构成)、识蕴(六种感官意识) 。 
• Luang Phaw: 龙波; 尊敬的父亲; 师父。对年长比丘的敬意称呼。 
• Luang Pu: 龙普; 尊敬的祖父.对一位长老比丘表示极大敬意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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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ang Taa: 龙榻: 尊敬的外公; 含有的亲近感多于敬意感。该词通常，但也不总是用于称呼老年
出家的比丘。 
• Magga: 道。特指趋向苦的止息之道。四条超世之道——更贴切地说，是一条具有四个精细层次
的道——即是: 入流道(进入涅槃法流，只将重生七次)、一还道、不还道、阿罗汉道。 
• Nibbana(nirvana): 涅槃。心从贪、嗔、痴、名色之绑束中的解脱。因该词也指火的熄灭，故含
有静止、冷却、安宁之义。(据佛陀时代的物理学，万物或多或少都含有火的潜在属性。激活时

它抓紧並受制於燃料。熄灭时则获得解脱。) 
• Paticca-samuppada: 十二因缘。对结合起来造苦的身与心的诸因素的分析。 
• Patimokkha: 波罗提木叉。两周一次持诵的比丘227戒。 
• Phala: 果。特别是四条超世之道任一之果(见“道”)。 
• Phra: 帕; 尊者; 对比丘的常用称呼。 
• Sambojjhanga: 觉支; 觉悟的因素。一共有七支: 念觉支、择法觉知、精进支、喜觉支、轻安觉

支、定觉支、舍觉支。 
• Sangha: 僧伽。跟随佛陀的弟子团体。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侣。理想意义[ariya，圣义]上，指
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练成就解脱的第一种出世品质[初果]者。 
• Sanghadana: 供僧; 赠与整个僧团而不是特定个人的礼物。 
• Sati: 念; 念住。 
• Sutta(sutra): 经; 经文。 
• Vinaya: 比丘戒律。佛陀把他的教导称为 “此法律”。 
• Vipassana: 内明; 毗婆奢那。 
• Wat: 寺院; 道场。 
• Yakkha: 夜叉。一类凶厉的精灵，通常出没树木、山丘、洞穴。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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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康地: 使佛法成为你自己的 
 

1950年7月20日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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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段落选自他的葬礼仪式上分发的一部开示集。] 

 
        法有三种: 理论的法、修持的法、证得的法。  
        理论的法，是指佛陀的教说: 经文、戒律、阿毗达摩、巴利圣典所有的八万四千部。这类
法，是人人共有的财产。  
        至于修与证，那是行者的个人财产。比方说，目建连尊者的修行，是他自己的修行。他的涅
槃道果的成就，是他本人的成就。同样，从舍利弗尊者、每一位圣弟子、一直到我们这些在 这里
修的人，个个如此。每个人的修与证，是那个人自己的。就好比你的田地。它们属于你，不属于
公共财产。  
        佛陀宣说了法的理论，好让我们每个人去修练。当我们修练时，它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们持守诸戒，它们就变成我们自己的 诸戒，我们自己的戒德。如果我们修定，它就变成我
们自己的定。如果我们证得禅那或者任何趋向涅槃的道和果，它们就变成我们自己的成就。因
此，要懂得这一点，相应地修练。 

 
        智来自修练——来自用心听，思虑所闻，之后精进努力，远离恶业，惟行正善。这些就称作
明辨的来源。我们如果不在内心升起明辨的源头，就不得不永远愚蠢。 

 
        修法时，必须有因。无因则无果。因善，则果善。因不善，果也不善。  
        这和外面的事一样。拿果实作比方，果实必须来自草木。没有草木，就没有果。  
        想要得到花与果的园主们，便专心照料树根、树干: 浇水、施肥、除草、护木，使它免于危
险。当他们如此善加照料时，花和果自然会来。  
        修法也同样。佛陀教导我们，照料我们的意、语、行。如果我们的意、语、行良善，那么人
生中无论得到什么果报，必然是良善的。如果我们的意、语、行不善，无论得到什么回报，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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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得到的丈夫，将是个恶丈夫。得到的妻子，将是个坏妻子。得到的孩子，将是个不肖子。
得到财富，将是不利的财富。问题是，我们都喜欢得到善果，但不喜欢去造善因。  
        有三样东西，是世人普遍向往的。  
        一是财富和地位。  
        二是美丽的肤色以及身体各处之美。  
        三是敏锐的智能。  
        这三样东西，要它们作为果报来临，必须有赖于因。  
        一、财富和地位来自于相信布施法则，并且真正有慷慨的心。人们以布施种下根基时，重生
时就有财富与地位。  
        二、美貌来自持戒、制怒。即使心里升起嗔怒时，你不让它在言语中流露出来。种下这种根
基的人，重生时便有了匀称的身体和美丽的肤色。  
        三、智力来自禅修，来自亲近明智的导师。种下这种根基的人，重生时便拥有明辨和巧智。  
        总结起来说: 如果我们善加照料自己的意、语、行，我们就会在人生中得遇善事。如果我们

疏于照料自己的意、语、行，就会遭遇不幸，一直到死的那一日。 

 
        法的运作，与世间的运作没有多大区别。譬如财富。外在的财富——你的产业、财富、地位
——往往因为外在的危险而失去。内在的财富——你的内在善德与善巧心态——往往因为内在的
危险而失去。 
        外在的财富面临著三种危险: 水灾的危险、火灾的危险、抢窃的危险。假若没有这三种危
险，我们不必花这么多精力照看自己的外在财富。可以把财物随处放置。一旦有了财富，并且把
它们当成自己的，我们就得照看它们，把它们放在安全的所在。有财产多的人，必须存在银行，
只为了保证安全，因为自己独力照管不及。  
        我们在田地和果园里的种植的东西也一样。我们必须照料它们，因为它们面临危险。有水灾
的破坏、有人的偷窃、有动物闯进来吃。不照料，我们的财富与资产将会失去。 
        同样地，我们必须照料内在的财富: 也就是内在善德与善巧心态。如果我们把它们培育起
来，却不继续照料，由于贪、嗔、痴的力量，它们可能会消失。这三毒是我们的敌人。对投生在
这个世上的所有人影响都极其大。无论我们是务农、经商、做官，还是做其它: 都受贪、嗔、痴
的力量的左右。这三种力量会把有知识的人置于黑暗，把聪明人变成蠢物，使得他们按照错误的
方式行事。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要审慎，约束我们自己，不受这些恶的影响，使它们不能摧毁我
们的内在善德与善巧心态，使它们不能破坏我们的知识与智慧。他教导我们照料自己的心，使我
们能够警惕贪与嗔，这两样出自痴。他教导我们警惕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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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凡是来到内心的东西，不能把它当成是你或你的，来加以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训

练心，增长它所缺乏的善法。好比学传统医学的人，要了解了身体的结构部位和四大元素，当疾
病在元素匮乏或失调时升起时，他们能够找到正确的医药，补充匮乏的成分。 
        因此，你必须观想心里的财富，看一看少了什么。是缺少信心? 精进力? 念住是否虚弱? 是否
定力不足，因而散乱、攀执杂念? 还是缺乏是非明辨? 然后去弥补缺陷。 
        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导师们建议我们信任业力原则和行为的因果。他们教导我们善业和不
善业，使我们能够识别正误，我们的心将会倾向于信任善业。 
        实际上，善与恶，遵法与违法，是容易看见的。我们有眼可见，有耳可闻。即使没有研究过

法律，也可以观察孰是孰非，防止自己犯法——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提供了做错事，果报是什么
的范例。 这样，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是善道，什么不是。我们如果选择善道，就是亲进智者。如果
我们选择恶道，就是与恶人、愚人为伴。 
        为了培育我们对业力原则的信心，我们必须观察因与果。做了善事的人体验到身心自在的果
报。做了恶事的人心里没有平静。即使躺著，也不容易安歇。例如，盗贼为了躲避官家不得不藏
在林子里。因此可见，行事良善的人，可以问心无愧地自在生活。行事不端的人面临苦。当我们

如此思考时，就能够观察到，应该把哪些人或团体作为自己的行为典范。人人都得从范例中学
习。譬如拳师得有教练。哪怕恶人也有效仿的榜样。好事坏事，都有范例。因此要自己观看、观

察、观想。 

 
        贪、嗔、痴，比世上任何东西更野蛮。比恶灵、猛虎、毒蛇更野蛮。再没有比贪、嗔、痴更
野蛮的了。说它们野蛮，意思是，贪可以使你对自己做野蛮的事; 嗔可以使你损伤自己; 痴可以使
你伤害自己。因为痴，你可能闯各种各样的祸。  
        我一生修头陀行，从年轻到老年，登山越岭，出没森林，至今没有见过老虎吃活人。这种事
我听人说过，但没有亲眼看见过。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蛇咬死人，或者恶灵附在什么人身上，造成
那人的死亡。我见到的是，世上的人因为自己的贪、嗔、痴而苦，不是因为被老虎吃、被蛇咬、
被大象杀死而苦。无论苦的是什么，毁灭他们的是贪、嗔、痴。因此佛陀教导说，愚人欲毁灭他
人时，结果毁灭自己。他们做坏事、腐败的事，结果毁灭自己，这种事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他们

同别人一样生为人身，行为却不像别人。  
        因此，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对付贪、嗔、痴。它们会把明眼人投入黑暗。 要知道，它们的影
响远远凌驾于世间每个人之上——除了阿罗汉和其它七辈圣弟子。即使一些圣弟子，也就是入流
者、一还者们，仍然受这些东西的牵扯，仍然受这些东西的欺骗。他们证得了法眼，只说明他们

多少得到了一些如实知见，你如果真想得到自在，必须成为不还者，成为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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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感官对象的快乐，既有它的用处，也有它的过患。受、想、行、识，都有它们的用处。
只除了嗔怒: 它根本无益。它炽热、猛烈。没有人喜欢它。别人对我们发怒时，我们不喜欢。我
们对别人发怒时，他们也不喜欢。然而，我们照样让自己痴迷，执持自己的怒意，这说明我们还

是凡夫。 

 
        感官欲乐的垢染——譬如贪、嗔、痴——好比火。  
        感官对象——色、声、香、味、触——是给火提供燃料的垃圾与火引。  
        平常，没有燃料，火不会燃起。 只有少许燃料，只燃起少许的火。有大量的燃料，火势就会
大起来——火的热量也会炽盛起来。  
        我们坐在靠近火的地方，受热的苦迫时，能怪燃料吗? 实际上，热，来自火。燃料本身的性
质不是热，也根本是无害的。伤害来自火——因为火性是热的。  
        感官欲乐的垢染和感官对象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难道能把自己的苦归咎于色、声、香、
味、触，归咎于我们想要的东西吗?  
        佛陀教导我们说，是心把这些东西变成了苦，就像火把燃料变成发热体一样。因此，我们应

当在内心寻找苦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圣弟子能够看见色、听见声，等等，但不体验苦，因为他们已经熄灭了自己的
贪火、嗔火、痴火。  
        是这些内在的火，用它们的热烧我们，令我们受苦。并不是色、声、香、味、触在烧我们，
令我们受苦。我们自己就是那些不停地烧自己的各种火。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在制造苦迫。你观察阿罗汉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有智识与明
辨，可以善顾自心，他们不体验苦——因为他们根本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东西上。当我们遇见

色、声、香之类东西时，因为心里对那些东西有著欲求、期望、渴望、喜爱、不爱，因此受苦。  
        这就是为什么圣弟子们对世界有厌离之感。平常情形下，凡人在贪、嗔、痴中寻找人生的快
乐和好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弟子与凡人的态度是远远不同的。 

 
        如果你修布施、修持戒，但不修禅定，就好比一个行路人，带著粮食，身强体壮——然而却
眼瞎目盲: 他不能够一直到达涅槃。 

 
        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 这叫做五禅修主题。这些主题无疑是由佛陀亲自传授的。
我们应当观想它们。如果别的主题更好，为什么佛陀没有让传戒师对新出家的比丘传授，反而教
了这几个主题呢? 传戒师在教其它主题时，首先必须教这五个。因此，我们应当观想这些主题。
不要忽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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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你可以口头重复它们。不过，当你的念住与警觉良好时，你甚至可以在行走或做其
它事时思考它们。那时就不必在心里重复这些词了。  
        你开始在心里重复它们时，可以念巴利词kesa，或者直接想“头发”。同样类推，loma指体
毛、nakha是指甲、danta是牙齿、taco指皮肤。不过不要一次念五个。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或
者，你可以试一下，每个重复七天。注意到哪个适合你的习性时，就继续专注那个主题，不拘时

间。好比你有五味药可以选用。你把每个试一试，看哪个正好对治你的个别疾病。  
        当你思考佛陀制定著五种禅修主题的原因时，你可以看见，这是因为这五样东西是人们最痴
迷的。当我们把它们作为禅思主题时，这就是一个治疗痴迷的直接技能。我们一旦看见这五样东

西有如实知见时，我们的痴迷就会放松下来。当我们爱上某人或憎怨某人时，是因为有这五样东

西对我们显现。如果我们把这五样东西剥去时，就没有什么可爱，可恨的了。剩下的东西，只会
令我们恐怖。  
        这五个主题是对治痴迷的直接手段。当我们恋爱时，是因为我们恋爱那头发、指甲、牙齿、
皮肤。我们恋爱那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它们作准确、详细的观察。如果我们对准它们，
一直往下看到它们的根柢，就会看见，那里什么值得爱的东西也没有。 

 
        关于视相: 无论它们出现与否，不真正重要，因为我们修定的目的只是达到内心的静止。如
果你能够令心静止在单一所缘，那就足够了。即使没有视像升起，也不必担忧。  
        有些人在禅修时想看见天堂、地狱、天神等景象，不过看见那些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我们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因为即使看见了那些东西，你的杂染照样还在——有些人的杂染反而更多
了。他们以为既然自己能看见种种景象，一定很了不起了，于是不愿顶礼或尊敬任何其他人了。
这种态度是天界的障碍，是圣道的障碍，它关闭了趣向涅槃的道与果。这种见，偏离了佛陀教导

的原理。  
        经上教导我们，禅修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制服自己的杂染。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的贪、嗔、痴。
要看见你自己的欲望、渴求和自满。 

 
        脱离杂染有两种形式: 绝对的脱离、和压制性的脱离。我们禅定时，心牢牢安住于定，这样

就压制了杂染。这称为压制性的脱离。尽管它不如绝对的脱离，但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住它
们，也是好的——好过让它们处处强迫我们。我们起码应当对它们作一番抵制。 

 
        一旦心入了定，等到出定时，不要一下子就出来。先要观想你怎样进去的。你是怎样放开外
在的担忧与关注的? 你是怎样收敛心的? 你的专注所缘是什么? 观想你这次入定怎么会如此成功，
那么下一次禅定时，你就知道怎样敛摄你的觉知。如果你不这样观想，下一次禅定时，就会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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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念住和明辨是管理心的要素。因此，我们当中那些有管理他人之权的人，有统辖他人之责的
人，应当首先训练自己，管理自己。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管理他人。比方说，如果我们打算做老
师，想要管得住学生，首先必须管得住自己。因此我们得训练心意，使念住和明辨能够统辖它
们，使念住和明辨能当好我们的治安官。换句话说，心好比法庭，我们可以在其中宣判自己有罪
与否。为了做得正确，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念住与明辨。我们首先必须修戒、修定，培养起基
础。只要当我们的戒与定准备就绪时，心意才会有明辨，用它来训练自己，依照各自的力量，洗
涤它的杂染。  
        杂染有三个层次: 粗糙、中等、精细。精细的杂染是随眠(anusaya)，也就是潜伏在我们个性
中的种种倾向。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明辨来对治它们。  
        中等的杂染是五盖(nivarana)。心入禅那时，就能够克服它们。  
        粗糙的杂染是我们戒著持戒就能消解其力量的杂染。  
        五盖是:  
        1) Kamachanda: 感官欲望。  
        2) Byapada: 嗔怒、恶意、报复心。  
        3) Thinamiddha: 昏睡、怠惰、麻木。  
        4) Uddhacca-kukkucca: 掉举、焦躁不定、偏执思考。  
        5) Vicikiccha: 疑、不确定、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疑问、自己不能决定。  
         
        这五种素质称为盖，是因为它们起障碍的作用，阻碍心证得善德。它们分属三类杂染: 贪、
嗔、痴。感官欲望属于贪染。恶意属于嗔染。昏睡、掉举、疑属于痴染。五盖实际上与这些根本
杂染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两组都是指心的障碍，它们阻碍心的行善、证法。当它们控制心时，我
们找不到行善的喜乐，布施、持戒、禅定的喜乐。不过，当我们的定达到安止定或禅那的层次
时，这些中等杂染，连同粗糙杂染，都给排除在外。唯一剩下的是那些精细的杂染。  
        只要我们的禅那不退失，我们就处在一种脱离的状态。这里的脱离意味著远离苦，远离粗糙
与中等的杂染。这件事，是我们大家为了利益心，都应当尝试去做的。不过多数人，无论生在哪
个国家，都对身体方面的事更感兴趣。他们对照料自己的心意并不那么有兴趣。他们不照料自己
的心与意。当心受苦时，他们不去察看为什么它受苦。他们更多地投入在照顾自己的身体上。当
身体有一点小痛，他们就赶著找医生、去医院。不过，当他们的心意受苦时，他们却不怎么注意
去找一找原因。  
        不过，修过心的人，会去调查那些苦的因缘。心在受苦时，当他们深入查清了真正的因，就
会知道如何从那个苦中解脱。可以说，他们自己做了自己的医生。佛陀是医圣，专门医治心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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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正如他曾经说过:“身体的病症不多，比起心与意的疾病要少得多。” 你可以找到活了五、
六十岁身体没有生过病的人，不过，心意上的病，一直在不停地扰乱各个地方的凡夫。心意上的
病症如此之多，不可胜数: 这都是来自贪、嗔、痴的病。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要修心。  
        当我们听闻佛法，把它用于修行时，可以说，我们是在学习治疗心病的医学。一旦学了法，
我们就依照它来训练自己。一旦心获得了定力，我们会有策略与技能，照料自己的心意。当苦在
心意当中升起时，我们就能够自己观照，自己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修习布施、持戒、禅
定的人会有大利益、大果报。这样做的人称为智者。“智者” 一词在这里可以指男指女。它适用于
任何知者——知解心意活动的人。不过这些事是很难知解的。多数人把自己的心给抛弃了，把它
们扔开不管。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耽误了人生——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心，本来这

个心可以是一个如此奇妙的庇护所。因此修心是关键。我说过了，我们修心，是透过布施、持
戒、禅定。 

 
        无论你的定多好——无论你体验多少大乐，获得多少神通——如果对无常、苦、非我的洞见

没有升起，你还是在妄定中。 

 
        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真正是我们的。想一想，你抓住作为自己的外在财富的那些东西，
那些无论你意识到与否据说是你的东西。 你走时真能带走吗? 我让你们自己去想。你的地、你的
家、你的家具、心抓住的一切东西: 你能够真正称它们是你自己的吗? 心去重生时能够当做自己的
财产带著它们去吗? 我让你们自己去想。不过要是问我，我说不能。当你断气时，对这些东西就
没有拥有权了。你不能继续抓著它们，当成“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孙

子”、“我的房子”、“我的百千万银行存款”。正如佛陀教导说——  
        Adhuvo loko. Sabbam pahaya gamaniyam.  
        世界不稳定。人必须离去，放弃一切。  
        世界上没有一宗财富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它。没有什么，只有“gamaniyam”，也就是，
只有离去和死亡。  
        父母死时，财产落到儿女那里。儿女使用那笔财产，直到他们死去，它又落到孙辈。换句话

说，你实在不能抓住它们，当成你自己的。你只有这辈子的拥有权。佛陀对此说: 这是真的么? 是
真是假，我让你们自己决定。凡是你抓住当成你自己的东西——我在这里同你的心说话——你能
把它带走吗? 你的外在财富: 当你重生天界时，能把它们带著走吗? 假如你重生地狱或者饿鬼界，
你能把它们带走吗? 假若你重生为畜牲——奶牛、水牛、老鹰、乌鸦、猪狗——你能把外在财富
带走吗? 仔细想一想。我说你是不能的。内在、外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带了走。你不能把五蕴

的任一蕴——色、受、想、行、识——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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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色身，它的三十二部分由地、水、火、土组成: 心抓住它，把它当成你自己，不过它真
是你自己吗? 只要你在呼吸，也许它是“你的”，不过等到呼吸不存在时，心能够继续掌管它吗? 能
抓住它吗? 能把它当成自己带走吗? 你能说“我断气时，不要火葬我。把我放在卧室里，我们可以
继续一起睡，一起醒。”你能那么说吗? 想一想。问你的心: 你能够真的把身体带走吗?  
        感受也一样——有赖于触的乐受、痛受、不痛不乐受，譬如形色与眼接触、或味与舌接触，
于是你能够知道甜酸、热冷在接触身。当心醒来开始工作时，触就开始了: 那时候痛受与乐受得
以升起，那时候想蕴[辨识与心理标签]得以升起，行蕴[思维造作]得以升起。  
        乐受缘于触 而升起，譬如当色击眼、声击耳、香击鼻、味击舌、触击身时。当念头触击心
时，它们搅起一种回应。这三种心理现象[名]——受、想、行——都是缘触而升起。当心从睡眠
中醒来开始工作时，就有了乐受、痛受，想蕴作辨识，行蕴作思考。  
        那么，心能够抓住痛受乐受当作它自己吗? 当有一种乐受时，心能够阻止痛的升起吗? 它能
够保持那种乐继续下去不衰退吗? 它能够控制这些东西吗? 当你用辨识[想蕴]去研究和记忆事物
时，你能够施加控制，使得你对记住的东西不忘记、不混淆吗? 你能控制善念，恶念的造作吗? 
你能命令你的思维停止吗？你能迫使它们只想好事吗？  
        缘于名色[有赖于身心现象]而在眼、耳、鼻、舌、身、心处升起的意识[识蕴]也同样如此。
当我们醒来时，如果没有名色，那么意识就没有地方立足，没有地方工作。身好比工场；心好比
等著受理触的管理室。你能抓住这些东西的任一，当成你自己的吗？  
        如佛陀所说：色的升起所依赖的诸缘，是无常、苦、非我的。那么色怎么可能是常、乐、我
呢？受、想、行、识，它们的升起所依赖的诸缘，是无常、苦、非我的。那么它们怎么可能是
常、乐、我呢？  
        佛陀说，心所抓住的一切东西，归结起来就是名色、五蕴。他对这一切东西，都应用了三特
征。他说，一切造作的事物都是无常的；一切造作的事物都是苦，一切事都不是我。 

 
        无论什么事物，无论什么知见升起来，你必须用这三特征作为你的判断标准。 

 
        身心现象有赖于这三种缘：意识、造作、无明。无明一词的意思是无觉知，不了解苦、苦
因、苦灭、苦灭之道。经文上是那样说的。真无明是有知的，但有一件东西它不知：那就是它自
己。它就好比眼。眼什么都看得见，只除了它自己。如果我们没有镜子之类的发明，就没有希望
看一看自己的眼、自己的脸。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脸面，是因为有镜子的缘故。心的觉知也是同
样道理。 

 
        佛陀的教导的精髓，是阿罗汉果，那是不退转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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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康地的最后一场开示:] 
        无慎是死亡之道。死亡一词这里不是指身体的死亡。它是指心的死亡：当心从趋向涅槃的道
果中退落死去时。  
        审慎是趋向不死之道。换句话说，当我们对善德不失慎——也就是，当我们培育戒德、定
力、明辨而不疏失——我们必然有机会重生天界、梵天界、或者得涅槃道果，快慢有赖于个人努
力的功夫。审慎的意思是，念住身心。无论坐、站、行、卧，没有什么动作能够使念住出空档。
只有那时才能说，我们具有审慎。懂了吗？  
        无慎意味著缺乏念住与警觉，让心去自己的身心之外的事物中游荡——在有关世间的诸事之
间游荡：色、声、香、味、味、触、法[想法]。假若你是那样的人，佛陀说你无慎。即使你的身
体还活著，你就像个已经死去的人。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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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手中的这部小书，缘起于一位犹太裔西方人的信念与信心。此人名为菲力普博士，1963年
来泰国修习佛法。当时我住在普吉岛，他随我修习禅定整六个月，似乎不仅达到了心的宁静，也
对佛教的价值生起极大的敬意。在返回夏威夷之前，他请我为他写下几个简明要点，以便携回继

续研修。我因此写下十点。此后听说他在国外某刊物上将其发表，刊名我如今回忆不及。  
        我想到，这本小书也许可以裨益有志于禅修的人士。它篇幅小、便携易读、不至于太费神。 
我因此整理润色、增补要点，特别是第十一点与其后的讨论(如何处理禅相)，使本书更适于作为

禅修指南: 阐明禅定的价值、解说正确与错误的禅修之道、详述修练中应当纠正的问题。 希望这

本小书能成为有志者的助缘。 
        本书如有失真之处， 我个人愿承担一切责任。在文化程度、练习、写作技能、以及诸科知识

上我缺乏经验。有识之士偶读本书，如蒙勘正明示，我将十分感激。 

 
        一、佛陀教导的一个基本要义是，身与心并行，但身处于心的调控之下。是心指令色身行此
行彼，不过色身劳损时，心也不得不历经一些磨难。尽管我们可以把大脑视为神经中枢，心却不
受神经系统的控制。色身死亡，依其组成元素之属性分解时，如果无明、渴求、执取、业力等必
要因缘尚存，那么心必然在此界或其它生存空间里重生，继续经历忧苦。  

 
        二、为了遣除无明、渴求、执取、业力等主要肇事者，我们首先必须遵守各自生活中相应的
道德准则，以此练习弃绝言行上的粗糙恶业。换句话说， 居家人应守五戒，并且周期性持守八
戒; 沙弥应守十戒或二十戒; 比丘则应恪守所有227条基本的比丘戒，还必须遵循佛陀制定的清净

正命、约束感官、正当使用受用品等原则。 
        只要你持戒尚不清净，你的心便未准备好修练。即使修练了，也难以在佛法中进步成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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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基础尚不稳固，不足以在圣道上提升——可以说，你的心还不曾依止三宝。作为真正的佛
教徒，首要一步，必须坚定地以三宝与戒律为根本。  
        八圣道和佛教的三个中心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或译: 行善巧之事]、自净其心——必
须首先建立在戒律基础上。这就是何以在佛陀的教导中，戒行构成了宗教生活的开端。  
        下一步是藉修习止禅，训练心智达到奢摩他与禅那。一旦心智能够熟练地维持稳定的专注，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藉对无常、苦，非我这三大特征的领悟，培养清晰的洞见[内明，毗婆舍那]。
这将会引导我们对诸法获得清净如实的知见，因此从一切有害与杂染性的事物中解脱。 

        三、佛教中，培养奢摩他与禅那的真正目的，在于凝聚心力，使其稳定强大地聚焦一处。这

就构成了以智识与明辨，洞察诸法本质、灭除一切杂染[心漏]的基础。因此，培养心定，并非单

用于外在的科学诸领域，反之，它专门用来洗涤内心的五盖等杂染。不过，等你修练纯熟之后， 
只要对人对己无害，也可以将心的定力任作它用。 

 
        四、修练心智的过程中——作为心理现象——锁链和绳束这类实物是无用的。心智必须经过

调教，加以修练: 如果你自己独立探索因果缘起的努力未见成效，那么应当先听精于此道者的解
释，接下来在修证中决意奉行，这最初的努力是需要建立在信赖与信心基础上的。 
        大体上，那些一开始就迳自探索因果缘起的人不能够如愿以偿，是因为缺乏正确的途径。他
们倾向于以自己的先见为准，却错失了真道。对修行导师与自己正在修练的法门，首先要培养起
一股信赖感，达到安止定，之后再开始对事物作如实探索与理解: 这样才会有满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大凡对因果缘起的探索，一开始通常只是跟随外来影响——即: “此人那样说…… 
那人这样说” ——从外在角度观察事物。然而，完全从色身范畴之内观察与探索缘起——即: “我
这个身体由什么组成? 它如何令各部件善司其职? 它有何用途? 是什么维持它? 它的命运是兴盛还

是衰退? 它真是我的吗? ” ——接下来观察心理现象——“贪、嗔、痴、爱、恨等等，是起源于
身， 还是心? 它们从何而来? 当它升起时，是乐还是苦? ” ——以这种方式完全从内在推断与探
索，这本身就是在修练心智。  
        不过，你的心若还不够有定力，不要根据读过的书本或听来的传闻去作推理，因为即便你想
通了，也不会把你引向真谛。换句话说，它不会使你升起无欲与出离感。反之，要对当下内心实

际升起的因与果作探索与观察。 

 
        五、心智按其自身的推理方式观察和理解事物时，倾向于专注单一对象的单一部位，这称为

置心一处。这是一个心力凝聚的过程，有了强大的定力，能够根除执取——即错误的假设——并
且净化心智，令它当下明亮清晰。最起码，你会有宁静感——一股极度的身心安宁之感——或许

还能获得一两种智能: 那是一类奇特的智识，因为它不来自心理想象，而来自实相的因果以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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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方式作用于当下。即便这是你一早猜到的讯息，只有现在它才是你自己的，它令你心智明
亮， 驱除过去充斥于心的一切怀疑与不确定感。你会以深度的满足与欣慰对自己说: “原来如此!” 
        不过感觉比较迟钝的人，除非有他人认证，或者在佛书中找到证明，对自己的智识不会有确
信与欣喜感。这反映了佛弟子各有各样。  
        这类智识——无论数量多少、范围多广——不会加重你的精神负担。相反，它以一种宁静与
真正的安乐，给你的精神带来明亮与清新之感。同时，它会令你的心意与举止精细起来，对他人
有激励作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你会带著念住，少有疏忽空档。一旦达到这一步，你应当设

法保持这一切素质，不要大意自满。 
        这些能力完全因人而定，非人人皆有。但不管怎样，你如前所述修练心智， 即使未有全面成
果，仍会经历显著的、与个人修持程度相应的宁静与安乐之感。此后你应当设法保持这个心态，
不要让贪欲、失望、沮丧等情绪升起来。使心保持中立，带著信赖与信心，以我先前解释的方式
继续修习。在修持的每个阶段都要保持念住、保持谨慎、注意观察，你会获得希望的果报。 

 
       六、如果在依照第四与第五点修练心智时未有成果， 那么把你的觉知会聚起来，坚定集中于
某个单一的对象或意像，把它作为目标。譬如，专注于色身的某个侧面——骨胳或内肠——观察
其不净本质。 或者你干脆让心专注于觉知本身——由于心非肉眼可见，若不聚焦于某个单一点，
你不知道它是否在那里。心与风相类似: 风若不接触物事，你不知道它是否在场。 
        心也一样。新手若不为它立一个靶子，他/她是抓不住心的。但是请不要选色身以外的任何事
物为目标。你选的靶子——即心所关注的目标——如前所述，应是色身的某个侧面。当你瞄准
时，要把注意力聚焦于你觉得合适的单一目标上。不要贪，先东抓一点、又西取一点。 
        专注之时，要根据四念处(satipatthana)的基本原理来观察该目标。换句话说，分析色身的各
个侧面，直到你看见:“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自己。” 
        有两种观法可以促生这个认知。 
        (一) 、把全副心意专注于那个目标时， 对该目标是什么、谁在专注等，不要有任何想法。只
让觉知与专注的动作本身存在。根本不要去命名或者标记。只存在一股你与目标粘在一起的感
觉，但不要去想那个目标是什么。 
        (二)、把全副心意专注于该目标的同时，保持这样的意识: “这是心的目标。这是心在察看。
这是念住，即心系目标的。这是明辨在观察当下对象的真相。 ”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尽管方法(一)适于初学者与敏感度有待长养的人，而方法(二)则适
于比较敏感而有经验的人。不过，你若精进修练，两种方法会升起同样的果报，即定力与明辨。 

 
        七、如上所述修练心智时，无论选哪种，请不要对自己能否修成定力与明辨心存臆测。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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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谣言与传闻的一切欲望放在一边。只要正确按照第六点去做， 你会学有所得。 
        同时， 要观察自己的修习过程，看你如何把心带向目标、如何保持念住、 结果心又发生什
么。若以该法门修持，心智开放明亮起来，就继续下去，直到极其熟练、随时可以做到的地步。
不过若是结果不佳，或者说结果相反，那么不要迟疑，运用你的观察力，以前述方式，作调整与
纠正。 
        在观察心智在修练中的行为时，有些人能在心仍处在该状态下作观，有的人只有在退出该状
态，暂离寂止才能作观。两种方法皆可行，端看个人心性[2]。不过，你若根本不用自己的观察
力，心智修练是难以进步的，即便达到什么境界，也难以维持。 

 
        八、你在修练心智时，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也许会不期而来。那就是，心会从外界对象中撤
离，放开一切有关过去、未来的标记与执取，整个汇拢合一。只有觉知本身与它对当下的专注两
者配对存在。这个状态下无“内在”、“外在”之感[3]——其特征是心本身独有的。就好象一切在经

历一场革命。 
        这是心来到了它自身的层次: 有分(the bhavanga)。在这个时刻，一切只以心为参照。生命尽
管继续，然而心在达到这个层次时，放下了对色身的一切执取，除了独自体验心本身的对象之
外，不体验其它。这就称为有分心(bhava-citta)，即，处于自身层次之心。在这个层次上的心，其
内部仍有形式精细而完整的五蕴，因此仍会经历生与有的状态，并在未来继续受生[4]。  
        进入这个状态，多少有点像迷迷糊糊地入梦。不同之处，取决于警觉程度。镇定、辨别力强
的人——初次遭遇时——意识到在发生什么，自己在经历什么，因此不会激动、紧张。不过对那
些容易受骗、念住不足的人来说，这正像是迷糊入梦。来到这个境界，碰巧见到禅相时，容易吃
惊或者受其误导。不过，当他们经过修练，能够熟练频繁地升起这个状态时，他们的念力会增
强，各种禅相会消失。逐渐地，他们会获得洞见，直到明察诸法实相。 

 
        九、在第八点里讨论的现象——虽不产生可用来广泛探索因果缘起模式的明辨——仍不失为

心智修练的初级阶段。它可以抑制五盖，同时升起当下的平静与安宁感。若是培养得当、不退
失，将来可根据个人业力背景趋向于好的重生。 
        附带说一下，各种禅相出现，通常正是在我们此处讨论的这个心理时刻。但这并不意味著心
达到这个状态时，每次必有禅相。某些人、某些时候会出现。其他人、其他时候，则不出现。这

是另一个与个人心性有关的例子，也与其他因素有关。  
        真实地说，禅定时升起的禅相，只有当禅修者足够机智敏锐时才能说是好事，这样的人能够
不受迷惑， 看穿它们; 当他们看见禅相时，也不会当成我或属我之物，受其左右或者紧抓不放。
他们视禅相为禅相，足可作为工具，或者作为心一时的安住之境，之后把它们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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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特别有正念与警觉的人——这类人也容易受骗上当——当某个视像升起时，大为激
动，甚至有可能信以为真，因此糊涂起来，与现实脱节(我在以下第十一点将讨论如何处理禅
相)。 
        另外，心智修练到这个地步的人，由于心力强大，通常比较倔犟、固执己见。思考时倾向于
只看一面，不容易留心他人的意见，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完全合理可靠——尽管实际上只是
在自圆其说、大多缺乏逻辑、且容易曲解事实。  
        不管怎样，禅相升起与否，实在非你此时所需，因为它们除了作为杂染，混淆你的辨知力，
还是阻挡你培养洞见的障碍。修练心智的目的，是去除五盖，接著观察五蕴，如实看清它们，直
到你对它们升起离欲，松开对它们的贪执与迷恋，把它们放下，再也不投入或抓紧。 

 
        十、等到你修练心智达到足够稳定，在禅那与奢摩他中安住下来，抑制了五盖，这时就应当
修习长养明晰的洞见(clear insight，内明)。实际上，你在修习止禅时，明晰的洞见也可能同时升
起。换句话说，识别力可能明亮起来，知见真相，即，一切造作升起了必然消逝。它们不持久。
它们非“我”或“我自己”，只是自然状态在自行运作。 
        这等智识升起时，会使心无欲、出离于一切有为之事。心完全安住于成熟与警寤的离欲状
态，无论它在何处、看见听见什么。这就称为洞见与寂止同时发生。 
        不过，若是洞见并未如此升起，那么你在修练止禅达到入定之后，就可以任选色身一部分
——比如骨胳、内肠——或者，选一个占据你当前心思的主题，观察它，直到看出来，那些心智
紧抓著、以为恒稳真实、趋向真乐的事物，实际上都脱不开三特征的控制。我们依照自己的想
象，以为“这是这样、那是那样”，实际根本不真。一切有为事物只从因缘而生: 无明、 贪欲、 妄
执、业力。因缘耗尽之后， 就自行消散，无人强迫它们分解。即便是我们居住的色身，也依赖因
缘生存，例如呼吸、食物等。这些东西耗尽之后，色身就根本无意义了。 
        你用完全凝聚的心力，如此观察事物，就会达到心智修练的目的。明辨之光会升起，成就对

因果缘起的洞见，它完全由你独立证得。这些洞见非来自记取、挪用他人的名称或理论，而是完
全在你的内心亲证自知因果缘起。心将不再受迷惑而粘著、贪爱、欣喜、不悦于任何造作之事。  
        附带地，我们可以说，心若还不曾真正清晰地透视禅定的对象， 那么它还未真正把自己收敛

起来、安定下来。不过，在达到这一步之前的心智修练之所以不叫做观禅(insight meditation)， 是
因为对因果缘起的明辨力尚且薄弱、不够慎密。  
        总结起来说: 我们言与行的净化必须从修练戒德开始。心的净化必须从修练止禅开始——即
奢摩他与禅那——直到心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五盖。当心修习奢摩他与禅那达到纯熟地步，能够随
意出入、停驻其中时，明辨——也就是穿透实相法(sabhava dhamma)连同其生灭缘起的智识之光
——就会以突出的方式升起。 
        这等智识可能在特定的场合，只对某些人升起。但无论如何，心智修练到这个层次的人应当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ThateSteps.htm (5 of 10) [12/31/2010 10:48:21 PM]



正道修行-阿姜帖

意识到，达到这个层次的心是适宜长养升起明辨的。因此他们应该取色身的任何侧面、或者占据
思维的任何心理现象，从前所述的三特征角度作观。那么他们也会明察一切缘起事物，长养洞见

之光——并且能够根除对每一种色身与思维现象的执取。 
        心虽不可触及，却影响著色身和世间一切。它能把万物摄于掌控之下。然而，它并非如此邪
恶野蛮以至于毫无善恶之感。一个动机善良的人如前所述修练心智，使之进入佛陀教导的前述正
道时，它就会易教、快学、长养智慧、调御也许尚无秩序的色身。此外，它还能净化自己，使之
明亮清洁、不带杂染，能够自证精深的真谛，能够给这个盲目黑暗的世界带来耀眼的光明。 
        这是因为心的本质，从其初始就是光明的。但由于对客体攀缘(preoccupations)的渗入与笼

罩，心的明亮暂时暗昧下来，也使世间随之暗昧。心若原本黑暗，恐怕无人能够净化它以至于升
起明辨的地步。 
        因此，世界是黑暗还是光明， 它将经历安宁还是苦难，取决于每个人的心。 我们作为个
人，因此首先应当善修自己的心，之后再训练他人的心。如此世间方可免于动乱。 

 
        十一、禅定中升起的各种禅相，是一件离奇古怪之事。它们会迷惑判断力弱、易上当受骗的
人，使之信以为真，以至于与现实脱节。因此，禅修者应当谨慎，对这些现象作审视思考。容我
解释如下。 
        禅定中升起禅相有两类：视像(visions)与征兆(signs)。 
        (一) 、视像: 我们在作不净观时，有时心会收敛起来达到有分，我们会看见色身的腐烂之
相、或者只剩一具尸骨或者一堆灰烬等等。曾经还发生过有人不堪目睹这类禅相以至于自杀的例
子。 
        此外，神灵、地狱、饿鬼的形像有时也可能出现。 
        (二) 、征兆: 心智如前述开始收敛时，可能会出现耳语。它可以是我们所敬重的人要我们去
观察某个特定的事实，或者告知某个将来的事件; 也可以是某个蓄意伤害我们的敌人要来伤害我
们前所发之声——这说明不同个体的心流如何相互冲撞。另一方面，同样现象也可以来自对我们

有善意的人。有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会来报告一件引人思考的真事，禅修者一般称之为能识

（abhinna），或称为法的教诫或警示。  
        并非每个禅修者都经历禅相。对某些人来说，无论他们的心达到何等精细的层次，禅相也不
会出现。对另一些人来说，心只要入定一小段时间，各种各样的禅相就会冒出来(不过小心不要
造作太多) 。 这与禅修者的心性有关。对那些轻信而不多作合理思考的人，禅相容易很快地出
现，并且繁殖到失控。因此要谨慎对待。 
 
 
问: 禅相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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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有时是、有时不是， 因为它们完全来自禅那， 而禅那为世间法——因此是不可靠的。那就是
说，有些人在修习禅定时，心智收敛达到有分，却不懂得自己达到了什么境界，也不了解它是如
何聚焦、观察、放下专注对象的。禅相，无论是否有意识地升起，都包含著大量的心理造作与执

取，因此是靠不住的——因为心处于有分状态时升起的禅相，就好比某人躺下入睡或只是迷糊打
盹而做的梦。大体上，它们一开始出现时，带一些真相成分，但不多。 
问: 禅那属于世间还是超世？ 
答: 禅那仅有十二至十三种成分[5]，它们完全是世间的。不过，进入禅那的人若是圣者，利用禅
那作为心的安止地，那么他／她可以任意并可靠地利用该世间禅那——这就好比神枪手与射击生
手之间的差别；也好比国王与平民之剑的差别，前者象征王权，后者仅为一把剑而已。 
问: 禅相是好事么？ 
答: 仅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它、不受欺骗、不执取它们的人而言是好事。对一位不了解如何善
用、对之信以为真的人来说，不是件好事。一旦执取起来，心理造作会使这些禅相繁殖增生，使
禅定者对现实感失去把握的地步。因此对待它们时必须谨慎小心，容我解释如下。　  
        禅相随著世间禅那之力升起，由执取与心理造作所维持。因此服从于三特征：它们无常——
即不长久、它们有苦、它们非我——不属于你的或任何人的。它们只是些以自己的方式不停地升
起消失的状态。要以这个方式审视它们，看穿其本质，然后放下。不要受迷惑而抓紧禅相，因为

它们是果。反之，要著手修习其因，即禅那，使你越来越熟练，直到能够随意进入。那时禅相自
然不会有麻烦。  
        此外，要学会观察禅相的过患。它们升起时，我们一旦受其迷惑，以至于紧抓不放，就会使
禅那衰退，好比对一位试图使心寂止，以便探索精深现象的人来说，声波是一种障碍，或者又好
比清水的波动会妨碍我们观看自己在水面上的映像。 
        禅修者刚开始证得禅那之时出现的禅相，倾向于异常惊人。心的执取与造作之动作倾向于对

它们紧抓不放，它们会在内眼中留下难以消弥的印象。上述对治与消除禅相的方法如果无效，那
么就设法不让心进入禅那。换句话说，不促心入禅、不令心寂止、不对禅相有好感。尽意多睡多
食、做重体力活直到色身倦极、观想易生杂染之事，比如引起欲望的美景或者音乐——一旦心从
那股执取中退出， 禅相会自动消失。 
        如果学禅弟子以这些方法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师长应以同类方法相助。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是，找件事刺激那位受迷惑者，令他大怒，禅相会立刻消失。 
        升起法住智的基础，乃是近行定，它有两类: 
        (一) 、 随著禅定者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对象，心会逐渐从杂念中退离，收敛于一处，正对自
心，不过又未完全与一切客体切断。它仍在感知、思考、评估，试图从那个极其精细的对象上撤
离，但还不能够完全放下。这就是达到安止定(appana samadhi)之前的近行定。 
        (二) 、心越来越精细，直到能够放下正在思考的对象，从中退离，因此该对象就消失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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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称为安止定。念住与警觉充分意识到一种空性，对一切不抓取、不粘著，惟独以心本身作为对

象。当心从这个状态退出、再次观法时——即观察对象、观察因果——它是处在从安止定出来后
的近行定。  
        这两类近行定，都可构成对特别的真相与种种事件获得洞见的良好基础，这种洞见与来自前
述禅相的智识是不同的，因为禅相来自于世间禅那，而我们在此讨论的智识，即便它从世间定力
中升起，结果却更加可靠(科学家们利用这个层次钻研课题)。并且，假若你的定力达到超世，它
可以一步一步拔除一切心漏(asava)。  
        简言之，来自禅相的智识与来自近行定的智识，从来源与本质上讲都是不同的。 
        此处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安止定。安止定是人生极高的禅定成就。达到安止定者，多以出入息
(安那般那)为专注对象(业处)。随著他们专注于呼吸的升起落下、或者只专注其落下，心逐渐地
越来越精细，直到一步步放下一切攀缘、收敛起来，成为上述的安止状态。出入息的停止，表示
达到了安止定。在某些情形下，又名安止禅那，因为它由呼吸入禅而来。之所以称为安止，是因
为当心达到那个状态时，出入息停止，但念住仍然具足。 
        处在这个状态时，你不能作观，因为心根本不介入任何事物。只有当心退出那个状态，进入
近行定时，你才能再开始观察事物。那时你会明察世尊说必须了解的真相，还可了解其它事物。
这时没有禅相，然而所得之智以因果为基础，还带著类比，它将会消除一切疑惑。 
        在某些情形下，禅修者以出入息之外的对象作为禅定业处，仍可与修呼吸者一样达到安止
定。当心收敛起来，达到不再有出入呼吸时，即为安止定。  
        不管怎样，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禅修者不可把我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标准，因为思想与
观念乃世间之事——即便我们在同时同地看见同一件事——仍不免对那同样之事，构想不同的名
称、达成不同的理解、因此升起无穷无尽的诤论。让我们都只专意于各自的业处，达到前述的安
止定——到那时，有了无偏见的公正之心——再来拿我们的体验与经文中的叙述作比较。我们的
智识那时才是paccattam: 亲证自知。这是我乐见的。 

 
结束语 
        一切超世现象，以世间现象为根基。三十七菩提分虽完全被归类于超世素质，必须发端于心
理与物质现象——即世间的身与心。 
        来自禅那的禅相智识，对独目者——也就是那些只修禅那的人——来说是障碍，但对双目者
——那些既修定力，又修明辨的人——能够促生洞见。 
        每一把剑与斧，都有利钝两面，各有其用。不过混淆两者的人，不仅不得剑斧之力，还可能
伤害自己，或者伤害正在做的工作。洞见与污染洞见的杂染，来自同一个基础。当缺乏明辨的人
思考有误时，会升起洞见之染，不过当他们思考正确、方法适宜时，同样的事会转成真正的洞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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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法——当我们对之有如实知见、解其缘起、见其过患时，会升起厌离，不受其迷惑而执

取——那时它就转成了超世法。但是，当我们受其欺骗、不愿放下时……世间境界，要它恒常永
存是不可能的。梵天会退堕至欲界天， 欲界天会退堕至人界，人界又会退堕至低等域界。正如水
势往低处流，众生之心也易于往低处——即恶境——坠落。 
        禅修虽是一个自我变革的过程，你仍须甘冒生命危险。至少你应当威胁自己，若无成就，便
要自我放逐[6]。不发这等大愿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永远受他人——即杂染——奴役的命运。 

 
词汇表 
Abhiñña: 能识; 神通; 修定而得的直觉能力。 
Asava: 心漏; 升起轮回重生之瀑流的杂染。有四类: 感官之欲、有生、见、无明。 
Bhavanga: 有分; 心的固有所缘(underlying preoccupation)或者说休止态(resting state)，是它决定心
的生存境界，并且也是心在响应各种刺激的空档里回复的基准状态(中译注: 见[4])。 
Bodhi-pakkhiya-dhamma: 菩提分法; 趋向觉悟的原则, 共有37部分，构成了佛陀本人对其教导的总

结: 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  
Brahma: 梵天，色界与无色界天的居者。[参看三十一个生存空间] 
Deva: 喜乐欲界天的居者。 
Dhamma: 法; 事件; 事物本身; 事物正确的自然秩序。延伸意义上，法也指任何传授这些原理的教
说。 
Jhana: 禅那。心智沉浸于单一的感受或心理对象的状态。 
Kamma: 导致缘起与重生的有动机的行为。 
Khandha: 蕴; 聚集体; 主体及广义感官体验的组成部分——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直译

为物质现象、感受、心理标记、思维构造、意识]。 
Nivarana: 入定的障碍; 五盖——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直译为焦躁不安]、疑。 
Sabhava dhamma: 实相法; 自性法; 自然条件; 现象; 如实内在所体验的事物与性质。 
Samadhi: 奢摩他; 定; 把心专注于单一对象或者主题的动作。 
Sankhara: 行蕴; 缘起的现象; 造作。这个词可包括一切由因缘或条件造作而起的物质与心理现

象，以及造作之力，与造作的过程。 

 
中译者注[笔者感谢坦尼沙罗尊者答疑，下文为笔者的总结，如有理解错误，责任在笔者]: 
[1]本文标题泰语直译为正道行道，文中要点非指次第连贯的操作步骤，而是修行道上应当注意的问题，
故译为正道修行。 
[2]根据中部111，从初禅到四禅，直到非想非非想处，在诸禅境中皆可作观。观察时意识需要从专注所缘
略略移开，又不至脱离该禅境。以下提到安止定中不能作观，而需在近行定(直译为临界定)中观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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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不过安止定与近行定是论藏用词，经文用的是奢摩他与禅那。对比其特点，第四禅与安止定同
义。奢摩他可泛指定境，也可特指安止定/第四禅。 
[3]指相对于色身。 
[4]此处的所缘是心本身的动态，或者说对觉知的觉知。例如对禅定过程的意识——如何维持禅境等。虽
不再与色身有关，内心仍有身见。Bhavanga一词仅在论藏中出现，该境界也为泰国佛教所承认。这个心
理层次决定了所处的轮回域界，例如梵天的有分不同于人的有分。 
[5]此处指四禅中各禅支之累计。 
[6]此处为尊者幽默的鼓励。 

最近訂正 6-1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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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李1906 年出生於泰国东北部乌汶府乡村。二十岁在本村寺院出家，开始了佛法教义与僧
侣戒律的学习。他遗憾地发现，自己所在寺院的生活类似於泰国当时多数寺院，与佛陀教导的梵
行生活相距甚远。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与其说是在奉行禅思的职责，不如说是在享
乐: 下棋、摔角、守灵时与姑娘们玩火柴逰戏……每读戒律课本，我心里实在不舒服。我对自己
说: 「你若不想还俗，得离开这所寺院。」』 
        作此決定后不久，他碰巧遇见一位头陀僧，这位比丘的承传来自阿姜索·堪塔西罗(1861-
1941 )与阿姜曼·布里达陀(1870-1949) 确立的林居修行传统。阿姜李对他的言教与梵行方式印象深
刻，於是步行出发找到阿姜曼，成了他的弟子。他跟随阿姜曼度过了两段密集禅修期: 一次是初
遇那年在乌汶森林，第二次是四年后在清迈的彻地伦寺。阿姜曼与阿姜索的言教在那个年代之所
以独一无二，不仅在於他们指出涅槃之道尚存，而且为使弟子朝此目标进步，其训练方式也独一
无二: 不仅包括了密集禅修，而且还对弟子的品格——其习性、价值观、观察力——作全面的重
新教育。阿姜李在自传中写道:『与阿姜曼一起的那段生活对我极其有益，但也极其艰苦。我必须

愿意重新学习一切……有时他训斥我，说我邋蹋，总不把东西摆在正确位置，但他从不告诉我什
么是正确位置……要能跟他一起住，你必须有高度观察力，思考慎密。不能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喝水、开门窗时不能出声。做每件事——包括掛僧袍、整理睡铺等一切琐事——都必须有条不
紊。否则哪怕在雨安居期间，他照样把你赶出去。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接受，儘量发挥自己的观

察力。』  
        『其它方面，譬如在坐禅与行禅的修习上，他对我作了全面训练，令我彻底折服。但我至多
只在百分之六十情形下跟得上他。』  
        阿姜李的第二个训练期完成后，阿姜曼指点他去泰国北部丛林自行逰方修练。阿姜李至终走
遍泰国每一个地区，及至缅甸、柬埔寨、印度。在阿姜曼的弟子当中，阿姜李是第一位把林居传

统的禅法传授给泰国中部主流社会的头陀僧。1935 年，他在东南海岸尖竹汶府一处墓地建立了克
陇功森林寺; 1955 年又在曼谷郊外湄南河口的沼泽地带建立了阿育王寺。他的弟子当中有比丘，
也有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男女居士。1957 年他被泰王室尊封为昭昆。阿姜李於1961 年圆

寂。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阿姜李仍然定期入丛林隐居。再引他的自传:『我喜欢林居生活，
它给了我多样的禅思主题……那里寂静无声，便於观察环境的影响。以野鸡为例: 它若像家鸡一
般懒散，要不了多久眼镜蛇与蒙鼠便会吃了它……我们人也一样: 把时间耗在闲暇逰伴上，如泥
中刀锄，容易生锈。若是在磨石与铁锉上不停地打磨，锈迹便无从长起。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保持
警觉……  
        『林居修行，使心获得自信。你学过的法，甚至你尚未学过的法，自会显现出来，因为自然
就是导师。这就好比各国藉以开发高能的世间科学: 那些发明与发现，没有一项来自书本，而是
来自科学家们对自然规律的研究，那一切就显现在世间此地。至於法[Dhamma]，它好比科学: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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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自然。我意识到这点时，便不再担心少习文本的不利。我回想起世尊和弟子们: 他们研究
自然法，从中学习，没有人循照一本教科书。  

        『因此，我允许自己对经文有所不知[1]。有的树夜眠日醒。有的树日眠夜醒。』 
 

[1]见《法句经》20: 『虽只背诵少许经典，然而如法实行，灭弃贪嗔痴，由警觉令心得善解脱，今世后世
皆不执取: 他得以分享沙门生活的利益。』

英译者前言 

        本书为一部有关心解脱的操作手册，所传内容非是一套费解的理论，而是以念住呼吸为起点
的一门基本技能。  
        书中的言教来自阿姜李·达摩达罗(1906-1961)，泰国最受推崇的佛教禅修导师之一。阿姜李
是一位林居僧，即选择独居丛林、以禅修为梵行主题的比丘，因此他的言教来自个人的实修经

验，同时也注意与佛教的标准教义相映证。  
        本书分两部分: 前一部分是有关呼吸禅定技能——这是阿姜李的专长——的基本指南，其中
给出了他在梵行生涯的不同阶段发展出的两套方法。第二部分收录了他的十五篇开示摘要，解说

禅修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若想立即开始禅修，回头再补充细节，可以直接阅读方法二。反复细读七个基本步骤直至
牢记於心，之后开始练习。要注意，特别在初始阶段，不要让外来的观点与讯息充斥内心。否则

你可能在禅定中耗去过多时间找寻某些现象，却看不见实际发生的情形。本书的其余部分可待以
后你有个别问题希望求解、或者你对自己在做的事想有个总体了解时再读，不过这两种情形时常
重叠。  
        本书的目的在於提示一些可能性: 指点你过去可能忽视的地方，引荐你未曾设想过的途径。
具体学到什么，完全与各人有关。不要强迫。不要因为书中未提到你的体验而困扰。不要因为自
己没有书中讲述的体验而失望。  
        譬如禅相: 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它们与个人有关，对禅修来说並非真正必要。如果你有
禅相的体验，则要学会明智地利用它们;如果没有，则要学会善用你已有的其它体验。重要的是，
牢记基本步骤，连续仔细观察。  
        禅修类似於木工、航海等任何的一门技能，自有一套术语，对初学者来说必定如密码般难

解。使用本书的挑战之一，便是破解密码。部分难点在於，有些词汇本身属於外来语: 它们是巴
利语即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用语，並且附带着泰文的语义色彩。不过问题相对不大。这些词多数
在文中已作注解;书后的词汇表不仅对文中未注解之词给出了定义，而且对不少已注解之词作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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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说明。  
        一项更大的挑战，在於领会作者的视点。禅修中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乃是从内在体验到的身
与心。阿姜李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禅修中度过，对於从该角度观察身与心有着长期的经验，他
的选词用字自然地体现了这一点。  
        例如，在提及呼吸或呼吸感时，他指的不仅是出入肺部的空气，而且指从内在体验到的、遍
及全身的呼吸觉受[气感] 。同样，身体的『元素』[dhātu] 也非是指化学元素，而是指对能量性、
温热性、润湿性、坚硬性、空间性、意识性[2]的元觉受——也就是身体对内在觉知的直接呈现形
式。要超越对这类术语的怪異感，惟有开始从内部探索你自己的身与心，对哪些词适用於你个人
的哪类体验，有所领会。只有那时，这些术语才达到其原本目的——即作为提升你的内在敏感度
的工具—— 因为禅定的真谛不在於理解文字，而在於掌握那门引导你直观了解觉知之心的技
能。  
        我们不妨把本书比作一份食谱。仅仅阅读食谱，即便了解了全部术语，也不能从中得着丝毫
味感与养分。初学几步后知难而退，也同样白费时间。然而，你若能夠一直学到底，那时便可以
把书放在一边，享受自己的烹饪成果。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於你个人探索念住呼吸的善益。 

坦尼沙罗比丘(杰弗里·德格拉夫) 
美国加州慈林寺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 CA 92082 

[2]『能量性、温热性、润湿性、坚硬性』: 分别指风、火、水、地四元素或属性[四大; 四界] 。参见附录
词汇表 dhātu。其中风元素一般作轻动性解，本书英文版译作energy [能量]。根据坦尼沙罗尊者对中译者
的解释，这是因为随著呼吸禅定的深入，可知体内有的呼吸层次实为静态。呼吸一词的译解见方法二脚
注。呼吸诸层次见《禅那》、《使呼吸更精细》、《直路》等篇中阿姜李的解说。 

中译者前言 

        阿姜李为泰国上座部佛教林居禅修传统中广受尊敬的傑出行者。他所传的呼吸禅定修法不仅

引导初学者入定，同时藉培育觉受力增进明辨。他的禅定开示直接生动，有助於禅修者放松执

取，提升心智，是不可多得的辅助读物。笔者翻译本书的原初动机是希望藉此深化理解，便於个
人修练; 现有法友捐资助印，由慈林寺主持出版，供有志者参考。本书除转译英文版《念住呼
吸》全书外，还收录了英译者坦尼沙罗长老推荐的另十篇禅定开示及阿姜李简传，它们分别摘自
英译开示集《内在力量》及《四念处》。长老在中文版前言里微作变动以反映内容的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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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传授心解脱的禅修手册，如同一部解说游泳的技术指南，实在需要精通此道者才有背景
作准确的译述，读者则必须藉着实修才能夠渐次领悟文字的用意。英文读者有幸得到坦尼沙罗尊
者的译本。尊者原籍美国，大学主修欧洲思想史，期间对佛教禅修发生兴趣。毕业后来到泰国，
边教书边寻找可靠的禅修导师，1976 年随阿姜李的大弟子阿姜放出家，在偏僻简陋的达摩萨地寺
亲侍十年至师圆寂，呼吸禅法得其直传。据尊者回忆，他最初随阿姜放修习时，导师递给他一本
小书——阿姜李的泰文版《念住呼吸》——就让他去后山坐禅了。尊者当年把这本书前后英译了
三遍，在实修中揣摩破解其意。如他所说: 『你必须亲自尝试，才能夠懂得禅定指南中哪些部分
需要按照严格意义理解[literally] ，哪些部分需要按照比喻意义理解[figuratively]。』中译本则是
在初稿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成。有些内容需要再三请教长老才得以勉强转述，这与中译者自身的
禅定程度低下有关。笔者自知未完整体现原文的用意，请读者把本书当作一部试译: 有不准确造
成障碍处，请读者原谅笔者的无心过失;译文准确的部分，希望有助於读者把握呼吸禅定的实际操
作。如想学有精专，除了参考禅定指南，按步实修外，笔者认为应当找机会亲自向尊者及其他精
通此道的禅僧请教。随着禅定的进展，重读阿姜李的解说，常会有新的理解与启发。这也是笔者
尊敬的几位资深禅修者的共感。我们顶礼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指南的阿姜李，也顶礼以慈心与耐
心为我们解说的坦尼沙罗长老。作为林居禅修传统的承传者，他们的言教与践行榜样，令我们对

佛教修证之道有信心。  
        熟悉佛教术语的读者可能对书中若干词汇的中译法不甚习惯。这非是译者志在求新，而是出
於两方面考虑。一者英译版对某些巴利词汇的译法——例如paññā ——有别於巴英辞典，並且不
预设读者已熟悉佛教的专用词汇。笔者曾经对坦尼沙罗长老提及这一认知，长老答:当年自己也注
意到导师们的用词与标准译法不儘相同。笔者认为，对佛教核心术语的理解，终究应当站到实修
者的角度上看，才比较符合原典的语境与旨趣[context & purpose] 。阿姜李与坦尼沙罗长老都是
林居禅僧，书中言教的目的，非仅是依照文本作推演或评介，而是以自身的实修证量为背景，指
点有志者掌握一门趋向灭苦的修练技能。他们的选词用字在笔者看来极具启发性与可操作性( 无
疑我们还得益於英译者语言的当代性) ，中译时应尝试予以表达，使其用意不至流失於标籖。二
者文中若干佛教名词的古汉译—— 例如烦恼——其现代语意与巴利文英译有显著区别。以上两种
情形下，即便有现成的译法，笔者仍选择忠实英文版，依文直译，希望在这部操作手册范围内减
少阅读上的先入之见。其它的译法也在方括号中列出或以脚注说明。  
        书中的注解有三类。主文中的圆括号及内容为英文版原有。方括号为中译者附加，列出重要
词汇的另译、原文、或简释。第三类是中译者在得到初步反馈后增加的一组脚注。其中少数安置
较长的方括号内容，多数是对某些译法或文句的说明。一方面是回应反馈;另一方面，笔者本人曾
就英译本某些译法与操作请教过坦尼沙罗长老，考虑到读者在义理与实修上亦可能得益於他的解
说，征得长老许可，把部分内容收录於脚注。如有转述不当处，完全是笔者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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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位华裔禅僧——美国慈林寺法住比丘与帕跋陀比丘、马来西亚宁心寺阿姜庆与信增比丘
——曾经在阅读译稿后给笔者提供有益的建议。法住比丘与信增比丘还参照泰文版提出修正意
见，在此特别致谢。初稿完成后曾与台湾曾银湖居士2000年中译本《念住呼吸》作过对照，沿用
了其中若干词语的译法，在此也向曾居士致谢。本书的出版得益於多位人士直接间接的协助，包
括拜访慈林寺时给予关照的泰侨护法，评点文稿、捐资助印、联络印发等的诸位善人，笔者随喜
他们的善行。 
        本书及其它一部分林居导师开示中译，获得英译者许可，存放於以下网站: http://www.
theravadacn.org，供有志者参考。 
 

良稹二零零八年四月 

念住呼吸 

引言
        本书为禅定的修习指南。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几乎完全有关心的调御。不过因为心的安
宁在某种程度上有赖於身，我因此收录了第二部分( 方法二)，解说如何利用身增益心。  
        根据我自己在禅修中的观察，只有一条短捷、方便、有效、愉悦的路径，中途又几乎没有什
么使你走偏: 那就是念住呼吸。佛陀本人走的是同一条路，他证得如此卓越的果报。我希望你在
修习时不要犹疑不決、东鳞西爪，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反之，要決意专注你自己的呼吸，跟着
它，一直走到它能带你达到的极限。从那里，你会进入解脱洞见[3][vipassanā, 毗婆奢那]阶段，趋

向心本身。最后，清淨的觉知将独立凸显，那时你才有明确可靠的果证。换句话说，如果你让呼
吸随顺它的自性，让心随顺它的自性，你的修证无疑定能如愿以償。  
        一般而言，心未曾调御有序，必然沦陷於造苦与不良的主观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希
求安稳的幸福，就必须找到一种法则——也就是佛法——以它训练自己。心无内在法则、无安居
之处，好比人无家可归。无家者面对的只有苦。他们无以庇荫，饱受风吹日晒、雨打泥污。修定
的目的，正是为自己造一个家。刹那定[khaṇika samādhi] 好比草房;近行定[upācāra samādhi] 好比
瓦房; 安止定[appanā samādhi] 好比砖房。你一旦有了家，便有了保存财宝的安全所在。你不必为

守财而吃苦，不像无处存财的人，为了守财不得不餐风露宿，即使那样他的财物也未必安全。  
        渙散之心也是如此: 它总去别处寻觅善德，逰走於种种概念与成见之间。即便那是善念，我
们仍不可自以为安全。好比一个女子拥有许多珠宝: 她若穿戴起来招摇过市，毫无安全可言。财

宝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同样，如果我们的心尚未透过修定证得内在宁静，即便修了戒行，
也极易退堕，因为它们尚未妥善收藏於心。调御自心，达到寂止安祥，正好比把珠宝存入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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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这就是何以我们多数人做了善事，却不能从中得益的缘故。我们让心受种种主观成见的左
右。这些成见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会使已培育的戒德退失。心如绽放之花: 
风摧虫啮之下，无缘结果。这里的花，好比道心的宁静; 果，好比道果的喜乐。我们的心，若是
常有宁静、喜乐，就有机会证得人人希求的正果。  
        上善至德好比树的心木，其它的『诸善』好比芽苞枝叶。不把心意调御有序，我们只能得到
外在层次的善德。我们的心若能夠达到内在的纯淨与良善，那么作为果报，外在的一切也将随之
良善起来。正如手洁淨时，不玷污触及之处，手不淨时，即使最清洁的布也受其污染: 同样地，
心有杂染，一切受其污染。哪怕我们做的善事也受污染，因为世间的最高力量—— 即升起一切善
恶苦乐的主宰——正是心。心好比一尊神，善恶苦乐都来自心。我们甚至可以把心称作一位造世
者，因为世间的和平与持久的安宁，皆有赖於心。如果真有世界末日，也必然由心而生。因此，
我们应当修练这个世上最重要的部分，让它入定，成为富足安宁的根基。  
        禅定是凝聚心的一切善巧潜能的方式。当这些潜能以适当比例汇集起来时，能夠给予你摧毁

敌方的充足火力，这里的敌方是指你的一切杂染[4]与无明心态。修行使你增长智慧，对善与恶、
世与法培育起明辨。你的明辨好比火药。假如你把火药长期留着，却不放进子弹——即入定之心
里，它会受潮发霉。或者不小心让贪、嗔、痴之火占了上风，它会在你的手中炸开。因此，不要
延误，把火药放进弹头，无论何时敌方(即杂染)发动进攻，你可以立即把它们击倒。  
        调御心定者，得其安止处。入定之心好比城堡; 明辨[5]好比武器。修定则好比为自己造就一
座安全的城堡，因此是一件十分重要、值得付出努力的工作。  
        正道初段——戒德，末段——明辨，成就这两者不特别难。然而作为正道中段的定力，却需
要花一些功夫培育，因为这是一个促使心力成形的过程。修定好比在河中央打桥桩，自然是件难

事。不过一旦心牢固就位，对戒德与明辨的增长是极其有益的。修戒德好比在河岸的近处打桥

桩，修明辨好比在远处打桥桩。但如果中段桥桩——即入定之心——不曾到位，你如何跨越苦的
洪流? 
        要成就佛、法、僧的品质，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修心[bhāvanā]。修练心，达到入定寂
止，才能升起明辨。这里所说的明辨並非指普通的分辨力，而是指直觉洞见，它完全来自与心直
接打交道。譬如回忆宿世、了解众生死后投生处、洗涤心的垢染之漏[āsava]: 这三种称为智眼
[ñāṇa-cakkhu]的直觉，会对在心意领域训练自己的人升起。不过，如果我们去从色、声、香、
味、触当中寻求知见，其中又夹杂着种种概念，那就好比跟着『六师』学，是不可能明察真相
的。正如佛陀早年曾师事六师，未能求得觉醒。他於是把注意力转放在自己的心意上，独自修
练，以念住呼吸为起点，一路走向终极目标。只要你仍从六尘[感官对象]中寻求知见，你就是在
跟六师学。不过，当你把注意力聚焦於人人都有的这个呼吸，达到心寂止入定的地步，便有机会
成就真智，即: 清淨的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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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相信他们无需修定，只修明辨即可证得明辨解脱[6]。这根本不正确。无论是明辨解脱
还是心解脱，两者都以定为基础。它们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好比走路: 一般人不会只用一条腿
走。哪条腿为主只取決於个人的习惯、特性。  
        明辨解脱，乃是藉观想世间事态的种种层面，令心渐渐平息寂止，升起直觉的解脱洞见

[vipassanā–ñāṇa,毗婆奢那智] —— 即对四圣谛的透彻领悟。而心解脱则不涉及太多观想，而是单

纯地令心寂止，达到安止定。从那里出发升起直觉洞见，明察诸法实相。这便是心解脱: 先止后
观。  
        一个人饱读经书，精通文义，可以正确阐明教义的种种要点，然而心无内在的凝聚处，则好
比飞行员驾机，虽然明察云层星座，却不知降落跑道在何处。他会出大麻烦。飞得过高，便出了
大气层。他只得来回盘旋，直到燃料耗儘，坠毁荒野。  
        有些人学历虽高，行为却不比野蛮人善良。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有些人自以
为学问、思想、观点层次高，不屑修定，以为有本事直证明辨解脱[慧解脱] 。实际上，他们正如
看不见降落跑道的飞行员，在走向災难。  
        修习定力，正是在为自己铺一条降落跑道。明辨升起之时，你得以安稳解脱。 
        这就是我们何以想在佛法修持中圆满成就，必须完整培育正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
的缘故。否则我们怎能说自己已觉悟四谛?圣道必须由戒德、定力、明辨构成。我们不在内心培
育它，便不可能领悟。不领悟，又如何放得开? 
        我们多数人，一般而言乐见成果，不愿筑基。我们也许一心想要善德、清淨，但如果根基尚
未完成，仍将继续贫匮。好比爱钱财却不愿做工的人，怎么可能是敦厚良民? 一旦心有匮乏，转

而堕落犯案。同样地，我们在佛教行持上既想得正果，又不愿做工，就得继续贫匮。只要内心贫

匮，即便知道不对，仍然注定去外界追求贪欲、私利、地位、享乐、赞誉等世间诱惑。因为我们

並无真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出自真心。  
        圣道永远真实不虚。戒德为真、定力为真、明辨为真。不过，我们自己若不真，就见不着任
何真品。我们在戒德、定力、明辨的修持上若不真心，作为果报，只能得到赝品。用赝品时必然
苦。因此我们必须真心实意。真心才能夠尝得法味，这个滋味远胜於世上的一切美食佳肴。  
        因此，我编写了以下两份念住呼吸的指南。 
 

祝 宁静  
阿姜李·达摩达罗  
曼谷 波罗尼瓦寺 
1953 年 

[3] 『清净的觉知』[buddha]: pure knowing，据坦尼沙罗尊者，是指纯净、不混杂任何心理活动[mental 
activity]的觉知。中部49《梵天请经》中提到的『无表面、无边际、光明遍照的意识』，即是此觉醒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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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awakened awareness]。 
[4]『杂染』: 巴利文kilesa; 英译defilement; 古汉译『烦恼』。锡兰佛教出版社[BPS] 的英文佛教辞典作污

染心的不善巧素质解;巴利圣典学会[PTS]巴英辞典作污染、不纯、道德上的低落、贪欲 、障碍解。本书
中的『烦恼』依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3]作『烦闷苦恼』解。 
[5]『明辨』: 巴利文 paññā; 该词一般译作『智慧』或『慧』; 梵文音译般若。英文多译作wisdom; BPS与
PTS辞典的义译还包括understanding /knowledge /insight [领悟; 智识; 洞见]; 本书英文版译作
discernment[识别; 分辨力]。据坦尼沙罗尊者对中译者的解释，与  paññā 同源的巴利文动词 
pajānāti 意为分辨，把原本含混、不明显的事物分辨清楚; wisdom 则无相应的动词，易被理解为
某种顿现而抽象的灵感。从禅修者的角度追究 paññā 之意，乃是对禅定业处连续作细微深入的观
察与分辨[pajānāti]的能力，因此可作为一门技能逐步修练。中文的『智慧』与 wisdom 近似，亦
无相应动词。作为实修指南，笔者在本书范围内选择以『明辨』译之，以提示渐次分辨的动作在
禅观中的重要性。为保持一致，本书把paññā-vimutti 试译为『明辨解脱』。
        尊者曾提到，早期跟随阿姜放习禅时，导师常说:用你的paññā,，用你的paññā。当时我只知paññā 等
于wisdom (智慧)，心想我才出家，哪有wisdom， 就对导师说，我没有paññā.。阿姜放说，你当然有
paññā,，你是人,，当然得有点paññā。于是我意识到，它可能不是wisdom。 
[6]『明辨解脱』[paññā-vimutti]: 慧解脱; 藉由明辨达到解脱。『心解脱』[ceto-vimutti]: 藉由心寂止达到解
脱。 

禅修前行 

        我现在解说如何修习禅定。开始前，跪下来，双手合十置於心前，虔诚礼敬三宝，口诵下
文: 

Arahaṃ sammā-sambuddho bhagavā:  
Buddhaṃ bhagavantṃ abhivādemi  
薄伽梵[7]是阿罗汉、正自觉者: 
我顶礼佛陀、薄伽梵。(一拜)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Dhammaṃ namassāmi.  
法由薄伽梵善說: 
我崇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vaka-saṅgho: 
Saṅghaṃ namāmi.  
薄伽梵的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我礼敬僧伽。(一拜)  

        以你的意、语、行表达对佛陀的敬意: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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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薄伽梵、阿罗汉、正自觉者。 (三遍)  
        归依三宝: 

Budd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我归依佛。我归依法。我归依僧。  
Dutiyampi Buddhaṃsaran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第二遍，我归依佛。第二遍，我归依法。第二遍，我归依僧。  
Tatiyampi Buddhaṃsaran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Saṅghaṃ saranaṃ gacchāmi.  
第三遍，我归依佛。第三遍，我归依法。第三遍，我归依僧。 

        接着，如此決意: 
我归依佛——佛陀的清淨、無染。 
我归依法——法义、修行、正果。 
我归依僧——证得四果的聖弟子。 
從今起直至命終。  
Buddh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jīvitaṃ yāva nibbā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以佛、法、僧为依止与生命，从今起直至证得涅槃。 

        接下来，依你平常能夠持守的戒律形式，即五戒、八戒、十戒、或227 戒，用一句愿言，表
明你持戒的心意: 

Imāni pañc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我受持五戒。(三遍)( 这是持五戒者的愿言。五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不当
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Imāni aṭṭh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这是持八戒者的愿言，八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戒午后至天明之间进食[戒非时食] 、戒观听歌舞及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
座。)  
Imāni dasa sikkhāpadāni samādiyāmi.  
(这是守十戒者的愿言，十戒包括: 戒夺取生命、戒偷盗、戒性事、戒谎言、戒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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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午后至天明间进食、戒观听歌舞、戒装饰美化身体、戒用奢适的高床高座、戒受持
金钱。)  
Parisuddho ahaṃ bhante.  
Parisuddhoti maṃ buddho dhammo saṅgho dhāretu.  
尊者，我是清淨的; 
敬請佛、法、僧忆持，我是清淨的。 
( 这是守227 戒者的愿言。) 

        现在，你已表明以纯淨的意、语、行，归依佛、法、僧的意愿。顶礼三次。坐下来，合掌置
於心前，端正思维，培育四梵住[四种崇高心境]: 慈、悲、喜、舍。把这些善念无偏倚例外地向一
切众生散佈，称为无量梵住之心。以下几个简短的巴利词语可供有困难记忆者参考。 

Mettā 慈心——仁慈、关爱，愿自己与一切众生幸福。  
Karuṇā 悲悯——对自己对众生有同情心。  
Muditā 随喜——对自己与他人的善德有欣赏、赞美之喜。  
Upekkhā 舍离——对应当舍离的事物持平等无偏的心态。 

[7]『薄伽梵』: 具足吉祥者; 有一切福德者; 世尊。『阿罗汉』: 尊贵者; 应供。『归依』: 以之为安稳庇
护。 

方法一 

        以半莲式单盘而坐，右腿在左腿之上，双手掌心向上，置於腿根，右手叠左手之上。身体挺
直，把心放在当前的任务上。合掌於心前表示敬意，忆念佛、法、僧的功德: 

Buddho me nātho. Dhammo me nātho. Saṅgho me nātho.  
佛是我的依止，法是我的依止，僧是我的依止。 

        接下来在心里默念: 
buddho, buddho; dhammo, dhammo; saṅgho, saṅgho.  
『佛陀、佛陀; 达摩、达摩; 僧伽、僧伽。』[忆念佛法僧] 

        把手放回腿根，默想『佛陀』，三次。 
        接下来，默想出入息，成对数息。首先，随着入息，默想『佛』，随着出息，默想『陀』，
作十次。再开始: 随着入息，默想『佛陀』，随着出息，默想『佛陀』，作七次。再开始: 随一次
出入息，想一次『佛陀』，作五次。再开始: 随一次出入息，想三次『佛陀』，如此作三次出入
息。  
        现在你可以停止数息，只随着入息、默想『佛』，随着出息、默想『陀』。让呼吸放松自
然。使心保持完全静止，专注於出入鼻孔的呼吸。出息时不要把心送出跟着它; 入息时也不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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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跟进来。让你的觉知宽广、愉快、开放。不要过於强迫心。要放松。想像你置身於广阔空间中
呼吸。使心保持静止，好比海边的一根木桩: 涨潮时不上升; 退潮时也不下沉。 
        当你达到这个静止层次时，可以停下不想『佛陀』了，只单纯地觉知呼吸的感受。 
        接下来，慢慢地把注意力引向内部，聚焦於诸种呼吸层次——那些能夠升起种种直觉功能的
重要层次;直觉功能包括: 天眼智、天耳智、他心智、回忆前生的智能[宿命智]、了解不同的人与动

物死後重生处的智能[生死智]、了解与身相联並能为身所用的诸元素或潜力的智能[神足智] 。这些
元素来自呼吸[气] 的本位[the bases of the breath]。第一本位: 把心定於鼻端，接着慢慢移至前额中
央，即第二本位。保持觉知的宽广。让心在前额停留片刻，再把它带回鼻端。继续在鼻端与前额

间将其来回移动，如上下爬山一般，做七次。接着让它停驻在前额。不要让它回到鼻部。  
        从此处，让它移动到第三本位: 头顶中央，在该处停驻片刻。保持觉知的宽广。从该部位吸
气，让它传遍整个头部，片刻后使心回到前额中央。在前额与头顶之间把心来回移动七次，最后
让它停驻在头顶。 
        接下来，把它带入第四本位: 脑中央，让它静止片刻，之后把它带出，回到头顶。在这两处

之间来回移动它，最后让它定驻於脑中央。保持觉知的宽广。让脑内精细的呼吸[气]传到头部以
下的身体各部位。 
        当你达到这一步时，可能会发现呼吸[气]开始升起种种禅相[nimitta] ，例如见到或感觉到头

内部有热、冷、或麻刺感。你可能看见一团苍白模糊的蒸气、或者看见自己的头骨。即便如此，
也不要让自己受任何现象的影响。你若不要禅相出现，可作深长呼吸，直入内心，它会立即消
失。 
        见到禅相出现时，要带着念住，把觉知聚焦其上——但确定一次只观察一种禅相，选最舒服
的那一个。一旦你掌握住它，便要把它扩大，使它大如你的头部。明亮色白的禅相於身心有用: 
它是一种纯淨的呼吸[气]，可以清洗体内血液，减少或消除身体的痛感。 
        当你使这团白光大如头部之后，把它往下带到第五本位: 胸部中央。等它牢固定驻后，就让

它扩展开来，充满胸腔。使这团呼吸[气]儘量发白发亮，之后让呼吸[气]与光亮两者传遍全身，外
至每个毛孔，直到身体的不同部位如图像般自行呈现。你若不想要这些图像，作两三次长呼吸，
它们会消失。使你的觉知保持静止而宽广。对可能穿入呼吸[气]的光亮之中的任何禅相，不要让

觉知攀附它或受其左右。审慎看守心。令它保持合一。令它连续专注单一所缘: 即精细的呼吸，
让这团精细的呼吸弥漫全身。 
        达到这一步时，知见将逐渐开始展现。身将轻安如绒毛。心得安息而清新——柔顺、独处、
自足。身极度愉悦，心极度自在。 
        你如想获得知见与技能，则要修习这些步骤，直到能夠熟练地进、出、安住。掌握这些步骤

之后，你将能随时升起呼吸[气]禅相——即那个明亮的白色球体或光团。需要知见时，只要令心
寂止，放开一切攀缘，只留下那团明亮与空性。想一两次你欲知之事——内在外在、关己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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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知识将会升起，或者意像将会显现。为了达到专精，如有可能你应当直接跟一位精擅此道
者修习，因为这等知见惟有来自禅定。 
        来自禅定的知见分两类: 世俗知见[lokiya] 与出世知见[lokuttara] 。有了世俗知见，会升起执

取，执取你的所知所见，执取那些显现出来为你升起知见的事物。你的知见，和透过你的技能的
功力给你知见的事物，乃是真与假的混合体——但此处之『真』，也只是心造作层次上的真，任
何造作的事物本质上是易变、不稳定、无常的。 
        因此，当你希望进一步达到出世层次时，就把你的一切所知所见汇集成为单一所缘——即一
所缘性[ekaggatārammaṇa] —— 看见它们都有同样的本质。把你的一切知与觉聚集在那同一点，
直到你明察真相: 这一切事物仅仅是依其本性，在升起、消逝。不要试图抓住你的那些觉知对象
——即所缘——把它们当成是你的。不要试图抓住来自内在的知见，把它们当成是你自己的。让

这些事物随其自性运作。抓住所缘，便抓住了苦。抓紧知见，它将转成苦因。 
        因此: 入定寂止之心，升起知见。该知见即是道。所有来之即去、给你知见的事物，都是
苦。不要让心抓紧它的知见。不要让心抓紧显示出来给你知见的诸所缘。让它们随其自性。使你
的心有自在感。不要抓紧心，也不要臆想它该这样那样。只要你还在臆造自我，你便受无明
[avijjā]之苦。当你真正了解这一点时，出世知见将会在内心升起——那是最尊贵的善德，是一个
人所能经历的至高喜乐。 
        总结起来，修持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从内心除去一切不良所缘。 
        二、使心住於善所缘。  
        三、把诸善所缘汇集成单一所缘——即禅那的一所缘性。 
        四、观此单一所缘，直到你看见，它如何是 aniccaṃ: 无常; dukkhaṃ: 苦; anattā: 非我亦非任
何人——空性、虚空。 
        五、让一切好坏所缘顺其自性——因为好坏共存，本质等同[8]。让心顺其自性; 让觉知顺其
自性。觉知不生不灭。这就是寂静法[santi-dhamma] ——寂静的实相。它知善，但觉知非善、善
非觉知。它知恶，但觉知非恶、恶非觉知。换句话说，觉知既不执取知识，也不执取被觉知的事
物。它的本质真正具元素性[dhātu] ——如莲叶上的水珠，无瑕纯淨。这就是何以称它为

asaṅkhata-dhātu [9]之故: 非造作的真元素。 
        当你能走过这五步时，你将发现殊胜的体验在内心显现，那就是你的止观禅修所成就的技能
与波罗蜜[圆满]。你会证得前述的两类善果: 世俗善果，为你自己、也为全世界的众生带来身的安
宁; 出世善果，为你带来心的安宁，带来寂静、清凉、绽放的喜乐，直趋涅槃，远离生老病死。 
        以上是呼吸禅定主要原理的简要阐述。你把这些原理应用於实修时如有疑问或困难，希望直
接向传授此道的人士学习，我愿意儘力助你，以便大家同证佛陀教导的宁静与安详。 
        多数人会觉得比起上述的方法一，下文的方法二较为易学、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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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好坏共存，本质等同』: 据英译者，这是指从三相角度，好坏所缘皆为无常、苦、非我。 
[9]『asaṅkhata-dhātu 』: 非造作的元素。涅槃同义词。 

方法二 
 
        有七个基本步骤:
        一、起始作三次或七次长呼吸，随着入息、默想『佛』， 
        随着出息、默想『陀』。保持禅定用词的音节与呼吸等长。 
        二、对每一次出入息有清晰的觉知。 
        三、随着出息、入息，观察它舒适与否、是窄是宽、是顺畅还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长是
短、是暖是凉。呼吸若不舒顺，便作调节、直至舒顺为止。例如，长入息、长出息自感不适，则

尝试短入息、短出息。  
        一旦呼吸有舒顺之感，则要让这股舒顺的呼吸感传到身体的不同部位。起始，从后脑根部
[base of the skull]吸入气感，让它沿脊柱一直流传下去。接下来，你若是男性，则让它沿右腿下传

至足底，至趾尖而外出。再一次，从后脑根部吸入气感，让它沿脊柱下传，沿左腿下传，至趾尖
而外出( 女性则从左侧开始，因男女经络有别) 。 
        接下来，让来自后脑根部的呼吸[气] 沿双肩下传，经双肘、双腕，至指尖而外出。 让气息自
喉根进入，沿着位於前身的中央经络下传，穿过肺部、肝部，一路下传至膀胱与直肠。 从前胸正
中央吸气，让它一路下行至肠道。 让所有这些气感传播开来，使之融会贯通、一齐流动，你的安
宁感将大有增进。 
        四、学会四种调息法: 
        (1) 长入息、长出息， 
        (2) 长入息、短出息， 
        (3) 短入息、长出息， 
        (4) 短入息、短出息。选择最舒适的方式呼吸。学会以四种方式舒适地呼吸更佳，因为你的
身体状态与你的呼吸[气]一直在变。 
        五、对心的本位[bases]或者说聚焦点——即呼吸[气]的停靠点[resting spots] ——熟悉起来，
其中哪个本位感觉最舒适，就把你的觉知定驻在那里。这些本位当中有以下几个:  
        (1) 鼻端; 
        (2) 头部中央; 
        (3) 上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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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喉根; 
        (5) 胸骨下端; 
        (6) 脐部( 或略上於脐部之处) 。  
        六、扩展你的觉知——即你的觉受意识，使之遍及全身。  
        七、使全身各处的气感融会贯通，让它们一齐舒畅流动，同时使觉知保持儘可能宽广。你对

身体的某些呼吸层次已有所了解，一旦对它们有了全面的觉知，你也会了解其它的诸种层次。呼
吸[气] 在本质上有多种层面: 有经络内部流动的气感，有围绕经络流动的气感，也有从经络向每
个毛孔传行的气感。有益与有害的气感依其本性相互混杂。  
        总结起来: (1) 为了改善身体各处现存的能量，助你克服疾病与苦痛; (2) 为了澄清内心已有的
知见，使它成为培育趋向解脱与心清淨之技能的基础——你应当把这七个步骤常记在心，因为它
们对呼吸禅定的每一个层次都是绝对基本的。把握了这七个步骤时，你便已开闢了一条主道。至
於那些旁路小径——即呼吸禅定的附产物——它们为数不少，但实际上並不重要。坚守这七个步
骤，勤於修习，则可以确保安全。  
        一旦学会把呼吸调御有序，就好比你把每个家庭成员调御有序。呼吸禅定的附产物好比外
人: 换言之是访客。一旦自家人举止得当，来客也不得不遵守规矩。 
        此处的『客』，是指禅相[nimiātta]以及有可能穿入所观呼吸之范畴内的異常之气: 种种来自
呼吸的禅相，可能为视像—— 比如光亮、人兽、你自己等等;也可能为声音——比如人声，有的
你识得、有的不识。某些情形下禅相可能为气息——芬芳之香或腐屍之臭。有时，入息可能令你
有全身饱足之感，以至於不知饥渴。有时呼吸[气]可能向全身传送暖、热、冷、麻等觉受;有时能
使过去从未遭遇的事物，突然出现在心里。  
        所有这些都归为来客。接待来客之前，必须把你的呼吸[气]与你的心调理得有序、安稳。接
待这些来客时，首先必须把它们置於你的掌控之下。你若掌控不了，便不要与它们打交道。它们

有可能引你走上歧路。不过，你若驾驭得当，它们以后可以为你所用。  
        驾驭之意是，藉著意念的力量[paṭibhāga nimitta，似相] 随心所欲作变化——把它们缩小、放
大，送到远处、带到近处，令它们出现、消失，把它们送出去、领进来。只有那时，你才能利用
它们来训练心。  
        你一旦掌握了这些禅相，它们将会提升感知功能: 闭眼而视的能力; 听远处之声、嗅远处之香
的能力; 品尝空中存在的诸种元素，藉以克服体内饥饿与欲望感的能力; 随意升起某些觉受的能力
——想凉即凉、想热即热、想暖即暖、想有力即有力——因为世间可为你身体所用的种种元素会
来到、出现於你的体内。  
        心也将得到提升，有力量开发智眼[ñāṇa-cakkhu]: 宿世智、生死智、漏儘智。你若是机智灵
活，就可以接待这些来客，安排它们在你家里做工。  
        以上为呼吸禅定附产物当中的几种。你在修习时如果遇上，要作详儘观察。不要因其显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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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喜。也不要因之生嗔或故意视而不见。使心保持平和、中立、慎密。无论出现什么，要仔细考
察，看它是否可信。否则它可能把你引向错误的假设。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高是低: 一切取
決於你的心是机敏还是迟钝、你有多少才能。你若不开窍，哪怕尊贵之事也会变得低俗，善事转

成恶事。  
        一旦了解了呼吸诸层次及其附产物，即可望证得四圣谛之智。此外你还可以消解体内升起的
疼痛。在这副药里，念住是活性成分，呼吸[气]是溶剂。念住可以洗涤、淨化呼吸。纯淨的呼吸
可以洗涤全身的血液，血液清洁之后则可以消解身体的许多疾病与苦痛。譬如你有神经官能症，
它会消解。此外，体格会强健起来，令你的健康与安宁感大有增进。  
        身体感受良好时，心得以安定歇息。心在歇息后，你就获得力量: 坐禅时消解一切痛感，让

你久坐。身离痛时，心离五盖[nīvaraṇā] 。身心两者有力量。此谓定力[samādhi-balaṃ] 。  
        当你的定力强到这一步时，可以从中升起明辨: 即对苦、苦因、苦的消解、苦的消解之道的
洞见能力，此四谛儘见於呼吸之中。我们可作如下解说: 
        出入息为苦[11]: 入息为苦之生，出息为苦之灭。对出入息无觉知，不解呼吸之本质，是为苦
因。入息时有觉知、出息时有觉知、明察呼吸之本质——如实知见呼吸真相——即为八圣道道支
[要素] 之一的正見。  
   了解哪些呼吸方式不舒适、了解如何改变呼吸、了解『那种呼吸不舒顺;我需要这样呼吸才有自
在感』: 此为正志。  
        寻想与正确评估呼吸诸层次: 这些心理素质为正言。  
        了解改善呼吸的种种方式;试作长入息长出息、短入息短出息、短入息长出息、长入息短出息
等，直至把握最舒顺的呼吸方式: 是为正業。 
        了解如何利用呼吸淨化血液、如何让这股纯淨的血液滋养心肌、如何调息令身心轻安、如何
调息令身与心有满足与清新之感:此为正命。  
        调整呼吸，直至令身心安适，未儘自在，则继续努力:为正精進。  
        随时对出入息保持念住与警觉，了解呼吸诸层次——上行、下行的呼吸; 胃部、肠部的呼吸;
沿肌肉流动並从各毛孔流出的呼吸[12]——随着每次出入息，把握这些觉受:此为正念。   
        心只专意与呼吸相关的事件，不把其它事扯进来干扰，直至呼吸趋向精细，入安止定，从中
升起解脱洞见:此即正定。  
        心繫呼吸，是为寻想[vitakka ，寻] 。调整呼吸，让它传播开来，是为评估[vicāra，伺] 。呼
吸诸层次在全身自由流动时，身与心有满足清新之感: 是为喜[pīti] 。身心俱得休憩时，即有宁静
自在之感: 是为乐[sukha] 。一旦有乐，心必然舒适地专意於单一对象，不追逐杂念: 是为一所缘

性[ekaggatārammaṇa] 。此五要素构成了正定初阶[即初禅] 。  
        当圣道三部分——戒德、定力、明辨——在内心相互汇合、圆满成熟时，你对呼吸诸层次将
升起明觉，了解『这样呼吸，引生善巧心态。那样呼吸，引生不善巧心态。』你不牵扯在造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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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因——即呼吸一切层次——之中;不牵扯在造作语的诸因之中;不牵扯在造作心的诸因之中，
无论是好是坏。你让它们依自性运作: 是为苦的消解。  
        四圣谛另一更简要的表达方式如下: 出入息为苦谛。不了解出息，不了解入息: 是为苦因——
即暗昧、痴迷的觉知。明察呼吸诸层次，达到不再执取、将其放开的地步，是为苦的消解。对呼
吸诸层次连续保持念住与警觉，是为苦的消解之道。 你能夠做到这一步时，便可以说自己在正确
修习呼吸禅定。你有了辨识力，得以明见四谛。你能夠证得解脱。解脱之心，既不执取低层次的
因果，即苦与苦因，也不执取高层次的因果，即苦的消解与消解之道。这样的心，不执取引生知
见的因、不执取知见、也不执取觉知。当你能把这三者区别开来，换言之，当你了解何者构成起
始、何者构成终结、何者居中，依经偈所言: sabbe dhammā anatta——『诸法非我』——任其自
运时，你便掌握了解脱的技能。  

        执取我们赖以获得知见的因，即元素、蕴、处[13]，即为欲取[kamūpādāna]。执取知见，为见

取[diṭṭhūpādāna]。不了解清淨的觉知本身，为戒禁取[sīlabbatūpādāna]。如此执取之下，我们必
然为造作身、语、意的因所迷惑，这些因皆来自暗昧的觉知[无明] 。  
        佛陀是圆满把握因果的大师，既不执取低层次因果、也不执取高层次因果。他超越了因、也
超越了果。苦与乐，他运用自如，但不执取两者。善与恶，他理解透彻;我与非我，他两者兼俱，
但不执取任一。他对可作为苦因的诸所缘运用自如，但不执取。作为圣道的明辨智，他也运用自
如: 他懂得内隐与外显知见，以益传法。苦的消解，他也运用自如，但不执取、不黏着: 因此我们

能夠真正地说，他的成就圆满无缺。  
        佛陀如此放开诸法之前，先致力於使它们充分展现。只有那时，他才能夠把它们放置一边。
他是在充裕中放开，不同於凡人出於匮乏而『扔下』。即使把诸法放开了，它们依旧为他所用。
他善修戒德、定力、明辨直至於证悟那一日成就圆满，此后他从未将其摒棄，而是继续利用戒
德、定力、明辨的诸层次，直至般涅槃[parinibbāna] 那一日。即便在般涅槃的时刻，他也完全把
握着禅定——换言之，他的彻底解脱发生在色界禅那与无色界禅那之间[14]。  
        因此我们不应排斥戒德、定力、明辨。有些人不愿守戒，怕受约束。有些人不愿修定，怕变

痴变狂。事实真相是，我们平常早已既痴又狂，修定才是止息痴狂之道。正确地自我训练之后，
纯淨的明辨才会升起，如宝石须经切磨方显其闪光本性。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明辨智。它因人而
生，所谓各自证知[paccattaṃ]: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夠升起它、领悟它。  
        不过我们多数人，倾向於误解明辨的本质。我们拿着掺杂着种种概念的仿冒明辨，压制真明
辨，好比有人在玻璃上镀水银后，看见了自己与他人的映影，便以为找到了观察真相的妙方。实

际上，他不过如猴子观镜: 变一为二，继续玩赏镜像，等到水银褪去时，它不懂得镜像的究竟来
源，只得垂头丧气。当我们只凭着概念、先见，作想象、臆测，得到仿冒明辨时，也是如此: 等
到面对死亡时，只得走向悲苦。 
        自然明辨的关键，惟在於修心，使它如钻石般自放光明，明处暗处，熠熠生辉。镜子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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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处用，拿到暗处，根本照不见。而一块自然发光的精雕宝石，则随处明亮。佛陀教导说，世上
无明辨穿透不了的封闭或秘密之处，便是此意。正是这块明辨的宝石，助我们摧毁渴爱、执取、
无明，成就至高的殊胜: 涅槃——远离苦痛、死亡、湮灭、消亡——得不死之法[amata-
dhamma] 。  
        一般来说，我们倾向於只关心明辨、解脱。乍一开始，就想学苦、无常、非我的教导——这

种情形下，永远不会成就。佛陀在教导诸行[造作] 无常之前，已经下功夫了解诸行，令它们显现

其恒常。在教导诸行皆苦之前，他已经把该苦转成安乐。在教导诸法非我之前，他已经把非我转

成了我，因此才能夠看见隐藏於无常、苦、非我之中的恒常与真相。他接着把这所有的素质汇集
为一种。他把一切无常、苦、非我的事物，汇集为同一类: 即世间角度的造作[saṅkhārā] ——世上
到处等同的单一类别。至於常、乐、我，则属於另一类: 法的角度的造作。接下来他把两类都放
开，不拘繫於『常』与『无常』、『乐』与『苦』、『我』与『非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说，他已证得解脱、清淨、涅槃，因为他无需以任何方式执取任何造作，无论世间造作、法造
作。  
        世尊修行的特点即是如此。不过我们自己修行时，多数人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未曾开
始，却好像事毕功成。换言之，我们只想放开，证得宁静与解脱。然而根基若不全面，我们的放
开必然有缺隙: 我们的宁静必然是片面的，我们的解脱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当中那些有诚意、一
心想证最高果位者应当自问: 是否已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具备解脱与放开的良好基础，又如何获得
自由? 
        佛陀教导说，戒德可以克服普通杂染，即我们言行中的粗糙错失; 定力可以克服中等杂染，
如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疑; 明辨可以克服精细的杂染，如渴求、执取、无明。然而有
些人虽然辨识敏锐，能夠阐明教义的细微之处，却似乎无法摆脱凭着戒德即能夠克服的普通杂

染。这说明他们的戒德、定力、明辨必有缺失。他们的戒德也许徒有其表，他们的定力也许存污

纳染，他们的明辨也许像镀水银的玻璃，只是表面光亮: 这就是他们不能证果的缘故。他们的行
为正好比古谚: 刀不入鞘——高谈阔论，心不能入定;巢外下蛋——只求外在善德，却不修心入
定; 沙上筑基——於无实质的事物中寻求安稳。这一切做法注定招致失望。这样的人还不曾找到
有价值的依止。  
        因此，我们应当善筑根基，有序安排修行因缘，因为我们期望的一切成就果报，皆来自这些
因缘。 

attanā codayattānaṃ 
paṭimaṇse tamattan  

自我警策。  
自我调御[15]。 

開始自觀出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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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呆滞或催眠的状态』[trance]: 据英译者，这是指一类深度入定、但觉知范围极其狭小的呆滞境界，
其中有些可说是催眠态。此非正定。 
[11]『苦』: 巴利文名词及形容词 dukkha 。英文多译作suffering[痛苦]或unsatisfactoriness[不满]; 坦尼沙罗
尊者则译作stress 或stress and pain [紧张; 紧张与痛苦; 苦迫] 。尊者在对中译者解释时引用了另一位林居禅
修导师之言: dukkha 指一切对心之挤迫。据相应部56.11 《转法轮经》: 『此为苦圣谛: 生苦、老苦、死
苦，忧、哀、痛、悲、惨苦，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 简言之，五取蕴苦。』相应
部22.86 《阿努楼陀经》中佛言: 『无论过去现在，我讲的只是，苦与苦的止息。』故 dukkha 之洞见位於
整个佛教修持的核心。对五蕴的执取[即造苦之动作] 终由禅观中得见。笔者认为数种英译法中stress 直指
禅观之道，就中译而言，『苦』或『苦迫』的内涵之宽泛使之为合适的译法。
        尊者对把 dukkha 英译爲 stress 的另一解释是,它把你从 suffering 的敘事感中分离出來。 
[12]此处对诸种呼吸之描述亦可见中部28 《象迹喻大经》: 『何为内风元素？凡内在的、各自的、是风

的、有风性的、被( 执取) 维持的: 上行风、下行风、腹住风、肠住风、贯穿身体之风、入息、出息、或其
它凡内在的、各自的、是风的、有风性的、被( 执取) 维持的。此谓内风元素。』呼吸禅定中的『呼吸』
一词，因以观出入息为起点，故译为呼吸; 随著禅定的深入，所观的全身呼吸感更宜表述为气感、风感、
能量。参见英译者前言。某种层次上或与之类似的体验是中华气功之『气』。佛教的观息意在使之寂
止，从此出发升起解脱知见。中部118《出入息念经》言: 『随入息…出息修辨知[pajānāti] 全身…修平息
身造作[身行] …修辨知心…修平息心造作[心行] …令心满足…令心平定…令心解脱。』 
[13]『元素』[dhātu]: 又译『界』或『属性』: 指地、水、风、火、空间、意识。『蕴』[khandha]: 指色、
受、想、行、识之五蕴。『处』[āyatana]: 官感及其对象, 即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
味、触、法。见词汇表各巴利名词之注解。 
[14]见长部16《大般涅槃经》: 『於是薄伽梵即入初禅。自初禅出而入第二禅。自第二禅出而入第三禅…
第四禅…空无边纬度…识无边纬度…无所有纬度…非想非非想纬度。他出该定境而入无想受纬度。…於
是薄伽梵出无想受纬度而入非想非非想纬度。出非想非非想纬度而入无所有纬度…识无边纬度…空无边

纬度…第四禅…第三禅…第二禅…初禅。出初禅而入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出第四禅后，他即刻彻
底解脱。』 
[15]见《法句经》379: 『自我警策。自我调御。自守、具念的比丘，将常住於乐。』 

禅那 

        禅那[jhāna] 意谓全神贯注、聚焦於单一对象或所缘，譬如观呼吸。 
        一. 初禅有五要素[五禅支][16]。  
        (1) 寻想[vitakka,寻]: 默想呼吸，直到能夠使心连续想着呼吸，不受干扰。  
        (2) 一所缘性[ekaggatārammaṇa,一境性]: 心繫呼吸。不让它偏离，去追逐其它概念或所缘。监

督你的思维，使之专意调息，直至气息舒顺。( 心合一、随气安憩。) 
        (3) 评估[vicāra,伺]: 对如何让这股舒顺的呼吸感[气感] 传播开来，与体内其它的气感相连，有
所领会。让这些气感传播开来，直到它们在全身相互贯通。一旦身体得到呼吸[气] 的安抚，痛感
将平息下来。身体将充满良好的气能。(心只关注与呼吸相关的事件。) 
        为了升起初禅，必须把上述三要素汇合起来、作用於同一道呼吸流。这道呼吸流接着能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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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带到第四禅。 
        寻想、一所缘性、评估，此三者为因。因缘俱熟之时，显现以下果报——  
        (4) 喜[pīti ]: 为身与心一种强烈的满足与清新之感，直趋内心，超乎一切。  
        (5) 乐[sukha]: 指由寂止、无扰而升起的身的安适感[kāya-passaddhi,身轻安];由自在、不乱、无
扰、宁静、提升而升起的心的满足感[citta-passaddhi,心轻安] 。  
        喜、乐为果。初禅的五禅支照此仅分两类: 因与果。 
        随着喜与乐的增强，呼吸愈加精细。入定持续的时间越长，果报越有力。你得以放下寻想与
评估( 前期的开路因素)——完全只依赖单一禅支即一所缘性——进入第二禅那( 道心，果心) 。 
        二、第二禅那有三要素: 喜、乐、一所缘性(道心) 。这是指已尝得初禅果报之心态。既入二
禅，喜、乐愈强，这是由於两者只依赖单一的因，即一所缘性，从此由它照料以下工作: 专注呼
吸令它越来越精细，保持平稳寂止，身心两者随之都有清新自在之感。心较先前更加稳定、专

注。随着继续专注，喜与乐越来越强，並开始扩张、收缩。继续专注呼吸，把心移向更深，到达
一个更精细的层次，藉此避离喜与乐的动态，於是入第三禅那。 
        三、第三禅那有两要素: 乐与一所缘性。身安静、不动、独立。无痛感升起干扰它。心独
立、寂止。呼吸[气] 精细、畅流、宽广。有一团光亮，白如棉绒，弥漫全身，止息身心的一切不
适感。继续只管专意照料这团宽广、精细的呼吸[气] 。心有自由: 无过去、未来的杂念干扰它。
心独自凸显而立。四属性——地水火风——在全身相互和谐。几乎可以说，它们在全身各处是纯

淨的，因为呼吸[气] 有力量掌控与照料其它属性，维持其协调合作。一所缘性为因，念住与之结

合。呼吸[气] 遍满全身。念遍满全身。 
        继续朝内专注: 心明亮有力，身体轻。诸乐受静止。身感稳定、均衡，觉知中无空档遗缺
[17]，令你得以放开乐感。乐之诸相趋向静止，缘自於四元素的平衡、不动。一所缘性作为因，
有力量更深沉地朝下专注，把你带入第四禅那。 
        四、第四禅那有两要素: 舍[upekkha] ; 一所缘性或念住。第四禅那的舍与一所缘性，高度专

注有力: 坚实、稳固、确定。气元素绝对寂止，无波动、逆流或间隙。心处於中性、寂止，无一
切过去将来之想。构成当下的呼吸[气] 处於静止态，如风平浪静之海天。你能夠遥知远处的景观

与声响，因为呼吸[气]平坦无波，其作用如电影屏幕，凡所投射，儘得清晰回映。知见在心中升
起: 你觉知，但维持中性、寂止。心中性、寂止; 气中性、寂止; 过去、现在、将来全部中性、寂
止。这是定住於无扰、寂止之气的真正的一所缘性。身内的各处之气相互贯通，你得以透过每个
毛孔呼吸。你不必经由鼻孔呼吸，因为出入息与身内其它的气层次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气能的一
切层次均衡、遍满。四元素都有同样的特性。心完全寂止。 
 

定力強大,光熠煜, 
此爲了知大念處。 

心放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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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之光。 
雲霧不蔽,  
光照大地。

 

        心朝四面八方放射光明。由於念的贯注，气明亮，心全然明亮。定力强大，光熠煜……指心
有力量、有主权。四念处全部汇聚为一处，不存在『那是身、那是受、那是心、那是法[心理素
质] 』的分别感。无其为四者之感。故称大念处: 四者无分别。  

心有定力之故, 
专注、集中、真實。 

        念住与警觉汇集为一: 一乘道[ekāyana-magga] 之意即在於此——四元素之间、四念处之间相
互协调，四合为一，引生高度的能量与警醒，它们就是驱儘一切迷蒙黑暗的内在淨化之火
[tapas] 。  
        随着你进一步高度专注心的光明，功能将因放开一切攀缘而升起。心独立，如登达顶峰者，
有资格环顾四方。心的居住处——也就是支撑着心的凸显与自由的气——处於提升状态，使心得
以明见一切法的造作——即元素、蕴、处—— 的位置。正如带着照相机上飞机的人，可以俯拍下
方几乎一切事物，同样地，一位达到此阶段即世间解境界者，可以如实地知见世界、知见法。 
        再者，属於心的领域的另一类觉知，即所谓毗婆奢那智或解脱之技能者，也将显现。身的元
素或者说属性将成就功能[kāya-siddhi，身成就; 身悉地]; 心将成就韧力。需要世间或法的知识时，
你便把心深沉有力地定聚於气。随着心的定力触击此纯淨元素，直觉知见即在该元素中湧上来，
如唱针触击唱片而发声一般。一旦你的念注聚焦於一个纯淨的对象，接下来你想见形则形现，欲
闻声则声起，无论是远是近、涉及世间或涉及法、关己关他、过去现在将来——无论你欲知何
事。随着你深沉入定，想着你欲知之事，它将会显现。这便是智[ñāṇa] —— 一种能夠知解过去、
现在、将来的直觉敏感性——一个惟有凭你自悟的重要的觉知层次。诸元素如穿行於空中的无线

电波。如果你的心力与念力强大，你的技能高度发达，便可利用那些元素，使自己与整个世界相
接触，使知见得以在内心升起。 
        当你掌握了第四禅后，以之为基础，可发展八种技能[八明]:  
        一、毗婆奢那智[vipassanā–ñāṇa]: 对身心现象之生、住、灭的明晰的直觉洞见。这是一类特
殊的洞见，它完全来修心。它有两类形式:(1) 未假思索便知某事。(2) 对某事略想即明，不像一般
知识的获得需作大量的思索。片刻考虑顿时明了，如饱浸汽油的棉绒，火柴一点，顿时升起火
焰。此处的直觉与洞见，迅捷如此，大有别於寻常明辨。 
        二、意力[manomayiddhi,心力]: 以意念影响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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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变[iddhividhī]: 示现超自然功能的能力，比如在某些情形之下造出形像，某些群体的人
士将能夠看见。 
        四、天耳[dibbasota]: 遥听远声的能力。 
        五、他心智[cetopariya-ñāṇa]: 了解他人内心层次——善恶、尊卑——的能力。 
        六、宿命智[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 回忆宿世的能力。(你若修得此技，便无须臆测死后是
断灭还是重生了。) 
        七、天眼[dibbacakkhu]: 看见远处近处粗糙、细微形像的能力。 
        八、漏儘智[āsavakkhaya-ñāṇa]: 减少与灭儘内心杂染之漏的能力。上述八明的成就，惟有来
自修定，我写下这份以念住呼吸[18]为根本法门的修定入禅的扼要指南，意在於此。你如有志成
就此中之善德，当把注意力转向修练你自己的心与意。 
 

[16]本书对各禅支的译法选择依英文版直译。vitakka : directed thought; 寻想，专向思虑，心指向或朝向所
缘或对象、目标、业处。vicāra: evaluation; 评估，亦包含分辨、调整的成分: 例如调整出入息，使之舒
适、易於心的停住。这都是禅定时心的动作[actions of the mind] ，即阿姜李所说的因。ekaggat-
ārammaṇa: singleness of preoccupation; 一所缘性，心专注单一所缘。一所缘性的品质随著禅定的深入而提
高或者说成熟: 初禅时心仍然在一边看著所缘，自第二禅起，心进入所缘，此后与所缘愈趋合一[心物合
一] 。另一类似的词为cetaso ekodibhāva: 觉知的合一[unification of awareness] ; 觉知成为一元、合一状态。
该素质从第二禅起存在，至无色界的识无边处为顶点。以上为笔者向英译者请教时的讨论概要。cetaso 
ekodibhāva 见第二禅公式[增支部5.28等]: 『随著寻想与评估[寻与伺] 的寂止，他入第二禅而住: 由定而生
的喜与乐，非寻想非评估的觉知合一[cetaso ekodibhāvaṃ]。』 
[17]『空档遗缺』据英译者既指时间也指空间。 
[18]『念』或『念住』: 巴利文 sati; 英文mindfulness。『念处』: 巴利文satipaṭṭhāna ; 英文多译作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 坦尼沙罗尊者则译作 frame of reference: 『参照框架』，即以特定框架锁定目标
连续观察的意思。据尊者对中译者的解说，sati 是指一种心理素质或能力; satipaṭṭhāna 是指确立念住的修
练，共有四种。尊者在一篇开示中提到，佛陀把 sati 定义为记忆的能力，以四念处阐明该功能在禅修中
的作用[相应部48.10 《根分别经》]: 『何为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具念、高度精细，即便长久之前
所作、长久之前所言亦能记忆、回忆。[以下为四念处公式:] 他连续在身内专注身—— 精勤、警觉、念住
—— 平息对世界的贪与忧。他连续在受内专注受…专注心…专注心理素质[法]—— 精勤、警觉、念住
—— 平息对世界的贪与忧。』念住呼吸意指把呼吸牢记在心。每一次入息、每一次出息，不忘观息…现
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专注[attention] 以间断性的片刻形式存在。你对某件事物的专注只能持续极其短暂的
片刻，若想连续保持专注，你必须一刻接著一刻地提醒自己，回返其上。换句话说，连续的专注—— 能
够观察事物随时间变化的那种—— 必须把为时短暂的专注连缀起来。这就是念住的目的( 见《定义念
住》) 。笔者认为另一位林居导师阿姜索的解说亦具高度实用性：『想著一个目标，把它与心连接起来，
这本身就是确立念住[satipaṭṭhāna] 的动作[the act] 。』类似地，阿姜李在《四念处》中说：『念，是把心
与它的目标连接起来的那条轴带。』 

禅定开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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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禅定入门 
1957年9月27日

        禅修包括三个重要的部分: 寻想、觉知、呼吸。这三个部分，都必须随时紧密结合。不要让

任何一个脱离其余。『寻想』的意思是，随着呼吸，默想『佛陀』。『觉知』的意思是，对出息
入息有觉知。只有当寻想与觉知时时刻刻与呼吸牢繫在一起时，你才能说，自己是在禅修。  
        出入息是身体最重要的部分。换句话说，(1) 它好比大地，支撑世上的一切。(2) 它好比梁
桁，使楼层牢固不散。(3) 它好比木板、纸张: 我们入息时默想『佛』，就好比用手在木板上擦一
遍; 出息时默想『陀』，好比再擦一遍。每擦一遍，必然有尘粒沾在手上，因此，如果我们来来
回回不停地擦，那块板就会变得光亮起来。等到它光滑明亮时，我们会在上面看见自己的映像。
这正是我们寻想的果报。不过，我们若是擦起来漫不经心，不要说木板，连镜子这样擦也看不
清。  
        换个说法，呼吸又好比一张纸。我们入息时默想『佛』，就好比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一个
字。连续写下去，以后就可以读一读写成的字句。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夠一直跟着呼吸，那
就好比一时写对、一时写错，杂乱无章。那张纸不管有多大，整张纸还是一片杂乱。写了些什
么，说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读懂。  
        不过，如果我们用心，把呼吸[气]当成一张纸，就可以在上面书写凡是自己想写的讯息，同
时也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比方说，寻想『佛』[的动作] ，就像是把一支笔拿到纸上。它会给我
们带来知识。即便停止书写后，我们仍然得益。不过，要是写字时不真正用心，就会字不像字。
如果我们这样画人，也不像个人;画动物，也不像动物。 

* * * 

        开始学写字时，我们得用粉笔，因为粉笔粗大，易写易擦。这就好比寻想『佛陀』。一旦学
习有了进步，我们就可以用铅笔了，因为铅笔的笔迹清晰持久。比方说，『父亲在哪里?』是一
句知识。如果我们只能读出个别字，好比『父』或者『哪』，就不能真正算是知识。因此我们把
粉笔扔开，换句话说，不必重复『佛陀』了。我们随着呼吸，用自己评估[vicāra] 的力量去看: 入
息是否良好?出息是否良好? 什么样的呼吸比较舒适? 什么样的呼吸不舒适? 
        接下来我们对呼吸[气] 作纠正、调整。选择看上去良好的呼吸方式，接下来观察它是否给身
体带来安适感。如果是，要使那股安适感保持稳定，对它加以利用。当它真正良好时，利益将会
升起，完善我们的知见。一旦获得了知见，就可以擦去笔记本上的铅笔印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

了自己的业报。回家时，可以把我们的知见带回去，作为家庭功课。在家里时，可以自己修，在
寺院时，可以连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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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呼吸[气]好比一张纸，心好比一个人，知识好比一纸笔记: 哪怕就这么多，也可以作为

标准了。如果我们只用心於这三件事——寻想、觉知、呼吸——我们就会在内心升起知见，这种
知见无边无界，是无可言传的。 

[19]本书到此为止的前半部分为阿姜李的文稿。据坦尼沙罗长老，后半部分是阿姜李对正在坐禅的修行者
的开示记录，有时尊者是针对其中的个别人反复比喻辅导，有时又转换开示对象。读者应了解，这部分
内容有其专指听众。
 

基本功
        如果你坐禅时还观不到呼吸，那么告诉自己: 『现在，我要吸气。现在，我要呼气。』换句
话说，这个阶段，你是那个在作呼吸的人。你決意不让呼吸自然地进出。如果你在每一次呼吸时

记得这样想，不久就能夠抓住呼吸。 

* * * 

        把觉知保持在你的体内时，不要试图禁锢它。换句话说，不要迫使心进入凝滞或催眠的状
态，不要强力呼吸，也不要屏息憋气以至於侷促不适。你必须让心有它的自由。只需不断地看守
心，确保它远离杂念。你要是试图力迫呼吸、压制心，身会有局限感，禅修不会自在。你会开始
这里疼、那里痛、腿发麻。因此，就让心顺其自然，连续看守它，不让它溜出去追逐外在杂念。  
        当我们不让心溜出去追逐它的那些概念，也不让概念溜进内心时，就好比我们把门窗关起，
不让貓狗、小偷溜进屋来。这个意思是，我们关闭感官门户，不理会由眼入内之色、由耳入内之
声、由鼻入内之香、由舌入内之味、由身入内之触、由心入内之杂念。我们必须切断从这些门户

进来的一切辨识与概念，无论它们是新是旧、是好是坏。  
        像这样断离概念，並不意味着我们停止思维。只意味着我们把思考带到内心，对它善加利
用，也就是观察与评估我们的禅定业处[主题] 。如果我们这样让心做工，就不会对自己、对心造
成伤害。实际上，我们的心倾向於不停地做工，不过它参与的事件大多无聊、杂乱、麻烦，没有
什么实质。因此我们得给它找一件真正有价值——无害、值得——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修
呼吸禅定，观息观心的缘故。把其它一切事放在一边，专心致志只做这一件。这是你禅定时应有
的态度。  
        五盖来自对过去、未来的概念，它们好比我们田里的杂草，既偷走地里的所有养分，使庄稼
缺肥，又使田地杂乱不堪。除了水牛等牲口路过时吃几口，别无它用。要是让自己的田里杂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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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你的庄稼就长不成了。同样地，如果不清除对概念的攀附，是不可能淨化你的心的。只有无
明的人才把概念当成美食，圣者们根本不吃。  
        五盖——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疑——好比不同种类的杂草。掉举也许是其中最有
毒的，因为它使我们的散乱、不定、焦躁，一齐发作。这种草有刺、叶缘锋利，撞上了浑身起疹
发痛。因此你遇见时得把它摧毁。绝不让它在你的田里生长。  
        呼吸禅定——持续稳定地念住呼吸——是佛陀传授的祛除五盖的良方。我们藉着寻想专注呼
吸，藉着评估调节呼吸。寻想好比是犁，评估好比是耙。如果我们在自家的田里不停地犁耕耙
梳，杂草无缘长起，庄稼必然成长茁壮、丰收结果。  
        这里的田地，是指我们的身。如果我们对呼吸多下功夫作寻想与评估，身体的四元素将会平
衡、安静。身将会健康强壮，心将会轻松开放、远离五盖。  
        当你这样清理、平整田地之后，心的庄稼——也就是佛、法、僧的品质——必然会蓬勃生
长。一把心带到呼吸上，立刻有喜乐清新之感。四种成就的基础[iddhipāda][20] ——修持的欲
求、精进、用心、慎观——将会逐步增长。这四种素养好比四条桌腿，使桌子稳定、直立。它们

是给我们支持的力量、助我们进步到更高层次的一种功能形式。 
        再作个比方，这四种素养好比一帖补汤的成分，喝了它可以长寿。你想死就不必喝，想『不
死』就得多喝。喝得越多，心病消得越快;换句话说，你的杂染会死去。因此，你要是知道自己心
病不少，那么这就是你需要的补汤。 

20『四种成就的基础』: 即四神足或四如意足。指欲神足、勤神足、心神足、观神足。 

心的照料与滋养 
1959年5月7日

        呼吸是心的一面镜子。镜子不正常，镜像便不正常。比方说，看一面凸镜，你的镜像会高过

你。看一面凹镜，你的镜像又矮得出奇。但是看一面光滑的平镜，它将会照出你的真实面貌。你
若把镜子擦得清洁明亮——换句话说，你用『评估』调整、扩展呼吸，使它舒顺——你的镜像看
上去就会轮廓分明。 

* * * 

        懂得如何把呼吸调理得井井有条，就等於把心也调理得井井有条，这样做可以带来多种善益
——譬如一个好厨工，懂得烧菜时调出花样，有时换菜色、有时换口味、有时换外观，使雇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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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厨艺久不生厌。她要是整年一成不变: 今天煮粥、明天煮粥、后天还是粥，雇主必然得换厨
工。不过，她要是懂得调换菜色，让雇主一直满意，定能加薪，或者得点花红。  
        观呼吸也一样。如果你懂得调整、变化呼吸——如果你连续地寻想、评估呼吸——那么你对

与呼吸及身体其它元素有关的一切，将会培养起全副的念住与专精。你将随时敏知身体的状态。
喜、乐、一所缘性，自然会来。身清新，心满足。身与心都将安息。四元素都将安息: 无躁动、
纷扰。  
        这就好比会看孩子。孩子哭闹时，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喂奶、吃糖，什么时候洗澡，什么
时候带他出门透气，什么时候放进游戏园里，给个玩偶让他玩。用不了多久，孩子就会停止哭
闹，让你有空完成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心就好比一个天真的幼儿，照看有方时，它会听话、喜
乐、满足，一天天长大。 

* * * 

        身与心充实、满足时，不会有饥饿感。它们不会到灶台前揭锅开罐，也不会东游四逛、以便
朝门窗外张望。它们可以安眠无扰。妖魔鬼怪——也就是五蕴之苦——不来附身。这样我们才有
自在，因为我们坐着，与人同坐; 卧着，与人同卧;吃饭，与人同吃。人与人同住时，相安无事; 
与鬼怪同住，必然争闹不休。如果不会评估、调整呼吸，我们的禅修不可能有结果。哪怕坐到
死，也不会有什么知见与证悟。  
        有位老比丘，七十岁了，出家三十年，听人称讚我的禅定教法，就来跟我学。他的头一句问

话是: 『你教什么法门? 』 
        我告诉他: 『呼吸禅定，就是——「佛陀、佛陀」。』  
        他一听就说: 『早在阿姜曼时代我就在修那个法门了—— 年轻时就在念「佛陀、佛陀」，从
未见到什么好结果。就只有「佛陀、佛陀」，什么进步也没有。你还要教我再念佛陀。有什么
用? 你要我一直「佛陀」到死吗? 』 
        这就是当人们不懂得调整、评估呼吸时发生的情形: 他们永远找不到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
调整与传播呼吸[气] ，是做呼吸禅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 * * 

        要对你自己——你的身、心、诸元素( 地、水、火、风、空间、意识) ——熟悉起来，了解它
们来自什么、怎样生灭，怎样是无常、苦、非我: 这一切你必须亲自探索才能夠了解。假如你的
知见只来自书本、人言，那还是来自标籖与概念的知见，不是你自己的明辨。它并不真正是知
见。你要是只知道别人告诉你什么就跟着走，有什么好处?他们可能把你领上歧路。如果是条土
路，他们也许会溅起些泥尘蒙蔽你的耳目。因此探索真相时不要只信人言。不要相信标籖。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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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直到你亲自证得知见。只有那时它才是洞见。只有那时它才可靠。 

一步一步培育心力
1956年7月26日

        你在观出入息时，要试着保持念住。不要让自己忘记、走神。试着放开一切过去、未来的概
念。在心里默念『佛陀』: 随着每一次入息、默念『佛』，随着每一次出息、默念『陀』，直到
心静止下来。接着你可以停止默念，开始观察出入息，看它是快是慢、是长是短、是重是轻、是
宽是窄、是粗是细。哪种呼吸方式舒适，就继续。哪种方式不舒适、不自在，要作调整，以你自
己的辨别力为判断标准——这就是择法[dhammavicaya-sambojjhaṅga] ——直到它恰好合适。( 你
以这种方式作调整时，就不需要继续默念『佛陀』，可以把它放开了。) 
        你必须照看心，确保它不逰走、不动摇、不飞出去追逐任何外在的概念。使心保持寂止、冷
静、淡然，就好像只有你一人独坐世上。让呼吸[气]传遍全身各处，从头部传到手指脚趾顶端、
前胸后背、腹部中央，一直穿过肠道、沿着血管、从每个毛孔传出体外。作深长呼吸，直到身体
有充沛感。身体将感觉轻质、开放、宽敞，好比吸满水的海绵: 挤压时水一湧而出，毫无滞塞。  
        到这一步时，身将有轻安感。心将有清凉感: 好比水透过泥土，渗入树根，持续给树补充新
鲜滋养。心将被矫直、置正，不朝前后左右偏倚。换句话说，它根本不伸向任何概念或外缘。  
        概念是心造作的精髓所在。心思考过去未来之事，接着开始对它们加以发挥，附以善恶、喜
厌。我们如果当它是好事，於是高兴起来，信以为真: 这是『痴』。如果当它是坏事，便郁然不
乐，这就蒙蔽、污染了心，使它生气、焦躁、恼火: 这是『恶意』。在内心引生躁动不安的东

西，都属於盖障[nīvaraṇā] ——破坏我们修定的善德的心造作。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全部祛除。  
        心造作[心行]，如果从世间角度想，是世间造作;从法的角度想，是法造作。两者都来自无明
[avijjā][21] 。这无明消解时，觉知将代之升起。因此我们必须练习增强定力，达到造作消解的地
步——那时候，无明也将消解，只剩下觉知21 。  
        这个觉知就等同明辨，不过它是从内在升起的明辨。它不来自老师教给的任何知识，而来自
专注当下事件的寂止之心。这个觉知极其深邃，但仍然是世俗明辨，不是出世明辨，因为它来自
标籖与概念，仍受『有』与『生』[22]的绑束。  
        我们也许开始了解过去的事，知见自己经历过的有生状态: 这叫做宿命智。我们也许开始了
解未来，知晓他人的事，了解他们如何死亡与重生: 这叫做生死智。这两种智仍然渗有执取，导

致心随其好恶而摇摆。我们的洞见正因此被败坏。   
        有些人，当他们得知自己前世在善界的有生时，对见到的种种事物沉迷、愉悦、兴奋。看见

自己的前世不佳，便气恼、不乐。这根本是因为心还执取它的有生状态。喜爱我们感到良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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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这是耽乐。厌恶我们感到不良不足之事，这是自虐。这两种态度都属於偏离了正道、正见

的错误之道。  
        過去、未來之事，即使關涉法，仍然是造作，因此遠遠偏離了目標。因此下一步是，利用我
们的定功使心力更强，达到它能夠熄灭这些世俗明辨形式的地步。接下来心就会进展到出世明辨
——这是一类更高等的明辨，一种能使心解脱执取的觉知——正念、正道。即便我们得知自己与
他人的好事坏事，也不会生喜生嗔。我们对众生在世间的生死轮迴只有厌离、无欲、惋惜。我们

觉得它毫无意义、毫无实质。我们已不再有好恶感。我们已耗尽对『自我』及其它一切的执取。
心有节制;中性;平衡。这就称为六支舍[chalang-upekkha, 见词汇表] 。我们放开发生的事，放开我
们所知所见的事，让它们沿着自身的轨迹运作，不把情绪牵扯进去。心就会提升到解脱洞见的层

次。 这时候，要使你的心力更强，达到连证悟所得也不执取的地步。知仅是知，见仅是见。使心
保持独立。不要让心流出去追逐它的知。我们知了，到此为止。见了，到此为止。我们不攀附那
些事物，居为己有。那时候，心将获得全力，自然地趋向寂止——毫不介入、依赖任何事物。  
        造作彻底消失，只剩下法的清淨态: 空性。这就是非造作之法。解脱。心脱离世间——独住
法流，不上不下、不前不后、不进不退。心好比定桩。正如把一株树与定桩以绳相连: 树被砍倒
时，绳绷断，定桩原地不动，同样地，心原地不动，不受任何客体或所缘的左右。这就是灭儘杂

染之漏的圣者之心。 
        凡是按照这里提到的方式修心的人，将会证得安稳、自足、宁静，远离一切困扰苦迫。我们

在这里简要谈论的内容，足可以作为指南，助我们为此生从苦迫中解脱而修练心。重视这些事，
日后对我们有益。 

[21]『无明』[avijjā ]: 无觉知。有多层次，此處消解的無明非特指五上分結之根本無明。下文宿世智等直
覺智亦稱『明』 [vijjā] 。  
[22]『有』[being; bhava ]: 存在。『生』[birth; jāti ]: 出生。 

就在你的鼻端 
1957年8月26日 

        坐禅时出现疼痛或不适感，要加以审视，看它们从哪里来。不要让自己因此痛苦、烦恼。假
若身体某些部位不能夠服从你的愿望，不要为之焦躁。随它们去——因为你的身体，如同世上的
每一具人畜之身: 都是无常、苦、不可强迫的。因此，哪个身体部位服从你的愿望，你就呆在那
里，使那里保持舒适。这叫做择法[dhamma-vicaya]: 择其善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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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好比树: 没有哪一株完美无缺。随时都有新叶旧叶、绿叶黄叶、鲜叶枯叶。先是枯叶脱
落，鲜叶会慢慢地枯乾，迟些落去。枝干有的修长、有的浓密、有的疏短。果子的分佈也不均
匀。人身实际上也差不多。乐与痛，分佈並不均匀。痛的部位与舒适的部位随机混杂，你不能确
定它一直会那样。因此，儘量让舒适的部位保持舒适。不能保持舒适的部位，你不要烦恼。  
        这就好比走进一所房子，里面的地板已经开始朽烂: 如果你想坐下，不要选朽木，要选一处

地板依旧结实的地方。换句话说，心不需要去管那些控制不了的事。  
        或者，可以把身体比作一枚芒果: 有腐烂、虫蛀的地方，就拿刀把它切掉，只吃剩下的好的
那部分。你要是太笨，去吃长虫的地方，就麻烦了。身体也一样，不仅是身——心也一样，不总

是如你所愿。心情有时好、有时坏。你的『寻想』与『评估』应当儘量用在这里。  
        『寻想』与『评估』好比做工。这里的工作，是指入定: 让心在寂止中凝聚起来。使心专注
单一对象，然后用你的念注与警觉对它作审查与观想。你用少许的寻想与评估，你的定将给出少
许的果报。做工粗糙，有粗糙的果报。做工精致，有精致的果报。粗糙的果报不值多少。精致的
产品质地好，用处多——就像原子辐射，程度之精细甚至可以穿透大山。粗糙的东西质量低，不
好用。有时你把它们放在水里泡一整天，还是软化不了。但是精细的东西，只要有一点潮气，就
化开了。  
        定的品质，也一样。你的『寻想』与『评估』做得细致、彻底、慎密，你的『入定工作』就
会使心越来越寂止。你的『寻想』与『评估』做得马马虎虎，就不会得到多少寂止。身体会发

痛，你会感觉烦躁易怒。不过，一旦心能夠达到相当的寂止，身就会有舒适自在。你的心会有开
放清明之感。痛将会消失。身体各元素会感觉『正常』: 暖性恰到好处，既不太热又不太冷。你
的工作一旦完成，得到的果报将是至高的喜悦自在——涅槃。不过，只要工作还没有完成，你的
心不会有彻底宁静。不管去哪里，总有什么在心背后嘀咕。不过，工作一旦完成了，去哪里都可
以无忧无虑。  
        如果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1) 你还没有下決心; (2) 你还没有切实去做。你回避职

责、偷懒逃学。不过，你要是真正用心去做，毫无疑问定能完成。  
        你一旦意识到身的无常、苦、不可强迫，就应当使心对它保持平和的态度。『无常』的意思
是它在变化。『苦』不完全是指疼与痛，也指乐: 因为乐也同样无常、不可靠。一点小乐可以转

成大乐，也可以转成痛。痛也可以回转为乐，等等。(如果除了痛之外没有其它觉受，我们会死
去。) 因此，我们不应当太关注苦与乐。把身体设想成两部分，好比那枚芒果。把注意力聚焦在
舒适的部位，你的心可以得到宁静。把痛感留在另一个部位。一旦你有了一个禅定对象，就有了
一处让心安住的舒适所在。你不需要住於痛受。有一栋舒适的房子可住，为什么去睡在泥地里? 
        我们大家一心只要善德，然而如果你不能夠区分善德与杂染，儘可以坐禅到死，也永远找不
着涅槃。不过，你要是有悟性，用心於你正在做的事，它就不那么难了。涅槃实际上是件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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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为它一直就在那里。它从来不变。世上的事才难，因为它们一直变化不定。今天这样、明
天那样。你一旦做了什么事，就得一直照看它。但是你根本不需要照看涅槃。一旦证得，就可以
把它放开。继续证，继续放开——好比某人吃饭，把饭放进嘴里嚼过后，不停地吐出，不让它变

成肠中粪物。  
        这个意思是，你继续做善事，但不把它归於你自己。做善事，接着吐出去。这就是离欲法
[virāga-dhamma] 。世上多数人，一旦做了什么事，就攀附上去，把它当成自己的——於是得不
停地照看它。若不小心，不是被偷，就是损耗。他们是自找失望。好比吞下米饭的人: 吃了就得
排泄。排泄后又会肚饥，因此他得再吃再排，永无厌足之日。不过，证得涅槃，就不需要吞咽
了。你可以吃米饭，接着把它吐出。你可以做善事，接着把它放开。这就好比耕地: 泥土自然地
从犁头落下。你不需要把它掘起来，放进绑在牛腿上的口袋里。谁要是笨到把犁开的土掘起来装
袋，他再也走不远。不是牛给累垮，就是自己给绊得趴倒在地。那块地永远犁不完，稻种永远撒
不上，庄稼永远收不成。他就得挨饿。  
        我们的禅定用词『佛陀』，是世尊觉醒后的名号，意思是一位成就者、一位觉醒者、一个豁
然明白过来的人。世尊觉悟前，四处行脚长达六年，拜诸师求索真理，都不成功。他因此自己出
走，在五月的满月夜里，独坐菩提树下，发下誓愿: 不证得真谛決不起身。终於在黎明将近时

分，他随着呼吸禅定，证得觉醒。他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就在鼻端。  
        涅槃並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唇边，就在我们的鼻端。我们却到处摸索，总也找不着。你要
是真正诚心想找到清淨，就要下決心禅修，不求其它。不管来什么，你可以说: 『不要，谢

了。』乐? 『不要，谢了。』痛? 『不要，谢了。』善? 『不要，谢了。』恶? 『不要，谢了。』
道果? 『不要，谢了。』涅槃? 『不要，谢了。』如果对一切都说『不要，谢了，』还剩什么? 你
什麽也不需要剩下。那就是涅槃。好比一个人没钱，强盗怎么抢? 你要是有钱，又紧抓着不放，
难免有杀身之祸。这个你想拿着，那个你想拿着，到处背着『你的东西』，直到给压垮。你永远

不能脱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与善恶共存。修成离欲法的人，既自身儘善，又洞悉邪恶，然而对

两者都不抓紧，哪个也不据为己有。他们把两者置於一边、放开，因此行路时轻松自在。涅槃不
是一件那么难的事。在佛陀时代，有人在托钵的路上，有人在排尿时、有人在看农夫耕地时，成
就了阿罗汉。上善至德，难在起始、难在筑基——也就是连续保持念住、警觉，连续审视、评估
你的呼吸。不过，只要你坚持下去，最终一定成功。 

观察与评估
1956年7月24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htm (31 of 59) [12/31/2010 10:48:36 PM]



阿姜李-念住呼吸

        把注意力定在呼吸上时，重要的是，运用我们的观察力与评估力，学会变化、调节呼吸，使
我们能保持呼吸恰到好处地进行。只有那时候，才会得到有益於身心的果报。观察呼吸[气]如何
行走全程，从鼻端起往下，穿过喉结、气管、心肺，下行到胃肠。观察它从头部起下行，穿过双
肩、肋骨、脊柱、尾椎。观察呼吸[气] 从你的手指、脚趾顶端外出，透过每一个毛孔从全身外
出。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根蜡烛或者一盏汽化灯。呼吸[气]是灯头，念住是放光的燃油。你的身
体，从骨胳到皮肤，好比是围绕烛芯的蜡。我们想得善果，必须修到使心明亮、放光，像蜡烛一
样。 

* * * 

        世上一切事都有其配对: 有暗就有明。有日就有月。有显就有灭。有因就有果。因此，与呼
吸打交道时，心为因，念住为果。换句话说，心是行动者，念是觉知者，因此念住是心的果报。
至於身元素——地、水、火、风——呼吸[气] 是因。当心把这个因造得好时，身的果报是，各元
素明亮起来。身体舒适。强健。离病。经由身心升起的果报，以调息这个动作为因。果报是，我
们能认知、觉察。  
        我们坐下来禅定时，必须随着出息、入息观察它，看它进来时有什么觉受、它如何移动、或
者如何对身体的不同部位施加压力、它以何种方式升起舒适感。是长入息长出息自在舒适、还是
短入息长出息自在舒适? 是快入息快出息舒适、还是慢入息慢出息舒适? 是重呼吸舒适、还是轻

呼吸舒适? 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与评估力，学会纠正、调整、安抚呼吸，使它稳定、平
衡、恰到好处。比方说，慢呼吸不舒适，就调快一点。长呼吸不舒适，就改成短呼吸。呼吸太柔
弱，令你昏沉或者散乱，就加重、加强呼吸。  
        这就好比对一盏汽化灯调节汽压。一旦空气与煤油以适当的比例混合燃烧，那盏灯就会大放
光明——白色、耀眼、远照。同样地，只要念与呼吸[气] 紧密结合，同时我们懂得照料呼吸，使
它在身体各部位恰到好处，那么心就会稳定、合一，不会飞出去追逐什么想法、概念。它会发展
出一种功力、一团称为明辨的光亮——或者以果报来称呼，就是知见。  
        这个知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觉知，它不来自老师所教、他人所讲，而是被佛陀赞为正见的一
类特别的领悟力。这种领悟力与念住和警觉密切结合。它也可以算作正念、正定。当正定之心越
来越有力时，其果报可以引生直觉洞见、直证、清淨知见，最终趋向解脱，不再有疑。  
        心将会独立、静止、轻安——包容自身，像是玻璃灯罩内的火焰。哪怕有成群的飞虫围绕着
灯，也不能把火扑灭;同时，火也不能闪出来灼伤掌灯人的手。有念住在连续监督着的心，根本不
可能伸展出去接取任何念头了。它不会往前闪出、朝后晃出。外缘也闯不进内心。我们的眼——
明辨之眼——将会明亮、远瞩，正好比坐在网络的格点上，无论朝哪个方向看，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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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辨从哪里来? 我们不妨拿陶工、裁缝、编工的学艺过程作个比较。一开始，师傅告诉你怎
样制陶、缝裤、编篮。不过你做的产品是否匀称美观，有赖於你自己的观察力。假定你编了一个
篮子，接下来要仔细看它的比例，是太矮还是太高。太矮，就再编个高一点的，接着仔细看还有
哪里需要改进，是太瘦还是太肥。接着再编一个，比先前那个更美观。这样继续编下去，直到你
编出一个儘可能美观匀称、左右挑不出毛病的产品。最后这个篮子就可以作为标准，你现在可以
自己开业了。  
        你所做的，是從自己的行動[業] 當中學習。过去的努力，不需要再理会了，把它们扔出去。
这是一种自发升起的明辨、一种创新性、一种判断力，它们不来自老师所教的任何东西，而来自
独立地观察与评估你自己做成的产品。  
        禅修也一样。为了升起明辨，你在观呼吸时必须仔细观察，必须学会如何调整、改进，才能
使它在全身比例适当——达到流畅无阻的地步，使你以慢入慢出、快入快出、长、短、轻、重等
方式呼吸时，都感到舒适自在。要达到无论以何种方式呼吸，出息入息都感觉舒适的地步——以
至於任何时候你一专注呼吸，立即有自在感。你能夠做到这一步时，身的果报就会显现出来: 有
一种开放宽广的轻安感。身体将会强健，呼吸[气]与血液流畅无阻，不会形成让疾病侵入的开
口。身体将会健康、清醒。  
        至於心，当念住与警觉为因时，寂止之心为果。疏忽为因时，散乱、躁动之心为果。因此，
为了得到上述的善果，我们必须努力造起善因。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与评估力照料呼吸，
不断地纠正、改善呼吸，我们自己将会发展起觉知，那就是一步步提高定力所得的善果。 

* * * 

        当心带着全副的慎密专注时，它可以放开过去的概念。它看清了旧时诸所缘的真相，那里没
有什么持久、确定的实质。至於前方的未来，它又好比驾小船穿越大海，必然是危机四伏。於
是，心放开未来的概念，来到当下，知见当下。 

心堅定不移， 
無明消退。

        知见升起片刻、随后消失，令你领悟到，当下存在一种空性。 

空性。 

        你不抓紧关涉过去的世间造作、关涉未来的世间造作，也不抓紧关涉当下的法造作。诸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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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无明——也就是虚假不真的觉知——消失了。『真』也消失了。剩下的惟有觉知: 『觉

知……觉知……』。  
        造作身的因，即呼吸; 造作语的因，即构成词句的寻想; 造作心的因，即思维: 全部消失。然
而觉知不消失。当造作身的因在动时，你知道。造作语的因在动时，你知道。造作心的因[23]在
动时，你知道，但觉知不黏着於它所知的任何事。换句话说，造作不能夠影响它。只有单纯的觉

知。一念之间，心显现了，造作显现了。你想用，它们就在那里。不想用，它们依其本性，自行
消失。觉知超越一切。这就是解脱。 
        禅修者欲得善果，必须达到这类的觉知。心的修练，要求的就是这么多。把事情复杂化，会
造成众多纷扰，难以达到真正的目标。 

[23]造作身的因: 指呼吸[气] 。据中部44 《问答小经》[Cūǃavedalla Sutta ] 『出入息属於身，缚於身，故称
出入息为身造作[身行] 。寻想与评估[寻与伺] 之后口发言语，故称寻想与评估为语造作[语行] 。辨识与感
受[想与受] 属於心，缚於心，故称辨识与感受为心造作[心行] 。』出入息为身造作的主动因素。此处指
觉知已直观洞见造作之因与果。以上为英译者对笔者解说的概要。 

放开的艺术

1956年8月17日

        你坐禅时，即使没有得到任何的直觉领悟，起码要了解这么多: 入息时，你知道。出息时，
你知道。气息长时，你知道。气息短时，你知道。舒适不舒适，你知道。如果能知道这么多，你
做的很好了。至於那些进入内心的种种想法与概念[saññā] ，无论是好是坏、过去将来，把它们

轻轻扫到一边。不要让它们扰乱你正在做的事——也不要去追逐、釐清它们。当这样的一个念头

穿过时，就让它过去。保持你的觉知不受扰动，安住当下。  
        我们说心去这里那里时，实际上不是心去。只有概念去。概念好比是心的影子。身静止时，
它的影子怎么会动? 身在动，是影在动的因，影子动起来时，你怎么抓得住它? 影子是抓不住、
抖脱不了、固定不得的。構成當下的覺知: 那才是真正的心。去追逐概念的那个觉知，只是个影
子。真正的觉知，也就是知性，就在原地，它不站立、行走、来去。至於心——那个不以任何来
去、进退的方式行动的觉知——它是安静、不受扰动的。当心处於这个正常、平衡、不散乱的原
本状态下，也就是当它没有任何影子时，我们就可以宁静地休息。不过，如果心不稳定、不确
定、动摇不稳，概念升起来一闪而出——我们便去追逐它们，想把它们拉回来。追逐观念，正是
我们出错的地方，是我们必须纠正的地方。告诉你自己: 问题不在你的心，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影
子。  
        影子是不可能改善的。譬如你的影子是黑的，你用肥皂洗到死，它还是黑的，因为那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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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实质。你的那些概念也一样。你不可能把它们釐清，因为那只是些欺骗你的影像。  
        因此佛陀教导说，凡是不了解自我、身、心与心的诸样影子者，必然受无明——即暗昧痴迷
的知见——之苦。凡是以为心是我、我是心、心是它的种种概念者——凡是像这样把事情全都混
淆起来的人，既痴迷又失措，好比林中的迷路者。走失在丛林里，困难重重。既要提防野兽、又
有吃住问题。四下里看过去，见不到出路。不过我们迷失在世上，比起迷失在丛林里还要糟上多
少倍，因为我们日夜不分。我们没有机会找到一点光明，这都是因为心受无明的蒙蔽。  
        修练心，令它寂止，目的是为了使事情简单化。事情单纯起来时，心就能夠安止歇息。歇息
后，心自然会逐渐地明亮起来，升起知见。不过，我们如果让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让心混
迹於色、声、香、味、触、想法之间——那就是黑暗。知见是不会有机会升起的。  
        当直觉智升起时，如果你懂得利用，它可以引向解脱的洞见[毗婆奢那]。不过，如果让自己
对过去未来的知见兴奋起来，你不会超过世俗层次。换句话说，如果你过於涉猎色界知见，而不
去求证心运作的智慧，它会使你在灵性上滞於不成熟的状态。  
        比方说，禅相升起，你被吸引住了: 你知见了自己的前世，於是兴奋不已。过去从未了解的
事，现在可以知道了。过去从未见过的事，现在看见了。它们可能使你高兴过头，或者烦恼过

头。为什么?因为你对它们太认真了。也许你看见某个境界里，自己繁荣发达，是个有财有势的
帝王显贵。如果你让自己高兴起来，那是耽於自乐，你已经偏离了中道。或者，也许你看见自己
是个不屑做的角色: 豬狗鸟鼠、跛足畸形。如果你让自己烦恼起来，那是耽於自虐，你又偏离了
中道。有些人真会那样忘乎所以: 一见到什么，就自命不凡起来，以为比别人高明。他们让自己
骄傲自满起来——正道不见了，自己毫无觉知。如果不小心，这就是世俗知见把你引向的去处。  
        不过，如果你心里坚守这样一个原则，就能夠继续走在正道上: 無論出現什麽，是好是壞、
是真是假，不要讓自己高興，不要讓自己煩惱。维持心的平衡、中性，明辨会升起来。你会看
见，禅相体现着苦谛: 它升起( 生) 、褪化( 老) 、消失(死)。 
        执取你的直觉，那是自找麻烦。所证为伪的知见可以伤害你。所证为真的知见可以重重地伤

害你。如果你的知见为真，去转告他人，你是在吹嘘。如果后来发现是错的，它会反过来伤害
你。这就是为什么有真知见的人们说，知见是苦的精髓: 它会伤害你。知见属於『见瀑流』[24]的
一部分，我们必须跨越它。如果对知见紧抓不放，你已经出错了。知便知，就此放开。不需要激
动、欣喜。不需要去转告他人。  
        在国外留学过的人士，当他们回到家乡的稻田时，不会对乡里人讲述学得的知识。他们用平
常的话，讲平常的事。他们之所以不谈论自己的所学，是因为(1)没有人听得懂; (2)讲那些没什么
意义。即使面对能听懂的人，他们也不显示自己的学问。你修禅定就该这样。无论知道多少，要
做得好像一无所知，因为这是有修为者的行事方式。如果你对其他人吹嘘，已经夠糟了。他们要
是不相信你，那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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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无论你知道什么，只知而已，接着把它放开。不要设定『我知』。做到这一步时，你
的心就能夠证得出世，远离执取。 

* * * 

        世上万事，都有其真相。即使不真的事，也有真相——真相在於它们是假的。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必须把真的假的全部放开。一旦能做到了解真相后把它放开，我们就会有自在。我们不
会贫匮，因为真相，也就是法，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会一无所有。好比钱多时，与其拖着
走，我们把它存在家里。虽然囊中空空，我们却不穷。 
        真正有知见的人也一样。即使他们放开了知见，它还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圣者之心不会漂
泊不定的缘故。他们是放开，却不是不加利用地乱扔。他们像富人一样放开: 即使放开了，仍然
富足。  
        至於那些像贫者一样放开的人，他们不了解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当他们把值得做的
事扔棄时，只会走向災难。比方说，他们也许认为，万事无真实性: 五蕴不真，身体不真，苦集
灭道四谛不真、解脱不真。他们根本不作思考，懒到什么也不修，就放开一切，扔棄一切。这叫
做像贫者一样放开。就像不少摩登哲人: 他们死后再回来时，就得从头开始过穷日子。  
        对佛陀来说，他放开的只是身心中显现的真假之事，但他却没有仍棄身与心，因此才得到富
有的果报，把大量的财富传给后世。故此他的弟子永无匮乏之忧。  
        因此，我们应当以佛陀为楷模。假如我们以为五蕴毫无价值，因为它们是无常、苦、非我，
等等，於是漠视它们，这样的放开，果报必然是贫匮。好比愚人厌恶自己身上的脓疮，不愿碰
触，於是放开不管: 那个伤口是不可能愈合的。明智的人懂得清洗伤口、上药包扎，日后必能康
复。  
        同样，当人们只看五蕴的缺点、不看有益的一面，不善巧利用它们作有价值的工作时，这样

的放开，是不会得善果报的。不过，如果我们聪明，同时看见五蕴有害的一面和有益的一面，接
着在禅修中善用它们，观名色成就明辨智，我们将会富有起来。一旦拥有了真理——即法——的
财富，我们有钱不苦，没有钱也不苦，因为我们的心将会出世。过去一直蒙蔽着感知的种种锈迹
——贪、嗔、痴——如今将会褪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将会彻底清洁、清晰、明亮，
因为正如佛陀所说，法——明辨——如一盏灯。我们的心，远离一切困苦，将住於趋向解脱的法
流。 

[24]『见瀑流』[diṭṭhi-ogha]: 直译为见解与观念的洪水。 

使呼吸更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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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3日

        我们坐禅时，重要的是仔细观察呼吸[气] 的层次。体内的呼吸[气]有三个层次: 普通、精细、
深度。  
        一、普通呼吸[气]是我们吸入体内的呼吸。它有两类: (1) 一类混合着不纯或者说被污染了的
空气: 它在进入肺部后並不完全排出。杂质积淀在体内。当这些杂质与心脏里的血液混合时，导

致该血液有害身体、引起病症。不过这些病症不需要药物治疗。我们如果以呼吸[气] 治疗，它们

会消失。(2) 另一类普通呼吸[气]是有益的——它混合着纯淨的空气。当它在心脏里与血液混合
时，对身体有益。  
        二、精细呼吸[气]温和、柔软。它是由出入息派生而来、渗透於血液与经络之间的那股细微
的呼吸感[气感]。正是这种呼吸赋予我们遍佈全身的觉受。  
        三、深度呼吸[气]比精细呼吸层次更深。它清凉、宽广、空性、色白。  
        传佈着滋养身体的那种精细呼吸[气]，是一个重要的呼吸层次，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观察呼
吸所有三层次的基点。当这团精细的气传遍身体的每个部位时，身将会有轻质、空性、安静之感
——不过我们仍保持念住与警觉。心稳定，身感也稳定。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会有连续的念住与
警觉。这时将会有一团明亮的光，出现在气感之中。我们虽然闭着眼，却好似睁着。我们会感到
体内的气有一团白光，好似一盏汽化灯的灯头，浸沐在光亮之中。这就是深度呼吸。心安详、寂
止; 身安详、寂止。  
        这时候的心，可说是在正定之中，从那里可以引生解脱洞见。解脱洞见能斩断一切关涉过去
未来的概念。换句话说，心满足於守着这团宽旷空性的深度呼吸[气]。只要心还没有穿透到这个
呼吸层次，那么它还没有摆脱五盖。它不升起明辨; 它没有真正的觉知。不过，当来自寂止的觉

知获得功能时，就升起力量与光明。心与气俱都明亮。当呼吸[气]各层次同等强大时，深度呼吸
[气]就会明显起来: 安静、平滑; 无波;不动、性韧。这时候的气不受出入息的影响。身安静、无痛
受。它轻质、饱和、充沛，就像汽化灯里的灯头: 无须充气、无声无息，里面的空气仿佛静止
了，然而灯光耀眼。只要有[汽化] 煤油，灯就会大放光明。  
        身安静，没有上下高低之感。当气如此平滑、平稳时，它使身有轻质、空性、安静感。这叫
做身轻安[kāya-passaddhi] 。与这安静之身在一起的心，叫做心轻安[citta- passaddhi]。心与这个寂
止在一处时，就明亮起来。这个光明来自心的牢固入定。心牢固入定时，引生洞见。 
        洞见升起时，我们能夠觉知由出入息引生的名色[25]层次。 
        我们觉知普通呼吸、精细呼吸、深度呼吸。这三个呼吸层次我们都能夠保持密切的注意。觉

知达到这个程度时，才可以说我们已知解呼吸，或者说已知解『色』[体感] 。接下来，我们观察
这些事件如何影响心，这叫做知解『名』[心理动作] 。我们一旦知解名色，就会懂得: 『这是真觉

知。这是真觉知的知解之道。』只要我们还不能使心这样做，我们不可能知解。不能知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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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jjā: 无明。 
        无明等於暗昧。普通呼吸暗昧，精细呼吸暗昧，深度呼吸暗昧。这种暗昧怎样伤害身心，我
们不知道: 於是更暗昧。无明。无明好比用焦油点汽灯，无明有焦油的一切缺点。给他人只带来
麻烦，也就是暗昧，同时又败坏我们自己的心意。好比焦油点火，只会冒黑烟。越烧烟越黑——
我们还以为自家黑烟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实际上它就是无明，这是对无明的无明。因此无明越来
越深重，直到我们身上盖着厚厚的黑灰。  
        这种黑灰正是有害的污染。火冒黑烟时，光不良、火不良、烟不良。不良黑烟正是无明的特
性，既然不良，升起的知见不良，果报也不良。这些都是造苦的事物。这就是无明之害。  
        无明导致的伤害，好比薪火，不但催汗，而且那个火像烈日一样又红又猛。朝哪里聚焦，那
里就着火。烧久了，地上盖满了黑灰，生火的人也全身脏污。脸黑手黑衣黑，不过他以为这层黑
属於自己，因此也不嫌。好比自己身上的脓疮，再脏再臭，自己摸着不嫌。可要是看见同样的脓

疮长在别人身上，他会厌恶得不愿看，甚至都不愿走近跟前。  
        心受无明蒙蔽的人，正好比那个满身烂疮、却不知难堪自厌的人。又好比我们看见自家灶墙

上的黑灰: 看着毫不觉得丑陋、厌恶、难堪。但要是在别家厨房里看见它，我们就想跑。  
        无明杀死人。无明是陷阱。不过普通陷阱只抓些笨兽，聪明的一般不会给抓着。如果我们愚
蠢，无明会把我们抓去吃了。在无明的掌控下生活，也就是说，不熟悉体内这三种呼吸层次，我
们必然得伤害果。不过，了解呼吸，就等於有正念。我们将会懂得自己行为[业] 的因与果。了解
这一点，就等於保持念住与警觉。我们的身与业，会对我们明白地显示出来，好比一盏自明灯。
它的明亮从哪里来? 来自煤油的能量。深度呼吸也一样，它在体内静静的，像一盏大放光明的汽
化灯: 静得好像内部没有泵入空气。 
        这就是身轻安。至於心，它好比水晶，四面透明;又好比灯光，利益众生。这就是所谓的 
pabhassaram idaṃ cittaṃ: 『此心明淨』[26]。当我们能夠如此保持心的纯淨时，它就会获得进一
步观察更深层次的功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觉知。我们必须使心力比这更强: 
那就是毗婆奢那，明察的洞见。  
        毗婆奢那升起时，就好比把煤油直接浇到汽灯的灯头上: 火焰顷刻燃升;光明一闪而起。标记

体感[色] 的概念将会消失; 标记心理活动[名]的概念也会消失。对事物的一切标记与命名的动作将
在刹那间消失。色照样还在，名照样还在，但抓住它们的标记已被切断，好比电报线路已被切
断: 发报机在、接受机在、电线也在，却不通了——因为电流不再流动。想发电报的人儘管去
试，但一切静悄悄的。心也一样: 当我们切断标记与概念时，无论任何人对我们讲什么，心静悄
悄的。  
        这就是毗婆奢那: 一种超越无明的影响、远离执取黏着的觉知。心上升到出世，从这个世间

解脱。它住在一个高於普通世界的『世界』，高於人界、天界、梵天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证得
无上正自觉醒之智时，有一股震动穿越全宇宙，从最低等的地狱，经过人界，上达梵天诸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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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因为他的心力已经圆满成就，得以一路直上，超越了梵天界。  
        因此，我们应当观察自己现在正在作的普通呼吸，它升起的利与害两相参杂。精细的呼吸
[气]滋养着血管与经络。深度呼吸调节着全身气感，使得气自养自足。地元素、火元素、水元
素，各各趋向自养自足。等到四元素全部自养自足时，它们就会趋向平等协调，於是体内不再有
动荡。心自养自足，身自养自足，我们可以不必操心了，好比我们把孩子养大了。身与心成熟独
立，各行其事。 
        这就叫做『各自证知』 [paccattaṃ]: 我们亲自看见，自己负责。『此时即现』[sandiṭṭhiko]: 我
们自己所见明晰。『无时相』[akāliko]: 任何时候一观想呼吸[气]的三个层次，我们立即获得舒适
与自在。用法律术语来讲，是已经成年。我们不再是未成年者，现在可以依法全权接管父母家业

了。用戒律术语来讲，是不需要跟着戒师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能夠照顾自己。用佛法术语来
讲，我们不再必须依赖导师或文本了。  
        我方才一直在这里讲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怎样用我们的观察力去熟悉呼吸[气]的三个层

次。我们应当照料呼吸，直到获得领悟。如果我们随时对这三类呼吸保持观察力，就会得到果报

——也就是身与心的自在——好比厂主一直管着员工，下属不会有机会推卸责任，该做什么就得
认真去做。果报是，我们的工作必然能夠或者快速完成、或者持续进步。 

[25]此处『色』[ rūpa] 依英文直译为体感[physical sensations];『名』[ nāma] 直译为心理动作[mental 
acts] 。『色』指身体对内在觉知的直接呈现形式，其不可再分者为四元素。观色，即是对四元素的分辨
觉知。『名』指心理或精神活动，为五蕴之后四蕴的统称。由出入息升起之色，指由呼吸[气] 造作的体
感。由出入息升起之名，指不同形式的呼吸所促生的善巧或不善巧心态。觉知出入息升起之名，指懂得
以气息影响心，藉调息把心引入善巧心态。以上为英译者对笔者解说的概要。此处的体感[sensations] 殊
异於五蕴之受蕴[feelings] ，后者指身与心的痛、乐、不痛不乐之受。  
[26]见增支部1.51- 52 《明净经》[ Pabhassara Sutta]: 『比丘们，此心明净，为客尘染。未受教的凡夫，未
如实明辨，故此—— 我告诉你们，未受教的凡夫—— 无修其心。』『比丘们，此心明净，离客尘染。圣
者的受教弟子，如实明辨，故此—— 我告诉你们，圣者的受教弟子—— 有修其心。』 

直路
1956年9月14日

        你在观呼吸时，必须试着切断一切外缘。否则，让自己散乱走神，是不可能觉察呼吸与心的
精细层次的。  
        体内的呼吸能量[气能]可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位於心肺、一部分位於肠胃、第三部分位於全身
的血管。这三部分都是连续动态的呼吸;不过还有一种呼吸——一种明亮、空性的静态的气——集
中在心肺与肠胃之间的横隔膜部位。不同於心肺中蒸发的呼吸，这类呼吸是静态的。它不对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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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部位施加压力。  
        至於动态的呼吸，当它碰撞血管时，会有暖感或者热感，有时导致鼻水的分泌。如果呼吸
[风] 制压了火元素，就会使血液清凉。如果火元素制压了呼吸[风] 元素，就会使血液发热。如果
这些元素以恰当的比例组合，就升起一股舒适自在之感——放松、宽广、寂止——好似有了观察
天空的无碍视野。有时，又有一种自在感——放松、宽广、但有动态: 这叫做喜[piti] 。 
        最适於专注的呼吸，是那种空性、宽广的呼吸。使用这种呼吸，意思是，使用其中最占主导

的觉受，例如当你有极其放松、极其空性、极其舒适之感时。不过如果有动感，就不要用它。只
用那些空性、放松、轻质的觉受。用的意思是，扩大它们的范围，使你的全身各部位都有空性的
觉受。这就称为懂得使用现有的觉受。不过在使用这些觉受时，必须保持全然的念住与警觉。否
则当空性或轻感开始出现时，你也许以为身体消失了。  
        在让这些觉受扩展开来时，你可以一次传播一种，也可以一起传播。重点是使它们保持平
衡，而且，你要同时把整个身体作为觉知的单一专注对象。这就称为直道 [ekāyana-magga,一乘
道] 。掌握了此道，就譬如你能把一块白布，或者藏入拳心，或者展成两米。你的身体也许有五
十公斤重，却感觉只有一公斤那么轻。这就称为大念处[mahā-satipaṭṭhāna] 。  
        当念住饱和全身，如同火焰饱和了汽化灯灯头的每根灯芯时，全身的元素协同工作，好比一
伙人协同做一件事: 各人在这里那里出点力，用不了多久工作就轻松完成了。正如灯头的根根灯
芯被火焰饱和时发出明亮的白光，同样，如果你把你的心，浸沐在念住与警觉里，使得它对有全
身的意识时，身心两者会轻起来。当你想用这股念力时，你的身感会立即大放光明，有助於培育
身心两者。你可以长久地站坐，不觉得吃力; 走长路，不觉得疲劳; 长期只吃少量食物，不觉得饥

饿;一连几天不吃不睡，也不失精力。  
        至於心，它将变得清淨、开放、无染。心也将变得明亮、无畏、坚强。信力[saddhā-balaṃ]: 
你信心十足，好比一辆车开足马力奔驰不息。精进力[viriya-balaṃ]: 你的精进将会加速、提升。
念力[sati-balaṃ]: 你的念住与警觉力量强大，能知过去、未来。举例说，宿世智与生死智: 这两类
直觉，基本上是念住的不同形式。你的念一旦充分培育，它会使你知见人们的旧业与宿世。定力
[samādhi-balaṃ]: 你的定力强大，不可动摇。没有什么活动会杀死它。换句话说，无论你在做什
么: 坐着、站着、讲话、行路，一想练定，心马上收摄。任何时候你要入定，一想就有。等到你
的定力强到这个地步时，修观毫无问题。明辨力[pañña-balaṃ]: 你的洞见会像一把双刃剑，对外
在事件有敏锐的洞见，对内心事件也有敏锐的洞见。  
        当这五力在内心出现时，心将会圆满成熟。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明辨根
[saddhindrīyaṃ viriyindrīyaṃ satindrīyaṃ samādhindrīyaṃ paññindrīyaṃ] ，将会在各自的领域中成
熟、主导。成年人自会相互合作。当他们一起做一件事时必然成就。因此，等到有这五个成年人
为你做事时，任何工作你都能完成。你的心将会有功力摧毁内在的一切杂染，好比核炸弹能夠摧
毁世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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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心有这等功力时，解脱洞见将会升起，好比一根四面锋利的长矛。它又好比一把周边

带齿的电锯，身就像那电锯的支架，心就像那圆形锯片: 转到哪里，它能把输入的一切都给锯

开。这就是解脱洞见的本质。  
        这就是当我们懂得如何使呼吸更精细、如何使静态呼吸扩展开来利益身心两者时，所能得到
的果报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把这些事牢记在心，儘量把它们运用於禅修，使我们能共享这些善
益。 

安止处

1956年9月22日

        你在闭眼坐禅时，只需把眼皮合上。不要像入睡的人那样把视功能关闭。你必须保持眼神经

的清醒与活力，否则将会使自己睡着。  
        默想你的内在禅定所缘[对象] ——也就是出入息;接着默想把你的外在禅定所缘——『佛
陀』，即觉醒，世尊的功德之一——把它带入、伴随呼吸。  
        等到你能夠舒适地专注呼吸之后，要让这股呼吸感传遍全身，直到你感觉轻质、柔软、自
在。这叫做在修定中保持正确的品质。令心定驻、不让它脱离呼吸，这叫做保持正确的所缘。让

念住牢牢盯着你的禅定用词、不出空档，这叫做保持正确的动机[意志] 。等到你能夠让心固守这

三个要素时，才可以说，自己是在禅修。  
        我们一旦下決心以这种方式修善时，那些不良事物，也就是五盖，必然会偷偷地溜进心里
来。如果按名字称呼它们，一共有五个。不过我们这里不谈名称，只说它们是什么:(1) 五盖是污

染、腐败心的事物。(2) 它们使心暗昧、浑浊。(3) 它们是阻挡心固守禅定要素的障碍。  
        五盖来自於向外攀缘。之所以向外攀缘，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所缘之弱。内在所缘弱，意思是
我们的心不能夠牢牢固守它的对象。好比让水勺漂在一桶水里: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把它镇住，它
必然会动摇、倾倒。正是心的动摇，开启了门户，各种障盖蜂拥而进，使心失去平衡。 我们应该

使自己了解，心倾倒时，它可以朝两个方向倒: 
        (1) 它可能倒向过去的念头，从两个钟头前发生的事、一直回到出生时吸进的第一口气。这

种干扰在意义上分两类: 或者与世间事有关——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好事坏事;或者与法有关
——已经发生的、我们注意到的好事坏事。(2) 或者我们的心，有可能倒向未来的念头——一样

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关涉世、关涉法、好事、坏事。  
        我们的心这样开始漂移时，所得的果报必然是: 或者得意或者不满，这两种心态，一个是耽
於享乐、一个是耽於自虐。因此，我们必须连续地把握住心，把它带入当下，使这些障盖不能渗
透进来。不过即使那时，心也不真正平衡。它多少还会动摇。但这种动态也不真正算错(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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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怎样利用它，它就不是错;如果我们不会用，它就错了) ，因为心有所动时，它是在找一个
停住处。巴利经典中这叫做求生者[saṃbhavesin,寻找投生处的有情] 。因此经上教导我们，要找一
个禅定主题作为心的聚焦处，就好比用电影屏幕作为投影的聚焦面，使成像清晰可见。这是为了
不让外缘闯进来。  
        换句话说，经上教我们禅定时把心聚在一处，放在呼吸上。心想呼吸，叫做寻想——就像我
们现在正在做的，入息时想『佛』、出息时想『陀』。至於心的摇动，那叫做评估。当我们引进

评估时，就可以放开一部分寻想。换句话说，可以停下重复『佛陀』，接下来开始观察每一次出
入息对身体有多少影响。出息时它感觉轻松自然吗? 入息时舒适吗? 如果不舒适，要作改进。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引导心时，就不需要想『佛陀』了。入息将带着我们的念住与警觉感，渗
透、传遍全身。当我们放开一部分寻想——也就是停止重复『佛陀』——只剩下跟緃呼吸的动作
时，评估的动作就增加了。心的摇动本身，成为我们专注的一部分。对外的攀附寂止下来。『寂
止』不是指耳聋了。寂止的意思是，我们不把心搅动起来，出去追逐外在对象，无论过去未来。
我们让心完全停驻当下。  
        心以这种方式入定时，它就培养起敏觉与知见。这种知见不来自课堂与书本。它来自践行
——好比造瓦: 开始时，我们只会把黏土与沙掺起来做成平瓦。不过继续做下去，知见会多起来: 
怎样做得美观，怎样做得坚固、耐久、不脆。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做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
越做越美观时，我们做成的产品本身会反过来成为老师。  
        观呼吸也一样。随着连续地观察呼吸[气] 怎样流动，我们对入息会熟悉起来: 它是否舒适; 怎
样入息才有舒适感; 怎样出息才有舒适感; 什么样的呼吸使我们感到紧张、侷促; 什么样的呼吸使
我们感到疲劳——因为呼吸可分四类。有时可以是长入息长出息、有时是长入息短出息、有时是
短入息长出息、有时是短入息短出息。因此，我们应当观察这四种呼吸的每一种在体内的流动情
形，了解它们对心、肺、及身体的其它部位有多少增益。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连续地审视与评估时，念住与警觉将会成为内在的主导。我们的内心将会
升起定力、升起明辨、升起觉知。培养了这种技能的人，甚至有可能不必以鼻呼吸，而是透过眼
或者耳呼吸。但是一开始，我们必须利用透过鼻腔的呼吸，因为它是外显的呼吸。我们必须首先
学会观察外显的呼吸，之后才能夠觉察体内更精细的呼吸[气] 。  
        体内的气能，总的来说有五类:(1) 连续流入流出的『客居呼吸』[āgantuka-vāyas,客居气] 。
(2) 停留在体内、但能夠渗透到各个部位的气能。(3) 原地转动的气能。(4) 能夠来回流动的动态气
能。(5) 滋养全身经络与血管的气能。 
        一旦对各种气能与怎样利用它们、怎样改进它们给身体带来舒适感有了了解，我们将培育起
专精。我们会更加熟练地调节身感。果报会升起来: 一股遍佈全身的充沛与满足感，好比煤油渗
透了汽化灯的每根灯芯，使它发出明亮的白光。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htm (42 of 59) [12/31/2010 10:48:36 PM]



阿姜李-念住呼吸

        『寻想』好比把泥沙放入筛盘; 『评估』好比滤沙。我们一开始把泥沙放入筛盘时，沙粒粗
糙、成块，不过随着继续筛滤，沙粒会变得越来越精细，最后只剩下细沙。我们把心定在呼吸上
时也一样: 最初阶段，呼吸仍然粗糙，不过随着我们继续运用越来越多的寻想与评估，呼吸[气] 
会变得越来越精细，直到它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粗色[oḷārika-rūpa]:多种多样的舒适体感[色] 将会
显现——轻感、空旷感、休憩感、疼痛消失等等——我们只感到法的清新、喜乐，常有清凉、轻

松。细色[sukhumāla-rūpa]: 这种乐感将会出现，像是细微的颗粒，像是构成空气的原子雾体，但
肉眼是看不见的。不过，虽然到这一步时我们感到舒适轻松，这股渗透全身的雾状乐感仍然可以
给心造起一个投生处，因此我们不能说已经超越了苦。  
        这是我们修定时能夠培育的觉知形式之一。凡是修得的人，将会升起一种内在的清新感: 轻
如棉绒。这种轻感有着多种功力。劣[hinaṃ vā]: 粗显的体感将会消失，胜[paṇītaṃ vā]: 转变成一
种更精细的体感，胜妙美好。  
        这里的美好，不是那种来自艺术、装饰的美好。它的美好，在於明亮、清晰、新鲜。清新。
安抚。宁静。这些素质会在体内形成一种光辉美好感[sobhaṇa] ，它是一种充满全身每一处的喜
乐昇华之感。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各自均衡、充沛。身感到美好，同样这也不是艺术上
的美好。这一切叫做胜妙色[paṇīta-rūpa] 。  
        当身体达到这个程度的充沛圆满时，四种元属性在各自域界中全部成熟起来，自司其责，可
称为大种色[mahābhūta-rūpa]。地自对地的事负责、水自对水的事负责、风自对风的事负责、火
自对火的事负责。当四元素对各自的事务更加负责、成熟时，这就称粗色。空间性与意识性也成
熟起来。好比它们都长大成熟。成年人同住时争吵、争执自然少。孩童们一起住时，倾向於吵闹

不休。因此，当六元素全部成熟时，地与水不起冲突、水与风不起冲突、风与火不起冲突、火与
空间不起冲突、空间与意识不起冲突。大家将和谐团结地活着。  
        这就是所谓的 ekāyano ayaṃ maggo sattānaṃ visuddhiyā : 『这是淨化众生的一乘道』[27]。四
种物质元素全部成熟，体感合一。当心进入这条一乘道[合一道] 时，它能夠熟知身体的事件。它
感到这个身好比它的孩子;心好比父母。当父母看见孩子长大成熟时，必然自豪。当他们看见孩子
能夠照顾自己时，就可以放下养育的重担了。( 这时不需要谈五盖了，因为这时的心已经牢固入
定。五盖没有机会溜进来。) 
        心能夠以这种形式放开身时，我们在身心两者之中都将感受到一团内在的光辉，所谓光辉，
意思既在於它是一种不同於世间之乐的宁静之乐——譬如，身体的自在、放松，无倦、无痛——
也在於它明亮四射。至於心，它既感受到宁静意义上的光辉，也感受到明亮的光辉。这团宁静的
光辉，正是福德[puñña,内在价值] 的精髓。它就好比水自冰体昇华，聚成云雾，或者化雨而落、
或者自由高飘。同样地，这股宁静的清凉感爆发成一团光雾。地、水、风、火、空间、意识这些
属性，都成为一团雾。这就是六彩光芒[chabbaṇṇa-raṅsī] 升起之处。 体感似乎在放射光辉，像一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htm (43 of 59) [12/31/2010 10:48:36 PM]



阿姜李-念住呼吸

枚熟桃。这团光的功力称为法光[dhammo padīpo] 。当我们修成这个素质时，身安稳、心完全清
醒。有一团光雾——一种功能——在内心出现。这道光，随着它越来越有力，正是直觉智将会升
起之处: 它是证悟四圣谛的工具。随着这股直觉感强大起来，它将会转成知见与觉性: 这类知见不
是从别处学得，而是来自修练。  
        凡是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将会发现，心已证得佛、法、僧的功德，这些功德会进入、浸沐心。
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佛、法、僧的归依。无论谁，只要能做这么多，就能夠证得觉

醒，不需要去做太多别的。如果我们细心、慎密、精进、念住、明辨，就能夠开启自己的耳目、
获得多样知见——我们甚至也许再也不必重生，回来重新修定了。不过如果我们自满起来，粗
心、疏忽、懒惰，就得回来重新开始修。 

* * * 

        我们修定，是为了从内心消解五盖。五盖彻底静止时，心才能达到法住[vihāra-dhamma] 
——即可以构成心之家的内在素质。那时候我们才能夠完全脱离五盖。我们未来的重生域界将不
会低於人界。我们不会被迫投生四恶趣[apāya] 。心一旦到达这个内在之家，它就有能力把自己
提升到出世层次、进入涅槃的法流。如果我们不懒惰、不自满，如果我们精进禅修，就能夠从世
俗层次中解脱。如果我们的心证得入流的素质，就永远不必投生恶趣了。 
        入流果者，用极其简单的话解释，是指那些心已经确定不疑、但还有某些形式的粗糙想法的
人——不过他们永远不敢让那种粗糙表现在行动上。至於凡夫，他们一有粗糙念头，必然显现在
言行上: 杀生、偷盗等等。虽然入流者也许仍有某些形式的粗糙，但他们在行动上绝不粗糙，好
比某人手里有把刀，但他生气时不会用它来砍人脑袋。  
        凡夫对自己的杂染通常是不能夠说『不』的。他们的行动通常必须得服从升起的杂染。举例
说，当他们大怒时是不能夠忍耐的。他们非得发作起来，甚至於恶劣到违反道德准则的地步。初
果者虽然有杂染，却能夠对它们说『不』。为什么? 因为他们内心根植着正念，受它的监督，能
夠明辨是非。  
        心朝善的方向动时，他们觉知。心朝恶的方向动时，他们觉知。他们看到、听到、嗅到、尝

到、触到，像常人一样，但他们不让这些东西侵入内心。他们有自制力，能夠抵制自己的杂染，
好比一个人托着一碗水奔跑，能夠滴水不洒。虽然入流者也许在『骑自行车』——坐、站、行、
卧、说话、思考、吃饭、睁眼闭眼——但他们内心的永久素质从不翻倒。这是一种永不消失的素
质，虽然它有时可能动摇一下。正是那种动摇可以导致他们重生。不过，即使重生，他们也将投
生人天善趣。  
        至於凡人，他们的投生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律或者逻辑[28]，而且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息。然而
入流者却懂得『生』。虽然经历『生』，他们却让它『灭』[消解] 。换句话说，他们不服从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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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动。他们对不良冲动响应微弱，对良善的冲动响应强烈。凡夫对不良冲动响应强烈，对良善
的冲动却响应微弱。比方说，某人決定去寺院做福德，如果别人因此讥笑他说，去寺院的人是老
脑筋，不然就是走投无路了，这个人於是根本不想去了。不过，别人再怎么劝他做善事，他很少
响应。这是因为心已跌落到极其低下的层次。  
        至於入流者，无论粗糙的冲动出现多少次，涅槃的善德始终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的心。正
是这块磁铁吸引他们不停地修到终点。当他们到达终点时，就不再有生、不再有老、不再有病、
不再有死。色寂止、受寂止、想寂止、行寂止、识寂止。至於六元素，它们也寂止了: 地寂止、
水寂止、风寂止、火寂止、空寂止、识寂止。元素、蕴、处，都寂止了。不再有针对任何蕴的心
理标记。心理标记正是让蕴跑进来的媒介。当心理标记停止时，谁也不跑了。大家都停止奔跑
时，就没有推攘、没有冲撞、没有交谈。心自司其责，自己照顾自己。  
        至於元素、蕴、处，每一项独立存在於各自区域里，每一项自管其事。没有侵入任何一方地
盘的情形。一旦不存在侵入，会有什么麻烦? 好比一根火柴独自留在火柴盒里: 能起什么火?只要
火柴头不磨擦粗糙平面，就没有机会起火。这不说明火柴里没有火。它一直就在那里，只要它不
抓取任何可燃物，就不会烧起来。  
        不再抓取杂染的心，也一样。这就是涅槃的意义。它是至高的善德，是佛教的终极目标，也
是我们个人的修持终点。不在戒德、定力、明辨这三重训练上进步，我们不会有机会到达终点。
不过，如果我们在内心汇聚、增进它们，我们的心将培育起知见与觉性，把我们推向高等境界，
推向涅槃。 

* * * 

        圣弟子好比是懂得雨水由海水蒸发、聚落的人，知道雨水就是海水、海水就是雨水。凡夫好
比那些不知雨水来源的人。他们以为雨水在天上，於是痴等着只喝雨水。如果天不下雨，必然会
死。他们之所以无知，是自己愚蠢，不懂得找新的水源——即圣弟子的素质——因此只得收集旧
水一遍遍地重复吃。他们就这样在轮迴圈里一遍遍地重复转，不想法子摆脱这堆苦痛。他们好比
沿着箩筐的边缘一圈又一圈探路的红蚁，那个圈子周长连两米都不到，这都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
箩筐边是圆的。这就是我们无休无止地经历生老病死的缘故。  
        至於圣者们，他们看见了世上的一切，就是那些陈年旧事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贫富、善恶、
苦乐、毁誉等等，一轮又一轮地互换位置。这是杂染的轮迴，它使无明者误解。世界本身在周
转: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接着回到周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直到十一月、十二月，又回到一月。鼠年、牛年、虎年，直到豬年，又回到鼠年。事事如
此，夜跟着日、日跟着夜。夜间也不确定，我们的白天是别人的夜间、他们的白天我们的夜间。
世事就这样变化不息。这叫做世界的流转，它导致那些一知半解的人误解、相争。  
        圣者们以这种方式观世时，他们就增长起离欲，再也不想重生於世界了——世界有各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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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有的世界只有冷，有的只有热: 众生不可能投生那里。有的世界只有日光、有的只有月光、还

有的世界不见日月。这就是世间解[lokavidū] 的意思。  
        因此，我们得知这些道理后，应当仔细思考。凡是觉得值得信赖的，要把它们用来修心，让

道与果在内心升起来。做任何事，不可疏忽自满，因为生命如草间朝露: 日光触及之下，顷刻间

消逝无形。  
        我们随着每一次出入息，都在死亡。稍有大意，死期必至，因为死亡是极其容易发生的一件
事。它每时每刻在等候着我们。有人死去，是因为睡眠过多、或者是: 吃多、吃少、受寒、受
热、大喜、大悲。有人痛极而死、有人无痛而终。有时哪怕无事安坐，也不免一死。你要看见自
己被死亡四面包围—— 因此精进努力，儘量培育世间与出世两方面的善德。 

[27]见长部22 《大念处经》与中部10 《念处经》。 
[28]据英译者，指其重生境界随机上下，不能朝一个方向进步。 

正定
1960年10月4日

        禅定时，你必须思维。如果你不思维，就不会禅定，因为思维构成了禅定的一个必要部分。
比如禅那: 藉寻想之力，把心领到所缘上，藉评估之力，分辨你选择的所缘。审查你的禅定所
缘，直到看见它对你恰好合适。你可以选择慢呼吸、快呼吸、短呼吸、长呼吸、窄呼吸、宽呼
吸; 选择热性、凉性、暖性呼吸; 选择只到达鼻的呼吸、只到喉根的呼吸、一直下行到心的呼吸。
当你找到一个对自己口味的禅定所缘时，要抓住它，使心合一，专注单一所缘。做到这一步后，
要评估你的所缘。引导你的意念，使它凸显而出。不要让心离开所缘。也不要让所缘离开心。告
诉你自己，这就好比吃食: 把食对准口、口对准食。不要错过。如果你错过了，把食物朝着耳、
腮、眼、额送过去，就什么也吃不着了。  
        你的禅定也一样。有时候，心的那个『单一』所缘突然转弯，进入好几百年前的过去。有时

候，它又进入未来，把各种各样的杂念带回来，充斥你的心。这就好比拿起食物来，却送到头

顶，让它从身后落下，它必然给狗叼了去; 又好比把食物送向口边，到了跟前却把它丢开了。发

生这种情形，就说明你的心还没有与它的所缘相互契合。你的寻想力还不夠牢固。你必须把心领

到所缘里，接着继续照管它，确保它在那里呆着不走。好比吃东西: 要确保以食对口，直接送进

去。这就是寻想。食对准口、口对准食。你肯定它是食物，你了解它的种类: 是主餐还是甜品、
是粗食还是细食。  
        你一旦分辨清楚了，东西到了嘴里，马上要咀嚼起来。这就是评估: 检查、审视你的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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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属於近行定: 检查某个粗糙的所缘，使它越来越精细。如果发觉呼吸长，就检查长呼
吸。呼吸短，就检查短呼吸。呼吸慢，就检查慢呼吸—— 看心能不能跟那种呼吸呆在一起，看那
种呼吸能不能跟心呆在一起，看呼吸是否平顺无阻。这就是评估。  
        当心升起了寻想与评估时，你既有了定力，也有了明辨。寻想与一所缘性属於定力;评估属於
明辨。有了定力与明辨这两者，心寂止，知见得以升起。不过，评估太多，它有可能破坏心的寂
止。寂止太多，它可能使禅思熄灭。你必须监督心的寂止，确保各禅支比例得当。如果你没有一
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那就麻烦了。如果心过於寂止，你的进展会比较慢。思虑太多，它会带

着你的定力跑掉。  
        因此要仔细观察。还是举吃的例子。如果你把食物猛一下塞进口里，结果可能会噎死。你得
问自己: 这对我有益吗?我能对付它吗? 我的牙结实吗? 有些人光剩牙龈，还想吃甘蔗: 那是不正常
的。有人哪怕牙疼欲落，还想吃脆食。心也一样: 才刚有一丁点静止，我们就想知这个、见那个
——贪多嚼不烂。首先得确保你的定力根基扎实，你的明辨与定力平衡得当。这一点非常重要。
评估力必须成熟，寻想力必须牢固。  
        比方说你有一头水牛，你把它繫在木桩上，把木桩打进地下深处。如果你的牛力气大，它可
能乾脆带着木桩跑了。你必须了解自家牛的力道。如果它实在太壮，你把桩牢牢打定后，还得一
直看着它。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思维固执过了头，超出了心寂止的范围，那么就把心定
着不动，让它格外静止——但不要静到你对事物不知动向的地步。如果心太静了，恍恍惚惚的，
发生些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一片昏暗，全给堵在觉知之外。再或者，时好时坏，一时沉下去看不
见，一时又冒了出来。这是没有寻想评估、缺乏判断的定: 是妄定。  
        因此必须善於观察。运用你的判断力，但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跑开——你的禅思跟它不是一回
事。心住於禅定所缘，无论念头转到哪里，心仍然坚定不移——就好比抱着柱子转圈，连着转也
不累; 不过放开柱子转上三圈，就晕了，砰! 一头栽倒。心也一样: 如果它守着单一所缘，就可以
继续思维，既不疲劳，也不受伤害，因为你的思维与寂止就在一起。你越思维，心越定;坐禅越
多，思维越多。心越来越坚定，一直到五盖全部褪落。心不再出去寻找概念。现在它才能夠升起
知见。  
        这里的知见，不是指普通的知见。它洗去你的旧知见。不要来自普通思考推理的知见: 放开
它。不要来自寻想评估的知见: 停下来。使心安静。寂止。当心寂止、无碍时，这就是一切善巧
善德的精髓。当你的心处於这个层次时，它根本不黏着任何概念。你所了解的一切概念——有关
世间、有关法，无论多少——都给洗去。只有洗去后，新的知见才能夠升起。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当放开概念——也就是你给事物赋予的一切标籖与名称。你必须让自己的
所有物稀少起来。稀少时，人们会聪明能干起来。如果不讓自己所有物稀少，你永遠不能得到明
辨。换句话说，你不必怕自己愚笨、不懂，不必怕走进死胡同。你不要任何来自传闻与书本的洞
见，因为它们是概念，因此是无常的。你不要任何来自推理与思考的洞见，因为它们是概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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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是我。让所有这些『洞见』消失，只剩下心，牢固专注，既不朝左，偏向不满，也不朝右，
偏向喜悦。保持心的寂止、静谧、中性、冷静——高居其位。那时你就有了正定。  
        正定在内心升起时，它有一个影子。等到你能夠看见影子的当即显现时，那就是毗婆奢那: 
解脱的洞见。  
        你从正定中获得的知见，不是以想法、观念的形式出现。它以正见的形式出现。你看着错

的，真错。你看着对的，真对。如果看上去对，其实错，那是妄见。看上去错，其实对，又是妄
见。有了正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从因果角度上说，是你看见了四圣谛。你看见了苦，它真的苦。你看见苦因的升起，它真是
在造苦。这些圣谛，绝对、不可否认、无可争议地真实。你看见苦有其因。一旦那个因升起，就
必然有苦。至於灭苦之道，你看见自己的修行道，毫无疑问在走向解脱。无论是否走到底，你所
见到的正确无误。这就是正见。至於苦的消解，你看见真有其事。你看见了，只要走在这条道
上，苦的确在消解。当你在内心亲证这些事的真实性时，那就是毗婆奢那智。  
        说得再简单点: 你看见了，一切事物，内在外在，都不可靠。身体不可靠、衰老不可靠、死
亡不可靠。它们是些滑头的角色，对着你变幻不定。看见这一点，就是看见了无常。不要让自己
对无常生起欢喜、不要让自己烦恼。使心保持中性、平衡。那就是毗婆奢那的意思。  
        关於苦: 比方我们听说某个怨敌在受苦，就想: 『太好了，』『希望他们快点死。』这个心已
经偏了。比方我们听说朋友发财了，就高兴起来; 儿女生病了，就难过起来。我们的心已经沦陷
於苦。为什么? 因为我们缺乏善巧。心不定，也就是说，它不在正定之中。我们必须照料心，不
让它随着苦一起沦陷。无论什么在苦，让它苦，不要让心跟着苦。身也许有痛，但心不痛。让身
体儘管苦，但心不苦。使心保持中性。不要因为有乐而得意——要知道，乐也是一种苦。为什
么? 因为它会变。它升起消逝。它高低起伏。它不持久。那就是苦。痛也是苦: 双重苦。当你对苦
有这样的洞见时，也就是说，当你真正看见苦时，毗婆奢那已经在内心升起。  
        至於非我[anattā]: 我们一旦观察了事物，获得如实知见，就不去认领，不施加影响，不试图

表现自己有权力、能力，把本来非我的事物，掌握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不能
夠阻止生老病死。身体要老去，就让它老去。它要痛，让它痛。它要死，让它死。不要为自己或
他人的死而高兴。不要为自己或他人的死而烦恼。使心保持中立。不躁。不恼。这就是行舍智
[saṅkhārupekkha-ñāṇa]: 让诸行——也就是一切造作和合之事——随其自性发展。  
        简要地说，这就是毗婆奢那: 你看见了，一切造作都是无常、苦、非我。你能夠从对它们的
执取中退出。你能夠放开。就在这里事情好转起来。怎么会呢? 因为你不需要劳累自己，拖着行
蕴到处走了。  
        执取意味着负重，我们身负着五堆蕴[khandā]: 对色、受、想、行、识的执取[五取蕴]。我们

抓住它们不放，以为它们就是自我。那就带着它们走吧: 左腿掛一堆、右腿掛一堆、左肩压一
堆、右肩压一堆、最后一堆顶在头上。就这样，走到哪带到哪——既笨拙累赘，又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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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ra have pañcakkhandhā: 只管背起吧，五蕴实在是重担。 bhārahāro ca puggalo: 人们承受
重担之苦。bhārādanaṃ dukkhaṃ loke[29]: 走到哪背到哪，浪费光阴，在世间受苦。 
        佛陀教导说，凡是缺明辨者、凡是缺善巧者、凡是不修定引生解脱洞见者，将不得不背负其
苦，久受重压。太可怜、太可惜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腿负重、肩负重，能去哪? 往前走三
步、往后退两步。不久就会垂头丧气。过一阵爬起来，再继续。  
        不过，当我们看见了无常——也就是，一切造作，无论内在外在，都不可靠; 当我们看见它
们是苦; 当我们看见它们不是我们自己，它们仅在里面自发循环: 当我们获得这些洞见时，就能把
重担卸下，也就是，放开执取。我们可以放下过去─ ─不再沉缅。我们可以放开未来——不去企
望。我们可以放开现在——不指称为我。这三大箩筐一旦从肩上卸下，脚步就轻松了。我们甚至
可以起舞。我们美好悦目。无论去哪里，人们乐意结识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负担。无论

做什么，做得自在。我们可以带着轻松的心，行走、奔跑、歌舞。我们有佛子之美，所到之处悦
目、优雅。不再负重，不再受累，我们可以有自在。这就是毗婆奢那智。 

[29]此为阿姜李对相应部22.22 《重担经》偈语前三句的评说。经文直译为: 『五蕴实为重担。人即是重担
的背负者。负此重担在世间苦。』本书对五蕴的英译是: physical phenomena; feelings; concepts and labels; 
mental fabrications; sensory consciousness 。直译是: 身体现象[色];感受[受];概念与标签[想];心理造作[行];感
官意识[识] 。五蕴的进一步解释见书后词汇表。 

真相与它的影子
1959 年,日期不详

        法的果证，清凉、清洁、清明。它没有生老病死。凡是精进学法修法的人，毫无疑问，必然
升起法的果证。它是各自证知[paccattaṃ]: 你必须亲自知见。 

* * * 

        我们应当注意寻求明辨升起的助缘。闻所成智[sutamaya- pañña]: 听那些值得听的话。思所成
智[cintāmaya-pañña]: 听了以后对它作评估，不轻易接受或排斥。修所成智[bhāvanā-maya-paññā]: 
一旦试验可行，就按照它修练。明辨波罗密[圆满]的最高形式就是——解脱洞见。你了解什么样

的苦痛应当补救，於是去补救。你知道什么样的苦痛不应补救，就不去补救。 
        多数情形下，我们实在无明。即使那些不该补救的事，也试图去修补，那样做根本无效——
因为有一种苦只应当观察，根本不适於搅动。好比一块锈表: 擦拭时不要过分。如果你把它拆
开，整块表再也不走了。这个意思是，一旦你如实看清了自然因缘，就必须顺其自然。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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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修补。凡是不该修补的，就不做。这样就把负担从心里卸下。  
        无明的人，就好比有个老妇，生火做饭，做完后吃饭，吃完了坐下来抽一支烟。对着一块火
炭点烟时不巧烧了嘴，她就想: 『这火真该死，烧了我的嘴。』於是她把火柴全部堆在一起，往
上撒水，要让这屋子再也烧不起火来——是个不明事理的愚人。第二天想生火做饭，没火了;夜里
点灯，也得叨扰邻居，求这人那人: 可是她照样怨火。我们应当学会因材施用，适可而止。如果
你点的火只是一小堆，煮饭要化三个钟头，那个火是不足以煮食的。同样地，我们把苦当成坏
事，於是试图补救它——闭着眼不停地瞎忙。怎么救治，也没有用。  
        有明辨的人把苦看成两类: 一类是身苦，或者说是自然因缘固有的苦。另一类是心苦，或者
说是杂染之苦。一旦有了生，必然就有老、病、死。谁想挽回衰老儘管去试，直到自己老态龙

锺。我们试图救治疾病时，常常就像那个水淹火柴的老妇。有时我们对治合理，有时却不然——
好比那门前的台阶一开裂，我们就把整栋房子连屋顶都给拆了。  
        疾病是人人都有的事，换句话说，是指身体种种部位发起的病症。一旦我们治了眼病，它又
会出现在耳、鼻、胸、背、胳膊、手脚等地方，接着它会悄悄钻入体内。好比抓鳗鱼: 越用力，
它越有本事溜开。於是我们不停地治，一直到死。有些病无论治不治，自然会消解。如果这个病
需要治疗才能消解，那么就吃药。如果治不治都会消解，为什么多此一举? 这就是要有明辨的意
思。  
        无知的人，不知道什么样的苦该治，什么样的苦不该治，因此浪费时间金钱。聪明人懂得什
么病该治，於是用自己的明辨来治。一切疾病，或者来自於身元素[四大]的不调和、或者来自於
业力。假如这个病来自身元素，我们应该用食物、药物等等来调理。如果它来自业力，我们就得
用佛陀的药来治。换句话说，内心升起的苦痛，用食物、药物对治，是无效的。我们必须以法对

治。凡是懂得如何处理此道的人，可说是懂得了如何观察、诊断苦。  
        换个角度看，我们会看现，老、病、死只是苦的影子，不是它的真正实质。缺乏明辨的人，
会试图去消除那些影子，结果只会导致更多的苦痛。这是因为，苦的影子和实质来自什么，他们

不熟悉。苦的精髓在於心。老、病、死是它的影子，或者说是它藉由身体所显示的效应。如果杀

敌时拿把刀刺向敌人的影子，他怎么会死? 同样地，无明的人试图摧毁苦的影子，却毫无效果。
至於内心那个苦的精髓，他们根本想不到去对治。这样的无知就是一种形式的无明。  
        再换个角度看，影子与实质都来自渴求[taṇhā] 。我们就像一个敛积了巨财的人，盗贼上门时

跑去杀贼。他看不见自己的错，只看见别人的错。实际上，他这样满屋囤财，盗贼必然破门而
入。同样，人们受苦，於是怨苦，却不下工夫纠正自己。  
        苦来自三类渴求，因此我们应当止息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的渴求、对『非有』的渴
求 [欲爱、有爱、非有爱]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自己内心造作起来的，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念住与
明辨了解它们。一旦观照清楚了，就会懂得: 『这种心态是渴求感官之欲;这是渴求有; 这是渴求
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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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辨的人将会看见，这些东西以精细、中等、粗糙三层次存在於心，正好比人生有少年、
中年、老年三个阶段。『少年』指的是渴求感官之乐。这种饥渴一旦从内心升起，它会摇摆、移
动——这就是渴求『有』;接着又成形为渴求『非有』——这是一个求生者[saṃbhavesin] 在伸长

脖子寻找所缘，给自己造苦。换句话说，我们对种种色、声、香、味等生起爱好，於是盯上它
们，这就给自己带来苦。因此，我们不应当偏向声、色等等激起贪、嗔、痴的东西( 这就是渴求
感官之乐)，它使心摇摆，搅出许多概念来( 这是渴求有; 当心黏着它的摇摆，不欲停止重复它的
动态时，那是渴求非有。) 
        当我们获得明辨时，应当以随顺智[anulomika-ñāṇa] ，也就是随顺四圣谛之智，摧毁这些形
式的渴求，确知当这三种渴求全部消失时心有多少自在与安乐。这就称为知见灭苦的真相。至於
苦因与灭苦之道，我们也将会领悟。  
        无知的人会到车影子里乘车，结果一头给撞着。不懂得什么是戒德影子的人，结果只会在车

影子里乘车。言与行是戒德的影子。真正的戒德在心里。正态之心才是戒德的实质。定的实质，
是牢固定住於单一所缘、不受任何概念或心理标籖干扰的心。定的身体表现——即我们的口眼耳
鼻舌安静下来——只是那个影子，比如身端坐不动、口闭起不言、鼻不嗅气息、眼闭着不看外缘

等等。如果心牢固定住在安止定层次，那么我们无论坐、站、行、卧，心就不会动摇。  
        一旦心修练到安止定的层次，明辨无须寻找，会升起来，好似一把御剑: 抽出时锋利闪光，
不用时藏於剑鞘。因此经上教导我们: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30]

『诸现象[诸法]以意为前导，以意为主宰，从意所造』。心是世上最特别的。心是法的源头。  
        这就是知见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的意义。这就是戒德、定力、明辨的实质。
无论谁，能夠这样做，必定会达到解脱——涅槃。无论谁，能夠在内心升起学法、修法的素质，
毫无疑问必能证法。这就是为什么法被称为 sandiṭṭhiko:当下可见; akāliko: 育果不论时间季节。
要一直朝这个目标努力。 

[30]见《法句经》1 。 mano: heart; 意。 citta: mind; 心。后者的意识层次深於前者。泰文里的心与意类似
於中文，常可换用，英译未作区分。中译只在翻译巴利词语时保持上述的对应设置。 

造作
1956年2月6日

        (波罗尼瓦寺,在副僧王摩诃毗瓦萨葬礼上的开示。)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uppāda-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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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造作皆无常，生灭是其本质。  
既有生起必然灭去……[31] 

        法在一种意义上，是滋养、淨化心的工具。另一种意义上，法是我们自己。我们身体的每个
部分，都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不外乎法的运作。不过这不是法的精髓。法的精髓在於心。 

* * * 

        一切善良与尊贵品质的培育，来自我们自己的意、语、行。来自修布施、持戒等言行方面的
善德，属於粗糙与中等层次的善德。精细层次的善德来自修心，也就是禅定。因此在我们必须学
懂的事物当中，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心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有生有灭，另一个层次不生不灭。如果心沦陷於造作[saṅkhārā]，它
必然得重复经历生与死。不过确见明知一切造作的心，就能夠放开它们，达到不生、不死。我们

如果想要超越忧苦——也就是不再有生死——首先必须了解造作的真正本质。  
        造作按实际显现可分两类: 一类是世间层次的造作，一类是法层次的造作。两者都有现实

性，但它们都是生灭事件。因此佛陀说，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一切造作皆无常……』因
为这两种造作都以升起为开端、接着变化、最后衰灭。凡是能夠朝内专注、如实明晰地知见这个
状态，调御心，对一切造作聪明起来的人，必然能从一切苦中解脱。  
        世间层次的造作，是藉着人们的制造与设想而存在的事物，比如财富、地位、娱乐、赞誉。
至於法层次上的造作，无论我们是否加以美化，人人都有同样的分量——换句话说，指元素、
蕴、处。 
        世间层次与法层次的造作，好比那银幕上变幻的色彩，绿、红、黄、白，闪闪烁烁来回地
变。我们观看时，为了跟得上那种变幻，视眼也得变——这就是升起误解的东西。当心抓紧这些
造作时，它就升起满意、不满意的感受。当它们变好变坏时，我们的心也跟着变——因此它不脱
无常、苦、非我这三个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作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有心执占，譬如人畜; 一类无心执占，譬如树木。
虽然这也许是无执占心之造作的标准解释，我却不同意。拿这个大厅的阶梯来说: 你说它没有心
占据，那就试试砸了它，看会不会引出喧哗来。田地也一样，试试在别家地里种水稻; 或者，果
园里的香蕉树之类，试试拿刀砍一砍，看主人会不会把你投进监牢。世上万物，只要执取夠得
着，必然有心执占。只有火星，执取的范围尚且夠不着，没有心占取。每一种造作，都有心执占
它——除非是阿羅漢，他們無執占之心，因爲他們根本不執取任何造作。 
        执取造作是苦的来源，因为我们已经解释过，造作是无常的。因此只有当我们放开造作、不
执取时，才有喜乐自在—— 那是法的自在，清凉、安静、稳固、不变的自在。世间意义上的自
在，跟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自在没什么不同: 只有那把椅子不摇动，我们才有些许自在。心动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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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种是自然的摇动，一种是在业果影响之下的摇动。一日之间，心动多少次? 有时它因现业

[当下动机] 而动，有时因旧业[过去动机]而动，不过它怎么动起来，我们不知道。这就是无明——
导致造作也就是念头滋生的无觉知。  
        这一切的反面是非造作[visaṅkhārā,离行] 。什么是非造作? 无动摇、无变化、无消解: 那就是
非造作。造作在变，但我们的心不变。造作苦，但我们的心不苦。造作非我，但我们的心不是非
我。无心执占的造作: 那就是非造作。  
        一般来说，我们多数人，只了解六师教给的知见——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念头

——它们是变化、不确定、苦、无明、造作的来源。因此我们应当关闭这些官感，因为造作看不
见其它造作。我们只有到另一边，才能夠看见。 

[31]南传佛国葬礼上常诵此偈，出自长部16 《大般涅槃经》等。古汉译: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
已，寂灭为乐。』 

超越对错

1959年1月17日

        要让心出去害人，我们先得为它开路。换句话说，我们先害自己，这就从屋内扫清了道路，
让我们出去伤害外人。  
        伤害之心[动机] ，是一种严重的害己形式。起码它消耗了我们的时间，破坏了我们行善的机
会。我们必须以离害之心——换句话说，入定——把它驱除。这就好比看见我们的地里有大块未
被利用，自己却入不敷出。一有机会，我们得跳到那块空地里[32]，给自己加把劲全力行善。 

* * * 

        离欲思维[nekkhamma-sankappo] ，是指安於寂静、独居。离嗔思维[abyāpāda-sankappo]，是
指我们无须思考自己与他人的短处。离害思维[avihiṃsa-sankappo] ，是指不给自己造成困扰与伤

害，也就是:(1) 不思考自己的短处，否则造成压抑; (2) 如果我们思考自己的短处，它会像野火一
样传播开来，转思他人的短处。因此，智者把思维提升到善德层次，使他们能对自己怀有慈心善
意，接下来也能夠对他人怀有慈心善意。  
        当我们的心有了这三种能量时，它就像一张三脚桌，桌腿会朝各个方向转动。换一种说法，
我们的心一旦升转到这样的高层次，就可以给上下的一切事物照相。我们将会培养起明辨，好比
一盏明灯、又好比一副放大一切细节的望远镜。这叫做智[ñāṇa] ——了解世间诸事的直觉知性: 
世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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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明辨，不是指普通的知识或洞见。它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是圣道的技能。我们心
里将会升起三隻眼[33]，透视世俗世界的红红绿绿、高高低低: 这是智者的消遣。我们的内眼将会
在前后、上下、四周观法，了知善与恶的一切里里外外。这就是明辨。我们心有自在安乐，无痛
苦的干扰。这叫做明行足[vijjā-caraṇa-sampanno] ——明察的技能具足。  
        心有明辨的人，可以益国益教，好比种成良稻销往国内外的农家，可以促进经济。心无明辨
的人，将会败坏宗教。不仅给自己带来災难，还会连累他人。换句话说，单单那么一个缺少善
德、充满杂染渴求的人，做起坏事来造成的祸害，不仅毁灭自己、还会殃及全国各地的人。不
过，当一个人心里有了前面所说的三种善德时，它们会转化成定的力量。心会像水晶、钻石一样

清澈。整个世界将变得透明。明辨将会升起，解脱洞见的技能与直觉的领悟，将同时升起。  
        凡是以贵贱高低看世界的人，还不具备真正的直觉明辨。凡是有知觉智眼的人将会看见，没
有什么高低贫富。从三特征[三相]角度看，一切平等: 都是无常、苦、非我，好比那民主化的平
等。别家与我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今有人犯偷窃、抢劫罪，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平等。他们

以为这人好、那人不好;这间屋好作饭厅、那间不好;这间屋好作卧室、那间不行，等等。这是因
为他们没有洞见，即明辨的眼力，因此才有这么多混淆动乱。 

* * * 

        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一尺宽、六尺长、半尺厚的身体上。这就是中道。如果你使自己
对呼吸的觉知太窄，结果会像树桩一样呆坐，毫无警觉。如果你使自己的觉知太宽，直趋天堂地
狱，结果会受错误的辨识欺骗。因此哪个极端都不好。如果你想走在正道上，必须事有节制，恰
到好处。如果你不理解正确的修持方式，不管出家多久，死时埋在成堆的僧袍里，也不能修成。
你们居士可以坐禅一直坐到头白齿落、腰弯背曲，也永远见不着涅槃。 
        不过，如果我们能使修持走上圣道，就能入涅槃。戒德将会消解、定力将会消解、明辨将会
消解。换句话说，我们不耽溺於知见与明辨。如果我们聪明到获得了知见，我们仅仅知见，而不
把聪明当成自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低层次，我们不黏着戒德、定力、明辨。在高层次，我
们不黏着初果、一还果、不还果。涅槃不黏着世界，世界也不黏着涅槃。只有这时候，我们才可
以用『阿罗汉』这个名号。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放松了。人们可以讲无常，那只是讲出来的。人们可以讲苦，那只是讲出
来的。人们可以讲非我，那只是讲出来的。讲的固然不错。对他们来说这是真的，他们完全正确
——但是完全错误。对我们来说，只有能夠使自己超越对错，才是善修。路造了给人走，貓狗也
能走。常人疯人都要走路: 路不是给疯人造的，但疯人也有权走。至於守戒，疯人愚人都可以
守。禅定也一样: 常人疯人都可以来坐禅。至於明辨: 谁都可以大讲特讲，但讲出来的总不离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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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的珍宝，没有什么带来真正的喜乐。这些东西除了苦，再没别的。对世界来说是好东

西，涅槃却根本不需要它们。正见妄见是世间的事。涅槃无所谓正见妄见。因此，凡是妄见我们

应当棄绝。凡是正见我们应当培育——直到有一天它能从我们的抓取中脱落。那个时候我们才有
自在。 

[32]『行善』: 据英译者，此处指在身体这块内在土地上修善业，即观四元素，发展自己的潜能。见另一
篇开示《基本功》。 
[33]『三眼』: 据英译者，指外眼与内眼。 

零点
1957年4月22日

        『1957年4 月22日，阿育王寺: 我們聚集在禅堂誦經後，阿姜李作了一段開示。一開始我只聽見「禮
敬阿羅漢……」，聽不清作爲開示主題的巴利經句，因爲他的話音弱，外面風大，我的雙耳嗡嗡作響。
我靜心细聽，還是聽不清，直到他快講完時，我才聽清了以下這段話: 』 
        为了淨化心，我们必须脱离对自我、对身体[色]、对心理现象[名]、对一切透过感官进入的对

象的执取。要专心修定。随时保持一心。不要让它分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等，因为你一
旦使心合一，把它变成零就容易了。只要把小『头』切掉，两端一接就成。不过，如果你让心分
成好几个，要把它变成零，就费时费力了。  
        还有: 如果你把零放在其它数字后面，就成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几百、几千、
直到无穷。不过，如果你把零放在前面，即使有千万个零也不作数了。心也一样: 我们一旦把它
从一变成零，再把零放前面，其他人儘管批评我们，赞扬我们，再也不作数了。好也不作数、坏
也不作数。这个心态，写不出、读不出，只有我们自己才懂。  
        不再有这种作数时，心就证得了清淨与至乐，如课诵本所说: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ññaṃ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  
涅槃爲至高空性。 
涅槃爲至高之樂。[34]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要随时保持一心——这样我们很容易把它擦了变成零。一旦能
把它变成零，我们必然会放松一切执取。我们的心将证得清淨—— 這便是涅槃。 

[34]据英译者，这两句并列收录於泰王拉玛四世所编的巴利文课诵本。前一句源自中部121 《空小经》。
后一句直接引自《法句经》203-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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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念住呼吸》最早版本中方法二的第3步，后来为阿姜李简化重编，成为今版形式。不过有
些人认为原版有益，兹收录於下: 

        随着你让呼吸[气]通入支气管，意想它一直下行，沿着右腹部到达膀
胱。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气] 沿着大动脉血管流向肝脏与心
脏，经左侧下行至胃与肠。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呼吸[气]从喉根
沿脊柱内侧(前侧)下行到底。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让呼吸[气]从
喉根沿前胸下行，穿过胸骨底端到达脐部，流出体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从上颚吸入气息，下行到喉根，继续穿过胸
腔中部，至大肠、直肠，流出体外。 
        一旦完成了体内这五个转折，就让呼吸沿着身体的外侧流动: 随着你
作一次出入息，意想从后脑根吸气，让它在身后沿脊柱外侧垂直下行。  
        接下来，你若是男性，先想右半身，包括上下肢。随着你作一次出入
息，意想右臀，让气沿右腿下行，一直到趾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左臀，让气沿左腿下行，一直到趾
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意想后脑根，让气下行到右肩，沿右臂到
指尖。 随着你再作一次出入息，把气吸入后脑根，让它下行到左肩，沿
左臂到指尖。 

 
        你做完后，继续仔细观察呼吸[气]。使呼吸精细、轻质、流畅。使心在这团呼吸[气]中保持稳

定、寂止。使你的念住与警觉全面、慎密。让各种气感融会、渗满全身。让心中立、冷静、沉
着。 

词汇表
 
akāliko: 无时相;不受时间、季节影响。 
apāya: 匮乏、不幸的域界;恶道;恶趣;指四种低等生存状态——地狱、饿鬼、阿修罗、动物界。这

些状态皆非永恒。 
arahant: 阿罗汉; 应供;尊贵者;清淨者——即心已无有杂染之漏而不再重生者。这是对佛陀及证得
最高果位之诸圣弟子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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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ya sacca: 圣谛。圣[ariya] 在此也指理想、榜样，在词组中有客观、普遍真理之意。圣谛有四: 
苦、苦因、苦的止息、苦的止息之道。 
āsava: 漏; 流出: 指作为轮迴洪流之因的心理杂染(感官之欲、生存态、观念、无明)[欲漏、有漏、
见漏、无明漏] 。 
avijjā: 无明; 无知;受蒙蔽的觉知;虚假的知识。 
āyatana: 处; 感官媒介。内在感官媒介[内处] 为眼、耳、鼻、舌、身、识。外在感官媒介[外处]为

其相应的对象。 
bhagavā: 薄伽梵; 具足吉祥者; 有一切福德者;世尊。 
bhāvanā-maya-paññā: 修所成智; 经由禅修培养心智所成就的明辨。 
brahma: 梵天; 高於欲界天的天界居者。 
buddha(buddho): 心的纯淨或清淨的觉性素质，有别於心所攀附的主题及对所缘的知见。 
chabbaṇṇa-raṅsī: 六彩光芒或光环，常以描述佛陀之相。 
chalang'upekkhā: 六支舍;六分舍: 对来自六种官感——色、声、香、味、触、法的任何事件保持
不偏不倚的平衡心态。 
deva: 天众; 指任一层欲界天的居者。 
dhamma: 法;事件; 现象;事物实相;其内在性质;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指为了顺应自然法则人们

当採取的行为准则，以及为了实证不死之境界，人们当培育的心理素质。在引申意义上，法(大
写的Dhamma) 也指任何传授上述原理的教义。因此从法的角度观察身心事件[名色] ，意味着直接
如实地把它们仅看成事件或现象，看见主导其行为的规律性。从世间角度观察事物，意味着从寓
意、功能、情感色彩等角度看，即从事物如何纳入我们的生活观与世界观的方面看。  
dhamma-vicaya-sambojjaṅga: 择法觉支: 对於现象、属性、原理等有分辨力。为七觉支之一，其余
觉支为: 念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  
dhātu: 元素; 界; 潜能; 构成内在身心觉受的元属性[指其不可再分]: 地(坚硬性)、水(润湿性)、火(温
热性)、风( 能量性) 、空间、意识。呼吸被视为风元素的一个层次，体内一切能量感皆归为呼吸
感[风感; 气感] 。按照古印度与古暹罗生理学，疾病来源於前四种元素之任一部分的过盛或失调。
健康则被定义为四元素无一占主导的状态: 一切安静、不兴、平衡、寂止。  
ekaggatārammaṇa: 一所缘性; 单一的所缘、对象、目标。  
ekāyana-magga: 一乘道; 合一之道; 直道。指四念处(身、受、心、法) 的修习。  
jhāna: 禅那;静虑。高度专注於某种体感[rūpa jhāna，色界禅那]或某个心理概念[arūpa jhāna，无色
界禅那]的禅定状态。寻想[寻]、评估[伺]、喜、乐与一所缘性为色界初禅的五要素[五禅支] 。  
kamma: 业;导致存在与出生[有生]的有动机的行动。  
khandha: 蕴;聚集体;感识[sensory perception]的构成单元;直接体验到的身心现象: 包括色蕴(rūpa,指
体感或其素材)、受蕴(vedanā,指苦、乐、不苦不乐之感受)、想蕴(saññā,指标籖、名号、概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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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行蕴(saṅkhārā,指心理造作、思维构成)、识蕴(viññāṇa,指感官意识) 。 
lokavidū: 世间解;精 通宇宙现象者——佛陀名号之一。 
magga-citta: 道心。构成出世素质、趋向解脱的正道心态。果心[phala-citta] 指紧随道心证得其果
的心态。 
nibbāna(nirvāṇa): 涅槃。心从贪、嗔、痴、名色之绑束中的解脱。因该词也指火的熄灭，故含有
静止、冷却、安宁之义。(据佛陀时代的物理学，万物或多或少都含有火的潜在属性。激活时它
抓紧並受制於燃料。熄灭时则获得解脱。) 
nimitta: 禅相。心理征兆、主题、意像。 
nīvaraṇā: 盖障; 五盖;妨碍入定的心理素质: 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躁动不安] 、疑。 
opanayiko: 朝内、向内观照。  
paccattaṃ: 各自证知; 由个人在内心体证。  
Pāli: 巴利圣典;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之名称。引申意义亦指书写这套经典的语言。 
puñña: 福德; 内在价值。来自行为正善並使人继续行善的内在安宁感。 
samādhi: 奢摩他; 止; 定; 三昧; 心集中或专注於单一对象的动作。定的三个层次——刹那定、近行
定、安止定——可按本书禅那一章所述的[初禅] 前三步来理解: 刹那定不超过步骤(1)。近行定结

合了(1) 与(3); 安止定结合了(1)、(2) 、(3)並继续包括所有更高的禅那层次。  
saṃbhavesin: 求生者; 寻找投生处的有情。 
sandiṭṭhiko: 即刻即地可见; 现证;即见。 
saṅgha:僧伽。跟随佛陀的弟子团体。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侣。理想意义[ariya，圣义] 上，指无
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练成就解脱的第一种出世品质[初果] 者。 
saṅkhārā: 行;造作——指造作事物的力与因、造作过程、造作而起的事物。作为五蕴中的第四蕴

[行蕴]，指心内部造作思想、愿望等的动作。作为五蕴的通称，它指一切本质上造作、合成、塑
造的事物。行舍智[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指平等俱舍地观一切行的解脱阶智。  
vijjā: 明;觉;科学;认知技能。 
vijjā-caraṇa-sampanno: 智识与操行具足完美; 明行足。 
vipassanā(–ñāṇa): 毗婆奢那智; 观智; 解脱的洞见——从四圣谛角度，从无常、苦、非我角度，如
实观照物质与心理现象之生灭所获得的明晰直觉的洞见。 

英译者后记 

        本书译笔如有任何不准确或误导之处，我请求作者与读者原谅译者无意间造成的障碍。对於
译笔准确的那部分，我希望读者能夠充分利用、用心体会，求证文中指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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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 

 
中译者附记:  
读者对本书有任何问题，请联络坦尼沙罗尊者。地址: 
Thanissaro Bhikkhu, Metta Forest Monastery 13560 Muutama Lane, Valley Center, CA 92082, U.
S.A.  
华语读者亦可就本书有关的禅修问题请教马来西亚柔佛州宁心寺住持基摩轲尊者(阿姜庆) 。
地址:  
Khemako Bhikkhu, Santi Forest Monastery Lot 1413, Jalan Ponorogo, Batu 18 1/2 Kampung 
Sungai Tiram, 81800 Ulu Tiram, Johor, Malaysia 

福德回向诵文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愿一切众安乐活命、常离敌怨。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KeepingBreath.htm (59 of 59) [12/31/2010 10:48:37 PM]



WAVE赠书

[首页] 
        阿姜李的《念住呼吸》本站中译本已由马来西亚W.A.V.E.出版，由法友捐资 ，免费发行。 
        最近印数2000本。(11/21/08) 
        欲得本书者可與W.A.V.E.的林女士联络 ，免费索书。 
        W.A.V.E.通讯地址: 

Mrs. Lim Tay Poh，  
1187，Jalan 17/46，  
4640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HP: 012-311 5950  
Email: hockchai@tm.net.my 

 
 
        良稹 
 
本书勘误: 
页15: "三法印"改作"三相" 。 
页86: "[三法印]"改作"[三相]"。 

最近訂正4-10-2009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WAVEbooks.htm [12/31/2010 10:48:39 PM]



阿姜李-修心之技能

[首页]  [林居传统]

阿姜李: 修心之技能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The Craft of the Heart ——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权所有 © 1994 美国慈林
寺。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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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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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作为阿姜李的第一部著述，如同一本编目: 在其中，他就佛教修行之技能——从持五
戒，一直到彻底解脱——给出了全面的教导。因此，不同的部分是为处于不同修行阶段的不同的
人而写，建议读者不带偏见，贤明阅读——吸取凡对自己修行有用的部分，把其余部分留给别
人。  
        本书的两个组成部分交叉重叠，原因在于它们早先是独立撰写刊印的两个册子。第二部分原
名《心的修练》，刊印于1936年; 第一部分原名《居士戒律》，刊印于一年后。1939年阿姜李对

两者作了修订与扩展，把这两个既自足又互补的部分合并为现今的单行本形式。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早期，他再次修订，本书便按照这个最后版本翻译。  
        尽管阿姜李的教导在此后的年月里继续发展，基本要点不变。后期教导大多只是对本书诸主
题的推演。不过这些后期发展当中，有一项值得特别提及: 有关初学者应如何开始修习禅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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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阿姜李最后在他的《念住呼吸》一书方法二中给出了解决方案[1]，要点如下: 先培育
禅那因素[禅支]，方法是(1)清楚觉知每一次呼吸; (2)评估与调节呼吸，使它尽可能舒适、满足; (3)
让此舒适觉受，带著对当下的觉知，传遍全身。假若个别禅修者有困难坚持第(1)步，阿姜李也许

会建议本书中给出的一些方法——随著呼吸重复“佛陀”、观想色身的基本元素等等——但这些方
法被当作念住呼吸主修法的辅助。  
        虽然阿姜李的后期教导对本书一些个别主题发展出新的视点，他的后期写作无一具备本书的
广度与完整度。因此，这是迄今流传最广并最受尊崇的阿姜李著作之一。  
        不过，虽然涉及面如此之广，它只是一部预览——地图或者说窥镜——因为真正的修心技能
不在书里，而在读者内心。  
        引用一段阿姜李后来的开示:“明辨从哪里来? 我们不妨拿陶工、裁缝、编工的学艺过程作个
比较。一开始，师傅教你怎样制陶、缝裤、编篮。不过你做的产品是否匀称美观，有赖于你自己
的观察力。假定你编了一个篮子，接下来要仔细看它的比例，是太矮还是太高。太矮，就再编一
个高一点的，接著再仔细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是太瘦还是太肥。接著再编一个，比先前那个更
美观。这样继续编下去，直到你编出一个尽可能美观匀称、挑不出毛病的产品。最后这个篮子就
可以作为标准，你现在可以自己开业了。你所做的，是从自己的行动[业]中学习。过去的努力，
不需要再理会了，把它们扔出去。这是一种自发升起的明辨，一类创新与判断的能力，它不来自
老师所教，而来自独立地观察与评估你自己做成的产品。”  
        希望本书增益所有欲把握修心技能者。 

坦尼沙罗比丘(杰弗里-德格拉夫)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美国加州慈林寺 
Metta Forest Monastery 
PO Box 1409 
Valley Center，CA 92082 USA 

 
[中译注1]指阿姜李在后来对初学禅定者传了一套呼吸禅定的修法,它就是收录在《念住呼吸》一书中的方
法二。本书所教的初阶修定法,以后被阿姜李作为辅助修法。 

 

引言 
 

        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讨论戒德，接下来在第二部分讨论禅定。编写这第一部分，是为了补救
我自己的遗憾。我曾经让佛教居家弟子们告诉我，五戒、八戒与十业道[kammapatha]究竟戒什
么，回答正误参杂。问他们受戒多久，有的说从不曾受戒，有的说“两年”、“五年”等等。从未受
戒者，其无知可谅; 受了戒的，又各有各样: 有受戒三年者，戒学知识多于受戒五年者。有受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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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多次者，至今三年，未知戒之本意，依旧杀生。当然，比上述人等更有学识者不少，我仍不免
遗憾，因为他们的作为实在与其学识不匹。此说非是批评，仅为实述。我因此纂写本书，以弥补

遗憾。我已安排将它刊印成册，散发给实修的佛教徒作为指南，助他们以实践世尊教导的方式，
礼敬世尊，使他的教言盛传、久传。 
        总之，我请读者边读边思考。此中内容有的你也许喜欢，有的不喜欢。不管怎样，我相信，
你若按照书中叙述的种种教导实修，会发现它值得你付出的阅读时间。 
        本书有任何不如法处，请读者原谅。 
        我把纂写本书用去的体力与心力，回向给发心提供财力印刷本书的人们。其中凡有未灭尽诸

苦者，愿他们无论重生何界，对一切关乎其真正福利之事，拥有领悟与明辨。 
阿姜李-达摩达罗 
于尖竹汶府 虾河森林寺 

 

第一部分: 成就戒德 
 
居士戒 
        居士戒有三类: 五戒、八戒、十业道。我们在此先说五戒与八戒，之后讨论十业道。  
        五戒可分两类: 一类与身业有关，一类与语业有关。正持身业，表现为三戒: 戒夺取生命; 戒
偷盗; 戒不当性事。正持语业，表现为戒妄语，不仅指谎言，也指离间馋言、粗口谩骂、拉杂闲

谈。至于戒醉品，它与第三戒——戒不当性事——同归一路，因其关乎不同形式的沉醉。  
        八戒自五戒派生——同样分两类。其中有七戒关乎身业: 戒夺取生命; 戒偷盗; 戒任何一切性
事; 戒午后至天明进食; 戒观听歌舞、器乐等演艺; 戒以花环、香料、化妆品、珠宝为饰; 戒高而奢
侈的床与座。  
        无论五戒、八戒，终其究竟，实为两条: 身业正常，语业正常。巴利文戒德一词 sila，字面之
意为正常[normalcy,正态]——该素质可分五种或八种戒德成分。布萨八戒所断弃的身业杂染多于
五戒或十业道。持八戒者身业轻，类似出家。(说到出家，至少对女众而言，持八戒者断弃身业

方面的贪、嗔、痴似多于过去的学法女[sikkhamanas，式叉摩那]。学法女作为沙弥女虽授十戒，
她们在剃度前仅被要求严格持守前六戒[2]。) 因此凡持八戒者，可说是以一种纯净的方式活命
——或者说是短期梵行[kala-brahmacariya]——唯不必变换衣著。  
        世间男女欲行此道者殊罕。行持者堪称有德之辈，明智、贵重之器，当可容置奢摩他。  
        十业道不同于五戒、八戒，不必起誓。一经了解，只管持守。共分三类: 身业道三项、语业

道四项、意业道三项。身业道为: 离夺取生命; 离偷盗; 离不当性事与离醉品(后两离算作一项)。语

业道源自妄语戒: 离谎言; 离离间馋言; 离粗言谩骂; 离拉杂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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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意业道为: 离觊觎[anabhijjha]: 无觊望他人所有之心; 离恶意[abyapada]: 无愿他人受苦之心; 
持正见 [samma-ditthi]: 坚信我们经历的苦乐来自个人的善恶之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如此共有十业道，又称善业道[kusala kammapatha]——明智之道、净 行。此十业道当遵守、
奉行——越持恒越好。贪之杂染将给灭除; 嗔与痴之杂染将无缘升起。贪来自觊觎之念——即欲
望之聚焦——随后在意、语、行之中表现为贪。心意因此而不安、躁动; 言语、行为也变得不
智、染垢。至于嗔怒，它源自恶意，随后升至敌意，最后成为愤怒、狂怒、凶暴，意、语、行由
此变得不智、染垢。痴迷来自妄见，来自对对错、善恶的无明，致使意、语、行不智、染垢。  
        故此，你应当从根本上灭除它们。为著灭除觊觎而与他人——儿女、兄弟姐妹、亲属友人、
僧尼隐者——分享所有，究竟将有益于你自己的福利: 这称为布施[dana]。为著灭除恶意而培育
慈、悲、喜、舍之心; 为著离恶业而持戒[sila]。为著灭除妄见而亲近求学于多闻智者，藉此发展
自己的内觉与明辨: 这称为修心[bhavana]。  
        这便是贪、嗔、痴的对治法门。觊觎、恶意、妄见，乃是杂染的主根; 贪、嗔、痴为其顶冠; 
表达这些恶法的意、语、行构成了树干与枝叉; 结生之果即是苦: 生、老、病、死之苦，忧、哀、
痛、悲、惨之苦。我们平常食果肉后，若不破坏种子，它将有机会发芽，形成另一株树。杂染亦
如此: 我们若不摧毁那粒种子，它将结生更多的果。攀附与执取之心: 这就是种子。未了悟者，以
为其果美味可口，不愿弃绝、摧毁觊觎、恶意与妄见。果报是，他们在这三类杂染的影响之下，
以种种形式轮回。当这些杂染十足升起时，无论何等地位皆被摧毁，无论何等财富尽数散失。赞

誉变成毁谤，喜乐转为悲苦。友朋四避，家室离散——未离散者，心亦多有愁苦，如受煎熬。 

[中译注2]学法女受十戒两年后剃度,严守前六戒意谓: 期间若破其中之一,则两年时间必须重新开始算。其
它四戒则无此规定。 

* * *
 
问: 五戒、八戒、十业道应何时持守?  
        答: 五戒与十业道，应一贯持守——无分早晚、日夜——因其为常戒[nicca-sila]、无时相戒
[akalika-sila]。布萨八戒，则依居士各自的所能与机缘，有既定规范; 每隔七八日，于阴历的新
月、满月、上下弦的第八日，集体持守，每月共四次。该模式适合于时间或机缘不多者。不过，
你若时间与机缘充足，则要让信念作为你的引导。要专注其善德，而不是历书，只管自守八戒，
无分日期、季节，无论哪天持守，就把那天作为你个人的布萨日。  
        对此有人也许持异见:“若非布萨日，便不算持布萨戒。” 

“不是布萨戒，是什么?” 
“仅是一般的八戒。” 
“持八戒是好事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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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事。”  
“我们为善德而持八戒，不是么? 若是做对了善事，哪天做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此当翻译“布萨”一词。字面上它的意思是，“接近休止”[approaching respite]一切腐败

与不智。因此从定义上讲，你的行动[业]若不休止腐败，那一日便非是布萨日。你无从保证这日
那日是布萨日还是什么日。虽如此，按阴历定制持八戒对机缘不多者不失为有益模式。不过你若
有机会，不应自限于那几日，因为戒德在本质上与日期无特别关系。        因此，我们应当安排次
第，使有志于修持者择其所能。  
       1. 第一组于雨季每个阴历布萨日持守八戒: 三个月，每月四日，共十二日。这称为初阶

[mudu]。  
       2. 中阶布萨[majjhima uposatha]——每个阴历布萨日持守八戒，终年不辍: 十二个月，每月四
日，一年共四十八日。  
       3. 高阶布萨[ukkattha uposatha]——每个阴历布萨日及布萨日的前后日持守八戒，不论月份、
季节: 十二个月，每月十二日，因此一年共144日。信念坚定者可持此戒。或者，你若愿意，可以
瞄准更高的目标，在任何时间、任何季节持守八戒，专注于戒德本身的质量，不管世间的常规条
例——正如当今的佛教尼众，所守持的便是这同样的八条戒律。 

* * *
 
        因此，为了灭除这些杂染，我们应当布施财物，持守五戒、八戒、十业道，禅定修心，令心
坚固、不动、寂止。这些杂染一旦灭绝，即使你从未富有，也将富有起来; 即使你从未达到过天
界，也将常住，正如佛陀宣说五戒果报之偈: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haye 
凭戒德重生天界， 
凭戒德获得财富， 
凭戒德证得涅槃——安稳幸福，离一切苦 
故我们都应净化戒德。 

* * *
 
        戒可以两种方式确立。(1)持戒离[samadana-virati]，即发誓受戒，如我们随比丘或沙弥重复
戒律(此处还必须了解五戒或八戒所戒之不良恶行究竟为何); 或者(2)自然离[sampatta-virati]，即自
行决定戒某项不良恶行。换言之，你若想净化品格，可自行决定戒除恶习。一旦立戒，你要以良
知细心守护，不使松弛，这称为正断离[samuccheda-virati]: 绝对断离，完全脱离造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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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戒德的清净，有赖于两类因素: 毅力与四梵住(慈、悲、喜、舍)。举一个凭毅力持戒的例
子: 假定你习惯于宰杀动物。你决定持戒，于是停杀一两日，但因毅力不强，一过自限时日，又
重返旧习。这种凭毅力持戒的方式，意味著行使自制，不犯过去惯犯的恶习。  
        问: 如此持戒有价值么?  
        答: 就那一天而言是有价值的。偶尔见到光明，强过从来不见。  
        不过，藉四梵住持戒，意味著内心愿众生幸福，同情众生皆不欲受苦、愿得安宁、不受伤

害。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即升起悲愍，不敢破戒。以慈悲心持戒，有大果报。  
        戒行圆满者，凡有所求皆得成就: 重生人界、重生天界、涅磐。这样的人可以求得美貌妙
声、芳香美味、精致感觉、喜乐情绪。有戒德即是有财富: 五戒好比五十金锭，八戒好比八十金
锭，十业道好比一百金锭。实际上，戒德的价值不可计量。戒德与布施，两者共同构成了重生人
界、天界的必要因素。布施、持戒、禅定修心又是涅磐的必要因素。因此，我们都应当找时间努
力造那些引导我们趋向真正福利之业。  
        

 
布薩日 
        受戒前，首先礼敬三宝——佛、法(他所传授的真理)、僧(已证道之弟子): 

Araham samma-sambuddho bhagava 
Buddham bhagavantam abhivademi 
Svakkhato bhagavata dhammo 
Dhammam namassam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angham namami 薄伽梵是阿罗汉、正自觉者:  
我顶礼世尊、觉悟者。(一拜) 
法由薄伽梵善说:  
我崇敬法。(一拜) 
薄伽梵的弟子行道正善:  
我礼敬僧伽。(一拜) 

 
        现在全体持诵常规早课。你若不会，则保持安静。全体诵完后，将一齐念请求授戒文。同
样，你若不会，也保持安静。五戒求授方式如下: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尊者，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五戒。 
Du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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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五戒。 
Ta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ñca silani yacama 
第三次，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五戒。 

 
布萨八戒的求授方式如下: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尊者，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布萨八戒。 
Du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第二次 ，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布萨八戒。 
Tatiyampi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第三次，我们请求归依三宝并授布萨八戒。 

 
接下来，重复礼敬佛陀的句子: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礼敬薄伽梵、阿罗汉、正自觉者。(三遍) 

 
接下来，持诵三宝归依文: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归依佛。 
我归依法。 
我归依僧。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遍，我归依佛。 
第二遍，我归依法。 
第二遍，我归依僧。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遍，我归依佛。 
第三遍，我归依法。 
第三遍，我归依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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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毕后，主持仪式的比丘说: Ti-sarana-gamanam nitthitam. 三归依仪式完毕。 
        你答: Ama bhante. 是，尊者。 
 
        现在，跟著他重复五戒: 

1.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破坏生命。 
2.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偷盗。 
3. Kamesu micchacar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不当性事。 
(如果你受持八戒，则以此句代之: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
受训诫，戒一切性事。) 
4.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妄语。 
5. Sura-meraya-majja-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 戒醉
品。 
(如果你受持五戒，则在此停下。如果受持八戒，则继续) 
6.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午后至清晨之间进

食。 
7. Nacca-gita-vadita-visuka-dassana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
vibhusan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观听歌舞、器乐等演
艺，戒以花环、香料、化装品、珠宝装饰身体。 
8.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接受训诫，戒高而奢侈的
床与座。 

 
        你若持布萨戒，比丘将宣说布萨期的长短。跟著他重复: 

Imam atthanga-samannagatam. 
Buddha-paññattam uposatham. 
Imañca rattim imañca divasam. 
Sammadeva abhirakkhitum samadiyami.  
我今日今夜圆满、清净地持守佛陀制定的布萨八戒。 

 
比丘将提醒人们审慎持戒，并宣说持戒的果报: 

Imani attha sikkhapadani accekam rattin-divam uposathasila-vasena sadhukam rakkhitabbani. 
此八戒当在布萨期间日夜善持。 

 
你说: Ama bhante. 是，尊者。  
        比丘接著说: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h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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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戒德重生天界，凭戒德获得财富，凭戒德证得涅槃，因此我们都应净化戒德。 
 
授戒仪式至此完毕。 

* * *
 
戒律译文如下:  
        1. 我接受训诫，戒破坏生命。  
        2. 戒偷盗。  
        3. 戒不当性事(此为受五戒者持守。Abrahma-cariya...... 为受八戒者持守: 指戒一切性事。)  
        4. 戒妄语。  
        5. 戒醉品。  
        6. 戒午后至清晨之间进食。  
        7. 戒观听演艺(如歌舞、器乐等)，戒以花环、香料、化妆品、珠宝装饰身体。  
        8. 戒高而奢侈的床与座。(奢侈意为有厚垫 、床垫。高床意为高于十寸。不过扶手椅与扶手
沙发，即便高于十寸，亦不受本戒约束。) 

* * *
 
        不论五戒、八戒，都有两个[构成]基础。换言之，破戒须得有(1)身与心共同违越; 或者(2)语
与心共同违越。假若某个无意的身体行为违反了戒律，则戒德依旧完整。举例说，你砍树或采花
供于佛台，恰巧有生活于树枝或花茎上的昆虫因此死亡。你事先不知它们在那里。此种情形下，
你的戒德依然完整，因为你内心无意愿它们死亡。至于语行，假若你说话匆忙，出于疏漏或无
心，辞不达意。例如你本想讲两字，实际讲了四字; 本欲讲真话，但说错了。既然它仅是语言动

作，内心无意误导，因此你的戒德依然完整。  
        破坏十业道，可随著三因素之一而生效: 身与心共同违越; 语与心共同违越; 或者仅以心违

越。换言之，意 、语、行中任一的违越，须得有动机，才算是破坏了戒德，因为动机——即戒离
的意志[cetana-virati,戒离心]——构成了戒德的精髓。可查看任何一条戒律，其中必包含此要素。
动机为戒德的精髓; 动机以外，戒德的其它侧面，只是它的表达与应用。  
        堪称戒德之动机者，乃是遵守五戒或八戒的戒离意志。至于诸戒行，它们是该动机的表达，
而详述诸戒所禁行为的细则，则是该动机的应用范围。戒德为正常态。言语与行动的正常态与正
平衡，表达为五戒与布萨八戒。意、语、行的正常态与正平衡，则表达为十业道。  
        动机为戒德之根本，可引经文中佛陀之语为证: 

cetanaham bhikkhave kammam vadami 
比丘们，我说，动机即为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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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徒一般所修的戒德，总结起来归为三类: 小戒[hina-sila]; 牧守戒[gocara-sila]; 非牧守戒
[anagocara-sila]。  
        1. 小戒，指只服从戒律。譬如，第一戒要你戒杀，你求福德，因此看护其它有情的生命，不
使它们死亡。第二戒要你不偷盗，你因此照料别人的财产，不使它们失踪，希望藉此得些福德。
第三戒不许行不当性事，因此你四处看护他人的配偶与儿女。第四戒不许妄语，于是你四处照顾

他人的耳闻，不在其中灌输谎言。第五戒不许饮酒，因此你为他人的酒瓶著想，不把他们的酒喝
光。对其它戒律也同样如此。这样地修戒德，等于为他人的货物充当看守。你把自己置于奴仆或
雇佣牛倌的层次。无论是守五戒、甚至八戒，这都属于层次最低的戒德，或者说戒禁取
[silabbatupadana]，执取于外在的善德形式。  
        2. 牧守戒，指确保心只住于良善的动机，譬如思考如何行动才是明智、有福德。无论你的思
想涉及过去还是未来，色、声、香、味、触、法，你小心保持动机明智，不让它们堕落于腐败或
不智。  
        3. 非牧守戒，指使心住于当下，不让它漫游于杂念之间。你有念住与警觉，连续守护心，使
它完全安住当下。这才是戒德——达到正常状态时的戒德——这种戒德有天界与涅磐的价值。  
        小心谨慎不破条文的戒德，能够对治粗相的贪。来自牧守心的思路，不让它进入不良动机领

域的戒德，能够灭除嗔怒与厌恶。进入当下的戒德——即正态之中的戒德——能够灭除痴迷。因
此我们可以说，戒德能够灭除粗相的杂染，即某些层次的贪、嗔、痴。 

* * *
 
        继续说布萨日: 你现在有机会听一段说法。请求说法的方式如下: 

Brahma ca lokadhipati sahampati 
katañjali andhivaram ayacatha 
santidha sattapparajakkha-jatika 
desetu dhammam anukampimam pajam 
世界之主、梵天沙巷婆提， 
合掌于心前，[走近世尊]请求祝福: 
“有众生眼里仅存些许尘垢， 
请佛慈悲，为他们传法。” 

        现在，整肃你的思想，住于吸收法的滋养。说法完毕，你可以如下方式宣告自己成为佛陀的
居家弟子: 

Aham buddhañca dhammañca sanghañca saranam gato 
我已归依佛、法、僧， 
Upasakattam desesim bhikkhu-sanghassa sam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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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比丘僧伽面前宣告我的归依。 
Etam me saranam khemam 
Etam saranam-uttamam 
这是我的安稳归依， 
这是我的至上归依。 
Etam saranam-agamma 
Sabba-dukkha pamuccaye 
这是能从一切苦痛中解脱的归依。 
Yatha-balam careyyaham 
Samma-sambuddha-sasanam 
我将尽善遵从正自觉者的教导， 
Dukkha-nissaranasseva 
Bhagi assam anagate 
将来得以从忧苦中解脱。 
(女众应以 gata 替代 gato，以 upasikattam 替代 upasakattam，以 bhaginissam 替代 bhagi 
assam。) 

        巴利文的居士一词 upasaka [优婆塞,近事男，女居士upasika，优婆夷,近事女]，字面意义为: 
靠近者。居士有十种素质: 五种当止持[禁止]，五种当作持[具备]。五种止持为: 

(1)贩售武器 
(2)贩售人口 
(3)贩售动物给予宰杀，贩售自己所杀动物之肉 
(4)贩售醉品 
(5)贩售毒药 

        五种作持素养为: 
(1)具信 
(2)持戒 
(3)坚信业力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不欲在佛陀教导之外寻求福德 
(5)唯以佛陀教导的方式行福德 

        拥有了这些资格，依照定义，他就是一位以布施、持戒与禅定为修持目标的居家弟子。 
* * *

 
        布萨仪式完毕后，你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培育心的平静与安止。不要把一天浪费掉。把“佛
陀”作为你的禅修练习。专心默念“佛陀”是一种修定方式。明辨之意是，对一切造作缘起之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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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领悟。明辨的价值在于弃绝一切形式的杂染。戒德、定力、明辨: 这些素质构成了佛陀教
导的核心，我们都应当尽己所能长养它们。 
        现在，我们对戒德、定力提出若干问题，藉此进一步解释这些主题。 

 
戒德

1.什么是持戒的利益? 什么是不持戒的过患? 
2.什么是戒德? 
3.戒有多少种? 
4.什么是戒德的精髓? 
5.维持戒德需要什么? 

 
        1.答第一问: 持戒者此生可识得的利益如下: 他们不受世人猜疑、鄙视; 他们进入圣人与常人
的集会时有自信。他们死后，至少可得人界的重生。因此，有德者不愿自己的戒德受玷污。  
        另一解答是: 持戒者在全世界受人爱戴。何以如此? 因为世上无人愿受欺压，哪怕一丁点也不
愿。不必说善士，即便盗贼也责怪无原则者，比如他们团伙抢劫: 盗团成员们必然因行事之苦而
相互找错。但出于无明、愚蠢、缺判断力，他们还去做。  
        另一解答是: 持戒者 所行之事有益于这个世界与下个世界。多数人忽视了戒德的这个侧面。
我们视错误为正常，以为持戒妨碍进步，持戒者老套、落后时代，或者认为持戒不可能谋生。这

一切观点并无实际根据。戒律究竟如何妨碍进步? 仔细考虑这一点: 世界的本质是，无一人愿意受
苦; 即便畜生也不欲见痛。因此戒德之本意，非是破坏世界，而是保护它、助它进步。佛陀制定
戒律，非仅仅依照自己的见解，而是顺应了全世界人的方式与见解。何以知此? 我们无须问佛陀
本人，可以自己考虑:  
        例(1): 举一简单例子，杀生。渔人以杀生谋生，有的因此赚了大钱。他们仍抱怨自己工作之
辛苦，甚至有时落海溺死。既然抱怨自己的工作，就表明他们不好此业。至于那些鱼，它们也不
喜欢[被捕]。甚至小蚊小虫也不愿被虐待[作饵]。我们为什么虐待它们? 因为我们未曾亲近智者。
我们眼见伤害与苦痛，但出于自己的暗昧、愚痴，仍然去做。此例说明，佛陀确立戒律乃是顺应

了世界共见。  
        例(2): 偷盗，世上有人喜好此事么? 假若世界喜好偷盗，也许就不会有禁止——哪个人类社
会没有这些法规? 既有这些法规，就说明我们并不喜好偷盗。即便被盗的物事也不愿被人窃走。
譬如动物，被盗贼迫之一隅时，会试图逃避。小偷与强盗们常怨生计辛苦——老得遮掩躲藏、少
食少眠。抱怨则说明不好此业。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他们未曾亲近智者。出于自己的暗昧、愚
痴，视错误为正确。  
        例(3): 通奸，世上谁喜好? 问做此事者，他们抱怨自己为之痛苦。问受害者，他们也抱怨因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Craft.htm (12 of 19) [12/31/2010 10:48:45 PM]



阿姜李-修心之技能

之痛苦，不欢迎此事，有时甚至以自杀结局。这表明世界并不喜好此事。人们为什么做? 因为他
们未曾亲近智者。视错误为正确，因此带来世界的毁灭。他们被罚款、收监，家庭关系破坏，相
互击头，原只为取乐。如此做错事，将使父母哭泣、使官府烦恼。这些事给世界带来毁灭。  
        例(4): 说谎，世上可有任何人喜好此事? 一个人正在说谎时，必然苦于怕被人识破。将要说

谎时，他苦于盘算如何开脱。一旦说了谎，又苦于怕无人相信。被骗者怕所闻非实，得质问、对

证。即便儿童也不欲受骗。譬如小孩子啼哭要娘，父亲骗他说:“乖——你娘来了。”当他不见母亲

来时，就会大哭不止。为什么? 因他不能信任他的父亲。不必说人，连动物也不愿受骗。譬如我
们拿米饭引诱一只狗。它看见米饭，以为要给它吃，就举臀摇尾地跳过来，我们不给它，反拿著
米饭跑掉。如此三四次之后，它很可能不再走近前来，因为它知道我们在骗它。这说明众生不喜
好谎言。那么为什么人们说谎? 因为他们未曾亲近智者。视错误为正确，导致世界衰败。  
        例(5): 饮酒。是有一种人喜好饮酒。酿酒者诉苦: 陪钱、怕被警察发现、被酒客欺骗。酒徒们

抱怨，酒令他们头晕、蚀尽薪水、潦倒贫穷。我未闻世人盛赞饮酒为趋向健康、财富、幸福之道
者。酒徒若真以为善，也许不会回来照旧饮水吃饭。一旦喝醉了，闹事出丑之态，不为世人赞

赏，连遭家人厌恶。自己又诉说欠债、缺钱，表明他们也不爱好、欣赏此项瘾习。  
        在某些地区，政府出于对民生福利的关心，立法阻止饮酒之害。(我个人一直想知道，官家
酒税所得是否足以覆盖酒徒造成的损失。我对此存疑，不过这只是我的观点。你可以自己考虑。
常见例子是，人们聚众饮酒时——不论是合法还是偷税的烧酒——便开口说话: 一瓶烧酒之后，
当中一人也许就给杀死了。这种情形下，官府从一瓶酒中所得的丁点税收，可能远抵不上追捕凶
手的费用。)  
        因此佛陀看见了这类行为之中的邪恶: 它败坏世界，妨害民生。譬如，醉汉难以保持一份稳

定的工作。他只会自夸。我非是批评，这是我时常所见。例如，农夫请邻人帮忙收割稻谷时，众
人[醉酒]大声喧哗，不过去看他们的工作，却发现稻谷撒得遍地都是。  
        有一次我见到一口井，井道惊人地倾斜，往下看，水倒是新鲜干净。于是我问井主:“这水是
不错。何故井道掘工不佳? 是遇上巨石还是树根? 什么时候掘的? 是谁掘的? 你自己还是雇人?”  
        于是井主答:“这井是我请了朋友帮忙挖的。”  
        “怎么让他们掘这么深? 花了不少钱吧。”  
        “我请他们喝烧酒，直到大醉，接著下去挖井，这就是井道如此歪斜的由来。”  
        这说明酒精何等坏事。  
 
        我在此所举的一切例子——虽然短小，足以引发思考——说明世界并不喜好这些事，说明它
们造成伤害、损失，浪费金钱、劳力、人生。这就说明，佛陀禁止这些行为，是合乎世界之共见

的。没有哪条戒律与那些观点背道而行。既如此，有哪条戒律妨碍进步?  
        那么，人们何以不识此理? 因为他们未曾亲近智者，视错误为正确。他们与世界作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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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佛陀随顺世人的愿望，为了人民与国家的发达而传法。假若人们真正遵守戒律，在地球上
的生活在可见的当下即有幸福。  
        第一问——守戒的利益与不守戒的过患——到此讨论完毕。 
 
        2. 第二问“什么是戒德?”可回答如下: 戒德的巴利语——sila——意为正常。所谓“正常”，是指
意、语、行无偏，而“无偏”是指不以行动造恶、不以口舌言恶、不以心思恶: 换言之，戒离三类
有害的身业、四类有害的语业、三类有害的意业。当离的三身业是: 杀生、偷盗、醉酒与不当行
事。避免这些行为，不让身体朝那里偏，即是让身体住于正常状态。当离的四语业是: 谎言、离
间馋言、粗口谩骂、拉杂闲谈。保持言语不朝那里偏，即是使言语住于正常状态。而使心住于正
常状态，意味著(1)不觊望他人所有。(2)对行为不愉悦的人或有情无恶意。(3)持正见: 懂得一切有
情依自己的业而活——动机好的，有好报，动机恶的，有恶报——无一希望受苦。一旦你能够如
此看待事物，要维持该视角。不要让它偏离到错误道上。  
        如此维持意、语、行于正常、平衡状态，即为戒德。不过“平衡”在此，非是排除一切行动

[业]; 它只排除导致言行朝错误方向偏走的行动。除了此等偏离之外，凡有精力者，无论以何谋

生，尽管做，因为佛陀的戒律并非是懒惰的戒律、胆小的戒律、贫穷或呆滞的戒律——即不许你
做任何事的戒律。那非是佛陀的教导。至于言语，凡无害之言，尽管讲。佛陀的戒律并非是哑口
禁声的戒律; 而是让你讲适宜言语的戒律。至于心意，凡有利于谋生知识或发明的想法，尽管
想。佛陀并未禁止此类思考。他只禁止有害的思考，因为戒德之要旨乃是戒离意、语、行当中的
邪恶不正，培育意、语、行的正直诚实。这表明，佛陀教导我们戒当戒之事，行当行之事。此说

可以八圣道的正志与正命为证。不过我们多数人相信，持戒等于把自己圈在寺院，妨碍谋生，甚
至动一动指头都不行。这种信念是错误的: 它违反了佛陀的教导，有害世界的进步。  
        持戒——有戒德——意味著使言与行住于正常状态。具戒德者，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清净的。
作为果报，他们得到的财富殷实、长久。具戒德者，无论说什么——无论说多少——不会令听者
有刺耳感。它可以带来善运，使听者感觉顺耳。有戒德者无论思考什么，假若本来是件难事，将
会转为易事; 假若是造什么物件，会做得美观，这都是那戒德的缘故。不过我们多数人，倾向于
太轻视戒德，不在工作与活动中行持，因此沉重不堪，跟不上世界的进步。  
        意、语、行不受戒律统辖者，好比盖满细菌、烟灰: 有所触处，尽受污染，难以实现目标。
即便成功，也不长久。言语也一样: 言语不能长久维持戒德者，常被听者怀疑、鄙视。他若想找
人要钱[商业集资等]，会有困难; 一但得到钱，也不能久存。心意也一样: 人若无戒德掌管心，他
的思考是暗昧的。无论想什么计划，会有困难，即便成功，也不善不久。  
        欲使意、语、行维持正态，须有念住。换言之，一切行动之中，必须连续审视自己的业——
坐、站、行、卧——才能知道自己不曾作恶。不能连续反观自业者，好比不著衣服: 处处冒渎他
人。甚至有故事说，某男如此心不在焉，把妻子的上衣与下裙穿了出门，这说明不能反观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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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会发生什么。  
        不检点自己的言语者，好比无盖的饭锅。水煮开时溢出，会把火熄灭。人不能时常把握自己
的思想——譬如那无休止地臆想赚钱致富以至与现实脱节者——必然给自己造成伤害。有些人想
得过多，以至于吃不下、睡不著，神经受伤、心理失衡，皆因思考无根基、无自制之故。  
        如此，缺念住者 同时也正是那些不守戒者，他们会伤害自己。  
        第二问讨论完毕。 
 
3. 第三问“戒有多少种?”可回答如下: 专义上区分有五类，指五戒、八戒、十业道、十戒与227
戒。广义上区分有两类: 一类是居士戒，另一类是比丘与沙弥戒。  
        从另一个角度区分，有三类: 与身业有关的、与语业有关的、与意业有关的。  
        再换个角度区分，有两类: 基本戒[adi-brahma-cariya-sikkha，初梵行戒]，即必须首先学习与
遵守的五条基本戒律，如杀生戒; 一旦掌握之后，下一个层次是仪表规范[abhisamacara]，有关个
人行止，如就餐等。  
        再换一个角度，有两类: 世俗[lokiya]与出世[lokuttara]。出世戒德，既可是居士戒、亦可是比
丘戒。假若某人，不论僧俗，已证得心的真实正态，他的戒德便已出世。不过，尚未达到入流正
态者的戒德——不论居士比丘、不论是否严格持戒——只是世间的。世间的戒德，本质上无常，
时而清净、时而不净; 持这类戒者，有的生天界、有的下地狱。不过，出世戒德恒常、直趋涅
槃。此类戒德排除了在四恶趣(apaya-bhumi)重生的可能。  
        达到出世层次者所具有的戒德，乃是佛陀教导的真正戒德，比其它一切戒德更尊贵、更有价
值。世俗戒德，即便是比丘的227戒，品质 上亦不可与一位入流居士的五种戒德相比: 出世戒德贵

为如此。为什么入流者的戒德恒常，而凡夫的戒德非恒常? 因为入流者已经藉明辨之力，彻底摆

脱了自我认同[sakkaya-ditthi,身见]。他们的明辨来自何处? 来自修定，使心坚实，从中升起明辨，
永远洗净了自我认同。他们已经看见了对身与心持痴见的危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我。他们已
观照色身，直到看见，它只是四元素，来时未带来，去时也不带走。因此，他们能够放开，不带

著执取或者错误的先见。  
        (1)假若我们把身体视为属我所有，就会对它持占有心，不愿明智善用。我们卡在了身体喜乐

的层次——是那种享乐抹杀我们的福德与福利。当色身痛受升起时，是那种痛抹杀我们当行的福
德。这可算是一种形式的杀生[panatipata]: 用乐与痛，灭去众生希求的福德。这是入流者已弃绝

的自我认同之一。  
        (2)不与而取[adinnadana]: 入流者不抓紧色身，以之属我，因为他们已意识到，它只是四大之
合成，这些元素是世间的一部分，不可能拿走[4]。结果，他们不会试图欺诈世间，把世间元素指
为属我，如此他们弃绝了自我认同之另一侧面。  
        (3)不当性事[kamesu micchacara]: 入流者已看见来自感官攀缘——色、声、香、味、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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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可以享受的，就享受; 不可耽于其中的，则不介入。这意味著他们对感官之乐，不
会让自己做错事。如此他们弃绝了自我认同的另一侧面。  
        (4)妄语[musavada]: 入流者已亲见绝对真相，就不会说谎了。换言之，他们已看见了四圣
谛，如此弃绝了自我认同的另一侧面。  
        (5)醉品[surameraya]: 入流者不可能沉醉、失慎于色、声、香、味、触、法。如此他们弃绝了
自我认同的另一个侧面。 

[中译注4] 指入流者已放下色身，把执取色身作为一种形式的偷窃。他更不会对其它世间物质不与而取。  
 
        这就是明辨[慧]层次上的戒德。一旦达到这个层次，常规形式的戒德即转为恒常、持久，因
为自我认同已藉明辨彻底摆脱。至于戒禁取[silabbata-paramasa，对戒条与修持的“摸取”]，入流
者不再“摸取”自己的行为，因为已确见其正确性。至于疑[vicikiccha]，他们已弃绝一切对明辨价
值、活命方式、修行道的存疑: 不再臆测是否正确。一旦能做到这一步，即与世俗戒德隔离。世
俗戒德是无常的，因为它缺明辨。何以缺明辨? 因为我们不在内心修定，顽固地执取色身、攀附
它、误以为是我，以至于少许的蚊蝇骚扰、日晒雨淋，都会使我们的福德枯萎、死去。  
        因此，出世戒德殊胜; 世俗戒德不持久。至于戒德是出世还是世俗，完全与心有关。  

愚钝、少明辨之心， 
攀附色身， 
死时为骨所梗，不得吃肉、坐皮。[3] 
它未经修练， 
沉沦于苦。 
 
修成之心，升起明辨， 
死时放开色身， 
无憾脱褪。 
既见真相， 
此谓尊贵、无上。 

 
        第三问讨论完毕。

[中译注3]此处意为,人身死后无用,不如已死动物的色身尚可利用。 

 
        4.回答第四问:“什么是戒德的精髓?” 我们首先必须把戒德精髓即戒离的动机[cetana-virati，戒
离心]与戒德的表达区别开来，戒德的表达有三类: 自然离、持戒离、正断离。这三种称为戒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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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因为它们随戒德而来。  
        自然离[sampatta-virati]: 指未曾作誓而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譬如在野外或林间看见一头

动物，有机会杀死，但因畏惧罪恶，决定不杀; 或者看见他人的财物，本有机会拿走，但因畏惧
恶业，决定不取。  
        持戒离[samadana-virati]: 指发了持戒的誓言——或者对自己、或者随他人重复——此后谨持
不破。  
        正断离[samuccheda-virati]: 指维持戒德清净无染，不论是否作誓。  
 
        戒行表达的清净与否，有赖于对意、语、行之操作中升起的若干次要因素、它们或者违反戒
德的表达(因此使之玷污)、或者谨慎持守(因此保持清净)。  
        至于戒德的精髓——此处“精髓”指主要成分或决定因素——乃是戒离有伤害性的意、语、行
的意志[戒离心]，并且牢记使心保持正常状态。这些有害的意、语、行可以是五种、八种、十
种、或其它形式的伤害。因此，戒德分两类: 一类是清净的戒德，即，意、语、行之绝无污染; 另
一类是染垢的戒德，即撕破、穿洞的戒德。例如守两戒，但连破三戒，即是被撕破的戒德。非连

续性的破戒，则称染垢的戒德、穿洞的戒德。  
        不良品性由此而来。品性不良者，有[生于人界的]戒德，但他们不守护它。他们持戒不力，
于是让邪恶透过言与行流进来。染垢的戒、撕破的戒、穿洞的戒: 即便它们算是恶，却也强过无
戒。戒德有破裂之处，强过无戒可破，好比穿破衣强过无衣可穿。人人生来俱有戒德，除非身
死。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必须守戒? 守戒意味著我们把已有的戒德洗净，而不是到比丘沙弥那
里收集他们培育的戒德。  
        我们已了解，戒德指动机端正之心; 染垢的戒德，指动机不端之心。这足以说明人人都有戒
德，因为有谁无心? 即便疯人也有心，唯有死尸无心。任何有呼吸的人都有戒德，唯一不同是，
该戒德清净与否。正如佛陀对弟子说: 

cetanaham bhikkhave kammam vadami: 
比丘们，我说，动机即是业。 

 
        邪恶动机玷污戒德。善巧动机维护戒德的清净。第四问讨论完毕。 
 
        5. 第五问: 维持戒德需要什么? 可作如下解答。此处戒德指的是戒德之清净。为使此清净稳固
持久，有赖其因缘，好比初生儿有赖父母的护持方能活命成长。若得父母的充足哺育，则茁壮成
长，无营养不良之虞; 喂养不足，则单薄虚弱。同样地，戒德之维持，有赖于我们的念住、警觉: 
此二法为清净戒德之守护。同时，我们必须以资粮滋养戒德。若无资粮，戒德将枯萎、死去; 即
便有正念与警觉的守护，也不能壮大，好比儿童有父母，无哺育，必然消瘦枯竭。戒德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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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资粮，戒德的资粮为:  
        (1)慈(metta)—善意，自爱爱他，愿一切众生皆有幸福。  
        (2)悲(karuna)—对己对人有同情心，愿人人远离苦痛。  
        (3)喜(karuna)—随喜，对一切众生的善德由衷喜悦。  
        (4)舍(upekkha)—舍离，在我们不再于事有益的情形下，住于平静无偏之心，把事情放下，既
不喜也不恼。例如，面对罪犯被判处杀头刑罚之情形。  
        此四梵住之心，乃是戒德的资粮。 

念住为父， 
警觉为母， 
无量梵住为资粮。 

 
        如此行事者，戒德将壮大有力。换言之，当意、语、行中体现著慈悲喜舍之心时，戒德将坚

定、持久、直趋涅槃。此谓壮大的戒德、丰盛的戒德、富足的戒德、乔达摩佛教导的戒德。不能
成就这一步者，只能得到贫穷的戒德、染病的戒德、孤寡的戒德、枯萎退失的戒德。 

有戒德者有善德， 
有善德者有财富， 
有财富者有喜乐， 
戒德之乐为至上。 

        戒德为人人可佩戴的美饰。不论老幼，以戒德装点，皆有魅力，因为它不同于外在饰品，无
论由谁佩戴，永无不协调或不适宜之感。外在饰品仅于适当场合美观，戒德却永久宜持。凡能维

持戒德者，此生与来生将脱离危险与敌意。因此，有明辨者细心守护他们的戒德。无明辨者自寻

锁链，即: 束缚手腕、脚腕、脖项、耳垂的金锁链。即便细心守护，仍不免受其伤害——比如盗
贼抢夺金链时，会撕裂耳廓、擦破手足皮肤。可以藉此思考外在饰品究竟有多少善处。  
        至于戒德，当它包围著我们的心意、包围著我们的言语、包围著我们的行为时，谁能破坏
它? 哪个贼能偷它? 什么火能烧它? 经偈保证，我们死后，能去天界享受喜乐。 

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凭戒德重生天界， 
凭戒德获得财富， 
凭戒德证得解脱。 
candanadinam gandhanam sila-gandho anuttaro 
一切如檀之芳香，戒德之芳香至上。 
silam loke anutt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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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德在世间至上。 
silo rahado akuddamo 
戒德如清池。 
sukham yava jara silam 
戒德在终老时带来安宁。 
silam yava jara sadhu 
戒德在终老时善哉。 

        因此，一切有志于清澈、清净之福德者，当以四梵住之心，勤修、完善其戒德。既掌握后，
凡有志于圣道中段之修定者，将迅速得果报。  
        第五问讨论完毕。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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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作比丘的第二年，有人请我为一位女士说法，我只知人们称她为“大姑”，是她把赞助我出家的女士抚养成
人。大姑突然病倒，亲戚们确信她不久于人世。她一生中识得的林居修行大师不在少数，因此我决定，与其自己
讲，不如为她读几段阿姜李的开示。我读完之后，她问:“那是谁的开示?” 
        我告诉她:“是阿姜李的。” 
        “我也这么想，”她答道，“没有人作开示能像他讲得那么优美。” 
        此后我时常回想起这句评论，特别是优美这个词的意义。一段优美的谈话，对她那一代多数泰国人来说，是指
正式的宫廷语言，带著繁复的文学词藻，常以最大量的文字，表达最少量的内涵。当然，那不是阿姜李的风格。我
想大姑的意思，指的是另一种优美: 表达的直接与清晰，带著想象力丰富的明喻与暗喻。阿姜李善于使法义中的晦
涩之处明朗起来，使平时熟悉的教导印象深化。尽管他对文字表达有著诗人般的敏感，他的开示之优美，与其说是
博学的词藻之美，不如说是内心的自然之美。本书摘自他的开示集，我在选译段落时，注意到的便是这样的优美。 
        阿姜李的开示，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才被录音下来。他早期的开示记录，归功于在场作笔记的几位弟子: 
女尼阿伦-阿比瓦那; 比丘邦古-安努达诺; 另有一位女居士桃-萨缔雅努拉把阿姜李的开示载入日记，她去世后人们出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htm (1 of 42) [12/31/2010 10:48:57 PM]



阿姜李-解脱的技能

版了这些日记。我在编辑本书时，对三处笔记均有采撷。这三者之中，以阿伦-阿比瓦那的笔记最为详尽。数年来，
她记录著阿姜李的开示，有时随手写下闪光的片段，有时还原整场开示。她的笔记连同邦古比丘的笔记、以及根据
录音整理的开示，近来已收集成两大册。由于编排随机，这两集材料难以系统阅读，不过对于只想随手翻开读上
一段，思有所得后回去自修的行者来说，它们是优秀的指南手册。 
        阿姜李在林居大师们当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留下了有关禅定及广义佛教修持的系统指南，著作包括: 《念住
呼吸》、《心的技能》、《四念处》与《基本主题》等。希望对他的教导的总体概要有所了解的人，应当首先读那
几册。不过，他的开示才是揭示他本人率直敏捷的个性之处，同时为他一些比较系统的教导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
旁注，其中也包含了别处不曾收录的若干要点。他的部分开示我已英译成集，包括《禅定开示》、《精神食粮》
与《内在力量》。不过那里收录的是还原完整、围绕特定主题的开示。在本集里，我的选取面比较广，收录内容包
括数篇完整的开示、一些短段落、甚至有的只是思绪片段，只要它们读来有所启示。 
        本书意在作为省思材料，读者一次读一点。特别是不少短段落，只有反复思索方能领悟其意。此外有些体现阿
姜李个性的段落，对于佛教行者应如何开示的诸样现代观念，是一个挑战。正如阿姜李曾提醒听众，对于佛法教导

不应轻易接受或排斥。反之，应以开明之心谛听，接著用于实修，看它是否有助于揭示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先入之
见。我希望读者能以这样的心态阅读本书。 
        在选择本书的组成段落时，我认为有两个主题比较突出。第一个主题——同时也被选作本书书名——即佛教修
行关乎一类技能的培养，这一点阿姜李经常提及。这类技能不仅包括禅定技巧，而且包括对世界与日常生活事件的
观察方式。这类技能的培养，最终趋向于他所说的解脱技能，即把心引向彻底解脱的觉知。第二个主题是呼吸禅定
对培养该技能所起的中心作用。对阿姜李来说，佛教教义只有应用于呼吸禅定时才揭示其真义。为了理解这一点，
我收录了题为“觉醒之翼”的一节，主题为佛陀本人所列的中心教导[译按: 指三十七菩提分]，说明阿姜李怎样从呼吸
禅定角度对这些教导作诠解。 
        这里选译的段落既足以使本书独立成册，同时也得以补充阿姜李其它著作的缺漏。我希望本书对于阿姜李所述
的解脱技能、与其表达之优美，给英语读者一个较为全面的印象。 
 
坦尼沙罗比丘(杰弗里-德格拉夫)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1995年11月 
 
美国加州慈林寺 
Metta Forest Monastery 
Valley Center，CA 92082 
November，1995 

引言
        我喜欢四处游方，不只为了有趣，也因为我想学。要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取决于三件事: 看、听、想，也就是
让你的感官各尽其用。有时你遇见一些人，发现他们的信念与修持层次比你低，你可以起作用，教他们走上正道。
但是，当你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内心确信那是真正的好东西时，不要去想它是你的、还是他们的。要把它记住，
用在自己的修行当中。 
        因为我的心著意于为佛教服务，因此一直试著做些有益的事。无论职位高低，只想著起些作用。至于作用的
方式，换句话说，怎样有益于程度高的、与程度还不那么高的人，那与场合有关。佛教不是家庭、寺院、这个那个
城市、或者哪个国家的专有财产。佛教的意义在于利益每个人、每个地方。它属于全世界。我们越能传播它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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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 
        不过即使我有好意，按这些想法行事，也不能逃脱人们的批评，也许是因为批评者并不理解。就在不久前的4
月20日，我同一位年长的贵族谈过，不过我不想过分责怪他。他的批评，简单说便是: “你跟居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
多了，怎么能为解脱而修行呢?” 
        我坦率地回答他了; 不过首先为了确定，我问他: “你的意思是指什么?” 
        “教人涅槃。”他说，“不要与他们有太多牵扯。” 
        于是我说: “我喜欢教人涅槃，这样做是难，不过我愿意，这是我的事。如果照你说的去做，反而不对。假定你
种水稻，等它金黄成熟时，你能只收里面的白米粒么? 人们也许会说我不正常，我为什么在乎呢? 我收获整株植物，
因为它用途多样。稻茎可以收著喂牛、或者卖了、或者作火引。米糠可以喂猪。” 
        他说: “我懂了，你说得对。”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 

        我与多数比丘不同，不喜欢只吃一种风味的食物，也就是日常饮食。我喜欢的食物，每一口有三种风味。它是
精致的食物，是心的食物，非色身食物。它的三种风味是，触食、识食、思食[直译为感官接触、意识、与动机]。
如果比作榴莲，是那种人们特别喜欢的，同时又甜、又醇、又有点苦。 
        触食的滋养，在这里意思是可喜的色、声、香、味、触、法。识食的滋养，意思是注意到从眼、耳、鼻、
舌、身、意进来的可喜事物。而思食的滋养，意思是我们瞄准的目标获得成功。归结起来，这些东西称为法的食
物: 咬一口得三种滋味。无论谁，常吃这样的食物，会有长久、喜乐、健康的人生。 
        这便是我要的食物。简单说，是我看见弟子们——比丘、沙弥、居家人——行道正善时的满足感。它不是米
食、而是人食，我是个怪比丘，喜欢吃人。如果谁的行为使我喜乐、满足，会让我活得长点。如果谁行为不端，会
让我死得快。我在这里的原因，是利益佛教、利益世界。我在寻找生计，希望有点收成。如果我种的稻，产出又大
又胖的谷子，收成又好，我会多留一阵。如果只收矮小的谷子，还欠收，我会上路。 
        因此，如果我看见留下来有用，会努力呼吸得又好又长、又好又长。如果我看见继续留著不再起作用，我会使
呼吸越来越短，直到一下就走。那时我才有自在，那样的喜乐没有什么比得上，不需要坐这里折磨身体，一面听谁

的烦恼了 : 明亮的光，我独自一个，没一点牵挂。 
        因此，那就是我喜欢的食物。至于色身的食物，我吃是因为需要。并不是想吃，因为那里没什么实质。今天
吃了，明天就得排出去。但是心的食物，你一天里吃的，可以跟著你十年、百年，永远不会厌倦。你持续满足，直
到忘记饥饿的滋味。 

* 

世间诸法
        动乱来自我们自己的杂染，非来自他人。你要找到和平，必须解决你自己内心的冲突。

* 

        凡是与世间有关的事，无论多好，都是紧张与苦。你有一块钱，便有一块钱的苦。有一万块钱，便有一万块钱
的苦; 因为钱的事又沉又重。法界的事轻松，不需要包起随身带著: 它不是别的，只是褪除、置于一边、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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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爱是我们的大敌。次爱是次敌。我们不爱的只是中立者。

* 

        世间诸事，至多是善而不真、或真而不善。他人的意、语、行，并非真事，而是世间事。不过法，确实真、确
实好、确实有益。它是甚深心法。 
        因此，当我们知道，世间诸法其善处不真、其真处不善时，就不该抓紧它们，得把它们拨到一边。如果人们说

道我们的好坏，那些话没什么实质，因为“好”只在说话者的嘴里是真的，“坏”也一样。因此不要抓紧他们说的任
何话，而要关注你自己内心升起的好与坏。 

* 

        不要抓紧外在的言辞。如果人们说你的是非、诅咒你，让他们自己收著。狗在路中央叫，把它踢到一边去。

* 

        爱叫的狗不咬人。安静的狗也许会，因此要小心。

* 

        爱听谣言的耳，是水罐耳，不是人耳。

* 

        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如果他们说你是一只狗，自己查查有尾巴没有。如果你没有，那么是他们错了。

* 

        世间迷恋于言辞，然而我不跟著走。我宁可在内心探索真相。言辞是你吐出去的，不是该保存的，它们不是
真相。真相在你心里。因此不管你的话是好是坏、动听难听，至少确保你的心善。

* 

        随便与自在是两回事。随便的意思是，你又慢又懒，该做的事不做完。你把事弄糟，浪费时间。自在的意思
是，心里有著精细的舒适与清凉，毫无内在的紧张与混乱。这般有自在的人，是世间真正需要的; 法更需要这样

的人，因为清凉好比医药，能驱散高热、安抚烧灼之痛。

* 

        “人管事”，意思是我们用定力与明辨完成工作。“事管人”，意思是我们缺乏定力与明辨，哪怕躺在床上，还在
想事。“事管事”，意思是一切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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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条是: “尽量使自己好，其它一切，会因你变好。” 如果你不为了外在的善而放弃内在的善，事情必然
顺利。 

* 

        “不要砍倒给你荫凉的树。”给它施肥、照顾它、让它成长。不要忘记曾经帮过你的人，找些好事做，回报他
们。如果你不能用言辞与行动这样做，至少用你的心念去做。 
        如果人们可以杀死自己的善德，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杀死别人。 

* 

        如果你想说的不是好话、真话，就保持安静。即使它是好话、真话，但无益，还是会造成伤害。 

* 

        愚人可以坐在金矿上，却不知怎样得益。智者可以把土与草，转为金与银。 

* 

        愚人即使继承了祖辈的大宗遗产，也不能避免用它造大宗恶业。聪明人即使名下只得一头牛，也能用它安身
立命。 

* 

        我们多数人所知之多，无边无界。知识无边界时，就好比林火，到处烧。换句话说，我们聪明过头了。知道什
么是对是错，却挡不住自己做错事。这样的知识毫无意义，只会带来伤害。那就是为什么它好比失控的山火，会毁

坏大家的果园田地。这样的人到头来失去一切。他们了解世上的一切，却不了解自己。没有边界的知识，会导致两
种伤害: 自己受伤害，他人也受伤害。 

* 

        无明深重的人，视混乱为有趣，好比一条鱼见到大海的波涛，以为是游乐场。 

* 

        贪的意思是紧盯、粘取事物: 自己的、他人的。如果我们给粘住了，就好比给电流吸住、电死。世间一切，本
质上好比发电机，时刻在转。如果没有绝缘防护，就去接触线路，电流会把我们吸住、直到烧焦。我们以为电流明
亮美妙，想去抚摸，它会电死我们。如果紧抓事物，欲望会使我们卡在那里。

* 

        不要让内心的杂染接触外界的杂染。如果我们与他人同时有杂染，结果会出麻烦。比方说，如果他们怒时我们

也怒、他们贪时我们也贪、他们痴时我们也痴，结果一起遭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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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本不平等，但你必须使你的心平等对待每个人。

* 

        如果你见到他人坏的一面，把眼转开找一找，直到你也看见了他们好的一面。

* 

        做错事的人，好过根本不行动的人，因为错误可以纠正。但是如果你不行动，怎么知道纠正自己? 你不知自己
是否有错。你不做，本身就是个错误。

* 

        你越研究世事，它们越分枝发散。越研究法义，它们越收敛会聚。

法的宝藏
        世间珍宝，只在我们呼吸尚存时能够拥有。一旦死了，它们就去别人那里。死神不停地改变我们的外表: 眼
睛、头发、皮肤等等，警示我们即将撤离到另一个国度。如果不备好资粮，撤离令到达时，我们会有麻烦。 

* 

        我们从世间借用的这个身体: 不知不觉，原来的主人不停地来一点一点取回。譬如我们的头发: 他们一次取一
两根，使它变成白色。我们的眼: 他们一次取走一只，使它们模糊起来。我们的耳，他们一点一点取走，使它们逐
渐失聪。我们的牙齿，他们一只一只取走。一只牙开始松动，停一阵，又开始松动。最后它悄悄对牙医说，把全部
牙齿都拔去吧。原主人一点一点削去我们的肌肉，使它慢慢萎缩，使皮肤松弛起皱。我们的脊柱，他们不停地朝前
拉扯，直到弯得令我们直不起腰。有人不得不爬著走，或者拄著拐杖、跌跌撞撞、摔倒爬起、景象凄惨。最后主人
回来，把整个色身收回，我们把这称为“死亡”。 

* 

        如果你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会看见里面除了四种恶趣，什么好东西也没有。 
        第一个恶趣是动物界: 即生活在我们的肠胃、血液、毛孔里的一切蠕虫细菌。只要有食物，它们总会跟我们一
起住，拼命繁殖，使我们生病。体表有跳蚤、虱子。它们喜欢跟那些不会保持清洁的人一起住，使他们的皮肤红肿

酸痛。生活在血管、毛孔里的生灵，会使我们发起皮炎与感染。 
        第二个恶趣是饿鬼界: 即体内的地、水、火、风。它们先是太冷、然后太热、接著病了、再想吃这吃那。我们

必须不停地为它们服务，到处找东西给它们吃，从来没功夫停下来歇一会。它们从来没有够的时候，就像饿鬼，死
后挨饿，没人给他们东西吃。这些元素不停地纠缠你，无论怎么做，永远不能让它们高兴。先是食物太烫，于是你
加冰。接著太凉，于是你放回灶上。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四元素[四界]的不平衡，时好时坏，永远不在正常状态，这

使我们受各种形式的苦。 
        第三个恶趣是怒魔界[阿修罗界]。 有时我们生病或者失去理智，好似怒魔附体一般不穿衣物到处跑。有的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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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手术，拿掉这个、切掉那个、吸走这个，于是挥著手，极其凄惨地呻吟。有的人太穷了，没东西吃，瘦得肋骨、
眼球凸起，似怒魔一般受苦，他们看不见世界的光明。 
        第四个恶趣是地狱。地狱乃是恶业深重的生灵之家，它们受火烤、给红热的铁钉戳、给荆棘扎。我们吃肉时，
动物给杀死、煮熟，到我们的胃里集合，接著在体内消化，数目有多少。如果你去数一数，会有整整一个鸡圈的
鸡、成群的牛、半个海里的鱼。我们的胃不大，可无论你吃多少，永不满足。还得给它吃热的，像是地狱的居民，
必须得在火焰里。没有火，不能活。因此就有一个大铜炒锅给他们用。我们吃掉的所有那些生灵，都在我们的胃这

个大铜炒锅里聚集起来，给消化之火吞没，之后对我们作祟: 它们的力量渗透我们的血液，升起了贪、嗔、痴，使
我们扭来扭去，也像在地狱之火里烧烤一般。 
        因此，看一看这个身体。它真是你的吗? 它从哪里来? 它是谁的? 无论你怎样照顾它，它不会长久跟著你。它必
须回到原处: 地、水、火、风四界。它跟你呆一阵，完全是因为有呼吸。当呼吸不存在时，它开始腐烂，那时没人
会要它。你走时不能带著它走，没人带著他的胳膊腿、手脚一起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色身非我。它属于世
间。心才是行善行恶者，随业轮回。心是不死的。是它在经历一切的喜与痛。 
        因此，你意识到这一点时，就要尽量为自己的缘故多做好事。佛陀同情我们，这般教导我们，可是我们对自己
却没多少同情心，宁可让自己满心是苦。其他人教我们，是不能跟自己教自己相比的，因为别人只能偶尔教一下。
成为动物、人、天神、甚至涅槃的可能性，都在我们自身，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要成为什么。 
        你作的福德，将来走时，会跟著你。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要禅定、观想色身、升起离欲。它是无
常、苦、非我的。你借用它一阵，然后得还回去。色身不属于心，心也不属于色身。它们是相互依赖的不同事物。
你能够看清这点时，就不再有担忧与粘著。你可以放开色身。这三大堆锈物——自我观念、对戒律与修持的执取、
对圣道的疑惑[身见、戒禁取、疑，入流者所解脱的三种束缚]: 会从你的心里落下。你看见一切善恶来自于心。如果
心地纯净，那是世上最高的福德。 

* 

        §有一次，有人向阿姜李请教。朋友对他说:“如果色身非我，为什么我们不能打你?” 阿姜李让他这样回答:“听
著，它不是我的。我借了它，因此必须好好照顾它。我不能让你们虐待它。” 

* 

        法不属于任何人。它是公共财产，好比无主之地: 如果我们不开垦拥有它，它只是空旷、未开垦、不长庄稼的
荒地。如果我们想拥有它，让它成为自己的，必须依照确立的原则修练。等到贫穷、痛苦、疾病、死亡等困难升
起时，我们有东西保护自己。但如果我们还不曾依照确立的原则修持，等到这些事发生时，却怪佛、法、僧或者福
德不帮我们。那样会妨碍我们，难以增长一点福德。 
        心在生命中最重要，在世上最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福德的基础。如果心不明亮、不清净，阴暗、有杂染，那么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修布施、守戒、禅定，不会有结果。佛陀知道，我们早晚得出国(即死后开始新的生命)，因此他
教导我们培养内在价值，了解怎样准备资粮。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去想去的地方、怎样穿著得当、怎样讲那里的语

言。我们还必须把钱存入银行，兑换那里的货币。 
        “把钱存银行”，意思是藉著赠送与慈善活动行布施。学习他们的语言，意思是会说我们归依佛、法、僧。戒德
圆满，意思好比有时兴衣服穿。然而，即使有钱兑换、有好衣服穿、知道怎样讲他们的语言，可基本上是个疯子，
也就是我们的心到处游荡、无定力根基，还是不能过关。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尽量培养心智，使它纯净、明
亮。当我们的财富与福德这般准备好了，会传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周围其他人。 
        人人都可以有福德，不过凡是不会拥有它、培养它的人，不会从中得到一点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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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珍宝并不重要。小偷与傻瓜毫不费力便可以得了去。但是重生于人界的珍宝，无戒德者却不能够得到。 

* 

        佛陀教导说，尊贵的财富[ariya-dhana,圣财]，多得者不穷，哪怕只得一点，也不穷。重要的是在你内心升起
它来，便常有富足。比方说，如果你下决心给佛教捐赠一件物品，它立即在你内心转为布施的尊贵财富。你守戒，
言行上不作恶，它们就转成戒德的尊贵财富。这样一来，财富在你心里，不在别处。你的布施存在内心，你的戒
德，也就是约束感官之欲的美德，就在你的眼、耳、口。当你的财富如此存于内心时，就好比把钱存在自家口袋
里，不放在他人那里。那样不会有麻烦。你不必担心他人欺骗、诈骗你。钱在自己的口袋里，怕什么? 

* 

        佛陀教导我们，不要对事物占有欲太强。让它们顺其自然，只取其滋养。物质上的东西是糟粕与残渣，它们的
滋养，在于我们愿意送掉它们时感受的喜悦。因此，不要吃糟粕。把它们吐出去，让它们对人有用，对己有用，那
才是来自布施的内在价值感。 

* 

        我们必须尽快长养福德与波罗蜜，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的信念还不确定。有的日子，它缩得看不见了。那叫做
乌龟头的信念。有的日子，它又伸了出来。因此如果它今天伸出来，就要去做。明天也许它又缩回去了。 

* 

        两条腿、两条胳膊、两只手、两只眼、一张嘴: 这就是你的波罗蜜。要善用它们。 

* 

        不相信善的人，很少做善事，但是不相信恶的人，一直在做恶事。 

* 

        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作恶，它才发生。 

* 

        佛陀教导我们藉修慈心禅，培养内在的善德。但是如果你想真正获得果报，必须全心全意去做。即便只做短暂

一刻——大象之耳一扇、毒蛇之舌一闪——那点时间里，也会升起惊人的力量，好比大象与毒蛇，眨眼间能置人兽

于死地。不过，如果你修的时候并不真正用心，真法的力量不会在心里升起，你不会有丝毫果报: 好比猫耳狗耳，
尽可以一天到晚扇，谁也不怕。可大象之耳只扇一下，人们连滚带爬、跑得腿几乎掉了。或者，眼镜蛇之舌只闪

一下，人们吓得昏倒。心在真正专注之下的力量会有那么强。 

* 

        念住与警觉，是佛陀的品质。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清凉之乐，那是法的品质。如果你保持那种清凉，直到它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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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冰——换句话说，你使那个善德在心里坚实壮大，那是僧的品质。你一旦心里有了那块坚实强大的善德，可以
拿它作任何用途。无论你说什么，会有好果报。无论你做什么，会有好果报。你那块坚实的善德，会成为如意宝
石，给你一路带来诸多喜乐。 

* 

        作佛、法、僧的仆人，称为做尊贵家族的仆人，那样的人，我们甘心为仆。但是作我们的情绪——即渴求与杂

染——的仆人，好比服侍盗贼。他们有什么尊贵之物可以给我们呢? 不过，即使作佛、法、僧的仆人是对的，不如
不作任何人的仆人，因为“仆”的意思是我们尚无自由。因此，佛陀教导我们学会怎样依靠自己: attahi attano natho，
作自己的依止。那时我们才能站起来，有自由，摆脱仆从状态，再没有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 

        我们到佛寺，是来找和平与宁静的，因此不要把老虎、鳄鱼、疯狗在寺院里放出来。老虎、鳄鱼、疯狗代表我
们的贪、嗔、痴。我们得把它们好好绑起来、关起来、锁起来。 

* 

        活著不求进步的人，是那些身体像人、心却跌落到低等层次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身体健康，但心智不良。比
方说，我们来寺院时，靠双脚走来，等来到这里，如果我们让心念与举止落到低层次，这与蝙蝠脚挂在高处，脑袋
吊在低处，没什么不同。 

* 

        法与心有关。讲的话是法、讲话的动机是法，如果你想听法，必须使你的心进入法。当这三个因素汇集在一
起时，谛听法义，会升起不可计数的果报。 

* 

        我们听佛法开示时，好比[讲话的]比丘在给每人一把刀，就看我们是否接受。回家后遭遇困难，可以用那把刀
一下切开。不过，如果我们把刀扔在这里、或者还给比丘，等回家遇上麻烦时，就没有对付它的武器了。 

* 

        学法，好比读菜谱。修法，好比烧饭菜。证法，好比知饭菜滋味。如果我们只读经，不用于修行，好比听说有
辣椒、洋葱、大蒜，却吃不著。 

* 

        如果你学法、却不修法，好比缺胳膊少腿。又学法、又修法，好比有双眼、双手、双腿。做起事来，比只有
单眼、单手、单腿的人，容易多了。 

* 

        有自尊心的意思是，你尊重自己的意、语、行。尊重自己的行为，意思是无论你做什么，恪守善巧行为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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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不杀生、不偷盗、不行不当性事。尊重自己的言语，意思是无论你讲什么，恪守善巧言语的四个原则: 不说

谎、不进馋言、不恶语、不闲谈。尊重自己的心念，意思是无论你想什么，恪守善巧心念的三个原则: 持正见、无
贪意、无恶意。 

* 

        破戒好过无戒可破。穿破衣好过光身走。 

* 

        许多死生灵入过你的口: 猪、鸡、牛、等等，因此注意不要让嘴给那些东西附体了。说话前，无论动机如何，
左右看一看，确定你要说的话，场景合适才说。不要服从坏举止。 

* 

        关于正命: 即使我们的基本职业正当，操持时不诚实，那还是错的。比方说，我们是农户，但把别人的田地归

入自家: 这是妄命，那块地里种的粮食会伤害我们。 

* 

        不净有两类: 一类是佛陀称赞过的，一类是他批评过的。他称赞的，是观身体的不净，它使我们看清造作之物
的衰败与丑陋，心有惩诫、生起无欲、放开对苦的执取，确见长养福德、脱离苦的意义。至于佛陀批评过的不净，
那是邪恶之心的不净，它污染我们的意、语、行，是佛陀重加批评、惩诫的。因此，必须随时清洗我们的行动

[业]。只有意、语、行清净时，智者才会称赞我们不自满、有福德。 

* 

        约束感官的意思是，我们使感官知觉与其对象，两者尺寸保持一致。比方说，守护眼根，意思是，我们不让自
己的眼大过所见的形色，也不让形色大过眼。如果形色比眼还大，它们就卡著了，我们白天黑夜想念它们。如果眼
比形色大，那个意思是，我们看不够那些形色，老想多看。两种情形下，都会升起贪与痴。欲望、反感、痴迷之
火，烧著眼，使我们有苦。 

* 

        有一种重要的尊贵财富是禅定，不让心在各种事件之间毫无目标地游荡。我们心里想著佛、法、僧，好比沉浸
于他们的善德之中。那样心里会充满内在价值。好比将一把苦草泡在糖浆里，直到饱和。苦味会消失，代之以甜
味。一个人的心无论何等粗劣，如果不断浸泡在善德之中，必然越来越精细起来，好比苦草在糖浆里变得有甜味。 

* 

        无论你做什么，想要得到实相，必须诚心去做。如果你真有诚心，哪怕做一点也够了。百万真币强过千万假
币。说话时，要紧跟话题。无论做什么，要专注所做之事。吃饭时，专心吃; 站立时，守著站姿; 走路时，跟著脚
步; 坐著时，心留在坐位; 躺下时，跟著躺那里。不要让你的心，跑到实相前头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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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比盘中食。念住好比盘上的盖。如果失了念住，就好比你没把菜盖上。苍蝇(即杂染)必然在上面落脚，带

来各种细菌污染、使食物有毒性、致病。因此，你必须随时小心，把菜盖上。不要让苍蝇落在上面。那样你的心会
清洁、纯净，升起智慧与知识。 

* 

        一栋弃屋或死了人的房子，会使你紧张。房里有人，你才有安全感。一个对当下无念住的人，就好比一栋弃
屋。见到这样的人，你不会有安全感。 

* 

                杂染好比河里的浅滩与暗桩，阻碍我们的船靠岸。换句话说，贪会挡著我们、怒会撞著我们、痴会使我们

打转下沉。有个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受雇划船，沿著运河叫卖犁头、铲子、锄头。如果全船货物卖出，雇主会给足
工钱，一天一个卡哈巴那[kahapana]，相当于四个大钱。头一天雇主一起去了，一船货全部卖出。接著他不去了，两人
自己外出卖货。有一天，他们划著船，一反过去吆喝“犁头、铲子、锄头!”却喊:“浅滩、暗桩! 浅滩、暗桩!” 一路划
过去，没人买。 
        晚上划回雇主家，船里满是犁头、铲子、锄头。一件也不曾卖出。于是雇主给了每人一块钱，作为那天的工
资。其中一个回家把钱交给妻，她见平常有四块钱，这天只得一块，很吃惊。心想:“也许他把钱给了另一个女
人。”于是骂起来。怎样解释也不听。于是丈夫要她去问雇主，如有作假，甘愿头上挨一下。可那位太太盛怒之
下，不耐烦地说:“不行，让我先打了再问。”一面说，一面去拿铲柄，不过只抓著一根赶狗棍，于是就在丈夫头上打
了三下。后来她当然知道了真相，但已经迟了，丈夫头上白白挨了三记。 
        这个故事说明失了念住会带来的伤害。如果你让心从正在做的事上游荡出去，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 

        行善会有危险。如果你不做特别多的好事，人们不会盯上你。重要一点是，你知道怎样使善德对自己有益。如
果你是个好人，却不会善用你的好处，比方说用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或者行善方式令人生气，它不会对你有益、
反而会伤害你。这样一来，你的善行转成了恶行。因此，对于怎样体现你的善德，必须谨慎。 

* 

        你有恶意动机，不要体现出来; 对你的善意动机也要小心。好比把一把刀交给别人。你也许动机良好，希望他
善加利用，但是如果他用来杀人，你的动机会反弹，影响你们两个。 

* 

        善可以来自恶，意思是，一旦你真正好好看著恶，它就输了。无论你看什么，要从各方面看。这就是为什么他
们不让你对一件漂亮的物事或一个美女看太久，因为过一阵子，你会看出她们究竟并不那么美。因此如果你看见什
么可爱的东西，要长久地、仔细地看它，直到你看出来，它并不如你原来所想的那么可爱。如果有人使你生气，要
观想他们，直到你对他们升起同情。同样原则也适用于痴。 

*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htm (11 of 42) [12/31/2010 10:48:57 PM]



阿姜李-解脱的技能

               如果你明智，那么贪、嗔、痴会有助于你。如果你明智，即使欲望，也可以作为培养福德的愿望帮助你。
因此不要看低这些东西。你现在坐这里听法义开示。是什么使你来? 是欲望。人们出家作比丘沙弥，是什么发出指
令? 是渴求。因此不要只看见渴求与欲望的缺点。如果你没有为善的欲望，便不能长养福德。长养福德必须从动机
开始。无明是好事，这个意思是，我们知道自己无明时，会做点什么来弥补。无明领著我们走偏，不过也会领我们

回来。知识从来不会引导人们求学。是无明引导人们寻找知识。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还找什么? 

* 

        我们修持佛法，会带来三种益处: 有助于自己从苦中解脱、有助于他人、有助于护持佛教。 

为何禅定?

        有果，必有因。我们经历的世界，以心为因。心善，世界必然善。心恶，世界必然恶。 

* 

        心不与色身守在当下时，它是“世间”。与色身守在当下时，它是“法”。它是世间，必然炽热如火。它是法，则

清凉如水。 

* 

        不要自满。要提醒自己，我们一天天在给赶离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衰老在暴跳、疾病在怒吼、死亡在赢分。
因此不要健忘，只知与你的杂染寻欢作乐。要亲近佛、法、僧的品质，直到你的心培养了正定。那样，你对世间危
险就无所畏惧了。 

* 

        相信其他人是可以的，但不怎么殊胜。好比借钱，必须与债主分享投资回报。当我们还不明白、还没有自信、
还必须相信他人之言时，就好比婴儿必须依靠父母。不强壮起来，只好给哺养到老。如果我们不努力培养心智，直
到它坚定不移，便不能升起定力，只好继续作孩童。 当我们能摆脱内心一切杂念，只留下心本身时，会升起三件
宝: 佛之宝、法之宝、僧之宝。一旦这三宝在内心出现，我们便不需要劳累自己，背负太多其它什么了。如果你
愿意，只要夹在胳膊下、甚至顶在鼻子上就行。你有这样的财富时，心就轻松了，尊贵的宝藏会在你内心升起。换

句话说，对佛陀品质的信念会在心里出现。接著你依照那些品质修行，得到它们带来的各种果报。你会在内心看见

真正的佛、法、僧。如果你试图从外在层次归依佛、法、僧，你必然会死。外在层次的佛陀很早以前已入般涅槃。
外在层次的法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外在层次的僧是你看见的、周游在全国各地、削发著袈裟的比丘。如果你试图抓
住这些东西，就好比抗一把沉重而无大用处的锄头。但是如果你抓住内心佛、法、僧的品德，把它们用于修行，会
意识到，你在找的就在心里。接下来你要什么? 回到人界? 投生天界? 达到涅槃? 还是去地狱? 它们都是可能的，不
需要在别处找。 

* 

        佛陀教导说，五蕴好比重负，因为它们最终会让我们走到再也背不动、必须扔进泥坑的地步。如果你不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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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它们会越来越重。接著你去依靠他人，既给人造成负担、自己也毫无希望。这是因为，把东西在心里存著，
就好比照了相不冲胶卷。你吃了什么照进胶卷、说了什么照进胶卷、听见什么照进胶卷，但是到此为止: 都在胶
卷上。你从来不停下，看看照片是什么样、是美是丑。如果你想看照片，得把胶卷拿进暗室，也就是闭眼入定、达
到初禅，把你的念头引到当下、进行评估，直到清楚地看见自己。如果你现在不进暗室，到时候死神会把你蒙上
眼、绑住手脚、拖进他的暗室。换句话说，你临近死亡时，口眼张不开，没有人喂得了你。你想吃却吃不成，想说

话也说不出。耳朵给塞住，什么也听不清。你看不见父母、家室、儿孙，不能把遗愿告诉他们。那就是死神的暗室。 

* 

        心是唯一感受乐与痛的东西。色身对这些没有丝毫感受。好比拿把刀杀人。他们不会追著惩罚那把刀，只惩罚

用它谋杀的那个人。 

* 

        如果你的心不善，那么你的善行也不真正善，你的善言也不真正善。 

* 

        你必须像储存弹药一般，在内心培养起力量。枪没有弹药，不能摧毁任何目标。做仆役的是那些缺乏做上司能
力的人。有力量的人只要一动指头，其他人会跳起来跑。如果我们不培养自己的力量，就得一直做仆人: 即作杂染
的仆役。 

* 

        色身好比一把刀。如果你有刀，却不经常磨，会盖满锈迹。同样地，你有色身——它由元素、蕴、感官媒介组

成——却不训练它，不停地擦亮它，那样会盖满厚厚的杂染。如果它是一杆枪，连只苍蝇也打不死。 

* 

        平时，心不喜欢守著色身停驻于当下。有时它从眼流出去、有时从耳流出去、有时从鼻、舌、身流出去——好
比一条河，从主流分成五道分流: 那样的河，水势弱，不能有十足冲力了。除了从五个感官门户漏出去跟踪色、
声、香、味、触之外，心也流出去跟踪过去、未来的念头，不能够定驻当下。这就是为什么，心从来没有宁静、没
有力量，因为它从来没有时间休息。心力消减时，体力也衰弱，无论什么工作，难以完成。 

* 

        如果心不守著色身安住于当下，而是在外面到处游荡、经历外在感知，必然会遭遇诸多麻烦，好比一个人不呆
在家里，反而去外面到处乱跑。他注定受日晒雨淋、也许还会给车撞上、给疯狗咬著。如果我们呆在家里，即使也
有一些危险，不会太严重，我们不会陷入困境。 

* 

        心不静时，好比拿著火把到处跑，注定会烧著自己。只有停下不跑，才能凉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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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福德却不长养心力根基的人，好比有地产、没地契。也许能卖了换钱，却容易受骗子讹诈，因为对那块地
的主权没有牢靠的依据。如果你修布施与戒德，但不修禅定(那是心力的根基)，好比大热天洗澡只洗腰部以下。如
果你不从头往下洗，不会有通体清凉，因为那个清凉感不曾直入内心。 

* 

        外在的福德——布施与守戒，好比果皮。内在的福德——禅定，好比果肉。两者不能只取其一。如果水果没有
果皮，果肉长不起来。有果皮没果肉，不能吃。两者相辅相成，性质不同。是外在的福德保护内在的福德，内在的
福德滋养外在的福德。 

* 

        今天我讲怎样掘井。这个技能不易，不像简单的挖洞、锄地。 
        我们都想要喜乐，但是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喜乐。真正的喜乐只存在于内在福德与善巧。那么我们在哪里找到
内在福德呢? 内在福德好比水井。第一类水井只是一块洼地，像池塘那样聚集雨水。对这类井我们用处不多，因为

有时水牛、黄牛等动物会去那里泡澡、喝水，使水浑浊。你用那种水，必须过滤多次。这类水井，好比布施，只升
起浅显的果报，如浅池里的水。 
        第二类水井，是深水库。牛不能入水浸饮，只有蟾蜍与青蛙，不过即使这样，我们想用水，也得先过滤。这样

的水井，好比持戒的福德，升起的果报高于布施。 
        第三类水井，是喷井，它不停地涌出泉水。用多少，不会干竭。这类井深得连蚊子(即你的杂染)也进不了。为

了掘这样的井，你必须用钻石井钻、硬钢轴，才够得著地下水。这类井好比禅定，你想掘井成功，必须有强大的
念住、明辨、精进与忍耐。念住必须如井钻、忍耐必须如钢轴。你用精进力往下钻时，会升起福德与善巧的果报，
它会不断流进来，如长生之水，给心带来一道清新与喜悦的不竭之泉。 

*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保险的地方存放福德，它怎么帮助我们? 好比养马养牛，却不筑起围栏让它们呆著。它们

跑了，怪你不怪它们。如果你自己不修戒、定、慧，只迷惑于归依的象征，永远得不著真东西。所谓归依的象征: 
佛像是佛陀的象征; 佛经是法的象征; 佛教僧尼，是那些修持正善、直到成为圣弟子的僧伽象征。如果你卡在外在
层次，永远见不著真东西。 

* 

        福德好比金钱。如果你的口袋有洞，它会一直漏出。如果你做那些有福德的事，却不在心里存起来，它不会跟
著你。你快死时，招它来助你，有什么会来应召? 这样的情形下，不能怪福德不帮你。得怪自己。如果你把一块钱

塞进口袋里，可那是只破口袋，到时候你想买杯咖啡的钱都找不著。那时你怪谁? 怪钱还是怪口袋? 

* 

        修习禅定，好比把你的福德果实收起来吃。不收获，它会坏掉。你及时吃，它滋养身体。不吃就浪费了。如果
你不把福德带进心里，永远不觉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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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布施，穷人难修，疯子却可以。修戒德，疯子难修，穷人却可以。修禅定，无论年纪、性别、生活境况，人
人可以修。 

* 

        没有定力的心，好比地面上一堆木条，人畜随意践踏。但是把木条竖直插进土里，便可以善加利用。哪怕它们

不长，一米左右，也可以做成一排栅栏，把院子圈起，不让人畜乱踏。心也一样: 如果我们定力牢固，成为心的
基础，使念住与警觉紧密结合，便能防止杂染溜进心里造成污染。 

* 

        法是恒常而真实的。我们看不见真相，原因是自己一直在转动。坐在车里，路上经过些什么，比如地上石头有
多大、什么颜色形状，是看不清楚的。我们看树、看山、看田，它们似乎都在动。如果从生下来一直就在车里，从
来不曾停下、出来自己走一走，我们必然以为车在跑、树在跑、山在跑。实际上，真相与我们所见并不一致。在跑
的是我们自己、是车，而不是树、不是山。 

* 

        凡是成就定力的人，会得到三只眼。换句话说，你的外在左眼看见好事、外在右眼看见坏事，它们把这些送到
内眼，内眼保持平衡。你也会有三只耳，外在左耳听见赞扬、外在右耳听见批评，它们把这些送到内耳，内耳保持
平衡。你会这样接待来你这里的一切世间访客。至于心的眼，即直觉洞见，它会接待你的杂染。一旦它真正理解了
杂染，会把它们送走。那样你就可以舒适地活在世上。 

* 

        如果真下功夫，只有一把小刀也可以做成各种事。同样地，如果你真下功夫使心寂止下来，你的果报远高于研
习背诵了几百几千部经的人。使心寂止，人人可以做到。如果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佛陀不会教我们。 

* 

        涅槃的道与果，不是蠢人的财产、也不属于聪明人。它们属于真心诚意、下决心为自己培养善德的人。 

* 

        身体好比一座多宝矿山。矿里有金银钻石，这是指非缘起[the Unconditioned]。山里也有树木草石人兽，这是指
缘起的[the Conditioned]。金矿银矿，不是动物能住的地方。因此我们的行为如果像猴子、老虎、大象，便永远见不
著金银宝藏。 
        行为像猴子，意思是做事从不下功夫。我们到处游荡、没有固定的地方吃睡、从一根树枝晃到另一根树枝。这

个意思是，心没有定力、没有牢固的依止处。我们在过去未来的念头与情绪里到处游荡，没有时间停下、安止一
处。这就是行为像猴子的意思。 
        老虎凶猛、残暴，代表人类内心升起、爆发的愤怒，我们有什么福德，都给它窒息了。 
        大象只爱听甜言蜜语，半点不能接受批评，好比有的人做错事，不能忍受别人指出他的错。做了什么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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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赞扬，便笑得下巴痛。这就是好比大象的意思。 
        因此我们必须在内心去除猴、虎、象，使自己变成人。那样我们观察这座山时，才能够看见，那里要珍品有
珍品，要废品有废品。接下来我们可以收集宝藏。既可以推土造田，也可以提炼矿石。树砍了来，既可以作柴炭，
煮饭炼矿，也可以作梁柱板条，给自己造房。 
        这些东西都能从我们这座山里得到，但是必须下功夫、有精进力。如果想要金银，得架炉炼矿，看哪类是纯元
素(即非缘起)、哪类是杂质(即缘起的)。要这样做: (1)准备大量燃料。(2)架炉。(3)升火。这样才能从山石里提炼矿物。 
        准备大量燃料，意思是愿意把内在外在事物都放开。架起熔炉，意思是找个地基坚实、屋顶不漏的地方，这代
表持恒[persistence]。架起熔炉后开始升火，这个意思是用功[ardency]。一旦修持有了功力，我们这块石头，即色身
里的元素会熔化、分离，好比矿石熔化后，银、铅、锡之类的金属会自行分层。色身也一样。当它受到心的全力审

视时，纯金属与杂质会自行分离开来。 
        但是如今多数禅修者，把石头放进炼炉前，就在想分离矿藏。他们手头没一件冶炼工具，在作空想。没有燃
料、没有熔炉、没有火，屋顶漏水、地板塌陷，炼什么? 他们说，超世该这样、内观禅定该那样、初果该这样，你
必须这样那样放开、才能达到这个那个阶段; 一还、不还、阿罗汉必须这样那样才能达到、四禅那必须这样那样

做。他们试图依照自己的想法分离事物，无论怎么试，也不能把宝矿分离，因为没有燃料、火、炉子，怎么会有
结果? 
        果报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来自内心培养的素质。因此不要试图依照你自己的观念去分解事物。有些人看见一
个人背一块大石头回家，以为他是傻瓜: 首先那块石头太重，再说一块平平常常的大石头能有什么价值? 于是他们自
己拿把铲子去山里，想只挖金银——不要多，只铲些又小又轻的卵石，包在布里拿回家。结果什么也得不著，因为

他们想要的金银，结结实实地埋在大山里，只用铲子是取不出的。 
        那个所谓的“傻瓜”一到家，便清场地、造熔炉、收集燃料、升火、把石块扔进去。石块受大火烧炼，矿物熔
化、分离。银渗出来，朝这边走、金朝那边走、锡与铅又朝别处走、钻石朝另一处走，相互不混杂。这样，“傻
瓜”便可以随意选 取金银钻石。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知道是这是那、要达到这个层次才有那个层次、定力是这样、内观是那样、超世是这

样: 到头来除了自己的唾液，什么可吃的没有。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得不到。 
        觉得自己愚笨的人，遇到什么，必须不停地禅思、观照、挖掘，直到他有所领悟。如果我们想要喜乐，必须升
起它的因缘。 
        (1)收集大量燃料: 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心里放开色、声、香、味、触、想，并且要大方地布施身外物、守戒、
修禅定。我们便是这样以舍离的波罗蜜[caga-parami]烧去杂染。舍离波罗蜜是烧烤杂染的优质燃料。 
        (2)造熔炉: 代表我们放弃感官之乐，坐禅，藉观想佛、法、僧获得宁静。接下来，我们不停地给色身注入呼
吸，好比铸铜佛时把空气送进熔炉。我们使心稳固、坚定，念住与警觉连续掌管。这样一来，我们精勤的内火越来
越强。随著我们继续注入呼吸，内在的光感越来越明亮。 
        一旦你这般继续下去，要把身与心汇合为一。不要试著把它们敲开或拆开，那是愚人的法子，以为自己事先什
么都知道了。随著我们的精勤之火不断增强，色身各元素[界]会自行熔解、分开。 
        你在修习时，不要担心过程怎样。不要这样、那样地计划、安排。当你修行的火力达到十成足时，各种杂质会
自行退落，留下纯金属。附著在金属上的石质——也就是五盖[nivarana]，会从心中退落。不过如果你的炉子到处

是洞，火闪到外头，热量散失，是不能把心里的杂质烧去的。因此，你要学会怎样造炭。 
        (3)升火: 人们烧炭时，先升火，然后关闭炉子(好比关闭感官门户)，只留一个小通风处(好比我们的鼻)。火炉这

样整个关闭起来时，里面的木材不会烧成灰。到最后打开炉子时，便有了坚硬、高质的木炭。同样地，我们一旦记

住禅定用词不走神时，火炉关闭意味著关闭了眼、耳、鼻、舌、身、意记录的各种感知。我们堵住五盖，不让心闪

出去追逐外在感知。一旦这样把门户关起来，木材便在炉里慢慢地烤。等到开炉时，我们会看见里面没有灰，而是
又好又硬的高质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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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内心培养起来的坚实善德，好比那些木炭，可以接著用来冶炼矿石。这样，内在元素会获得力量，自行
分离成缘起的、非缘起的。一旦我们升起四禅，不善巧的心理状态，即那些石块，会分离褪去。感官之欲会分离
褪去，恶意、昏睡麻木、掉举、疑，皆分离褪去。心沉浸于禅那，有寻想与评估掌管，这足以使洞见升起。我们会
明察钻石与金银。银是至乐的满足感，金是心的轻安感。 
        一旦有乐，心不再受干扰，好比无风时灯火不动。这便是法光[dhammo padipo]，或者说是明辨之光
[pañña-pajoto]，即升起的洞见。我们会在内心看见佛、法、僧，在内心升起宝藏。 
        这好比架起熔炉，用木炭烧炼矿石。里面的元素会分离出来，留下非缘起。内观禅是加热矿石的火，如果要把
事物这般分离开来，必须有内观智。你不要自己去分离事物。那些会变成光明、炭灰、与烟的，自然会变。这便是
我们怎样超越缘起。非缘起的，会分到一边，缘起的，会到另一边。这样我们会看见真相。但是，无论事物怎样

分离，你必须带著明辨进一步探索。如果你粘著好东西，它们对你会有反作用。如果你粘著坏东西，那就糟了。 

禅定之初
        我们修习呼吸禅定时，已经讲过谨防五盖摧毁善果的办法。我们必须专注出入呼吸，有念住连续掌管，同时随
著出入呼吸，默念“佛陀”、“佛陀”。如果你只想“佛陀”也可以，不过它太轻，你的觉知不会深入。浅显的地方，尘

土很快吹进去填满。深奥的地方，尘土不容易吹进。同样地，当心进入深定时，不容易受杂念影响。 
        因此当你只注意“佛陀”、“佛陀”时，分量不够。好比拿把刀在空中砍来砍去，感受不到什么，因为那把刀什么
也砍不著。但是如果用同样一把刀砍树桩或者别的物体，你会感到手里有分量、臂上有力道、可以挡住威胁你的
劲敌。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我们专注于单一点、置心一处。坚实稳固，心会获得力量。取四十个基本禅定主题中任
何一个作为目标。你的心会获得力量，你的念住会成熟起来，成为正念与正定。 

* 

        “佛陀”是禅定用词。对出入呼吸有念住与警觉，是禅定本身。一旦心智就位，你可以放开禅定用词。禅定用词

好比饵。比方说，如果我们想要一只鸡走过来，把米撒在地上。一旦鸡走过来吃米，就不需要再撒了。 

* 

        有念住，指记得跟著呼吸，是一回事。有警觉，指检查流动于全身的呼吸感，了解呼吸是局促还是宽广、是浅
是深、是重是轻、是快是慢，是另一回事。两者共同构成禅定的因素。 

* 

        出入呼吸好比蜡烛、油灯的芯。念住呼吸，好比点起灯芯，使它放光。单单一根蜡烛，点起来能烧毁整座城
市。同样，念住能摧毁我们内心的坏东西: 杂染、无明、渴求、执取。念住是修行之火。 

* 

        念住呼吸，好比在内心造一座佛像。你的身体好比炼炉，念住好比铸模。如果念住缺失，铜液会从铸模中漏
出，你的佛像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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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念住走失，好比你的衣服上出了一个洞。让它再走失一次，好比有了第二个洞。如果你继续让它走失，好比
衣服上有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洞，到最后，衣服就不能穿了。 

* 

        念住走失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拿著内在事物思考。换句话说，抓紧出现的光亮或禅相，这样你的正道便给冲
毁了。第二种方式，是把外面的事物拿进来思考，放弃了你的禅定对象。第三种方式是失去意识，你坐著，却好像
睡著了。这些都称为正道的败坏，好比一条道给冲毁，到处是深坑。 
        把杂念挡在心外，是在开辟内心的正道。把外在念头放进来，是让道路受破坏。道给冲毁时，洞见与明辨不可
能升起，好比冲垮的路上，开不了车。定力这般熄灭时，不能有内观智。除了关于内观的想法、根据过去的偏见而
升起的观念、猜测、摸索之外，什么也没有。你心里的福德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想回来重新开始修，不容易，好比
回去走一条冲垮的路。 

* 

        入定的心好比纯银，白色、可塑，因为它不含杂质。我们可以随意把它做成任何物件，又快又容易，不必浪费

时间钉起来烧炼、去杂质。没有定力的心，好比仿银或者掺杂质的银: 又硬又脆又黑，因为它混杂了铜与铅。杂质

越多，价值越低。 
        因此纯净的心好比纯银。各种熏暗心智的念头，好比使银发黑、发脆、发钝的杂质。如果我们让杂念与心混杂

起来，把心变成了仿冒的银。不会有清净。这样的情形下，心不能寂止。不过如果我们把污染心的各种想法、念头

拨到一边，它会坚定地依照正道的道支，在定力中确立起来。心一旦走上正道，得小心看守，好比我们严防路给冲
垮一般。我们得不停地巡查，寻找沟槽与凹坑。哪里需要修整，立即补上。如果不立即修补，放任它，到了一路坑
洼或者冲垮的地步，很难修复。心走在正道上，干扰它的五盖好比路上的裂纹。不赶快修补，裂纹会越来越宽、越
来越深，直到那条路变成一块普通的地皮。 
        因此，你在培养正道时，不要让自己健忘。如果你让念住走失，让干扰的事物进入内心，构成正道的心态就给

破坏了。你的禅定受破坏、定力受破坏、心回到常态、找不到真正的善德之道。 

* 

        我们坐著禅定时，如果心不与色身守在当下，就好比有食物，却不看护它。猫狗必定会吃了它。这里的猫狗，
指的是五盖——感官之欲、恶意、昏睡麻木、掉举、存疑;我们喜欢把它们当宠物养著。转个身，它们就溜进来吃光
我们的食物，即本来该从修行中得到的喜乐与福德。 

* 

        迷路强过睡著。即使你有杂染，能保持这个觉知也强过心不在焉。知道自己有杂染，可以去克服它们。没有觉

知的人，已经死了。 

* 

        如果你的心不能定驻在一处，好比站在草坪上: 如果你在十个不同位置上轮流站，那十处的草会继续长，因为

你先这里站上一会、接著那里站上一会、又到别处去站著。不在同一个地方站久，草就会长。但是如果你真正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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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站在同一个地方，那里的草怎么会长? 脚底站著的那块地方，不会长起草来。同样，如果你的心定驻一处，念住
于出入呼吸，五盖杂染便不会升起。 

* 

        我们走的路是一条近路。一条踏平的路。沿著踏平的路走，意思是路上没有杂草与障碍，不需要这里那里停
下来，延迟进展。我们还不知怎样沿这条路走，原因是不会走路。我们与世人走路一样: 往前走、转回来、左看
右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停地相互碰撞、跌到爬起。有时即使无人撞过来，还是踉跄。无人绊脚，照样跌倒。有
时懒散起来，躺下歇息。有时停下来，观赏路上风景。这样做永远达不到目的，因为我们并不专心走路。我们不
走路，而是到处游荡。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走路的新方式，这是佛陀的方式。什么是佛陀的方式? 佛陀的方式，好比士兵踏步，不像我
们前后蹒跚，而是身体挺直、原地踏步、脚蹬地面。这样就不累，因为不必走远。如果我们原地走三个钟头，脚下
的草就踩平了。草要在那里长，也不能长出地面。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念住呼吸也一样。如果真正专心，把注意力完完全全只放在呼吸上，而不是跑得无影无踪，
那么五盖——过去、未来、好、坏的念头，就进不来、碰不著我们。五盖好比那些草，必然给踩平。恶念、不善巧
之念不会在心里出现。这样的情形下，心不会走上恶趣之路，而是走在越来越提升的正道上。这就称为依照佛陀的
方式，沿著踏平的路走。 

* 

        修习禅定，好比采掘钻石矿。色身好比一块大石; 念住好比铲子。如果你不认真挖掘——也就是说，你在这里
那里掘几个浅坑，不在一处深挖，掘上一个月，还不及膝盖那么深。但是，如果你真的专心在一处深挖，掘的洞越
来越深，直到碰到石层。蠢人碰上石头时，便扔下铲子跑了(这代表那些修习禅定，却忍受不了痛感的人)。聪明人
遇上石头时，会继续凿下去，直到穿过它，那个时候就找到石头下面有价值的钻石了。如果它是钻石层，一辈子不
必再做工了。 

* 

        真正有价值的宝石与钻石，埋在地下深处，因此如果想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掘得深。在表层下不远处找，
结果只有沙土，卖起来只值五分钱一担。 

* 

        我们真心实意做事，不停下、不松懈、不放弃，必定会有大果报，即使它们出现得慢。那些果报同时一起长

出来，正是出现慢的原因。好比一棵树有许多枝茎，造起大片树荫保护自己。它必然比香蕉树长得慢，香蕉树只有
一根茎，长出好果实，但有许多危险。有些人，得果报快，其他人慢些。慢的人不应当与快的人攀比竞争。快的人
也不应当与慢的人竞争。好比擦木板与擦镜子。擦亮一面镜子、看见自己的映像，不需要多少才干，因为镜子本身
有反射性。但是擦一块木板，使它光滑到能见著映像，即使花上很长时间，却代表了真功夫。 

* 

        为了保持心的纯净，我们必须斩断一切观念，不让它们粘在心上。好比照料一幅白床单。要注意风吹过会落下
尘土、蚂蚁、床螨之类。看见有灰，要掸掉。有污迹，马上清洗。不要让它留在床单上太久，否则很难洗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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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必须拿开，因为它们会咬人、起肿块、睡不好觉。我们这样照看，床单必能保持干净、洁白，成为舒适的休
眠地。 
        这里的尘土与虫子，指的是五盖，它们是心的敌人。我们照料心，要像照料床具那样。不能让任何外在念头

进来，粘在心上、或者啃著心。我们得把它们全部扫开。那样，心会平静下来、不受干扰。 

* 

        你一旦斩断了关于过去、未来的念头，便不必担心五盖了。 

* 

        你观想外在事物时，必须仔细选择想什么。要只想善事，不想会导致伤害的事。不过，你观想内在事物时，什
么都可以想: 好、坏、新、旧。换句话说，念住与警觉，能对付一切事物。好比我们的菜放在盖紧的锅里，苍蝇够
不著。无论是咸是淡，吃著安全。 

* 

        “琢磨”长。“想著”短。你使心寂止下来时，必须把这两个聚成一个。“想著”的意思是，你只专注于一件
事。“琢磨”的意思是，你检查、评估，看看以某种形式安排因，会得到什么果，是好还是坏? 

* 

        如果你睁著两眼，瞄不准目标。想看个清楚，必须用一只眼，同样，人们使枪、使弓时，只用一只眼瞄准。如
果你使心与目标合为一体，同样能够明察内心事物。 

* 

        你必须在四个姿势的每一个上修习定力。色身坐著时，心与它一起坐著。色身站著时，心一起站著。色身走
路时，心跟它一起走路。色身躺下时，心一起躺下。如果色身坐著，心却站著，或者色身走路，心却坐著、躺著，
那样毫无益处。 

* 

        身体六元素是地、水、火、风、空间、与意识。你必须不断熟悉它们，直到它们成为你的朋友。那时它们会把
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而不是绑束你、囚禁你。 

* 

        心好比孩童。念住好比成人。成人负责抚养孩子、照看孩子。只有那时孩子才能吃好睡好、不哭不闹。你得给

孩子好东西吃，也就是使心专注于佛、法、僧的品质。接著，你得给它四个大玩偶玩耍: 也就是体内的地、水、
火、风四元素。孩子吃得好、有玩偶，就不会跑外面淘气。如果你放它去外面游荡，会发生各种危险。但是它呆在
家里，即使有一些危险，不那么严重。你必须教会心在这一尺宽、一掌厚、六尺长的色身里的各个元素之间游戏。
那样它不会惹麻烦。一旦孩子玩累了，会在小床上躺下。换句话说，心会在禅那中定驻，那是圣贤们的休憩处。
那样，心会汇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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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禅定基础

        色身寂止时，你从色身里获得知识。心寂止时，你从心里获得知识。呼吸寂止时，你从呼吸里获得知识。 

* 

        日常呼吸，除了维持你不死之外，没什么特别之处。你的觉知所专注的呼吸，则会升起各种好处。 

* 

        普通的呼吸，是苦与紧张的呼吸。换句话说，它吸入时，会达到一种不适感，必须呼出去。呼出后，又遇到
不适，于是再吸入。这样的呼吸，不叫禅定。禅定意味著把你的一切觉知收敛入心。 

* 

        色身的当下是呼吸。心的当下是念住与警觉。因此要把心的当下与色身的当下结合起来。 

* 

        呼吸好比水。念住好比肥皂。心好比衣服。不经常洗涤心，它会肮脏。衣服不白不净，穿起来不舒服。 

* 

        不要对呼吸施以压力、强迫它、或屏住呼吸。让呼吸自在、舒适地流动，好比你把新鲜鸡蛋放在棉垫上。如果
不把它扔下、压下，不会给压扁、裂开。这样你的禅定进步顺利。 

* 

        如果心尚未寂止，那么只观察出入呼吸，先不去关注心是否舒适。否则心会开始偏离。好比一位果农开垦果
园: 如果他一下除草面积过大，不能及时把树种上，草会重新长起来。他必须只割一天能种植的土地。那样才能得
到想要的结果。 

* 

        无论呼吸是否均匀，你必须保持念住均匀。 

* 

        呼吸好比波浪。念住好比船。心好比坐在船里的人。如果呼吸的波浪不静下来，船会倾斜、翻转，船里的人不
溺死、也会陷入困境。你必须使心静得好似在风平浪静的海里抛下铁锚。船不会倾斜，船里的人静止、安宁。这个
时候心便走上圣道: 这是拥有全副力量的自由之心，脱离了五盖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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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身呼吸并不局限于出入的鼻息。色身呼吸传遍每个毛孔，好比冰块上蒸发的水汽。它比外在空气要精细得
多。当内在呼吸从毛孔呼出时，它会重新折回身体。这类呼吸称为辅助呼吸。它有助于使身与心保持清凉、寂止。
因此，你吸气时，要让呼吸充满全身，呼气时，让它传遍各个方向。 

* 

        你吸气时，必须在体内三个部分感受内在呼吸的效果: (1)心肺。(2)肝、胃、肠。(3)胸廓与脊柱。如果呼吸不能
在全身各处起作用，你不会得到定力的全副结果。 

* 

        热呼吸有破坏性。它升起痛感，使色身衰老。凉呼吸有促进性。暖呼吸好比医药。 

* 

        平常的呼吸好比催吐剂。精细呼吸好比治病的药物。中等呼吸好比补品。 

* 

        普通呼吸长而慢。精致呼吸短而轻。它会穿透每根血管。这种呼吸质量高。 

* 

        如果呼吸沉重，你可以把它的幅度调低。它轻松时，你必须使它宽广。如果它轻到极其精细，就不需要从鼻呼
吸了。你可以对呼吸从全身各个毛孔出入保持觉知。 

* 

        无论色身哪里有痛，如果你想要结果，便集中注意力使呼吸经过该处。假定你的膝痛，必须专心使呼吸一直传

到脚趾。如果你肩膀痛，要专注心使呼吸经过手臂。 

* 

        呼吸克服痛感。念住克服五盖。 

* 

        我们禅定时，好比在磨谷，准备米粒。心好比稻谷，五盖好比谷壳。我们必须把谷壳碾开、再把下面的红皮
磨去，那时才得到好白米。磨谷的办法是寻想与评估。寻想是我们使心专注在对出入呼吸的觉知上，好比拿几把稻
谷放进磨齿里。我们必须确定磨齿完好。如果只知道入息、出息时却走神，就好比磨齿断了。这时候，我们得立即
修补。换句话说，重新确立念住呼吸，把杂念推开。 
        评估是有观察力，随著入息，仔细注意呼吸，看它情形怎样，是否舒适、自在、流畅。接下来，使好的呼吸感
传遍全身，赶走不良的呼吸感。色身各元素会纯净起来、心会明亮起来。呼吸有清凉自在感。我们照料呼吸，得像
把小鸡捉进鸡笼。如果抓得太紧，它们就死了。如果太松，又跑了。我们得用双手力度适当地捧起来。那样才能把
它们安置于鸡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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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寻想与评估时，好比在磨去红谷皮，结果就有了上好的白米(喜、乐、置心一处)。把米拿到市场，能卖

好价钱; 煮的饭味道好，滋养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应该专心打磨自家稻谷，得到一等大米。 

* 

        禅支——寻想、评估、喜与乐，都得汇集在呼吸上，才能达到置心一处。寻想好比拥有一块地。评估好比在上
面播种。等到种子结出果来，那便是喜与乐。 

* 

        对呼吸保持觉知是寻想。了解呼吸的特点是评估。传播呼吸，让它弥漫、充满全身是喜。身与心的宁静与安适
感是乐。心离五盖，与呼吸合一，那是置心一处。这五禅支共同把念住转成念觉支。 

* 

        传播呼吸，让整个呼吸感传遍色身各元素、各部分: 血管、肌踺等等，好比在荒野里造起相互连接的通道。一
个国家有良好的公路系统，必然发达起来，因为交通便利。 

* 

        我们不停地在色身各处调整、改进呼吸，好比在剪去一株植物的坏死部分，让它开始重新生长。 

* 

        寻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好比你把食物送进口中。评估，也就是调整、传播、改进呼吸，好比你在咀
嚼食物。如果你细嚼慢咽，食物容易消化，给身体带来充足滋养。消化是色身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想有好结果，必
须助以咀嚼。你使呼吸越精细，结果越好。 

* 

        我们作呼吸禅定时，有两类评估。第一类是评估出入呼吸。第二类是评估色身内在的呼吸感，直到你能把它传

遍身体各元素，达到忘记一切杂念的地步。身与心同时满足了，从我们的寻想与评估中会升起喜感与乐感。这是心
的正业。 

* 

        调理出入息的益处之一是，色身各元素之间友好、和谐起来。我们把呼吸传遍身体，等它寂止下来时，会给你
身远离感。这是色身的一个益处。心的益处在于，念住会扩大起来。念住扩大时，觉知也扩大了。心成熟起来，不
像普通的心那样容易溜出去。你要它想，它就想。要它停，它就停。要它走，它就走。心训练有素时，好比受过教
育的成年人，会有知识。你与它交谈时，能相互理解。一个人的心未受训练时，好比孩童。这样的心不理解你在说

什么，喜欢溜出去到处漫游，也不告辞。你一点不知它走时带走什么，回来时又带回什么。 

* 

        当呼吸、念住、与觉知三者扩大起来时，它们都是成年人了。相互之间不会打闹，色身不与心争吵、念住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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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争吵。那时我们就有自在。 

* 

        你一边传播呼吸，一边作评估，念住在全身流动，好像电路一般。你要使自己有念住，好比让电沿著线路流
动。警觉是催醒身体的能量。身体醒著时，痛感不能压倒它。换句话说，四元素[四界]平衡、充足时，色身有自
在。色身受呼吸与念住这般滋养时，便会长大成年。四元素有安宁，都成年: 成了大念处[mahasatipatthana]。这称为

近行定或评估。 

* 

        心分散开来，去追逐外在念头时，会失却对付本身事件的力量。想做什么，难以成功。好比枪管口径太大，你
把小子弹放进去，它们在里头响动，出来不会有多少冲力。枪管口径越小，发射时子弹越有力。呼吸也同样: 你的
注意力越精细，呼吸会越精细，直到最后，甚至可以从毛孔呼吸。这个阶段的心，力量比原子弹还大。 

* 

        要使心与念住、呼吸舒适地相处在一起，就好比织布。如果织得精细，不透水，那块布就值钱。你用它筛面
粉，会得到精粉。如果织得粗糙，那块布值不了多少。用它筛面粉，出来的净是疙瘩。同样地，使自己的觉知越
精细，得到的果报越精细、越有价值。 

* 

        呼吸充满色身时，觉知会精细起来。原先呼吸快的，会慢下来。原先呼吸用力的，会柔和起来。原先呼吸沉
重的，会轻松起来，直到你不需要呼吸的地步，因为色身充满呼吸，不存在空隙。好比加水入罐，直到罐满: 那就
是充足点，你不必再加了，从这个充足感升起了清凉与明晰。 

* 

        呼吸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明显的: 我们的出入呼吸。第二个层次的呼吸穿过肺部，连通色身各元素，
产生舒适与不舒适感。第三个层次是停留在全身各处的呼吸，它不会到处流动。过去在体内上下流动的呼吸感会停
止流动。过去在体内前后流动的呼吸会停止流动。一切停下、寂止。第四个层次的呼吸升起清凉与明亮感。第五个
层次是真正精细的呼吸，细微程度好比原子。它可以贯穿整个世界。它的力量快速、强大。 

* 

        最精细的觉知层次，好比原子那么细微，它的力量类似于原子弹，埋在地下也可以把人与动物炸为齑粉。精细

的心埋在这样的呼吸里时，也可以把人与动物炸为齑粉。这个意思是，当心达到这样的精细层次，它
的“我”感与“他”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放开对色身与自我的执取，放开对“人们”与“众生”的执取。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说它像原子弹，可以把人与东西炸为齑粉。 

禅那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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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定好比草房，房柱由软木做成。刹那定不是禅那。近行定好比瓦房，房柱由硬木做成。安止定好比牢固的
水泥房，这才是我们在一乘道[ekayana-magga]上“合一”之处。好比独个坐在椅上、躺在床上，没有人来占据我们的
位置。或者好比独个在房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独个在屋里时，就自在了。如果愿意，甚至可以把衣服脱
去。我们可以规规矩矩，也可以无拘无束，没有人抱怨。这就是为什么，安居于禅那的心，有自在。它拥有一口
深井，可以从井里得到足够水分，达到可以放开寻想与评估、只留下乐感的地步: 这个时候，觉受成了你的念住之
处[vedananupassana-satipatthana]。色身有充足感。地、水、火、风四元素都有充足感。心这般充足时，什么也不
缺。那就是喜。你不再想要四元素了。心在这个喜感中沉浸许久时，好比你把东西长久泡在水里。水必然饱和它。
这种喜感是第二禅那。喜感开始动起来时，你就不自在了，好比船开始摇晃时，你想回岸上去。因此，一旦喜感充
满身体，你就放开它，只留下乐感与置心一处。当心在乐感中浸泡、达到饱和点时，也把它放开，只剩下一种平等
无偏[舍]的空旷感。心真正达到空性时，它宽敞、明亮。它越沉浸在平等无偏之中，越寂止，升起一种内在光明
感。光度强大时，你达到了正念。 

* 

        寻想，是专注于呼吸、不受干扰，它好比种树。评估好比松土、施肥、从根到顶给树浇水。色身好比土壤，会
松软起来，让肥料与水渗透到根部。喜感好比那棵树叶色鲜绿，绽放出花朵(喜感有五类(1)一种色身特殊的重感或
轻感; (2)色身的漂浮感; (3)凉感或热感; (4)色身表面一种微颤感; (5)色身开始摇动。) 乐感的意思是，身与心寂止，不
著五盖。置心一处[心一境]意思是，对其它事物持中性感，完全寂止于专一目标。这就是佛陀所说，随著戒德而成
熟起来的定力，有大善益、大果报的意思。 

* 

        寻想好比站著看窗外。有谁经过，我们知道，但不去招呼 ;他们走过，我们不转头跟著看。我们只站在窗口一
动不动。 

* 

        对呼吸作寻想与评估，好比修车技工。心好比总技师。我们开车，必须注意观察，不断检查机械零件，比如方
向盘、缓冲器、轮胎、输油管，看哪个部件有磨损、不正常。发现有部件不正常，得立即修。那样，汽车会载著我
们安全到达目的地。你在修习定力时，也必须注意观察，检查呼吸是否平缓，作调整，使它舒适。那样你的定力会
一步步提高，最后把你带到超世。 

* 

        人们批评你耽于禅那的盲目境界，那也强过无禅那可驻。如果他们说，你就像不出壳的雏鸡，那也好。雏鸡在
壳里时，鹰鹫不会冲下来抓它。等它破壳而出时，便成了猎物。 

* 

        人们也许会说你坐著禅定像“树桩”，不要听他们的，因为树桩有树桩的用处。有时它们会长出新枝嫩叶让你
吃。不过如果树桩起火烧焦，就没有一点用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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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断地训练心智，它越来越成熟、坚强、锐利，可以直接切开一切。好比刀磨个不停，不可能不快。因此
我们修持，应当像磨刀一样不间断。身与心任何部分不健康，要不停的调整，直到获得好的结果。好结果升起时，
我们会进入正定。心坚定地确立于当下，置于一处。我们的身与心同时获得力量。色身有力量，意思是无论那里
有痛，我们可以调节地、水、火、风元素，产生舒适感。好比修理树枝: 哪根枝丫折断、腐烂，把它剪去，移栽一
段新的; 新的断了，再接更多的新枝。我们不断地这样做，直到那株树健康、强壮。 

* 

        心寂止有两个好处: 压制与斩除。如果我们还不能斩除，可以压制。“压制”意思是，心有杂染，但我们不让它烧

起来，变成行动。我们控制它。“斩除”意思是，根本不让杂染出现。 

* 

        为了调理心智，我们必须有观察力，看见什么需要纠正、什么需要培养、什么需要放开。如果你只纠正，不做
别的，不会成功。只放开，不做别的，也不行。修行要求怎么做，我们就得怎么做。 

* 

        心入定时，不会给经过的任何念头吸引。好比一个人专心工作。路人想与他攀谈，他不会应答，甚至头也不
抬。同样地，心真正斩断外在杂念时，必然会专心守著禅定对象。 

* 

        满是杂染的心好比海中咸水。你必须用许多寻想与评估，把心过滤、蒸馏、才能把海水变成雨水。 

* 

        我们每一个人，好比独坐一叶小舟，在大海里漂行，周围是狂风巨浪。有的人漂得太远，根本看不见海岸。有
的人上下沉浮，时而看见海岸，时而看不见。这代表那些在重复“佛陀-佛陀”的人。有的人漂得离岸近些，看见了
鱼笼、帆船、岸上的绿树。有的人在拼命朝岸边游，还不曾到达。至于佛陀，他就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不再有海
上的危难。他经历过人们正在遭遇的险境，因此有大慈悲，想助我们脱离大海、安全靠岸。这就是为什么，他教导

我们修持布施、持戒、禅定，因为这些修持，能把我们安全地拉上岸。 
        我们在内心培养佛、法、僧的品质时，不会有苦。使心进入法，各种破坏它的杂染会消失。我们得以逃离苦海。 
        一旦上岸，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乐趣，因为那里有许多海上见不著的事物。好比进入湄南河口，看见湿地树与
鲜绿植物。我们著了迷，于是继续朝内陆走，进入苏胡提路。在那里看见了自行车、吉普车、各色漂亮汽车，于是
更激动。有的人沉迷于陆地景象，换句话说，沉迷于禅定中出现的禅相。比方说，我们也许开始能回忆前世。忆起
坏事，于是难过起来。忆起好事，便高兴起来。这样会转成渴求，与这个那个的缘起欲望。有的人痴迷过头，以为

自己真是禅相里的人物。 
        如果我们的明辨不够强，无论看见什么，都会败坏洞见[vipassanupakkilesa,观染]——好比有人看见一辆稀罕
的车，激动起来，想进去坐一坐、开动一下，于是不看左右，便奔了过去，跑到路中央给车撞倒，或者撞死、或者
断胳膊断腿。费了那么大功夫脱离大海，结果受到迷惑，又把自己置于险境。 
        但是如果我们的明辨足够强大，无论看见什么，都可以变成尊贵财富[ariya-dhana]。看见湿地林也有用，可以砍
作木柴，自家用或者去市场卖了。杂草丛生之地，可以锄草为田。不休耕，必定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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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禅相吸引，称为“辨识走偏”。如果你有禅相，正确的反应是，要记得评估它，然后依照它的天性放开。不要
抓住你看见的事物，因为那一切都是无常。如果你生来贫穷，会为发财的欲望而苦。生来富有，会为守财而苦，怕
损坏、怕给人骗走、怕小偷撬门进来偷。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禅相也一样。因此无论你看见什么，必须依照它们的
天性放开。把树留在林子里、草留在草坪上、稻苗留在田里。如果你能这样做，就有自在，因为你知道在陆地上感
觉怎样、水中感觉怎样，何时该进、何时该出。你一旦有了技能，可以在水上、陆地旅行，轻松自如。你可以进退
无碍。这便称为世间解[lokavidu]。你可以守著知识，却不卡在里面。你可以住在海里不淹死。你可以住世不沉沦于
世——如水中莲叶，水丝毫不能渗入叶中。 

* 

        你做事诚心诚意时，诸事会有成就。比方说，如果诚心守戒，你的戒德会有果报。诚心修定，你的定力会有
果报。诚心培养明辨，你的明辨会有果报。我们没有果报，是因为做事不诚心。五戒才五条，都不能清净持守，这

样能指望成什么事? 四禅才四个，我们却继续摸索，找不著它们。有人会管理几百、几千亩田地，我们连四禅也
不会，难道不丢脸? 

* 

        如果我们在心念与行为上对佛陀的教导不诚心，那个果报会推著我们离法越来越远。有饥渴、受各种苦痛。因
此佛陀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要诚心。有诚心时，即使在世间也有自在。我们知道怎样把苦清除出内心，使色身各处

安适。和平与宁静，有赖于心的满足与充实。心有满足，外在的火焰进不来。色身充满念住时，心里还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有满足，必须尽量培养定力。喜感会升起。喜感升起时，不给卡著，因为我们知道
它不可靠，最终会消退。因此放开喜感。我们放开喜感时，心自在，有乐感。这样的乐与自在感，比喜感更精细、
更深刻，没有喜感的动态外相。喜感好比某人看见什么可喜事物，以微笑、大笑表示出来。乐感没有什么外相。它
藏在心里，好比某人富有，却丝毫不显出来让人看见。正是这种乐使心宁静。显示在外，没什么意义。这样的乐感
使心清凉，使心得休养，引向寂止与宁静。心有宁静时，它会明亮、清晰起来，好比风平浪静的海上，可以看见十
里外的船。东西南北，无论哪个方向来什么，不需要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的视感比平常要远。维巴沙那，
即让我们对世间真相有如实知见的洞见，便是这般升起。 

* 

        如果我们有一只椰子，把它砸开吃果肉，只会饱一次。如果不吃，把它种起来，长成树，结更多椰子，再种
起来，最后我们会成为椰树种植园的百万富翁。 
        如果我们有了钱，只是存起来，不会起什么作用，有一天它会开始不安全。因此我们得布施给佛教，找正确的
地方存放。那样它会升起更多的果报。 
        如果心只达到定力，停滞不前，只会有自在感。我们必须利用那个寂止，来升起明辨。那时候我们才会有最高
的喜乐。 

* 

        我们心有内在满足感，与别人交往时，他们也会感到那股满足感。心有痛苦，与别人交往时，也会使他们痛苦。 

* 

        如果我们培养起心力，可以传送慈心，助他人减轻苦痛。但是如果我们不纠正自己，是不能真正帮助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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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个疯子不能使另一个疯子清醒过来。如果我们自己著火，别人也著火，怎么帮他们? 得先把自己的火灭了，
才能助人清凉下来。我们必须“有”，才能“给”。 

觉醒之翼
        当你念住呼吸时，能够同时达到四念处。呼吸为“身”、觉受在色身内、心在色身内、心理素质[法]在心内。 

* 

        我们坐著禅定时的四念处: 呼吸是“身”、舒适与不舒适是“受”、纯净与清晰是“心”的状态、而心定是“心的素质”。 

* 

        修习禅定时，我们必须为它注入成功的四神足:  
        Chanda(欲求)[欲神足]: 对呼吸有著友好的兴趣，守著呼吸，了解入息时带入什么。如果不出息，会死。如果出
息而不入息，也会死。要连续使心集中在这上面，不要管其它事。  
        Viriya(精勤)[勤神足]: 勤于了解有关呼吸的一切事务。你必须专心于“我现在要入息，我现在要出息; 我要使它
长、短、轻、重、暖、凉，等等。” 你必须掌管呼吸。  
        Citta(专心)[心神足]: 专心于呼吸。观察外在呼吸怎样进入，与色身上部、中央、下部的内在呼吸相连接; 这些内
呼吸存在于胸部——肺、心、胸廓、脊椎; 与腹部——胃、肝、肾、肠; 还有从手指脚趾与身体各毛孔流出的呼吸。  
        Vimansa(明辨)[观神足]: 观想、评估进来滋养色身的呼吸，看它是否盈满色身、是否有自在自然感、是否还有地
方需要调整。要注意外在呼吸怎样与内在呼吸碰触、看它们是否在各处相连、看呼吸对地、水、火元素的作用怎样

升起、维持与消逝。  
        这一切来自于对物质事件的禅观，也合乎大念处[mahasatipatthana]的称谓。当心发展四神足达到圆满、念住与
警觉达到圆满时，色身果报是痛的寂止。心的果报是，一路导向超世: 证得入流、一还、不还、与阿罗汉果。 

* 

        如果你真正培养了定力，会有五种力量[五力]。(1)信力，你对于自己努力的结果升起信心。(2)精进力升起，不
需别人强迫你。从那里开始，(3)念力对你的行动有更综合性的关注。(4)定力在你的行动中坚实地确立起来，同时升
起了(5)明辨力[慧力]，了解一切正误之事。这些力量称为五力。 

* 

        止禅[samatha]是 让心安驻于单一目标。它不去与其它事物建立接触;它保持清除了外在杂念的状态。观

禅[vipassana]是心在全方位的念住与警觉状态下，放开对一切念头的关注。当渗透著洞见[内观智]的宁静在心里升
起时，五根同时升起，成为主宰:(1)信根[Saddhindriya]:你的信念坚定强大。无论谁说什么、说好说坏，你的心不受
影响。(2)精进根[Viriyindriya]:你的精进有韧性。无论是否有人教，你继续努力，不倦怠、不灰心。(3)念根

[Satindriya]:念成为主宰，在大念处中扩展开来。你不需要强迫它。它传遍全身，好比大树的枝丫护著整个树干，无
需任何人上下扯动。觉知在坐、站、行、躺每个姿势上通体明亮。它自己知道，不需要你去想。这种全方位的觉

知，就是大念处的意思。(4)定根[Samadhindriya]:你的定力也成为主宰。无论做什么，心不动摇、不走偏。即使你在
讲话，嘴巴张得一米宽，心照样正常。如果色身想吃、躺、坐、站、走、跑、想，不管什么，那是它的事。如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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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疲倦、疼痛，还是它的事，心保持正直、安驻一处，不偏离到其它事上。(5)明辨根[Paññindriya, 慧根]也在你内
心成为主宰，使心证得入流、一还、不还、甚至阿罗汉果。 

* 

        为了使心断离色、声、香、味，等等，我们必须培养定力，它由七觉支[七个基本因素]组成——  
        1.念觉支[sati-sambojjhanga]:心牢固地定驻于呼吸，对身、受、心、法有觉知。  
        2.择法觉支[dhamma-vicaya-sambojjhanga]:让呼吸传遍全身，成为大念处。了解怎样调整、改进、选择、利用
呼吸，让它给我们带来安适。我们摒弃凡是有害的呼吸、培养凡是有益的呼吸。  
        3.精进觉支[viriya-sambojjhanga]:对呼吸不弃不忘。我们粘著它、它粘著我们，不停地从心里驱除五盖。我们不
抓紧、不涉入干扰性的杂念里。不断使心的寂止越来越强。  
        4.喜觉支[piti-sambojjhanga]:心安静时，呼吸充实而清新。我们远离五盖、远离各种躁动感。好比一块一尘不染
的白布，心这般洁净时，只会舒适与充实起来，于是便升起了满足感，称为喜。  
        5.轻安觉支[passaddhi-sambojjhanga]:呼吸在全身坚实。各元素宁静，心也宁静。没有什么麻烦与扰动感。  
        6.定觉支[samadhi-sambojjhanga]:呼吸坚实、稳固、不动摇。心坚守一处。  
        7.舍觉支[upekkha-sambojjhanga]:当身、受、心、法在这两类呼吸中相安相适时——当心守著呼吸的这些侧面
时，它根本不需要造作任何事物。它不抓住任何好与坏的表现形式。它处于中性、不受干扰、不赞同与反对任何事。 

* 

        1.下决心，坚守念住与警觉。不停地观察心，使它按照你的意愿守著呼吸。不断排除五盖，即破坏定力能量的
各种干扰。这就是念觉支。  
        2.一旦呼吸清洁、净化了，让这个净化的呼吸传播开来，照料全身各处。一旦色身受这种纯净呼吸的滋养，它
也会净化。我们的言与行也受净化。这时我们经历的是愉悦与自在。或者，如果你想用这个呼吸感照料色身个别
部位，或多或少、或重或轻、或明显或细微，可以随意去做。这就是择法觉支。  
        3.照料呼吸，不停地审查心，不让它偏离出去寻找其它念头，破坏你的初意。不要因为身心有疲倦或者困难而
灰心。要有决心斩去障碍，不管来自哪个方向，即使你必须舍命。(呼吸坚实。)[译按:本句似突兀,故英译版加以括
弧;笔记不排除有疏漏]这就是精进觉支。  
        4.当这前三个因素圆满成就、纯净起来时，会升起一种明亮、充实、满足感。呼吸充实。这就是明[vijja]的呼
吸。换句话说，呼吸受念住的掌管。这就是喜觉支。  
        5.心跟随著充实的呼吸时，对于任何经过的杂念，如声音触及耳，不动摇、不失念。依然有觉受，但这时不再
导致渴求、执取、缘起、重生。觉知只是有知。这是轻安觉支。  
        6.当觉知全面坚固而确定、明亮而充实时，智识升起了。我们对于自己现状的来历与去向，同时有知有见。这

就是定觉支。  
        7.一旦心走过第一到第六步，接著以宽敞的放松感舍弃、寂止，不抓紧任何禅相、念头、事物时，那就是舍

觉支。  
        我们理解了所有这七觉支，能在心里发展圆满时，它们会在同一时刻汇聚到同一点。  
        经上教我们呼吸时培养这七个因素，是为了让我们平息内心的情感，因为情感是五盖的精髓。五盖是包含著无
明与阴暗的呼吸。这种情形下，我们好比一个人站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他人，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杂染里
发酵，满是缘起。这就是不受照料、不受引导普通呼吸。它倒是充满的，不过充满了阴暗。这个状态严重切断、关
闭我们的圣道。只有除去五盖，心才能明亮起来，能够同时从因果角度明察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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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念住充满色身，如火焰充满汽灯的每根灯芯时，全身元素协同工作，好比一伙人齐心出力做工: 每个人在这

里那里作一点贡献，用不了多久工作可以轻松完成。如汽灯的每根灯芯为火焰饱和，放出明亮的白光，同样地，你
的心充满念住与警觉，对全身有意识，身心两者都会轻盈起来。你想使用念住之力时，体感立刻变得极其明亮，有
助于同时开发身与心。你可以长久坐著、站著，不觉吃力，你可以走长路，不觉疲劳; 长期只吃少量食物，不觉饥

饿; 一连几天不吃不睡，不失气力。  
        心会变得纯净、开放、无染。它明亮、无畏、坚强。有信力[Saddha-balam]:你信心十足，如汽车开足马力不停
地奔驰。有精进力[Viriya-balam]: 你不懈怠、加速精进。有念力[Sati-balam]:你的念住与警觉强大、旺盛。有定

力[Samadhi-balam]:你的定力强大，毫不动摇。没有什么会使定力顿失。换句话说，无论你在做什么，坐著、站著、
讲话、行路等等，一想入定，心马上收摄。无论何时你要入定，只要想一下，就可以入定。等到你的定力强到这个
地步，内观修习毫无问题。有明辨力[Pañña-balam, 慧力]:你的洞察力会如一把双刃剑。对外界有敏锐的明辨，对内
心活动也有敏锐的明辨。  
        这五力从内心升起时，心圆满成熟了。如经文所说: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明辨力成熟，在各自领域中强
大突出[Saddhindriyam viriyindriyam satindriyam samadhindriyam paññindriyam]。性格成熟的成年人可以相互合作，一
起做事可以快速完成。因此，等到有这五个成年人为你做事时，可以成就任何工作。你的心有力量摧毁任何杂染，
好比核弹头可以摧毁世上一切。 

* 

        当你的定力强到这一步时，可以升起明辨: 对于苦、苦因、灭苦、灭苦之道的知见，都在呼吸之中。我们可作
如下解释:出入息为苦: 入息为苦的升起，出息为苦的消逝。对出入息无知无觉，不了解呼吸本质，这是苦因。入息
时有觉知、出息时有觉知、了解呼吸本质，也即对出入息有如实知见:这是圣道之一的正见。了解哪些呼吸方式不
舒适，了解怎样改变呼吸，了解“那样呼吸不舒顺; 我要这样呼吸才有自在感”: 这是正志。寻想与正确地评估呼吸的
各个侧面: 这样的心理素质是正言。了解改善呼吸的各种方法: 例如，长入息短出息、短入息短出息、短入息长出
息、长入息长出息，直到掌握最舒适的呼吸方式: 这是正业。了解怎样利用呼吸净化血液、令这股清净血液滋养
心肌，怎样调整呼吸令身轻安、心轻安，怎样呼吸令身心满足清新: 这是正命。调整呼吸，直到它使身心轻安，只
要尚未达到，则继续努力 :这是正精进。自始至终对出入呼吸有念住、有警觉，了解呼吸的各个侧面——上行、下
行的呼吸感，胃部、肠部的呼吸感，经由肌肉从各个毛孔流出的呼吸感，随著每一次出入呼吸，把握这些觉受: 这
是正念。心只专注与呼吸相关的事件，其余波澜不惊，直到呼吸细微，进入安止定，从那里出发获得解脱洞见: 这
是正定。  
        当圣道三方面——戒、定、慧，在内心汇合、圆满成熟时，你对呼吸的各个层面会升起洞见，了解“这样呼
吸，会升起善巧心态。那样呼吸，会升起不善巧心态。”你放开造作色身的因素——即呼吸的各个层面，放开造作
言辞与心意的因素，无论是善是恶。你让它们依著天性自行发展。这便是苦的消解。 

僧侣生活
        为什么佛陀对世间升起厌离心? 因为他问自己:“我们生于这个世界，有什么真正令人满意的?父母?亲戚?仆人?
朋友?财富?这其中没有哪个真正令人满意。这种情形下，为什么要忍著活在世上?”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出家，给自己
找到不再轮回这个世界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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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家，如果想无愧于释迦之子的称号，必须依照佛陀订下的训练法则进行修持。佛陀真正的后代是四类圣
弟子:入流者、一还者、不还者、与阿罗汉，是那些依靠心力，一步一步从杂染与心漏中解脱出来的人。这些才是佛
教真正的亲戚、才是佛陀的子女、无疑值得接纳他的遗产。这样的出家，人人做得——男众、女众、沙弥、任何
人。这是内在的出家。至于削发著袈裟的比丘，那是外在的出家。如果同时经历内在、外在的出家当然更好。 

* 

        每当你有喜乐时，应当转化它，不让它在你心里败坏。好比市上卖水果的女人，看见自己的芒果熟透、吃不
了、不能过夜、又卖不出时，就拿来削皮切块、做成果酱。这样可以长期保存。果酱味道好、卖得上好价钱。这就
称为有智慧，不让熟透的东西败坏。同样地，我们有喜乐时，不应当自满。要把那个乐感磨成粉，变成痛感，揭示
出不变、坚实、持久宝贵的内在喜乐与安宁。 
        例如，有的比丘与沙弥，得到生活用品供养充足，不需要像居家人那样辛苦劳作——肩挑重担与职责、开荒、
日晒雨淋。他们只要“收集煮好的米饭”，就能吃个饱。这是来自出家的喜乐。但是如果这样的比丘执著于物质用
品——僧袍、钵食、居处、药品，却不能做到行为端正，对得起人们为他们所作的奉献，那不是真正的行者。那只
是在利用他们的供养者。 
        因此，当你看到个人生活需要得到良好的照顾，应当把那种自在、愉快感，磨成粉末，成为痛感，也就是用功
修行，牺牲你的乐感，以佛陀为榜样，修习头陀行。这样，你会理解拥有一个色身必然带来的痛与苦。 
        你应当观想受人供养的乐感，了解那里没有什么持久的精髓。有持久精髓的喜乐，必须是你自己培养起来的。
这个意思是，你必须修持忍耐、抵制色身的苦与紧张。你能做到这点时，心会稳定、坚实、强大，一步一步上升到
更高的层次。最后你会了悟真正的喜乐与安宁，佛陀把它称为至高的喜乐。 

* 

        无论你在哪里住，应当照料它，把它当成你的家。无论你在哪里睡，应当照料它，把它当成你的家。无论你在
那里吃，应当照料它，把它当成你的家。这样，无论你住哪里，无论你去那里，都能找到喜乐。 

* 

        把你的耳朵、眼睛张得大大的，才能帮助照料寺院，把事情做好。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大大的眼睛。你住在
这个寺院时，眼睛就得如寺院那么大，耳朵也得有那么大。 

* 

        那些对自己估计甚好、行为却不怎么好的人，累赘、沉重，住在哪里，哪里开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智者如
猫爪一般轻盈: 柔软、多绒，把爪子藏在安全处，真正需要时才拿出。走在地板上不出声、不留足印。 
        至于蠢人，他们在行为上不知操持，人们说这样的人如狗爪。爪子沉重、走在地板上有声响、留下足印。 

* 

        我们作为团体在一起生活时，相互接触时必定会有多种声响。打个比方，我们跟一个乐队没什么不同，有双
簧管、锣、木管，有强音弱音、高音低音。如果所有乐器发出一样的声音，听起来就没乐趣了，单声乐队一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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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听。同样，许多人住在一起时，必定有好声音、坏声音。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照顾自己的心。不要让你自己对

坏声音感到生气、不乐，因为当有许多不乐时，必然转为嗔意。有许多嗔意时，必然转为恶意。有恶意时，便导致
争吵与纠纷。 
        因此，我们应该对上、下、同等层次的人们传播善意。下属对我们有不良言行，应当原谅他们。我们能这样

做时，就是在对团体的和平、宁静做贡献。 

* 

        无事不要与一群人闲聚，否则你浪费禅定的时间。闲聚的危险是: (1)如果你们的行为不在一个层次，会升起
恼怒。(2)如果你们的观点不一致，会有争论、升起杂染。好比梯田里的水，高处往低处流，会发出大声响。水沿著
平地流，很少出声。 
        与众闲聚好比把菜浇在饭上，很快就坏，不能保存多久。如果把饭与菜分放在两个盘里，不那么容易坏。人们

自处时，很少出麻烦。 

* 

        作为一位比丘，出家却不曾有过野外生活的经历，好比知道饭的滋味，却不知菜的滋味。去丛林里觅地隐居的
比丘，必然了解法的滋味;好比就著菜吃米饭，滋味必然不同。拿鸡做例子。野鸡与家鸡是很不同的，它们眼神快、
尾巴短、啼声急、翅膀长。它们需要连续保持警惕、必须得这样。而那些家鸡，尾巴长、眼神慢、翅膀弱、啼声
长。这样一来，必然成了豹子的猎物。这说明林居生活，滋味必然不同于定居村镇的生活。 
        曾经有人批评我进入丛林，不过我只是对自己笑。他们说我胆小，不能应付世人，因此逃走躲起来。我在心里
暗笑，最后只得说:“住在城里好，不错，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本事。为什么? 我从来没见过城里人在丛林里能呆上
多久，可是在城里，别说比丘能住，鸡狗到处都是。” 

教与学
        杂染厚的人比杂染薄的人容易教。他们有一张厚壳，因此容易敲开。薄皮是很难剥除的(这代表那些自以为已经

很不错的人;有什么剩存的杂染不愿放开)。 

* 

        人有各种各样。有的使自己变成猪、有的使自己变成鸡、有的使自己变成水牛、有的使自己做人。只有人像
人样，你才给他们吃米饭; 即使人也有许多层次。有的吃精米、有的吃次等米、有的吃剩米。 

* 

        有一次有人来对我说:“无知无觉才使人们思考，因此它们实在有好的一面，因为如果人们不思考，怎么能聪明
起来呢? 可是你却在这里教人们静坐，让他们的心寂止下来不去思考。能有什么好处?” 
        于是我回答他:“先不谈无明这等微妙的事。我们就讲简单的。你小时候学认字，老师教你边旁部首: 三点水加各
是洛、木加各是格、足加各是路——直到你确认足加各是路。你现在在曼谷; 假定你放下学业，去尖竹汶府。见到
一个标牌上写“公路”，你马上知道这是说有条“路”，不必去想，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
还想 ?那个需要想的人，是因为他并不真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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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如果你想有效果，必须拿他们的话，堵他们的嘴。这样他们才会坐直了注意听。 

* 

        我在曼谷时，每个来到我居处的人，都在静坐禅定; 不是因为我要他们做，而是因为我自己在做。那本身就足
以教他们了。我闭眼坐著; 他们见我闭眼坐著，也就闭眼坐下，不敢说什么。如果我涉入他们的事，他们也会涉入
我的事。 

* 

        你眼睛模糊时，得学会怎样自己滴眼药。如果到处找别人给你点药，会给人增加负担。这个意思是，你必须注
意观察。举例说，人们也许会、也许不会跟你说话，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们话里有东西，就要注意:“此人这样做时，
是什么目的?她这样做，是想要什么?”仅仅这样做，足以使你开始懂事了。 
        这就是给自己点眼药水的意思。有的人，你得拿根棍子撬开他们的眼皮，即使那样还不愿睁眼。那时他们是教
不成了。如果你的眼睛还不太模糊，不必经常察看。某件事看见一次，足以作为长期指南，不需要太多例子。譬如
好鞋匠，只需一只鞋样，便可以开门做生意，做出成百上千双鞋。 

* 

        耳朵灵的人，意思是:老师只说了一次，你拿著一生受用。 

生老病死
        凡是出现了、有形了，必然会升起苦。 

* 

        如果我们把不稳定的东西据为己有，我们的生活也会不稳定。 

* 

        痛感升起时，就呆在痛处跟著痛感。乐感升起时，就呆在乐处跟著乐感。去了解它们。了解什么在升起，何时

在升起。你与它们在一起时，要专心一意地观察、从头看到尾。最后，它们会消逝，好比我们在草地上放一块大
石头，下面的草自己会慢慢死去。 

* 

        痛感升起时，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它地方、其他人那里，忘记痛，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只是念住，不是警
觉。如果要同时有念住与警觉，你的觉知必须在你色身内部事件发生的地方。 

* 

        老、病、死，对于理解它们的人来说，是宝藏。它们是圣谛，是尊贵的财富。如果它们是人，我会每天朝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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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礼。正因为有疾病，我做比丘才一直做到今天。 

* 

        修行时进食少量很有用。我想对呼吸作仔细观察时，会尽量少吃。色身饥饿时，我可以看清楚致痛呼吸感的升
起之处。如果色身吃饱了，很难观察这些事情，因为平常情形下一般不发生什么。因此我看在饥饿、生病时修行是
件好事。实在有病痛时更好，我可以关起门来，不必与其它人牵扯。 

* 

        色身是“死”。心是“生”。如果能把两者相互分离，我们便能解脱生死。 

* 

        心有杂染与漏，必然经受生老病死。好比粮仓里的稻种，一旦土壤、湿度、日光、空气条件合适，必然发芽，
生出更多稻谷、永不休止。但是如果把谷壳刮去，在锅里烤一烤，它们就不能发芽了。同样地，如果我们烧去心里
升起的杂染，即藉著修定，连续以四念处(身、受、心、法)观察心的素质，杂染会同米花蹦出炒锅一样从心里蹦

出去。我们达到这个地步时，便达到了不死之心，从死中解脱。我们看见色身不死的部分、心不死的部分，那时我
们便证得了圣谛。 

* 

        智者把死亡当作脱弃一件破旧的衣物。心好比身，身好比破衣。破衣本身没有什么实质，它们却令我们恐惧。
一见衣服上有细小的破洞，赶快找东西补起来。我们打越多的补丁，它越厚。越厚越暖。越暖我们越粘著它。越粘
著它，越痴迷。结果我们永远脱不了身。  
        不过在智者看来，我们是活是死的问题，不如能否起到作用这个问题更重要。如果继续活著对己对人有用，即
使是块破布，他们会忍著继续穿。不过，如果他们看见继续活著不再起什么作用，到时候该把衣服脱去，他们会立
即放开。 

* 

        修习定力，好比把菜籽收集储存起来，有了湿度，会发芽、长出枝叶花朵。同样，我们的定力也会发芽成明
辨，会对世间、法界诸事升起全方位明辨。我们会了解色身的四界、五蕴、六处是什么，一直到不怕老、病、死的
地步。好比我们长大起来时，孩子气就不见了。 

* 

        不要对你将死与否，生出许多事来。甚至不要去想它。只管净化你的心，那样做一切会顺利。 

全方位明辨
        法在每个人的心里。无论你意识到与否，它就在那里。无论你学不学，它也在那里。问题在于你能否破解。一
旦学了佛陀制订的标记，就可以自己破解，好比认字读书。举例来说，婴儿不懂事，生下就哭:“哇!”那是受蕴。他
吃著不喜欢的，便扔了要找更好吃的，那是行蕴。长大一点时，开始记事，那是想蕴。因此法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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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学习? 我们学习，是为了解事物的名称，最后得把一切概念，旧的、新的、过去、未来，全部除去。
那时我们就达到了涅槃。警察不换下制服穿上便装，便查不出罪犯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修习戒、
定、慧，才能熟悉五蕴。那就是观禅的意思。 定力是你做的工作。内观禅是放开。你不能“做”内观[“do” 
insight meditation]。它是一种果。戒德为因时，定力为果。定力为因时，明辨为果。明辨为因时，解脱为果。 

* 

        内观不能教。至多你可以教人们修禅定，但不能教人们有洞察力。 

* 

        你必须“做”，才能“知”。你必须知，才能舍。你必须先种因，那个果自然会来。 

* 

        人们在日头下来回奔跑时，不知太阳真正的热度。如果你想知道天有多热，大日头底下，去田里坐上五分种，
那时你才了解真正的热度。苦与痛也一样。如果心到处不停地跑，它并不真正了解苦与痛。如果想看，必须静止
下来。 

* 

        定力好比一面镜子，用来清楚地看自己。明辨则好比望远镜，把小的东西放大，远的事物挪近。 

* 

        你必须停止找，换句话说，心必须寂止，才能升起明辨。找是无明[avijja]。 

* 

        你藉著听讲与阅读获得的理解[Sutamaya-pañña，闻所成智]，好比一个人醒了，眼还不曾张开。他看不见一点
光，只好到处摸索，没有确定感，有时抓对、有时抓错了。你从思考获得的理解[Cintamaya-pañña，思所成智)，好
比一个人醒了，还不曾离开蚊帐、洗去睡意。他的视觉模糊不清。你藉禅定获得的理解[Bhavanamaya-pañña，修所
成智]，好比出了蚊帐，洗了脸，把事情看个明白。这是最高等的理解。要努力培养它。 

* 

        禅定要获得圆满结果，心必须发出指令。念住是执行者，协助我们的一切活动，警觉则审察著做完的结果。从
四念处角度，它们称为念住与警觉。从禅那角度，它们称为寻想与评估。明辨就是从这些素质中升起的。 
        明辨来自于观察因果。如果我们知道果、却不知因，那不算明辨。如果了解因、不了解果，那也不算明辨。我
们必须以念住与警觉，同时一切了解这两者。这就是全方位觉知的完整意义。 
        我们内心升起的全方位觉知，来自于因果，不来自书本、传言、个人臆测。假定我们口袋里有几块银币: 如果
只知别人说是钱币，我们不了解它的属性。如果试验一下，放进炼炉里，看看怎样做成其它东西，那时我们才真正
了解它的属性。这样的智，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业[行动]。我们禅定时，这样的智有五类。我们发现自己内部，有的
东西以色身元素为因; 有的以心为因; 有的因来自心、但影响色身; 有的因来自色身、但影响心; 有的因来自身与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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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这样的智就是明辨。因此我们必须培养戒德、定力与明辨，从中获得智识。如果不这样做，就有无明与痴
迷之苦。 
        念住好比蜡烛，给心带来光明。如果夜里把蜡烛拿进屋里、关起门窗、堵住墙上的裂缝、风进不来、火焰不
动，火光会更亮，我们可以看清房里的一切。关起门窗、堵上裂缝，意思是约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使注意力不游荡出去追逐概念与想法。这叫做以念约束。我们的念住会汇集为一体。念住强大时，即刻会有果报: 
那是一种心轻安感。念住坚定不移时，我们的定力会更强大。心会寂止、端正。光明以两种形式出现: 或者从我们

内心、或者来自墙上反射。这便是为什么，念住是因、是辅助因素，使定力不断进步。 
        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个心理素质。当我们知道某种因升起喜乐与安宁时，应当照料这些因。好比别人同我们分
享食物时，不应忘记他们的好意。又好比父母把我们养大、从小照顾我们。等我们长大、在世上立足后，不应忘
恩。我们必须表示孝心，始终照顾他们，报答他们的善意。只有那时，活著才有进步、不会倒退。 
        因此念住好比父母。我们必须连续照料它，因为它是一切善巧素养之母。生活中得到任何喜乐，是因为有念
住。因此，是念住给心带来宁静。 
        坐在这里，把心带入寂止，做起来并不那么难。它看起来难，是因为我们有误解。观念有错，假设也有错。如
果我们愿意去审查，理解了这一点，便会了解真相。比方说，我们以为是心去这里那里，那不是真的。那是先入
之见。实际上，心始终与身在一起。好比电筒发出的只是灯光。灯泡与电筒一直在一起，只是光线闪了出去。灯泡
与灯光是两回事。灯泡发光，但电筒外的光不带灯泡。心，即觉知本身，随著每一次出入呼吸与色身在一起。闪出
去的觉知不是真实的。你不能把灯光放回电筒，好比一个人想抓住光柱，它不会粘到手上。 
        那么如果心始终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修定? 我们修定，是因为心里有两种火，或者说两种电: 热火是贪、嗔、
痴之火; 凉火是禅那之火。如果我们懂得怎样训练心，会找到凉火。热火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经络是有
害的。感官好比灯泡。感官的经络好比灯丝。如果它们与电流接错，会立即爆炸。与电流接对，却从不关闭，会有
损耗。因此修习禅那，是因为我们要凉性电流，即禅那的凉火。凉火不伤感官，还让我们利用感官看见真相，理解
我们视、听、嗅、尝、触、想到的一切。这样，心才有清凉自在。 
        这就是内观的技能。形色触击眼，在触点升起概念时，我们能以明辨看清它。声音触击耳、气息触击鼻、口味
触击舌、触感触击身、念头触击心时，明辨就在它们之间。这样一来，色不粘著眼、眼不粘著色，声不粘著耳、耳
不粘著声，如此类推。这就是直觉洞见，或者说六处舍离，那样就能够同时放开观念与它们的对象。真正的心保持
著清凉与自在，好比一股持久无害的凉火。 
        不能调伏心的人，得与热火相处，拖垮内心各个部分，比如眼、耳、鼻、舌、身的经络。经络疲倦时，这些人
便无明起来。他们眼力暗淡: 看见形色，不知形色的真相。这称为无觉知。他们的耳失聪: 听见声音，不了解声的
真相。同样于鼻、舌、身、意。无论感受什么，他们不了解那些东西的真相。这就称为无觉知。它导致渴求与杂

染，于是有苦。这就是对真相无明的意思。 
        对真相无明的人，好比盲人。走到哪里都会出麻烦，以为高处之物在低处、低处之物在高处，盲人沿著平地走
时把脚抬高，因为他怕绊著什么。同样，不了解真相的人，把深奥的法当成浅显的、把浅显的法当成深奥的;把高等
的法当成低等、把低等的法当成高等。那是妄见。你的见有误时，修行便有误，你的解脱也有误，好比抬脚想上
台阶，可是台阶却不存在。有的人想把自己放到高层次，但缺乏正确的基础。心没有一点定力。他们不停地走路、
思考、想象高层次的法，结果却在原地打转。他们好比盲人想上楼梯，可下层阶梯却不存在，只好在原地踏高步。
同样地，处于低层次的人，以为自己在高层次上，结果越来越往下走。越试图往上爬，越下沉。好比大象跌入泥
沼，越挣扎陷得越深。 
        上面所说的阶梯，便是戒德、定力与明辨。如果我们沿这些阶梯走，就会达到目标。好比一个眼力好的人，会
爬实际存在的阶梯。修习了定力的人，无论睁眼闭眼，都可以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内心明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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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蕴”意思是造作。我们必须研究行蕴，明确如实地了解它们。对它们也要有智慧。行蕴有两类。世间行蕴，
比如利益、地位、褒扬、娱乐，这些事物升起、消逝。法界行蕴，是我们自己的色身与心理现象: 五蕴、四界、
六处。这些事物也同样升起、消逝。因此，我们有它们，应当好好利用。否则它们会转过来害死我们。如果不花功
夫训练，它们只停留于表象层次。不过如果训练它们，可以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价值。好比陶土，如果我们聪明，
可以做成陶罐煮食。再好一点，做成瓦片盖房顶。如果涂上釉彩，会更有价值。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明辨，了
解怎样加工，增加它们的价值。 

* 

        呼吸是色身造作[行蕴]，即是造作色身的因子。 
        言语造作是由想法转成的言辞，话在口里，还不曾大声说出。 
        心理造作是那些不涉及口头言辞的想法。你仅作思考，之后了解的那些想法。 
        言语造作与心理造作很类似。在训练心智时，重要的是努力防止言语造作的升起。不管是关于过去还是未来的
观念，你必须把它们都扫出去。 

* 

        色身造作，即呼吸，乃是色身的当下侧面。心理造作是心的当下侧面，即构成思维的觉知。 
        心的造作构成了苦的精髓。蠢人把造作当成财物。你想看见火焰，得先去除烟雾。你想看见非造作，得先去除
心里的造作。 

* 

        从色、声、香、味等等中获得愉悦，是感官之欲。游荡出去寻找、尚未找到喜爱之物的心态，是对缘起[有]的
渴求。在当下的想法中动摇、倾斜的心态，是对非缘起[非有]的渴求。对于心的这些侧面不了解，则是无明[avijja]。 

* 

        过去、未来的标签是“世间”。当下是法。不要让自己受哪怕一丁点标签的欺骗。即使稍微牵涉进去，那就是一
种缘起，你必须经历更多的生老病死。 

* 

        当“过去”只是一种动态、“未来”只是一种动态、“当下”只是一种动态，却不生业时，便有了解脱的技能。你可
以想过去，但是心不从那个思考中尝到任何果。为了使心有离欲，你需要有技能，决定什么对当下有害，把一切欲
望立即吐出去。过去不真，未来不真。如果它们是真的，必须永久存在。如果你有智慧，就不会把已经吐出的东

西，又放回口里。 

* 

        贪欲与渴求好比吃与咽、往里收集。离欲好比吐出、扔弃。如果去抓那些已经离开你、或者尚未来你这里的
东西，那是渴求与贪欲。离欲，就好比食物碰到你的舌，你立即注意到，在吞下之前把它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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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还是居家人时，他曾经思考真正的喜乐来源。他问自己:“喜乐来自富有吗?”但是他看著财富，看见它有
过患。于是他转向学问，学问也有过患。他转向权力，可是他看见权力包含著杀人与战争。他这样来回思索，问自
己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喜乐。最后意识到，喜乐来自苦痛，苦痛来自喜乐。世间必须这样转。事物转动时，必须有
一根轴，否则怎么转? 因此，有什么在转，必定有什么不在转。他继续这样思索，直到发现了一切转与不转的来
源，它就在心里。 

* 

        知识有两类: 真正的知识、与仿冒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即使即刻与你在一起、别处哪也不去的觉知。你知
道何时站著、何时躺下、说话、思考，等等。仿冒的知识，是追求标签与印象。标签是一种知识，但不是觉知本
身。它们好比觉知的影子。真正的觉知，是念住当下，看见因果。这就是明辨。 

* 

        依照标签、依照书本、依照人言的知识，是仿冒的知、不是真知。它好比觉知的影子。真知是你内心的觉知。
它只对个人升起[paccattam， 各自证知]。这种知不能教、不能讲。它必须从你内心升起。只有那时，你才了解什么
是无常、苦、非我，什么是恒常、自在、我。而种姓智[gotarabhu-ñana]，既见到这两方面，同时又放开这两方面。
法的真相是恒法[Dhammathiti]，即保持不动的那部分心智。心的动态与心所，只是觉知的影子与仿冒。修习佛法
时，你要的是真知。如果你不真正修行，只会得到法的影子。因此，我们应当勤修，让内心升起真知。 
        §恒法[Dhammathiti]依著天性原地安住。它不变化、不动摇、不随接触到的思维对象升起、落下。它是脱离了
苦与紧张的心，是依著天性安住的心。即使以各种形式思考、谈话、行动，心只有觉知。它不呈现出离真如本性变

化之相。比方说，把一只杯子放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碰它，它会在那里停十年、百年不坏。恒法之心就
像那样。或者，好比写下数字1，不改成其它字，它就得是原来的1。这便是恒法。 

* 

        要连续从无常、苦、非我角度作观察，不过你也得从恒常、自在、自我角度观察。你必须从两方面看事物，不
只看它们的缺陷，也得看到它们的用处。不过不要让自己执著于任何一方，否则你便像个独眼人。恒常、自在、
自我，不知不觉会悄悄地过来，打中你的头。 

* 

        洞见有两方面: 一方面依我们所学的角度看，一方面朝另一个角度看。依传言看，会成为洞见的破坏因素。从
另一个角度看的意思是，从不为人们所说的角度看。他们说有无常的地方，那里有恒常。他们说有苦的地方，那里
有自在。他们说是非我的地方，那里有我。这便是直觉洞见。 

* 

        明辨的宁静寂止，并非佛陀的目的，因为它并不真正宁静。最终的宁静，甚至高于明辨。 

* 

        那些获得了超世之果的人，入流者、一还者、不还者、阿罗汉: 这些名称不是指人，而是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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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
        “我们”好比树。“执取”好比藤。如果我们对形色有欲望，它们会缠在眼周围。如果我们对声音有欲望，它们会
缠在耳周围，依此类推。我们这样到处给缠起时，必须得死。有的人不让自己死得自然。他们的执取把自己的咽喉
勒起来。 

* 

        世界好比顺藤爬的红蚁。如果砍去缠绕我们这棵树的藤，蚂蚁便不能上树了。 

* 

        我们必须尽量砍。心长，使它短。心短，使它圆。心圆，使它平猾。心平滑，使它放光。于是它可以滚来滚
去，不卡在任何事上，那样才能从一切苦与紧张中解脱。 

* 

        苦来自“有”。这就是为什么世人受苦。如果他们有五，想添作十。以为一旦有十就可以宽心了。可真有了十，
又要添到百。接著必得找更多的、怕失去已有的。只有断气时，才停止找更多。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
们，“有”是苦。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什么也不要。他说:“色、受、想、行、识，不是我的。色、声、香、味、触、
法，不是我的。”没有什么是他的，谁又能从他那里拿走什么? 谁能压迫他? 如果人们给我们什么，我
们说“得”与“有”。如果他们把东西拿走，我们说“失”。但是不拥有任何东西，便不存在得失。那样的情形下，哪里
会有苦? 

* 

        涅槃是一切得失的终结。 

* 

        如果我们不会放开，就有苦。手里提著东西，不知放手、放开，不会拿到更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我们

放开。首先，手不会老提著东西而出汗。第二，可以把东西放开、翻过来、从各个角度看看到底是什么。比方说，
我们手里紧握一把刀，也看不清它是什么样。如果松开手，把刀放开，就能看个仔细，是钢刀、木刀、角刀、还是
象牙刀，质量好坏、有什么用。 

* 

        抓紧色身，是在抓紧旧业。放开色身，是放开旧业。我们能这样放开时，不会造身业。好比一宗地产，如果我
们拥有了它，开了地产证明、划了地界，就容易有侵权、诈骗、地界纠纷、诉讼官司。但是如果我们不拥有它，只
让它成为公共财产，就不会有麻烦与争吵。这样心有自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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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心纠缠于任何事，必然生恶。如果你能照见，生与不生平等、病与不病平等、死与不死平等，意思是有同
样的价值， 那么心可以放松，不卡在任何事当中了。 

* 

        第一阶段，我们放开作恶，开始行善。第二阶段，我们放开恶，放开一些善。第三阶段，我们放开一切善恶，
因为这一切依其本性造作，因此不可靠。我们行善，但不执著它。你放开时，必须有智慧地放开，不要有破坏性，
也就是说不要不行善。你连你的观念也不能抓紧，不必说物质资产了。你行善时，是为了众生而做、为儿孙而做。
你尽量把事做好，但不执取它，因为你知道，一切造作之事都是无常的。这样，你的心便如宝石一般清澈、明亮。
如果你纠缠于毁誉之中，是很愚蠢的。好比在喝别人的唾液。你行事端正，会有人说你是错的。你做错时，有人说

你错，也有人说你对。好与坏，没有哪个恒常，因为它们不是别的，都是造作。 

* 

        恶来自善。善来自恶。举例说，我们吃饭时说，真美味，可接著它穿过身体，变成了性质相反的东西。小偷来
自富人。如果人们没有财产与珍宝，哪里会有小偷来窃取? 佛陀看见，恶不可靠; 善不可靠。那就是为什么，他不让

那类线路与他的心连接起来，因此同时放开了善与恶。他从一切善恶之中解脱，超越了世法[loka-dhamma]。他便是
那样进入了至高的喜乐。 

* 

        善恶的力量，好比磁铁，吸引著心为善为恶，接著随这个吸引力，投生到善处恶处。如果我们为善为恶，好比
把磁铁留在世间。那些磁铁会吸住我们的心，留在它们的层次。不够聪明、不知怎样避免与脱离善恶之力的人，必
然给这些磁铁的力场拉著走。他们得在轮回世界里继续游来荡去。这就是为什么，智者找办法切断这个力场、逃脱
它的力量，自由地浮起来。换句话说，他们做善事，接著把磁力场斩断。他们做也许不那么善的事，也把磁力场

斩断。他们不让这些东西连接起来。换句话说，不执取于做过的事。他们不会继续把玩它们。这就是明辨的意义:知
道怎样切断世间的磁力场。 

* 

        心既不善、也不恶。但正是它，了解善、了解恶。正是它，作善事、作恶事。也正是它，放开善、放开恶。 

* 

        如果我们抓紧事物，它们不会进步，如果我们放开，它们也不会退化。 

* 

        执取好比一座桥。如果桥不存在，谁去过桥? 只有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眼便可以看见河的两边，却不与它们相
互连接。不牵扯于念头之间的心，好比水中莲叶: 水不能渗进叶里，水珠只在表面滚动。有觉知，无执取。 

* 

        不带执取的觉知好比不需线路的电，只有光明。没有电线时，不会电死人。或者可以说，它好比无灯之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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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灯芯、不耗灯油、却有光亮。 

* 

        如果我们把身与心分开来，常规的觉知便消失了，但是那不意味著觉知湮灭了。它还在那里，但是以一种特别
的形式存在，不依赖于身心。好比我们把蜡烛的蜡与芯分开: 火焰消失，不过火的潜力并不消失。不管燃料是不是
存在，它的天性独立存在。这就是涅槃之智。 

* 

        阿罗汉能说能动，不过不像平常人那样说与动。他们知道怎样把事物分开。好比有人在收音机里讲话: 即使我
们敲打音箱，也不会碰著说话的人。 

* 

        解脱的经验，没有“前”“后”之感，甚至也没有“当下”之感。 

* 

        心为空性时，它轻松、自由、没有丝毫念头。好比鸟儿有双足，却不在空中留下足迹。同样，心为空性时，人
们批评你，空中留不下字迹，没有什么印象粘在心里。 

* 

        止禅意味著使心的渴求静止下来。观禅意味著同时了解渴求与非渴求之心。如实了解过去与未来的概念，那是
直觉智。这样的智根本不粘著于任何概念。这就称为解脱的技能。它既不粘著于有渴求的心，也不粘著于无渴求
的心。好比在空中写字: 不消耗空气、写得不费气力、写什么你读不出。写的是好是坏，看不出来。空气就在那
里，要说空气的形状，却不存在。 

词汇录

ajaan: 导师，尊师。 
arahant: 阿罗汉; 有价值者; 纯净者——即心已无有杂染之漏，因此不再重生。这是对佛陀与证得最高果位诸圣弟子
的称号。 
ariyadhana: 尊贵的财富;作为解脱“资粮”的素养: 信念、戒德、良知、惧恶、多闻、布施、明辨。 
avijja: 无觉知，无明。苦与紧张的基本原因。 
buddho: 觉醒，佛陀的名号。 
dhamma (dharma): 法。事件; 现象;事物本质; 事物内在性质; 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指人类为了顺应自然法则应该

采取的行为准则，指人们为了内心证悟需培养的心智素质。在引申意义上，法(大写的Dhamma) 也指任何傳授这些
原理的学说。因此佛法，指的既是他的教导，也是这些教导所指明的，对涅槃本质的直接体验。 
dhutanga: 头陀行，比丘与其它行者自愿采纳、强化修行的做法——如一日一餐、林居修行、一段时间不躺倒入睡。 
gotarabhu-ñana: 种姓智。指使凡夫转为圣僧伽弟子的洞见。 
jhana: 禅那，指对于单一目标的(某种觉受或者心念)的 禅定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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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ma(karma): 业，导致缘起与重生的动机。 
lokadhamma: 世间法，常列为八种: 财富、失去财富、地位、失去地位、赞扬、批评、喜乐与痛苦。 
lokavidu: 世间解。精通宇宙现象者，为佛陀的名号之一。 
mahasatipatthana: 大念处。阿姜李指的是心在禅那之中时，作为念住参照的身感。 
nibbana(nirvana): 涅槃。心智从感受、心理动态、动机与推测中的“解脱”。由于这个词也用于指火的熄灭，它因此
带有寂止、冷却、宁静的涵义。(根据佛陀时代的物理学，一切物质多少具有潜在的火的属性。激活之后，它便抓
住、附着于燃料之上。火熄灭后，它便解脱了。) 
nivarana: 五盖。障碍。妨碍入定，明辨的五种心理素质: 感官之欲、恶意、昏睡、掉举[焦躁]、不确定[疑]。 
sangha: 僧伽。跟随佛陀的弟子团体。理想意义[ariya，圣义]上，指的是佛陀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者之中、已至少
证得解脱初果者。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侣。 
sankhara: 行蕴。虚构、合成、造作之事，指造作物质或心理事件的力量与因素、造作过程、及造作而成的事物。 
vipassana: 内观[内明，洞见，维巴沙那，毗婆奢拿]。指从无常、苦、非我的角度，如实观察物质与心理现象的生灭，
从而获得清晰、直觉的明辨。 
vipassanupakkilesa: 洞见的败坏; 观染; 禅定中可能出现某些强烈的体验，使行者误信修持已成。通常指以下十种:
光、异能、喜、轻安、乐、强烈信念、过度精进、执迷、漠然、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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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SkillRelease.htm (42 of 42) [12/31/2010 10:48:57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skillof.html


阿姜李-给每个人的法

[首页] >> [林居传统]

阿姜李: 给每个人的法 
 

1960年10月5日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Dhamma for Everyone——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Ven. Thanissaro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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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讲一段佛陀的教诫，鼓励你们循照佛陀的指点，专心、正确地修行。这些教诫称为法。法是心的装饰。
它也是培育五根的方式。我打算讨论的经文来自《教诫波罗提木叉》[Ovāda-Paṭimokkha ]。这段教诫讲的是归依佛
陀而出家者的职责，不过这些修持也同样适用于居家人。居家人依此修持，可以训练自己成为好人，成为护持佛教
的眼、耳、腿、足、手，使佛教繁荣。 
这些教诫纲要，对我们大家都适用，它们归为六句: 

        Anupavādo 不责难，
        Anupaghāto 不伤害，
        Pāṭimokkhe ca samvaro 依波罗提木叉律仪[依照比丘戒规范或调御]，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节制进食，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隐居静处，
        Adhicitte ca āyogo: 确立于提升的心:

        Etaṃbuddhāna-sāsanaṃ 这是诸佛的教诫。
 
        第一条教诫: Anupavādo——不责难。不要去找对方的错。换句话说，不要讲他人的坏话、不误传他人、不说离
间的话。不讲谗言、不鼓励谗言。不相互诅咒、叫骂。与其相互找错，我们每个人应当找自己的错。那就是不找错

的意思。这个教诫任何时候都可以应用，无论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Anupaghāto——不伤害: 不要允许自己仇恨对方。一起生活的人，行为不在同一个层次是正常的。有的人知
礼，有的人粗糙——但是要记得，不是恶，只是举止比较粗糙。体力上，有的人强健、能干、有力，有的人孱弱、
病虚。言语上，有的人能言善道，有的人拙于辞令; 有的人话多，有的人少言; 有的人爱谈世事，有的人好讲法义; 
有的人讲错，有的人讲对。这就叫做不平等。这样的情形下，必然会有冲突与冲撞，多少总有那么一点。我们同在
一个法界内生活，这样的情形发生时，不应当记恨。我们应当相互原宥，把那个垢染从心里清洗出去。为什么? 因
为不这样它会转为敌意与仇恨。原谅的举宥，称为原宥的赠礼。它会使你成为一个不抓紧事物、不背负事物、不纠

缠于事物的人——也就是不记恨的人。即使间或有过失、有错误，我们应当相互原谅。我们应当对周围的人尽量有
爱心、慈心、仁心。这就称为 anupaghāto——不伤害。这是我们作为佛教徒，不论居家人还是出家修行者，都必须

修练的一部分。 
        Pāṭimokkhe ca samvaro——依波罗提木叉戒自御: 行为方式要使你靠近解脱之入口。什么是解脱之入口? Mukha
意思是口或者入口。Mokkha意思是解脱。要坐得靠近食物，让你的口靠近解脱。不要坐得远远的，否则吃不著。
要坐得近，使解脱就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直接送进口里。换句话说，凡是靠近佛教的行为，就是你应当遵
守的行为。靠近佛教的意思是，修梵行。你要知道，居家人和出家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梵行生活。居家人的梵行有
两种形式: 一种是持八戒中的前五戒: 不杀生;不偷盗;无性事——正是此戒构成了梵行; 不说谎; 不用醉品。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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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形式，它靠近解脱的入口。居家人梵行的第二种形式，是遵守八戒里的每一戒。 
        至于沙弥和比丘们，他们应当分别遵守十戒和227戒。同时，不可忽略该当奉行的好的行为模式。这就称为

acara-gocara-sampanno——不去界外可能伤害你的区域游荡。 换句话说，不要让你的身体去那里、不要让你的言
语在那些地方滞留、也不要让你的心去那里。不要与习性低下的失德者交往。不要向无戒德的人讨教。不要让你的
心跟他们纠缠在一起。试著在心里念那些善士，念你自己正在试图培育的善德。这就叫做梵行。凡是这样做的人，
就称为依波罗提木叉戒而自御，就在涅槃旁边。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节制进食: 对食物，要有节制感。我这里讲的是具体的食物。人们有三种吃法，
第一种是贪心地吃。胃饱了，心还不饱。嘴里塞得都咽不下去，胃里也满了，心却还想吃更多。不要让这种贪欲控
制你的心。 
        第二种，是满足地吃。你满足于钵里的食物，不吃钵外食。或者，你满足于伸手可及的食物。你不要求任何够
不著的食物。你不用手、眼、或者表情，示意自己还要更多。盘里有什么，钵里有什么，你就吃什么。这就称为吃
得满足。 
        第三种，是有节制地吃。这种吃法从世间角度、从法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举悉沃里尊者[Ven. Sivali]的例
子。他吃得有节制。怎样有节制呢? 我们多数人只知道，悉沃里尊者得到的供养极其丰盛。但那样的丰盛从哪里
来? 来自节制进食。吃有节制，正是富足之源。悉沃里尊者是这样做的: 无论何时他得到布匹，如果不送人一块，
他自己不穿。钵里得到食物时，他会送一些给人之后自己才吃。四受用品中无论他得到的哪一种——食物、僧袍、
居处、药品，无论得多得少——一旦为他所有，不把其中一些与周围的人分享，他自己不用。得到许多，他就给众
人送大礼。只得一点，他还是尽量地有益于人。这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事。朋友喜爱他、僧团喜爱他，他们善
待他。这就是为什么说，布施结交友谊、消除敌人。 
        悉沃里尊者就是那样做的。他从那世谢世、最后一次重生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财富，从来不需挨饿。即使他
住到食物本该稀少的地方，也从来不曾有过匮乏，从来不曾短缺过什么。 
        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寓意是，无论得到什么，只吃三分之一，把其它三分之二送出去。适合给动物的，布施给动

物。适合给人的，布施给人。该当给梵行同伴的，我们带著清净之心布施。这就是消费有节制的意思。我们的身与
心都有自在。死时，不会受穷。 
        这个原则不仅从佛教角度看，而且从一般现代世界的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它是克服暴力活动的良方。它怎
么克服暴力呢? 人们不受穷时，不会暴动。暴动从哪里来? 它来自那些没有家可住、没东西可吃、没人照顾的人。
又穷又饿到这个地步时，他们就想:『只要我在苦，让大家一样苦。不要有私人财产。让大家一起共享一切。』这

样的想法来自于贫穷与匮乏。那么为什么有贫穷呢? 因为有的人只管自己吃。他们不与大家分享。等到有许多人受
苦、想报复时，他们就转成革命者或者暴动者。 
        因此，暴力活动来自于贪与自私、来自不分享我们的所得。如果我们得到十铢，可以布施九铢，吃剩下的一铢

能买的东西。那样，我们会有许多朋友。慈爱、亲切、宁静、繁荣将会升起。怎么会呢? 当老百姓有地方住、有饭

吃，当他们吃饭能吃饱，躺下睡得著时，为什么要脑袋里找麻烦，去参与政治的混淆呢?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消费有节制是件好事，是件尊贵、杰出的事。我们这样修持时，就符合了这

句: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节制进食。我们就会修持正善、修持有方、益己益人。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隐居静处: 不要做忙人。无论你住哪里，要尽量安静、平和。不要纠缠牵扯、或者与
团体其他成员相互凑热闹。不要参与事端，除非实在不能避免。当你学过了、理解了，就去找个僻静、独居的地
方，住下来禅定。你跟其他人住时，要找安静的团体一起住。你一人独居时，要安静。即使你与团体一起住，也要
独自静处。只接受团体提供的和合优点。独自隐居时，不要动作太多。你的行为要平和、言语要平和、心意要平
和。你与两三个人一起住时，不要参与争吵，因为有争吵时，就没有平和: 你的行动不平和，因为你气冲冲地起立
行走。你的言语不平和。你的心，带著愤怒、报复、恶意的念头，也不平和。这样就升起各种各样的恶业。你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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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里时，四人也好，九十九人也好，必须确保团体的安宁，不做那些冲突、争吵、伤感情、损害对方的事。那个
团体应当是一个安安静静地修习戒律与佛法的合作体。那时它才是一个好团体，有序、文明、利于每个成员的进

步。按照佛陀的教诫，这是我们作为佛弟子的职责的一部分，这就称为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制造一个安静的地
方居住，身与心有自在。 
        Adhicitte ca āyogo——确立于提升的心: 不要自满。勤修定力，达到adhicitta，也就是提升的心的层次。经常修
定、经常坐著入定，为团体的其他人作榜样。你谈话时，要请教怎样培养禅定主题[业处]。要讨论修定的果报。要
练习祛除障碍心的五盖。你这样做时，就是在遵循提升之心的教诫。 
        另一个心的提升层次是，心已经脱离五盖而入定，无上下浮动。它坚定、结实、有力，没有什么在污染它。这

就称为adhicitte ca āyogo:确立于提升的心。因此不要自满。要不断地在这上面努力。 
        Etaṃ buddhāna-sāsanaṃ——这是诸佛的教诫: 你这样做时，就是在遵循诸佛的教导。这是佛陀之言，是他亲口
所说。 
        因此，我们都应当努力训练，在内心升起这些原则。如果你诚实端正地在这些教诫中确立起来，那么即使你还

不能使心彻底灭苦，最最起码，你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培养自己。你的坏习性会一天天消失，取代它们的是你过去从
不曾有的好习性。而你现有的好习性，则会茂盛、壮大。 
        因此，你听了这个开示，要拿回去用于修行。要训练自己，在行动中循照佛陀的教诫。你那样做时，就会在他
的教导中蓬勃成长，得到喜乐与进步。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everyone.html
最近訂正 8-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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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的果报是: (1)它净化修习者的善德;(2)它把心引入正定。这就是为什么它包括在四十个经

典禅定主题之内。 
        我们的世尊，从他觉悟之前，一直到他入般涅槃，始终在行为上修慈心、在言语上修慈心、
在思维上修慈心。我们人类在三宝的功德下和平生活到今天，有赖于佛陀的大慈心、大悲心的力
量。因此，我们也应当以他为榜样，培育对一切众生的慈心。 
        慈心的力量，会以无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和平和保障。有一个佛陀时代的小故事，说明了
这一点。有位国王在一次征战后率军返回。路上在一座清凉、安静的森林里停驻休整，找水解
渴、盥洗。他们在林子里遇见了大约五百名比丘，正在修慈心禅。比丘们简直是无声无息，他们

宁静的举止使国王震惊。他想:『区区三两口之家必有争乱。这几百沙门聚住在这里，却可以一丝

不乱。我国如有这样的和平，或许不需要战争。』 
        他对此印象深刻，於是去拜见首座比丘，请求教给他那个修行法门。他听从首座长老的建
议，先把大军遣回国都，自己留在森林里潜修慈心禅十二年，直到掌握诸禅那，这才回到都城。
他一回来，便经常朝著自己王国和诸邻国的四面八方传播慈念。人们蜂拥而来，围绕在他身边: 
快乐、欢喜、敬仰。交谈中他了解了他们的甘苦，便教他们培育相互之间的慈、悲、喜、舍之
心。臣民们带著信赖与尊敬，专注地聆听他的宣讲，奉行他的指导。从那时起，爱心与仁心在每
家每村传播，一种友谊、团体、合作的气氛遍及全国。人们不再与邻国交战，喜乐、和平地生
活。 
        这个故事表明，一个人内心的善意，可以有力量成就多大的事: 它给一个国家带来了安全与
宁静。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藉着修慈心禅培育内在的善德。不过，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果
报，必须真正用心去做。即便只做短暂的片刻——大象之耳一扇，毒蛇之舌一闪——那点时间里
也会升起惊人的力量，就像蛇与象，眨眼间能置人兽於死地。不过，如果你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并
不真正用心，真法的力量不会在心里显现，你不能用它得到一点果报——好比猫狗之耳，尽可以
一天到晚扇，谁也不怕。可是大象的耳朵只扇那么一下，人们连滚带爬，逃得腿都快断掉。或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GoodWill.htm (1 of 2) [12/31/2010 10:49:02 PM]



慈心的力量-阿姜李

者，眼镜蛇的舌，只闪那么一下，人们给吓得昏倒。心在真正专注之下，就会有那么强的功力。 
* * *

 
        君主的世俗王冠，装点著所有九颗吉祥珠宝，即使它耀眼、无价，也难与行者的法冠相比，
它装点著佛宝、法宝、僧宝。 

* * *
 
        如果我们让恶流入心里，善德便没有机会进来掌管。恶将会夺权、主宰，善德只好逃出去，
站在墙外发抖。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goodwill.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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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在这里培育的善德: 不要忘记。它一定会结出果报。不要低估它，以为我们在这里
做的一点点小事不会生出多少果报。千万不要低估它。  
        佛陀时代就有许多例子。有些比丘与沙弥，出家后不能够断尽杂染，只刮得薄了一点，因此
气馁还俗。还俗后，他们得找个生计: 有的找正当的，有的找不正当的。那些参与不良活动的
人，给官府抓起来送进了牢狱。  
        有个例子讲的是舍利弗的一位弟子。他为了培育善德而出家，可当他得不到想要的果报时，
就还俗做了１２０盗贼。过了一阵，给抓住判了死刑。执行前，官府决定施大刑示众七天，藉此
警诫他人。国王命下属削尖木桩、磨光铁矛，一排排插起，让他在尖刺上或坐或躺。于是他的身
体给叉得鲜血淋漓，升起钻心之痛。就这样早、中、晚一天三次，召集了全城人来看盗贼受刑。  
        本来计划是这样折磨他七天之后砍头，可这个盗贼过去跟舍利弗修行时所得的善业还有剩
余。舍利弗教他修过一些苦行与禅定，他已达到初禅。不过那初禅挡不住杂染与渴求，这也是他
还俗的原因。  
        碰巧在第六天，舍利弗——因为有大慈悲，毕竟有时是他代替佛陀，教人们修法——用他的
禅定力量察看出家的、还俗的弟子们，人在哪里、过得怎样。因为那个盗贼跟著舍利弗时有一点
善德的缘故，一道光对舍利弗显现，在其中他见到这弟子正在受刑，第二天要给砍头。见此情
形，舍利弗观想弟子所存的善德，见他本来尚有一点潜力，却都已经枯萎。即使这样，他过去培
育的一点善德依旧内心埋藏著。虽然杂染包裹著心，可里面还有一点善德。  
        意识到这点后，舍利弗大早就去弟子的受刑地点托钵。走近周围时，弟子正躺在尖矛床上，
周围拥挤不堪，人们兴奋地跑来跑去，有的是见到舍利弗而兴奋，有的是看盗贼受刑而兴奋。碰
巧人群分散片刻，弟子看见了尊师袈裟的一角。舍利弗传送著慈心，弟子感受到了，这成了尊师

就在附近的保证，但他再不能走得更近了。  
        这个弟子见到舍利弗后满心欢喜，又想:『明天我就得离师而去——我要给处死了。』一边动

念顶礼尊师，一边记起了舍利弗的禅定教导，于是他开始练习禅那，使心入定。心定下来后，他
开始观想死亡:『明天他们一定会杀死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再进一步观想：『死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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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死亡发生在哪里? 』他意识到，死亡就在鼻端：如果呼吸停止，那就完了。可只要你还有呼
吸，即使在受惨痛的折磨，你还没有死去。  
        于是他开始练习出入息念。一旦专注起来，呼吸［气］绝然寂止，血朝伤口的流动停止了。
血停止流动时，伤口开始愈合。伤口愈合时，他感到又喜又乐: 禅定居然如此有力量克服疼痛。  
        于是他开始观身体各部分——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一遍又一遍来回地观，直
到把切开的身体再又重新连接起来。当身体的各部分如此修得力量时，就可以在矛尖上盘腿坐
起，成全莲式，进入禅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进入四禅后，他的身体轻如一团棉绒，力
度超过铁矛木矛。那些矛尖再也不能穿破他的身体。最后，他的心进入了安止定，他发愿:『如果
逃得一命，我要回去与尊师同住。』他把心定在第四禅那，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所缘性：
根本不参与其它事，人们要处死他的念头彻底消失了。第二个因素是念住，它明亮放光。在念住
之光里，他看见了尊师。于是他又发一愿:『我要跟尊师在一起。』他一发此愿，身体便浮到空
中，飘向舍利弗所在之处。与老师重逢后，他发誓永不作恶。因此，他藉著禅定，从整件事中活
了下来。他没有成为阿罗汉或者什么，但他的确活下来了。  
        这就说明，哪怕我们培育的善德不能立刻达到所期望的程度，不可低估它。善德好比火。不
要低估火，因为一根火柴可以毁灭整座城市。善德的力量正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

不要低估我们培养的善德。哪怕看上去只有一丁点，它有力量阻挡不幸事件、减重为轻、保障我
们的安全和安稳。要记住这一点。  
        另外要记住的一点: 人们好比植物，比方说，你把南瓜籽种在地里，想要它马上生长，给你
结出南瓜，是不成的。尽管如此，你种下那个东西的天性会一点一点地长，过一段时间就会长成
你要的南瓜。不过你坐在那里，看它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里长了多少，看那棵南瓜苗长了几公
分，能那么算吗? 当然不能。但你相信它每天在长吗? 当然。它要是不长，过一阵怎么变那么大? 
我们所培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善德也一样: 即使果报不能马上可见，它必然会来。你不能算计一
天里修了多少福德、一天的业行结出了多少善果，但若问有无果报，你得回答: 有。好比那南瓜
苗: 看不见它在长，可你知道它在长。即使你一直在修的善德看上去不在滋长，不要低估它。  
        还有一点，有些人好比香蕉树，香蕉树的天性是，如果你把树干砍了，一个钟头内它就长，
你会看见新芽从顶上长了整整一寸。再过两三天，那根芽已经长了一两尺。有的人就像这样。他
们结果快、果报非凡、培养出各种各样的能力。举例说，他们可以很快进入禅那，之后可以清楚
地对其他人讲解自己的体验。  
        同样的事发生在佛陀时代。以周利磐陀伽为例 : 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培育善德，带著因朋友们

轻视而受伤的自尊心继续修行，不过当他终于掌握了禅定时，立刻有了结果。故事是这样的: 有
一次，他与世尊带领的五百比丘在一起，有位钱商邀请全体去他家里应供。周利磐陀伽的兄长摩
诃磐陀伽，正是掌管僧食的。有谁来请供，摩诃磐陀伽的职责是通知其他比丘。可是，摩诃磐陀
伽正在为弟弟的懒惰、麻木、整天打磕睡而羞愧。因此，他认为周利磐陀伽不配去任何人家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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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决定不让他去。于是他只邀了其他四百九十九位比丘，由佛陀带领，去钱商家应供。来到钱

商家，众比丘受供后，剩下一只食盘。因此钱商问摩诃磐陀伽，为什么人数不足他邀的五百。摩
诃磐陀伽告诉他，周利磐陀伽不曾受邀。  
        钱商于是去见佛陀。佛陀知道周利磐陀伽正在寺院里禅定，于是告诉钱商，周利磐陀伽是位
重要的比丘，必须派一位家仆请来应供。只是佛陀要钱商看见周利磐陀伽已经成就的力量，没有
解释该怎么请。他让家仆亲自去看了，之后他再解释。  
        再说周利磐陀伽，他的自尊心大伤，那天决定不吃饭，坐著禅定。碰巧他进入了第四禅：他
这辈子禅定从来不曾进展这么深。达到第四禅后，他又进入第五禅，使心清晰、明亮、绽放，身
心两者都升起了神通力。  
        就在那时，钱商的家仆来到寺院里。周利磐陀伽见到他时，动了一个意念，使得全寺到处是
比丘——长得都跟他一样。有的在坐禅、有的在行禅、有的在洗袈裟。仆人问其中一位，周利磐
陀伽在哪里，他就指向寺院的另一处。到了那里再问一位比丘，他又指著别处，一直到就餐时间

快结束了，还找不著周利磐陀伽。于是他跑回钱商家里。  
        这时候，佛陀知道周利磐陀伽的神通力已经圆满成就，从今以后将不受朋友的轻视，于是告
诉那位家仆回寺里再请，不过这一次，告诉了他该怎么做。怎么做呢? 当家仆问其中一位，周利
磐陀伽在哪里时，要在比丘开口之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家仆照做了。他回到寺院，里面还到处

是比丘，他问其中一位，周利磐陀伽在哪里。那个比丘正要指向别处，家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臂。抓住的那一瞬间，寺里其他的比丘全部消失，只剩下手里抓著的那一位。于是他就请那位比
丘去钱商家应供。  
        从那以后，周利磐陀伽成了僧伽中出众的比丘之一，有各种各样不凡的神通。他能站在日头

下不热、走在雨里不湿、走长路一会儿就到。他可以使自己同时在多处出现: 森林里、墓地里、
其它地方。他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能力。结果，他那受朋友轻视而受伤的自尊心终于复原，反而成
为佛陀著名的弟子当中出色的一位。  
        这就是善德的力量。有的人得到异能与种种神通: 禅定成熟了、洞见成熟了，就能在此生证

得涅槃。这一切，来自善德、来自他们培养的波罗蜜。所以我们也应当为自己已经培养的善德而
自豪。  
        还有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老妇，有天去寺院，看见行禅道脏了，就把垃圾扫清，方便比
丘们行走。她只做了这么一次，但是做的时候带著慈心，具信、恭敬、心态纯净。她看著那些垃
圾不舒服，于是把它全部扫去，还准备好洗足水；作为果报，她的心有清洁、清新之感。回家不
久，她突然得心脏病死了。死后她转生为天神，有一大群随从、一座宫殿、天食、充沛多样的财

富。她住在宫殿里，回忆起前世来，心想:『如果我做了许多的福德，会比现在更富有。最好回
去，善事稍微再做久一点，我可以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财富。我过去不知道善德会有这样的果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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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她离开天界下到地面，在森林、野外悄悄地寻找比丘。她碰见一位比丘正要入定，就站
在一旁盯著他，找机会做事。可当他见到她时，却赶她走:『这是什么天神，想凑过来捞取人类的
福德? 以前你低估了福德，如今得著好果报，还要更多。你能贪到什么地步? 走开! 我什么也不让

你做。让人类有机会做善事。有很多人没有做过你做的事。不要过来拿走他们修善德的机会。』  
        那位天神懊恼地逃回天界，只得满足于已有的果报。她本想做更多的福德事，别人却不要她
做。为什么? 我们人类往往看低小小的福德业，可是死后想再做一点福德却很难。为什么难? 你
的身体不再像人身。你根本不能与人讲话，连把食物放进僧钵也做不到。你最多只能站在一边，
随喜他人的福德。只有那些眼力好的人能够看见你。没有那种眼力的人，根本看不见你。如果遇
见那些有特殊心力的人，可以教你一点。但是如果你做天神时没有碰见这类人，就没有机会培养
更多善德了。  
        因此，你不要低估善德的力量。只要有时间与机会，任何时候你注意到有行善的机缘，自己
有能力，应当赶快付出努力、尽快培育善德。如果死亡现在降临，你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你能
做的，只有把存著的干粮包起来带走——换句话说，你过去修的福德。当你忆念它时，那个善德
会滋养你的心，助你到达天界的某个好去处。如果你修练心，获得强大的定力，将能够从世俗域
界中解脱，把你的心带到超世。  
        因此，我们当中那些还不曾培养出所求的善德的人: 不要低估你已经有的。把已经做的当成
自己的财富。是这些财富，将来会防止你落入低等域界。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你可以依靠那个善
德决定你的人生轨迹。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善德好比影子，会一直跟著你。  
        我在这里所讲的善德，正是我们这些心聚集在一起，在这里培养的东西。把我的告诫牢记在
心，作为忆念法的一部分。 

[1]周利磐陀伽：此为法句经故事,周利磐陀伽生来愚钝健忘。 

相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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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观（insight， 内明、毗婆奢拿、维巴沙那）不是什么可以教会的东西。它必须在你的内心形
成，不是你可以记住和谈论的。要教到可以记住，我保证花不了五个钟头。但是你想懂得其中的
一个字，也许三年也不够。记录只能形成回忆，实践才能产生真知。这就是为什么你想要懂得和
掌握它，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当智慧产生时，你会知道事物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好象一盏灯在大放光明：我
们知道“那是火焰......那是烟雾......那是光亮。” 我们知道什么和什么混在一起就产生了什么、熄灯
时火焰去哪里了。所有这一切便是观智慧的技巧。  
        有些人说，止禅和观禅是两个分开的东西——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止禅是“静
止”(stopping)，观禅是通往觉悟的“思想”(thinking)。在开悟时，心定下来、保持静止。它们是同
一样东西的组成部分。了解必须来自静止。假如你不静止，怎么能了解？比方说，你坐在快速行
驶的车、船里，想看看路边擦身而过的人或物，你根本看不清谁是谁、那是什么。只有你停在某
处，才能把事物看个清楚。  
        再举个更直接的例子。我们说话时，每个短语之间要停一下。假如你一口气不停地说，有谁

会听懂你在说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必须使心停下来、静下来、定下来。在心静止到了一种稳定状态

时，定力就升起、明辨接著产生。这个你得自己练习、自己培养．不要光听别人说:“这样做，你
就知道是 ‘喔！喔！喔！’，而不是 ‘喔？喔？喔？’”不要把他人说的好东西记在心里。得让它们从
内心产生出来，把那些东西变成自己的。花你自己的一块钱，比花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一百块钱要
好。你用借来的钱，就得担心欠债。你花自己的钱就不必担心。  
        静止是产生力量的前提。假如一个人又走又跑，就打不赢别人，因为静止以待的那个人比较

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大家把心定下来，才能获得力量。然后它才能开始带著力量和敏捷
重新走路。  
        我们有两只脚是事实，但我们走路时必须一次用一只脚迈步。假如你两只脚一起迈步，哪也
去不了。或者你只用一只脚走路，那也不行。右脚停下来时，左脚必须迈一步。左脚停下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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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脚必须迈一步。你要想走得有点力度，必须一只脚停下来，迈动另一只脚，因为力量来自那只
停下来的脚，而不是迈步的脚。一边迈一步时，另一边得停下。否则你没有支持，肯定会跌倒。
假如你不信，试试自己用两只脚一起走，就知道能走多远。同样，止和观必须一起培养。你首先
必须使心静止下来，然后察看一步：这就是观。由此生起的了解就是明辨。而放下你对那个了解
的执著，就是解脱。  
        因此，停止就是为了产生力量、产生知识和明辨的因素——静止的心，以高度的戒德、高度
的知觉、高度的明辨，同时了解了世间法和出世法，从而走向超越。 

最近訂正 8-2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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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快意』与『清净』是不同的。它们不是一回事。快意是身心对物质对象的自在感，但它不
清净，因为心依然饱浸在各种所缘之中，受其污染。清净是一种独立于物质对象的愉悦，它来自
心的寂止和自在。  
        快意是形式较低的善德: 它是世间的。清净则是更高形式的善德: 它是超世的。  
        在定力修持中，正精进是辅助因素，正念与正定是监督因素。这两类因素是止禅的基本原
则。它们监督、保护心，不让它落入妄定。  
        有些人说，止与观[洞见]是两件分开的事，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回事。止升起洞见。洞见升起
清净。因此清净还来自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心的寂止。  
        我们怎么做才能达到清净? 要使心达到清净，我们必须训练它。这事要它说容易，也容易。
要说它难，也难。如果你真心诚意地修，就容易得到果报。如果你不真心，果报就会是困难。  
        修止禅好比点蜡烛。如果小心保护它不受风吹，火焰就会直升，发出明亮的光。你可以把什
么都看个明白。如果蜡烛翻倒了，火焰就会熄灭，你就得摸著走路。也许会把猫当成狗，把狗当
成猫，因为你看不清。  
        同样地，我们必须下功夫，用念住保护心，不受风吹。不要让五盖吹进来，制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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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快意与清净的善德是不同的，它们不是一回事。快意是来自寻常事物的身与心的那种自在
感: 吃得、住得、睡得舒服，无病，手头富裕，等等。至于清净的善德，它是来自寻常事物之外
的一种愉悦感。它来自你自己的心，不需要依赖外界事物的支持。这样的清净以法为支持。当它
升起时，是稳定、不变、持久的。而平常的快意，是不可靠的。多数情形下，它往往令人失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法界寻找喜乐，它的喜悦不会让我们失望。  
        法好比房顶上的茅草或瓦片，保护人们不受日晒雨淋。当人们生来这个世界时，就好比落在
露天里，什么庇护也没有。他们必然会受日晒、雨淋、风吹之苦。只有当他们的心里有法定驻下
来时，才能够逃离这些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为心找到庇护处——也就是法——给

我们保障。法在这里指的是：戒德、定力、与明辨。  
        戒德有四类: 约束感官、依波罗提木叉戒自御、净化生计、省思受用品。这四类戒德，好比
四面墙，将保护我们不受飓风的侵袭。定力——也就是四禅那——好比一座四方屋顶，保护我们

不受日晒雨淋。明辨——即超世智——好比坚实的地板，保护我们免遭坠入低等域界的危险。当
你给自己提供了这三重防护时，就有了一种安全感，不必惧怕今世、来世会出现的任何苦。  
        戒是身的庇护处，定是心的庇护处。心的庇护处，由止与观组成。止的意思是令心静止、牢
固、不著五盖。观的意思是，用你的明辨审视内心一切造作事物的因与果，使你能看见它们的实

相，达到一层、一层地放开杂染的地步。当你能够把它们全部放开时，你的心将会从漏中解脱，
证得清净的善德。有些人说，止与观是两件分开的事，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件事。止禅使心寂止。
当心寂止时，它就会升起光明。当这团光越来越明亮时，就会转成洞见之光。当洞见升起时，你
便进入了清净的善德。因此，这个善德，这个清净，还是来自于我们常说的心的寂止。  
        未寂止的心，是那个不能与身在一起的心。这种情形下，除了苦和杂染，你什么也得不到。
好比一栋没人住的房子: 必然会积尘、脏乱。不必到远处找例子: 就拿我们坐在这里的禅修大厅来
说。假定全体比丘、沙弥、居士们离开，让它闲上一天。回来时你会看见，它盖满了尘垢和蛛
网，正因为没有人清扫。同样地，当心离开身体跑掉时，身与心都积累起来尘垢。身体蒙尘时，
心又怎么会跟著它? 好比一栋积尘的脏屋子，主人不能住，别人也不能住。比丘们不愿来访。假
定你们居士请我去家里。如果你家又乱又脏、到处是鸡粪鸭粪，我可不愿进门坐下，我连呼吸都
有困难。因此把这个例子记在心里: 如果心无定力，不长养善巧素质，就好比一栋脏屋子。你到
哪里去找愿意上门的比丘呢? 比丘不愿上门，你去哪里得到祝福?  
        心在身外时，它是世间。心在体内时，它是法。如果它是世间，必然如火一般炽热。如果它
是法，就会如水一般清凉。  
        感官层面上的善巧，是常规层次、社会层次上的善德。它必须涉及外界的人与事。超世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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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是超越、高于社会层次的善德: 你学会依靠自己、自己解决难题。  
        凡夫的心，会前后移动，因此它不可靠。有时赢了之后转过来又输了。今天赢、明天输。而
圣弟子的心，赢了之后不会再输。它往前走，不朝后滑。它不停地朝前直走。  
        当心不可靠时、当心没有坚定原则时，就好比是没有宗教感的革命者。有宗教感的心，必须

有原则，它可以依靠自己。它是一个可以自主的心。  
        当心不能自主时，它没有充分的权威。它不能指令、控制任何事。比方说，如果你命令身体
来听佛法开示，它不会愿意来。如果你命令它坐下来入定，它不会愿意坐下。就好比做父母: 只
有你是孩子百分之百的家长时，才会有充分的权威。如果你只是他百分之五十的家长，他是你百
分之五十的孩子，你不会有那个自信彻底管教他。因此心就好比父母; 身体好比孩子。那就是为

什么，我们必须训练心，使它有自主，让它对身体有充分的控制。心有了充分的控制时，我们可
以克服体内升起的任何痛感、克服心里升起的任何杂染。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真正是自己
的主人。  
        我们每个人，好比一台常年开著的录音机。我们作善事时，那个善在内心给记录下来。我们

作恶事时，那个恶在内心给记录下来——就像用录音机记录著好声音、坏声音。不管我们造什么
种类的业，它都跟我们呆在一起——它哪里也不去。因此，问自己，是要把善还是恶留在自己的
心里。  
        心既不善，也不恶，但正是它，了解善，了解恶。正是它，作善事，作恶事。也正是它，放
开善，放开恶。  
        身体这个东西，会磨损、破败、消失。心这个东西，它不分解、不死亡。因此，我们好比谷
粒，一部分重生、一部分不重生。不重生的部分，是谷粒里的淀粉。重生的那个部分，是顶上那
个白点。如果我们不要那粒稻谷生成稻苗，只要摧毁那个小白点，它就不能发芽了。我们人也一
样: 身好比稻谷里的淀粉，心好比发芽的那个小白点。如果心有杂染——也就是有对善恶的执取
——还不曾摧毁，将会导致我们在新的有生域界里发芽。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放开对善
恶的执取，把它们都放下。当心不再有什么可发芽的东西时，那时它就从生死之中解脱了。  
        死亡时心离开身体，它消失的方式，就如同蜡烛的熄灭，不存在肉眼能看见的形状。但是这

并不说明火焰从世上消失了。它只是弥散在火的属性[火界]里。就像是铜丝里的热量。如果我们

只看电线，是看不见有什么火焰的。但是如果你用手摸一下，立刻就会感到那股热。同样地，当
心离开身体时，它就像弥散于火界的火，会在其它地方再现。  
        抓紧色身，是在抓紧旧业。放开色身，是放开旧业。我们能这样放开时，身体就不再会造业

了。好比一宗地产，如果我们拥有它，有了产业证明、划了地界，就容易有侵犯、诈骗、地界纠

纷、诉讼官司。但是我们若不拥有它，只让它成为公共财产，就不会有麻烦与争执。这样心就能
够自在。  
        身好比一只船，河流好比我们善巧的动机[业]，念住是推动我们的风，杂染好比一道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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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如果你发展出时时刻刻的的念住，就能够把你的『身之船』划到对岸，不在沙洲搁浅。  
        杂染好比河中的沙洲与暗桩，它们会阻碍我们的船靠岸。换句话说，贪会挡著我们，嗔会撞
著我们，痴会使我们打转下沉。有个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受雇划船，沿著运河叫卖犁头、铲子、
锄头。如果全船货物卖出，雇主会给足工资，一天一个卡哈巴那[kahapana]，相当于四个大钱。
头一天雇主同他们一起去，把一船货全部卖出。以后他就不去了，由两人自己外出卖货。有一天
他们正划著船，一边吆喝:『犁头、铲子、锄头!』时，心走神了，他们开始犯困。突然他们撞到
了一根暗桩，又触上了一片沙洲。虽然后来他们脱离了那些障碍，却惊慌不已，本来应该吆喝:
『犁头、铲子、锄头!』，他们却大喊:『沙洲、暗桩! 沙洲、暗桩!』 一路划过去，没有人想买。  
        到了晚上，划回雇主家里，满船的犁头、铲子、锄头，一件也没有卖出。于是雇主只给了每
人一块钱，作为那天的工资。其中一个回家把钱交给了太太，她看见平常有四块钱，这天只得一
块，很吃惊。心想:『也许他把钱给了另一个女人。』于是就骂了起来。怎样解释也不听。丈夫就
要她去问雇主，若有作假，甘愿头上挨她一记。可是那位太太怒不可遏地说:『不行，让我先打你
了再问。』 边说边去拿铲柄，只抓到一根赶狗棍，于是就在丈夫脑袋上敲了三下。后来，她当然
知道了真相，但已经迟了，丈夫的头上已经挨了三记。  
        这个故事说明失去正念会带来的伤害。你要是让自己的心从正在做的事情上游荡开去，结果
就可能陷入困境。  
        如果我们做一个类比，站在船头的那个人代表比丘。站在船尾的那个人代表居家人。暗桩指
的是贪、嗔、痴，沙洲指的是五盖。如果我们不能够谨慎地保持正念，如果我们让心纠缠于杂染
之中、被五盖所遮蔽，我们的佛法修持很难成功。  
        感官层次上的善巧，好比一辆沿路奔跑的车、或一艘沿河航行的船，不过两者的好处，都不
及一辆止歇在仓库的车、或一艘止歇在码头的船。当然，正在跑路和航行的车船有它们的好处: 
一是可以运载客货。二是可以收取运费。不过当我们把车船停在仓库、码头时，好处会多出几
倍: 第一，可以休养疲劳的筋骨。第二，我们得以卸下所有的旧货、装载起新货。第三，如果经

常停在同一个码头，我们会同管码头的和本地的人越来越熟，最后达到他们会与我们分享食物不
要饭钱、或者准许我们过夜不要房钱的地步。这是因为我们相互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熟稔，他们

开始喜欢我们。最后他们会如此信任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在他们家里过夜。这个情形下，我们也
许可以问一问他们的家庭秘密: 妻儿有多少、怎样赚钱、在何处保存家产。他们什么都会告诉我
们。  
        同样地，如果我们的心，停止追逐种种所缘，定驻在码头——也就是身体内——我们会获得
同样的三种益处。第一，心将会得到休息，从疲倦中恢复。第二，它会载起一种宁静、愉快、自
在之感。第三，它会对四元素[四界,四大]越来越熟悉，那些东西就好比本地居民。我们将会彻底
了解身与心的运作。当我们跟地元素住在一起时，将会了解地元素的事。当我们跟水元素住在一
起时，将会了解水元素的事。当我们跟风在一起时，将会了解风元素的事。当我们跟火元素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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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时，将会了解风元素的事。我们会升起三种智、八种能识。我们会通晓身体的一切事件，直到
不再有疑的地步。那将使我们能够放开色身。  
        依照标签、依照书本、依照人言的知识，是仿摹的觉知，不是真东西。它好比觉知的影子。
真正的觉知是你自己内心升起的。它是 paccattaṃ: 完全对个人升起。这种觉知不能教、不能传

告。它必须从你的内在升起。只有那时，你才知道什么是无常、苦、非我，什么是常、乐、我。
种姓智 同时看见这两方面，同时又放下这两方面。法的真谛是法住[Dhammaṭhiti]，即长住不变的
心的那个侧面。心的动态与特相，只是觉知的影子与仿摹。修法时，你要的是真知。如果你不认

真修，只会得到法的影子。因此，我们应当修到让内心升起真知。  
        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的部分恒常、有的部分无常，既有自在也有苦、既是我也是非我。举例
说，地、水、风、火是恒常的，意思是，它们从来不会变成别的。地元素从来不变成水、水元素
从来不变成风、风元素从来不变成火。它们从世界生成时是什么样，就一直是那样，直到世界破
坏。拿水作例子: 即使人们把它冻成冰块，或者放进绿色、黄色、红色染料，它照样是水。甚至
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也有恒常的一面: 我们的手从来没有变成脚，胳膊从来没有变成腿，眼睛
从来没有变成耳朵，下唇从来不会拱上来，变成上唇。这是常、我的那些侧面。至于无常的部
分，那只是这些东西的特相，不是他们的真实属性。  
        地、水、风、火四元素，好比四个人。如果你不断地试著结识他们，过一阵，他们会成为你
的朋友。  
        一开始，他们不大熟悉你，他们不信任你，因此先要考验你。比方说，你开始坐禅时，他们

会拿根棍子，在你的大腿、小腿上戳，于是你开始腿疼、麻木。如果你趴下，他们会捅你的后
背。侧身躺著，他们又会捅你的腰。如果你再坐起来，他们又会来考验你。或者也许会悄悄地对

你说，放弃吧。如果你听从了他们，魔罗会笑得下巴痛。  
        你应当乐观地面对困难，忍受一切、坚持到底。要不断地与所有四元素交谈。即使开始它们

不回应，你必须继续与它们说话，问这问那。过一阵，它们会回你一个字。你就继续攀谈，接下
来它们的答复会越来越长，最后你们成了熟人，可以正儿八经地交谈了。从那以后，它们就成为

你的知交、密友。他们会喜爱你、帮助你、把秘密告诉你。你成了有朋友的人，不再孤独。你们

会一起吃、一起睡，无论去那里、你们一起去。你会有安全感。无论坐多久，不会酸痛。无论走
多远，不觉疲劳——因为你在行道中有朋友可以说话，因此有乐趣，还未觉察就到了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教导我们，把念牢牢浸没在身内禅定。对你的禅定主题——身、受、
心、法[心理素质]，作寻想与评估，不让心到外在的思维与所缘当中游荡。观身体，了解四元素
相处得如何，哪里有乐感、痛感、或不乐不痛感。观察心如何在你所知的种种事件周围移动，直
到你达到那个寂止、牢固、真实的心理素质。  
        这样做，就好比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做什么，都有朋友和你一起去。换句话说，身体行走
时，心跟它一起走。身体躺下时，心跟著一起躺下。身体坐著时，心跟它一起坐著。不管身体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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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心也停在那里。不过，我们多数人不是这样的。身体走两步，那个心已经走了四五步
——它怎么会不累呢? 身体躺在蚊帐里，周围有栏杆和七道厚墙，心却照样可以跑到屋子外头。
这种情形下，它哪里会有一点喜乐? 它不呆在自己家里，就得在外面游荡，遭到日晒、风吹、雨
淋、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因为它没有屋顶、没有保护。如果没有定作为心的庇护处，它必然会
遭遇不幸与痛苦。  
        因此，你们应当训练心，确立于禅定之中，培养内在主权、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样，你一定
会得到上面提到的清净善德。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shelter.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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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ūja ca pujaniyanaṃ 

Etammangalamuttamaṃ 
礼敬值得礼敬者 
这是至高的吉祥 

 
        我现在作一段开示，解说佛陀的教导，为聚集在这里的听者装点念住与明辨，使你们把这段
法拿去用于修行，得到闻法应得的善益。 
        今天，卫塞礼佛日，是佛教传统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因为是在这一日，佛陀出生，三十
五年后，成就无上正自觉醒，再过四十五年后，入般涅槃。这三个事件，都发生在五月的满月
日，那时月亮正位于卫塞星群，这就是为什么称这一日为卫塞礼佛日的缘故。 
        每年这个重要日子来临时，我们佛教徒用这个机会礼敬佛陀，作为我们对世尊的善德的感念
方式。我们放下日常事物，藉著布施、持戒、闻法等善巧方式，来修福德。这叫做礼敬佛、法、
僧三宝之德。佛陀好比我们的父亲，法好比我们的母亲——意思是，是法引生出我们对佛陀教导

的领悟。目前，我们的父亲已经过世，只有母亲还活著。两者一直在保护我们、照料我们，使我
们能够有自在与幸福，直到今天。我们蒙受大恩，因此作为子女，应当记得表示感恩之心。 
        一般情形下，父母去世时，人们以痛哭、戴孝等方式表示哀悼。在卫塞礼佛日——也就是我
们的父亲佛陀去世的纪念日里，我们也要表示哀悼，但所用的方式不同。我们不哭，而是诵一段
忆念佛、法、僧之德的经文。我们不穿孝服，而是卸去漂亮的珠宝、不擦香水、衣著简朴。平时

躺在舒适的高床厚垫上，我们戒离它们。平时一天爱吃三四顿，我们减到两顿或一顿。若要真心
诚意地表示对我们的父亲佛陀的哀悼，我们必须放下平时习惯的娱乐形式。 
        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鲜花、蜡烛、薰香，供养佛、法、僧，以为礼敬。这称为āmisa- pūja
——物质形式的礼敬。这是一种有关我们言语和行动的外在层次的修持。它属于布施与持戒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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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但不算是最高形式的礼敬。还有另一种层次的礼敬，叫做paṭipatti-pūja——实践形式的礼
敬，佛陀说这是至高的礼敬: 也就是指禅定，或者说修心，使它得以牢固确立于内在的善德，独
立于任何、一切的外在所缘。这是佛陀要我们尽量专注的关键点，因为正是这种修持，使他证得
至高果位，成为正自觉醒的佛陀，也使他的许多圣弟子证得阿罗汉果。因此，我们大家都应当重
视这样的修持，下决心以他们为榜样，跟著父母的足迹走。这样，我们才称得上是知恩报德的忠
实继承者，因为在恭敬聆听父母的教导之后，我们能够付诸实践。 
        我开头引用的《吉祥经》偈句，Pūja ca pujaniyanaṃ 　etam mangalamuttamaṃ，意思是:『礼
敬值得礼敬者，这是最高的福佑。』我们已经提到礼敬有两种: 物质的礼敬与实践的礼敬。伴随
著这两种不同的礼敬，人们瞄准的的希求是两种不同的喜乐。有些人修持，是为了继续生死轮

回、为了世间喜乐。这样的修持称为vaṭṭagāmini-kusala——入轮回的善巧。比如说，他们守戒，
是为了以后重生为美丽英俊的人、或者成为天界的神祗。他们修布施，是为了不受穷、为了转生
为银行家或国王因而富有。这种善巧的程度，只达到重生人界、天界的资格，继续在世间轮回流
转，根本没有什么出路。 
        人们礼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从苦中解脱。他们不想继续在世间生死轮回里转圈了。这就
称为vivaṭṭagāmini -kusala——出轮回的善巧。  
        这两类修持，目的都是为了喜乐，不过一种喜乐是世间的，另一种喜乐在世间之上、超越了
世间。我们顶礼佛、法、僧，并非是用修持的果报，把三宝顶得更高。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是，
升起利益自己的善德。因此，我们为了自己而追求善德时，必须把佛陀的另一句话记在心里: 
Asevanā ca bālānampaṇḍitānañca sevanā，意思是:『远离愚人，亲近智者』，只有那样我们才有安
全和喜乐。 
        『愚人』在这里是指那些心意与行为恶劣的人。他们的行为恶劣: 杀生、偷盗、不当性事；
并且言语恶劣: 说谎、制造不和、欺骗他人。换句话说，他们与好人团体敌对。那就是『愚人』
的意思。如果你与这样的人结交，就好比给他们拉进一座山洞，里面只有黑暗。你进去越深，里
面越黑，直到看不见一点光亮。那里没有出路。越跟愚人交往，你越愚笨，你会发现自己沦落到
做那些只会导致痛苦的事。不过，如果亲近智者、圣贤，他们会把你领到明处，使你更有智慧。
你会有眼力看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将能够助自己从苦迫与动荡中解
脱出来，得到喜乐、进步、宁静。因此经上教导我们，只与善人亲近，避免结交愚人。 
        如果我们与坏人交往，将会有麻烦和痛苦。与好人交往，将会有喜乐。这是赋予自己护佑的
一种方式。这样的护佑，是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提供给自己的。无论何处、何时提
供了，我们就会得到护佑。因此为了自己的安稳与福利，我们应当随时随地给自己提供护佑。 
        至于值得礼敬者: 无论他们值得物质礼敬还是实践礼敬，礼敬的动作本身，都以同样的方式
提供护佑，都以同样的方式带来喜乐。世间的喜乐，有赖于世人与外界事物，必须经历死亡与重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Vesak.htm (2 of 5) [12/31/2010 10:49:12 PM]



节塞卫-阿姜李

生；然而法的喜乐是一种内在的喜乐，它完全有赖于心。它是从忧苦中的解脱，再也不需要我们

回到世上经历更多的死亡与重生。这两类喜乐形式分别来自物质上的礼经与实践上的礼敬，两者
或者能使我们回来重生、或者能使我们脱离重生。差别只有一小点: 我们是否想要重生。 
        我们如果造了连绵不绝的因，必然会有连绵不绝的果。如果造了短因，就会有短果。连绵不
绝的果，是那些生死没有尽头的果。这指的是杂染还未磨尽之心，是执取世间人事之善业恶业的
渴求与执取之心，如果人死时，心像这样，就得回转世间重生。不过造短因的意思是，斩断、摧
毁缘起与重生，让这个过程再也不升起。这是指内在杂染已经磨去、洗净之心。它来自观察我们

自己内心升起的阴暗的过失与状态，忆念佛、法、僧的善德，或者念住于四十种经典禅定主题之
一，直到我们能够对一切心造作洞穿其本质事件。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它们升起、暂住、衰解。
我们把觉知连续定住在短距离靠近本位的范围——也就是自己的色身内，从头到脚——不去攀缘

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的好与坏。我们为心找一个牢固的基础，使它能够连续安止，完全自处，
什么也不粘著、甚至不粘著色身。等我们达到这个境界，那时死去时，便再也不会游回来重生于
世界了。 
        无论以物质形式还是实践形式表示礼敬，如果我们把心的聚焦处拉出来，放到我们的行为

［业］上——也就是，我们如果粘著自己的善业，比如持戒、布施等等——那就称为入轮回的善
巧。心不自由。它必须成为这事那事、这业那业、这个那个所缘的奴隶。这是一个连绵不绝的
因，它会迫使我们回来重生。但是如果把我们持戒、布施等善业的果报，带进心的内在根基，使
它们在心里存起来，不让心跑出去追逐外在因缘，这有助于减少有生状态，到最后，我们就不必
再回来重生了。这就是出轮回的善巧。两种善巧的区别就在这里。 
        人的心好比硬皮枳，熟透时树上留不住，必然得落下、著地、到最后腐烂入土。以后接触到
适量的空气与水分，种子慢慢地再次发芽，成为树干，长起枝丫、花朵、果子。这些祖先的讯息
都在种子里存著。最后，果熟落地，再发芽成另一株树。就这样一轮接一轮，不会湮灭。如果我
们不破坏种子里催芽的汁液，它们就会把自己遗传素质延续下去，活上一劫。 
        如果我们想要从苦中解脱，必须使我们的心冲出世间，而不是像硬皮枳那样落回到地面。当
心出离世间时，它会给自己找到著落点，不让它再回来重生。它会高高地住那里，彻底自由，不
再有任何执取。 
        自由在这里的意思是自主。心有内在主权。它掌管自己。它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不需要沦为

任何东西的奴隶。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可以看见，心与身相互配对。身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它
不长久。它死去时，各种元素——地、水、风、火——分解、回归其原始状态。不过，心却很重
要，因为它持久。它是住在身内的真正元素性的东西。是它制造有和生的诸状态。是它经历乐与
痛。它不随身体一起分解。它继续存在，不过是作为一件惊奇而看不见的东西存在。它像一支点
著的蜡烛：熄灭时，火元素还在那里，只是它不发光。只有我们点起一根新蜡烛时，火才会出
现，再次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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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把由四元素、五蕴、六处、三十二部分组成的身，和心——也就是觉知——两者化简

为最基本的称呼时，就剩下了名与色(nāma, rūpa)。色是身体的别称，由四元素组成。名是对住在
身内的心的称呼，也就是制造身体的那个元素。如果我们想减少有生状态，应当只把这两样东西
——名与色——作为我们的参照框架，当下体验两者。色——即身体——怎样活著? 它因为有呼
吸而活著。因此，呼吸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呼吸停止，身体就得死。只有入息，没有出
息，我们得死。只有出息，没有入息，我们也得死。 
        因此，每时每刻，无论你坐著、站著、走路、躺著，要这样观呼吸。不要让身体一边在呼
吸，心却不能利用它，得到一些益处 。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呼吸[气]，被称为死人。无慎。失
念。佛陀说，无慎是通往危险、死亡之路。我们不能让心跑出去，粘著外在所缘，也就是过去未
来的想法，不管它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必须就把觉知定在当下，住于出息入息。这就是一所缘

性[ekaggatārammaṇa]。我们千万不能让心溜开，进入其它想法或者所缘。我们的念住必须牢牢确
立于对当下的觉知。那样，心才能发展出力量，抵挡任何来触击它、升起好坏、爱厌等感受的诸

所缘，——它们是污染心的障碍。 
        我们必须把知觉独独保持在当下，警觉敏捷地感知诸所缘的升起与消失、把好坏所缘全部放
开，而不是粘著它们。当心牢牢专注这一个所缘——也就是呼吸[气]时，它将会升起定力，达到
内在智眼显现的地步。举例说，它也许会升起天眼、天耳，使我们看见过去、未来、远、近的事
件。或者它也许会升起宿世智，我们得以了解自己与其他众生的生、死、来、去，这一切又如何
来自他们的善恶之业。这将使我们对有生状态升起不热衷与厌离感，再也不愿造作恶业。 
        这样的厌离感，是有用、有益、没有什么过患的。它与有一个叫做厌惫的表亲是不同的。厌

惫是指一个人今天吃得太饱，以至于再吃一点的念头使他厌惫的地步。可是明天，厌惫感消退，
他又想吃了。不过厌离感是不会消退的。你再也不会从厌离的对象里得到任何乐趣。你把生、
老、病、死看成苦，因此再也不要制造那些会迫使你回来经受生、老、病、死的因缘了。 
        对任何为了解脱一切忧苦而修行的人来说，重要的因素是精进与耐力，因为每一种善德，必
然有障碍挡路，随时准备破坏它。即便是佛陀本人，在他精进修行时，魔罗的军队就跟著他的脚
踵，一直骚扰他、试图阻止他达到目标。尽管如此，他从未动摇、从未灰心、从未放弃努力。他
以『真实』波罗蜜赶走魔罗的势力，直到把它们彻底击败。为了与魔罗抗争，甘愿冒性命危险，
他的心坚定、不退、勇敢。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最后赢得辉煌的胜利，证得无上正自觉醒，成为

我们的佛陀。这是他作为我们的『父亲』树立的一个重要榜样，使后辈们看了，牢记在心。 
        因此，当我们决意修心，培养善德时，必定会有障碍——也就是魔罗的力量——正如佛陀所
经历的那样，不过，我们只能够一路砍过去，用我们的耐力，使出自己的全副本事，把它们击

败。我们有什么好东西时，其他人想要它，是正常的，就好比甜果子往往招虫咬一样。一个人空
手走路不惹眼，可是如果我们背著什么财宝走路，必然有人想要，甚至会试图偷走。我们手里拿
著吃的，猫狗就会来抢; 空手不拿，它们不会冲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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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修行也一样。我们修善时若想成功，必须得克服障碍。我们必须使心像钻石或磐石一般
坚实，烧它不会起火。即使给砸开，残片还是像有钻石磐石的硬度。佛陀使他的心如此坚实，当
他的身体被火化时，有一部分没有烧毁，至今作为舍利子保存著，让我们礼敬。这是藉著他的清
净与真实之力而来的。 
        因此，我们应当下决心，净化我们的身与心，直到它们像佛舍利那样，成为火烧不了的纯粹
元素。即使我们不能达到那个硬度，起码也该像罗望子的种子那样硬: 即使虫子钻进种荚里吃了
果肉，也伤不了坚硬的种籽。  
        因此，总结起来: 减少有与生，意味著把我们的觉知收敛、朝内。我们必须把心的基础牢牢
地栽植于身内，根本不让它粘著任何外在的活动。我们必须放开每一种、每一件依其自性、在升
起消逝的事件。我们行善，但是不让心跑出去追逐善。我们必须让那些善的果报跑进心里来。我
们把每一种、每一件善果拉进来存在心里，不让心在外面分散开来，对它的业果或任何其它外缘

或喜或悲。我们这样做，就像是硬皮枳把枝干花叶全部卷积在种子里。接下来如果我们能够防止
外在的土壤水分等外缘与种子的内在潜力相结合，它就不能够发展成一株新的硬皮枳树。 
        凡是以我在此讨论的方式修习的人，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礼敬世尊。这样的人，将会得到福
佑、常有喜乐。 
        我在这里讨论了《吉祥经》里的一段偈句，藉此培养我们的明辨，我们要把这些教导用于修
行，以这种方式在卫塞节礼佛日表达对佛、法、僧的礼敬。 
        我就讲到这里为止。 

相关连接: 
        菩提比丘在联合国首次卫塞节典礼上的发言 
        布萨日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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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林居传统]

阿姜李: 灭苦手冊 
 

三篇短文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Handbook for the Relief of Suffering——Three Essays by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Ven. Thanissaro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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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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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道

引言
 
        阿姜李于1959年年底住院时撰写了这三篇短文，一年多后便去世了。文章以铺叙甚少的纲要
形式写成，这是他后期文字的典型风格。他的写作目的，似乎是为了留给住院病人在治疗期间，
作为精神食粮，细加思考。尽管他的表达方式对其它宗教有兼容性，但基本要点是不折不扣的佛
教。其中第一篇短文对两类病症的解说，遵循的是佛陀觉悟之时所得的中心洞见之一, 即: 当下发

生的事件，是以旧业(业指有动机的行为)与现业两者为因缘的。第二篇短文中提出的有关人类价
值的四原则，对应的是佛陀曾经警戒的四不善 [agati, 错误的生命轨迹],即建立在以下四种基础上的
偏见—— (1)爱欲; (2)厌嗔; (3)痴迷; (4)畏惧。 
        第三篇——《佛教之道》——是对佛陀教说的纲要性阐述，一是基于《教诫波罗提木叉偈》
中的短句，该经是佛陀说法初期派遣1250名阿罗汉弟子往各地传法之前对他们讲述的; 二是基于
对一个佛教基本概念——造作 [saṅkhāra, 行]——的分析,该词的意思是造作力、塑造过程、或造
成之事物。形式上，对世间层次和法的层次这两种造作的分析，系阿姜李的独到解说，它来自对

两个巴利复合词 saṅkhāra-loka[行世]与 saṅkhāra-dhamma[行法]的泰式解读。从巴利语法角度来
看， saṅkhāra- 在两个复合词当中都作为形容词: 前者意指造作事物构成的世界，后者意指造作事
物的现象本身。这两个复合词直接为泰语吸收，但因为泰语把形容词放在所修饰的名词之后，于
是阿姜李把世与法解释为修饰造作的形容词，因此得出了两个词汇的新解。他对于第五蕴即识蕴

的理解，有别于多数学者，这也颇具意味。除此之外，他的分析内容都是标准式的，他的要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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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巴利经典当中佛陀教导的方便概述。  
英译者  坦尼沙罗比丘 
美国上座部慈林寺

 

第一篇: 解脱苦痛 
 
 
        疾病在我们的体内升起，可以有两种方式: 
        1. 缘于体质[dhātu -samuṭṭhāna, 元素生,界生] 
        2. 缘于业[kamma- samuṭṭhāna, 业生] 
 

1. 缘于物质: 缘于体质的疾病是那些藉由五种体质元素 [dhātu,属性,界]的失调而造成的疾病。
这五种体质元素是: 

        (1)地: 体内的固体部分，比如骨胳、肌肉、皮肤等。 
        (2)水: 液体部分，比如唾液、黏液、血液等等。 
        (3)火: 体内的暖意。 
        (4)风: 体内来回移动的诸种力，比如呼吸。 
        (5)空间: 全身各处的种种空间，体内诸种元素藉之混合、互动。这些空间包括: 耳
道、鼻腔、口腔、皮肤毛孔等。 
当这些元素受到刺激或者失去平衡时，它们便为疾病的升起提供了一种缺口，故名: 缘
于体质 [dhātu -samuṭṭhāna]。 

2.缘于业: 缘于业的疾病是指那些从业心 [kamma-citta]或者说心理动作当中升起的疾病，这

种情形下，心被各种刺激性或干扰性的主题占据不放。随著对这些主题越想越多，我们的心
力就虚弱起来，我们的心受激、失衡，最后就生起病来。 

 
        对治的办法有两种——不过在治疗之前，我们应当首先自我检查，看看它们是怎么来的，这

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对治它们。 
        两种对治办法是: 

1.药物医疗: 由种种化学成分组成的药物，它们可以把体内的诸种元素带回平衡，使我
们的痛与病或者减轻或者消失。 
2.佛法医疗: 有赖于我们自己改进自己，把心转向善良、有价值、明智的主题。例如，
我们也许可以发愿做任何几种类型的善事，比如以某种方式供养僧食、以某种方式出
家持戒、资助建造某一姿势的佛像、或者以某种方式诵经坐禅。在某些情形下，当心
里有一种好的动机升起来，我们感到喜乐、开放的时候，它就给心赋予能量、给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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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内力，藉著这些力量，我们可以缓和业已升起的任何疾病。 
 
        另外几点作为精神食粮，供病人和救治他们的医生思考: 

        我们生病时，自己的责任是，自我检查，寻找病因。假如我们自己不能够了解，
就应当去找那些了解并且愿意指点我们的人。譬如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我们生的这

种病应当用药物治疗。我们于是应该找医生，让他或她有机会舒解我们的痛苦。 
        一旦得到医生的建议，我们有两个责任: 
        1.听从医嘱。 
        2.给医生完全的自由，让他或她看怎么合适就怎么治。 
        我们不应当担忧自己会康复还是死亡。那是医生的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那就
是照顾自己的心——使心无病，把思想转向善良、善巧的主题，以此增强心力，来帮
助照顾我们的医生。当医生与病人这样相互帮助时，谁也不给对方造成负担。医生有
治疗我们身体的自由，我们在心的范畴内有自由，这样我们就会有机会减少苦痛。即
使我们死去，自己和医生双方都已经尽了力，医生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照顾自己的
心。即使我们死去，也没有损失什么;   我们将有自己的内在善德可以带著走。 
        因此，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治疗疾病时，才可以说，我们用了两种疗法: 药物医疗，
这是医生的事; 佛法医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这样一来，我们与医生就能够在照顾我
们生命的品质方面相互帮助。 
        这就是病人的责任。 
 
        至于医生的责任: 作为医生，我们应当了解疾病的来源。假如我们知道，某种病缘

于体质，就应当给予适当的药物治疗。假如我们懂得那个疾病缘于业力，那就应当用
其它的方式，改善病人的心态。例如，我们在病床边，可以用和善的态度，或者使病
人对于修福德有好感，鼓励他或她供养僧食、禅定、诵经、发愿出家一段时间等等，
这都是使病人的思维转到正向的手段。这就称为佛法医疗。 
        在某些情形下，一种病一般需要用大量的药物，结果只用少许药物就会消失。有
经验的医生肯定见过这样的病例。比如，某个病人病势沉重，但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
种办法安慰他，提高他的心态，症状不仅没有照一般情形恶化下去，反而却减轻了; 本
来预期今天死，但病人却可能活到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有人踩到荆刺，以为自己给

蛇咬了，这样一想，疼痛立即发作。另外有人被毒百足虫咬了，以为自己踩到了荆
刺，这种想法可以使虫毒不造成剧痛。假如他们接著去看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医生说

是给百足虫咬伤了，他们于是受到刺激，那个痛就会发作起来。像这样的例子都说明
业力在致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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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kamma]这个词指两件事: 

1. 业报[kamma vipāka, 业异熟]，或者说过去行为的果报，它可以影响当下的身体，刺
激物质元素，引生疾病。对这些病，有时哪怕我们根据医疗原理正确地给予治疗，它
们就是不退。等到该退时，那个病人也许只吞一口去邪水，它们就消失了。这在部分
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心态。这种病属于旧业的果报。有时侯，旧业可以传播开来，影
响心，使病人烦燥，反过来加剧身体上的疾病。有时侯病情毫无希望，病人却痊愈
了。有时候明明有希望，病人却死了。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得下结论说，那个病来自
旧业。如果我们想要舒解疾病的痛苦，必须同时医治身体的病因和心理、业力的病
因。 
2. 有时候，疾病可以发自心的新动作。这叫做业心 [kamma-citta]。举例说，当我们感
到强烈的愤怒、仇恨、爱意、或焦躁时，心受到全力的激荡，包裹著心的那些杂染就
会溅泼到体内，在那里它们与身体的各种元素混合——比如在血液中，接著流向全身
的各个部位，造成虚弱与疲劳。假如这类血液在体内某个特定部位淤滞，疾病就会在
那里升起。心变得浑浊起来，身体的元素也浑浊起来。最起码，我们会觉得自己精力
不足。假如我们不赶快想办法纠正这个情形，就会生病 。

 
        我们可以在这里作个比方: 心就好比池塘里的一条鱼。假如有人拿一根棍子在水里翻搅，那
条鱼就不得不快速绕圈，覆盖在身上的黏液将会脱落。水就会变得浑浊，池底的烂泥将会给翻搅

上来，那条鱼就看不清了。过一阵，鱼的黏液与水里的泥粒将会黏在一起，成为水草的养料。随
著水草的繁殖，水就成为腐水，不能再用了。同样地，当心的杂染全力发作时，这种心的动作
[业]的力量可以传播开来，导致身体生病。如果体内的元素与心同时发作，这个病就很难治了
——哪怕它可以治，好转也会极其缓慢。 
        因此，业力病在某些情形下，首先在体内升起，接著传播开来影响心: 这叫做业报。有时

候，它们首先在心里升起，传播开来影响身体: 这叫做业心。当业力病升起，我们了解它是来自
身体还是来自心的时候，就应当用上述两种疗法来对治，那样将会提供解除痛苦的有效法门。 
        我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些要点的真实性，不过把我的体验全部记录下来，将是一件冗长的
麻烦事。因此，我就把这些留给有明辨的人士自己去思索。 
 

ārogya parama lābha 
无病是至上财富。 
 
pañca-mare jine na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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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o sambodhiṃ -uttamaṃ 
arahaṃ buddho itipi so bhagavā 
namāmihaṃ  
制服了五种诱惑， 
我们的依止(佛陀)自证无上觉醒， 
他是阿罗汉、佛陀，故为薄伽梵[有一切福报者]。 
我礼敬他。 

 
        你生病卧床时，可每日持诵此偈。 

 

第二篇: 人类价值
 
        世上人人希求公道。为了给世界公道，我们大家——无论种族国籍——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拥

有人类价值。人类价值并非是一种教条或者宗教。当人们出生到这世界当中时，他们就有希求公
道的本能。他们有时得到，有时得不到。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让非人的价值干扰了人的价
值。在这种情形下，那些非人的价值就妨碍他们得到所希求的公道。 
        因此，我想指点一条道路，帮助全世界的人，使自己的心与人类价值保持一致。即使我们间

或出现失误，只要能够尽量长时间保持不出错，我们仍然将做得很好。 
 

        1. 于人于事的好恶，要有节制感。不要让自己耽溺到狂热的地步，导致你对人对物的行
为超出界限。这种失足，在操行层次上可以损害你的名声。在心的层次上，可以导致你受到
迷惑和欺骗。你得到的果报将会是伤害心的悲苦，这都是因为缺乏节制这个人类价值。 
        2. 在人事交往中，不要让自己耽于嗔怒。即使人们的行为不可取，或者来你这里的东西
非你所愿，你仍然应当停下来考虑一下，那些人是否至少拥有某些优点，那些东西也许至少
对你有一些用处。当你能够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心有所制约时，你就能从愤怒与不快的紧攫
中把自己松脱出来，使得慈心善念能够代之升起。果报将是，那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与同
盟; 你所得到的东西将会以其它方式为你所用。比方说，假定你想要一把凿子，却得到了一
枚钉子。这意味著你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即使如此，那枚钉子将来可以对你有其它的用处。 
此外，慈心善念能够培育持久的镇静和心的安宁。因此，这个人类价值应该是我们全世界
人 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 
        3. 在你的一切交往之中，要保持正直与直接，对待他人时身前身后要保持一致。即使面
临恐吓，仍应当使你的心有一定程度的无畏。过度的无畏会导致伤害，过度的胆小也同样有
伤害性。比如说，你在商业交往中若是让自己被恐吓压倒，你的生意就会受损。如果你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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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莽、放胆，也会使你在工作中出现疏失。因此，你应当有一种节制感和分寸感，使你与世
间的人和种种事物的关系能够正当进行。只有那时你才算有了人类价值。 
        4. 在世间的人事交往之中，无论你在意、语、行中做什么，应当首先检查自己的动机。
只有当它们可靠合理时，你才能听从它们、付诸行动。这将会防止你在痴迷的影响下出动。
你必须拥有审慎的念住与理性的明辨这个人类价值。能够以此种方式行事的人，无论参与哪
个社会团体，都会有朋友。他们将会给自己经手的事物带来增益与发展，给自己和社会带来
进步——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求的。 

 
        我们所住的世间，在我们当中任何人出生之前早就存在了。即使我们的种种教说与宗教，也
都是在世间存在很久之后才逐渐产生的。人类世界的历史上，有时候世间在物质与精神层次上两
者都高度发达，给大家带来福利; 有时候人类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如此退化，它几乎沉到了海底。
有时候精神层次上高度发达，人们生活在和平与安定之中，而物质方面却未发达。 
        当人类内心拥有人类价值时，物质上的进步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与安乐。当人们缺乏人类价
值时——当他们滥用力量与影响，践踏人类价值时——物质上的进步有可能摧毁全世界人类的和
平与安乐。当人们品行不端时，哪怕好的物品也会给人们带来伤害; 当人们品行端正、公道时，
即使本身有害的物品也可以有益，这是一条基本的真谛。 
        当世间的所有人都在人类价值中牢固地确立起来时，那就仿佛我们都是朋友与亲戚。假如人
们的内心没有人类价值，哪怕家庭也会给破坏，朋友变成敌人——当小范围的关系是这种情形
时，大规模的战争将不可避免。我们怎么能够逃脱得了? 
        因此世上每个人都应当培养人类价值，使我们都可以相互当成是朋友，在我们的行为中体现

出善意与仁慈的态度，为了世界的公道与公正。 
        我到此为止所阐述的，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共同原则。即使信守不同宗教的人，也应当相互帮
助。我们应当记得我们共同的人性，在人的层次上相互帮助。佛陀赞扬那些基于共同人性而帮助
他人者; 至于其它宗教，我自己曾经遇见过几位罗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当他们来到我国时，
有礼貌、有教养、有很好的人类价值。例如，他们有些人捐款帮助造寺院。这使我对他们的宗教
好奇，我问他们时，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那时我觉得他们有充足的人类价值，因此在人生当中
进步得远。 
        至于佛教的教导，有一条佛陀的教诫是，当我们与教外人士交往时，应当考虑我们共同的人
性，不要使宗教成为障碍。否则，它将造成伤害。 
        这种情形下，那些熟悉人类价值的人，将完全可以适应任何社会，能够在相互之间缔造牢固
的友谊。 
        因此我请一切读了本文的人，运用自己的明辨，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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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佛教之道
 
        以下讨论的是佛教之道，这条道由一位受到众多人的崇敬、被赞为尊贵者的人所发现并为我
们指明。学习他的教导时，我们可以自己判断，自由地相信或者不信; 发现它们的这个人从来没
有立下任何规矩强迫我们。 
        当一群人懂得了某种教说能够引导他们为善，于是对那种教说敬仰、奉行时，它就被称作他
们的宗教。至于佛陀的宗教或者说教义，可以总结为三点。 
 

        1. 我们应当在意、语、行上，戒离做一切恶的、毁坏性的事，对己或对人造苦的事。即
便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在做这种事，也应当努力停止。 
        2. 我们应当在内心发展一切我们知道是善良、具德的素质，维护我们已有的戒德—— 
这称为守护具足 [ārakkha-sampadā]——并且把不断地发展尚未达到的戒德作为目标。 
        3.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活动，应当带著纯净的心去做。我们应当使自己的心纯净、清洁。
如果我们做不到一直保持纯净，假如能够间或使它纯净，也仍然是好的。 
        以上这三点都是佛陀教导的目的。 
 
佛陀的教导是与世间的真正本质相一致的。他说:『 Khaya-vaya-dhamma sankhara， 
appamādena sampadetha』，意思是: 『一切造作，依其本质，一旦升起，必然衰败。不可失
慎自满。要保持全副的念住、全然的警觉，你们将证得宁静与安稳。』 

 
        这个意思是: 显现于世间、从业 [kamma]升起的一切事物，都称为造作 [saṅkhārā，诸行]——
构成的事物、塑造的事物、和合的事物。造作，依其本质，分为两类——世间层次上的造作，和
法的层次上的造作。 

1.『世间层次上的造作』是指八种世间之道: 地位、财富、赞誉、享乐，也就是我们大家都
希求的东西，然而——既然它们是造作的，不稳定、不持恒——就有可能有另一种果报的干
预: 既有了地位，我们就可能失去它。既有了财富，我们就可能失去它。既有了赞誉，我们

就可能被批评。既尝过了来自物质财富的快乐，我们也许就变得贫困潦倒、痛苦不堪。因
此，佛陀教导我们不可失慎，而为这些事情所迷惑。如果我们不能够牢记这一点，必然就会
受苦。 
2.『法的层次上的造作』是指位于我们内在的诸种元素 [dhātu,界]、蕴 [khandha,聚集体]、处 
[āyatana,感知媒介]，它们是无明和心凑合的造作的结果，在外在层次上，便升起了法的造
作。 

A. 元素[dhātu]: 在法的层次上被塑造成诸行 [saṅkhārā] 的元素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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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内坚硬、密集的部分，比如骨胳、肌肉、皮肤，称为地元素。 
(2)渗透于全身各处的液体部分，比如血液，称为水元素。 
(3)在体内穿流的诸力，比如出入息，称为风元素。 
(4)给身体的所有部位赋予暖意的那个层次，称为火元素。 
(5)体内的空隙部位，其它元素可以移动、进出，让空气进出的通道，让我们移动——
比如耳道、鼻腔、口腔——称为空间元素。 
(6)身体的这些层次，假如没有意识监督它们，就好比电池没了电，再也不能释放电功
来发光、发动。只要有意识在掌管，它就能够致使身体的各种素质与部件有利于众
生。善与恶、福德与失德，只有在意识发出指令时才能够升起。因此，善恶最终来自
觉知本身。这就称为识元素。  
这六元素，都属于同一类法的层次上的造作。 
 
B. 蕴[khandha]: 我们所体验到的事件所分成的种类，称为五蕴: 
(1)色(form): 我们身内、身外之一切可见的感官素材，都称为色蕴。 
(2)受(feeling): 当意识与感官素材相互接触时所升起的乐、痛、不乐、不痛的觉受，称
为受蕴。 
(3)想(perception): 对自己与外在的人与事物所作的标记与指认之动作，称为想蕴。 
(4)行(formations): 心中升起的念头与心理构思——好、坏、对、错，一切思维不脱此等
共性——称为行蕴。 
(5)识(consciousness): 从常规设定出发的识别意识——例如，当眼看见一个视觉对象、
耳听见一种声音、气息来到鼻、味道来到舌、触感来到身、或者一个想法在知性中升
起时——透过那些官感之一，清楚地觉知，『那是好的、那是坏的，那是微妙的、那
是精细的』: 这种形式的知识，称为识蕴。 
所有这五蕴，归结为身与心。它们是自无明升起的法的层次上的造作。 
 
C. 处[āyatana]: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一切善与恶的『基地』或『媒介』。感知媒介一共
有六种: 视、听、嗅、味、触、思。 

 
        所有这些都是法的层次上的造作。它们之升起是无明——未穿透真实的知见——的果报。 
        因此，我们有世间层次的造作，也有法的层次上的造作。佛陀教导说，所有这些造作都是不
可靠、瞬间即逝、不稳定的。它们出现、暂住、然后消失。接著，它们再出现，绕著圈转。这就
是无常和苦。不管它们是好是坏，一切造作都是如此作为。我们不能迫使它们服从我们的意志。
因此佛陀教导说，它们不是我。我们一旦培养了明辨的精准功力，就能够逐渐放松我们对这些造
作的执取。一旦我们稳住心，达到正定的地步，明晰的认知技能[明]将会在我们内心升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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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明见世间和法的层次上的造作的真相，因此将会把它们从心里褪去。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
从一切造作中得到解脱，达到如佛陀所教导的那种最尊贵的喜乐，独立于任何身心对象。 
        这两个主题的讨论尽管简要，却可以包容佛陀教导的各个层次。 
        总结起来说: 不放逸。警惕。不自满。不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任何这些造作上。努力在你的内
心发展那些应当获得、修得的德性。那就是不失慎[不放逸]的意思。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handbook.html 
最近訂正 1-1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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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林居传统]

阿姜李: 临终说法一则 
 

1956年2月19日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The Last Sermon ——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Ven. Thanissaro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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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9日，奈-通曼-夏沙功女士请阿姜李-达摩达罗在波罗尼瓦寺的出离院(Nekkhamma 
House)为桃-萨蒂雅努拉女士说法。桃-萨蒂雅女士静卧病床，双手合十，恭听了这段开示——这

是她最后一次听讲法义。结束后，我走近她说，‘我希望把这段开示记下来。你若去世，我会把
它印出来，在你的葬礼上分发。’ 她眼有笑意，微微颌首同意，接著问:‘你都记得吗?’ 我答道:‘不
完全，不过至少记得一部分。’ 于是她为我复述了几个要点，言语中始终对法味有喜悦与感动之
意。我因此记录了回忆所及的这段开示总结。” ]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ayudo balado dhiro'ti.  
礼敬薄伽梵、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智者施予生命与力量...[1] 
        我现在为你简要讲述佛陀教导的一个要点，助你长养体力与心力。我们大家活著，都必须依
靠体力与心力。缺了这两样，生命不能够继续。  
        身体的力量，无论我们以四类必需品、以世间财富加以滋养，仍免不了随其本性衰败、消
亡。它逃脱不了老、病、死。体力的存在需要心力的帮助。但是心的力量不需要依赖四类必需品
或者世间财富; 它根本不需要依靠体力。它可以完全依靠“圣财”[2]而活。因此，心力比体力更重
要。  
        自己力量不足的人，一开始必须寄希望于依靠他人，直到可以自立。依靠他人时，我们必须

仔细选择一个好的依止，根据巴利经文: 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ñca sevana(远离愚人，亲

近智者): 意思是，我们必须选择智者去亲近。如果我们亲近智者与圣贤，他们会教我们为善。与
愚人交往，会因此受苦。  
        因此，寻找这样的依止不算是真正的上善，因为它就好比射鸟，也许只射中翅膀或者尾羽。
我们若真想直中目标，必须依靠另一类支柱: atta hi attano natho(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必须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LeeLast.htm (1 of 3) [12/31/2010 10:49:18 PM]



法临终说-阿姜李

依靠自己。这种依止，佛陀称赞它是最高的，因为它会教我们对自己的善恶之业有觉知—— 
'kammassako'mhi' (业的主人): 再也不需要寄希望于他人。  
        为了制造这类依止，我们必须培养五种素质——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明辨力——这

称为五力，它会赋予我们向善的心力。这五力可归纳于戒、定、慧之下。信力归于戒; 精进力、
念力与定力属于定; 明辨力属于慧。  
        有信力，等于有财富。戒德好比一块白布，包裹著身体，使它看著美观，又好比莲花的花
瓣，包裹著花蕊的香气。戒德是在我们行为中斩去邪恶与败坏的素质，使得我们的举止诚实端
正。这就是戒德，但它还不是最高的福德。身体持戒时，我们的心要端正地伴随著它。  
        精进力意味著行事勤奋、决意、持恒、果敢、不屈不挠，这样才有力量追求善德。  
        念力意味著审慎、自制，确保我们的意、语、行不走偏; 对善恶有自觉，使我们的行为不退
堕到不良与不智的层次。  
        定力意味著使心牢固定驻于单一目标——一乘道，不让它攀缘其它目标，受其影响倾斜、动

摇——无论是好是坏、过去未来——使心保持诚实与端正。  
        这三类素质一起构成了抑制了感官欲望、恶意、伤害意的端正心智。这就称为出离正志
(nekkhamma-sankappo): 心对感官情绪或者感官对象，无论它是善是恶，既不喜也不恼。这是一颗

离开俗世的出家之心。不论我们是否经历出家仪式，不论住在家里还是住在寺院，我们就称得上
是出家了。  
        下一个素质是明辨，佛陀称之为最高的善德。我们有了戒德与定力，明辨会在达到初禅到四
禅的心里升起。是这股明辨之光，使我们看见内在与外在之法。我们可以从两面看见自己。我们

看见生的那个侧面会重生，不过还有一个侧面不重生。老的那个侧面会老去，不过还有一个侧面
不衰老。病的那个侧面会生病，不过还有一个侧面不生病。死的那个侧面会死去，不过那不死的
部分，它不死。这就是种姓智(gotarabhu-ñana)，好比有双目，看见了两个侧面。无论朝哪面看，
我们都看见了，但两面都不执取。我们只看见事物的造作本质，它们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不少
人观想这四件事，明见实相，直到从无明中解脱，因此成了阿罗汉。  
        色身的本质是朝一个方向——也就是衰败——流过去; 然而心不跟著它流。心必然依其力量
程度而上升。凡心力大者，走得远。执著于生者，必然投生。执著于老者必然衰老。执著于病者
必然得病。执著于死者必然死亡。但是，凡不执著于生老病死者，必然趋向于不生、不老、不
病、不死之境。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时，就可以说在生老病死之中找到了一大块圣财。我们不需要惧怕贫

穷。即便身体会老去，我们的心不会衰老。身体要生病死去，就让它生病死去，但我们的心无
病，我们的心不死。对阿罗汉来说，即便有人把他的头砸开，他的心也不会痛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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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与世间纠缠时，必然受到冲撞，一旦冲撞，它会摇晃起来、来回滚动，好比一堆石弹。
因此，无论其他人是好是坏，我们不要在心里积存起来，升起爱意或者恼意。当它是别人的事，
不是我们的事，完全排除出去。 

* * *
 
        五盖是五种病，抓住心、啮食心，使它消瘦饥饿。凡是定力深的人，能够灭尽这五种病。这

样的人，身心必定充实——无饥饿、贫穷、匮乏之感——不会去找任何人求取福德。  
        我们得到的果报是(1)我们会得到圣财，使自己富有起来。(2)若是佛陀还活著，他必定会为

之心悦，就好比父母看见子女自足富有，可以安枕无忧。  
        总结起来说: 世间的财富滋养体力。尊贵的财富滋养心力。因此我要求我们大家，把这段教
言用于修行，训练自己，使我们的意、语、行精细起来，有价值、纯净、达到圣财富的层次，那
就是通往至乐的涅磐之道。 

中译者注: 
[1]此为增支部AN5.37中偈语的开头，为了引出下文关于心力体力的开示。 
[2]增支部AN7.6中提到七种圣财: 信念、戒德、良知[耻心]、畏恶[懂得不良意语行之伤害]、多闻、慷慨、
明辨。佛言拥有这七种财富者不贫穷、未白活。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慈悲的教育 
        莉莉-德西尔瓦: 巴利经典中的瞻病送终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thai/lee/handbook.html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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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意-阿姜李

[首页]  [林居传统]

阿姜李: 意识[1] 
 

1950年7月20日  
[英译]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Stop and Think——Teachings of Ajaan Lee Dhammadharo 

Translated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权所有 © 1997 美国慈林
寺。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
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
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8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
登载本版权声明。 

[英译者注: 阿姜李去世前不到一年，一些弟子开始为他的说法录音。以下是现存九部根据录音整
理的开示之一，也是磁带尚存的四部开示之一。这是一场极其别致的开示，既显示了阿姜李特有
的幽默与风格，也对＂我＂与＂非我＂的概念在修行中如何应用，作了一番生动的讨论。] 

 
        在我们的一切行动之中，坚持与耐力是我们必须不断对自己培育的素质。有的人本来文化程
度低下，甚至读写都有困难，但他们埋头苦练，后来发现能够读懂甚至背诵整段的文字，这种例
子过去现在都有。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获得参加政府考核的资格，这类事也发生过。因此，我们

应当不断地提醒自己，世上的一切[成就]来自努力与坚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聪明、愚
笨、文化低、沟通技能差——只要你心里有坚持、耐力这些素质，你就有希望。至于那些聪明、
文雅、多闻的人: 如果缺乏坚持与耐力，不论在世间还是在佛法上，他们不可能达到目标。特别
是对我们当中那些瞄准最高喜乐，也就是以涅槃为目标的人来说，努力与坚持是把我们牵向目标

的磁铁。  
        当努力和坚持[2]在心里存在时，耐力也必然得存在。为什么? 当你对某件事下了功夫坚持
时，必然会有障碍。如果你真正坚持下去，那些障碍必然得消失，也就是说，你一直也在用你的
耐力。如果投入了精力，但没有耐力，你不会成功。因此，我们应当把努力放在第一，耐力放在
第二。一旦这些素质在你的内心连续协调地工作时，无论你的目标有多深多远，佛陀预告说，你
能够达成你的心愿。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Viriyena dukkhamacceti: 是透过努力与坚持，人们得以
从世间解脱，达到涅槃。这是为了确保我们正确地努力。 努力和坚持，是我们的根柢，或者说我
是我们拉向涅槃的磁铁。  
        那是佛陀说的。不过，我们自己的妄见，受杂染的左右，偏偏跟他的教导相抵触。换句话

说，人们不相信他。多数人相信自己，不肯相信智者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继续在这世间

跌跌撞撞、爬来爬去的缘故。我们只相信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的见，但是所谓“我们的”东西，是
由杂染构成的。佛陀告诉我们，是透过努力和坚持，人们才证得从苦中解脱，可是这个杂染，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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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我们信任佛陀的教言。我们只听见字句，但是听不懂。听见的东西仅止于耳，没有进入心。
这说明，我们的意见与之相左。即使在你个人内心里，也是自相矛盾。听见的是一回事，想的是
另一回事，两者不一致。这种情形发生时，你开始疑惑不定。心不明事理。你的修行除了上下起
伏，对错变幻，什么结果也没有。  
        这是因为人人的心……当然，每个人只有一颗心，但是这颗心怎么这么多事? 这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问题。为什么? 因为若是只看表面，我们会说，每个人只有一颗心。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不过，如果换一种方式看，经文上告诉我们，心理意识之多，数不胜数。这就令我们思考，它是
怎么回事? 当我们放下经文，转过来真正观察自己时，将会看见，人的身体不仅仅只有一种意
识。它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意识。真正你自己的意识，你却很少找得著。在你的身体里面，可以
有多达三类意识。第一类，是你自己的意识，它在你受孕时，进入你母亲的子宫，那时候，没有
别的意识跟它混杂起来，共同进入。当时周围有许许多多其它的意识，投生不成，都灭去了。那
些意识究竟有多少，数也数不清，但是在投生的竞争当中，只有一个有那个福德，投生成功，剩
下的大批意识全部退落到一边。因此，受孕时，我们能进入人类的子宫，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福
德，它让我们有资格立足人界。  
        一旦我们的意识这样得到确立，它就开始发育。身体在发育。随著它的发育，别的意识开始
不为我们觉察地渗透进来。如果你想看一个明白的例子，可以看一看出生之后的人体。有时侯，
两尺长虫会从肠中排出。它若不是来自一种意识，又来自什么? 还有那些微生物呢? 有些疾病，
实际上是小动物造成，是它们在体内造成囊肿与瘤子。传统医生常常说，我们的身体里有八族，
十二支致病的动物。它们来自哪里? 来自意识。如果没有意识，怎么会有动物? 动物自意识升
起。它们有些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譬如从伤口、眼、耳、鼻、牙、肛门口大量爬进来的那些东

西，大群的东西。那它们是什么? 它们是一种意识的形式。  
        这类意识，你可以看得明白，不过，还有一类意识更有隐伏性，没有你看得见的身体。只有
修禅定，获得特别能识时，你才能看见它们。那就是住在你体内的第三种意识。  
        因此，一共有三种: 你自己的意识只有一个。接下来是你的体内的许许多多的意识，它们潜
伏在那里，多得说不准有多少。那些拥有你能看见的身体的，多得很。至于那些没有身体，但住
在你体内的，那更是数不清。  
        正因为它们的数量这么多，带著这么多自己的目的，佛陀才教导我们，不要参与它们。它们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与我们无关。有时我们好端端坐在那里，突然心里一件事发作，开始引
出一连串事。我们不要它发生，但那个心却似乎在自作主张。这就是意识，这些疯疯癫癫的意识

动作起来渗入我们自己的意识，迫使我们服从它们的一个明例。潜伏在我们体内，自己没有身体
的那些意识: 要知道，它们也会发怒。它们也会变得贪婪、痴迷、感受爱与恨，就和我们一样。
它们一旦开始像这样有所感受，又紧靠著我们，于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就不自觉地跟著走。这就是
为什么心里这么多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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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方说，你的两个孩子在你跟前吵架，足以令你自己的情绪恶

劣起来。虽然你没有一起吵，但这里面存在一种关联，到头来你也有不少受伤的情绪。这就是为

什么经上教导我们: Yaṃ ve sevati tādiso。 你跟谁亲近，结果就跟他们一个样。  
        因此，经上教导我们，要分析事物。你的心里有许多的心。其中一些是动物的心。搅动起来
的不是你的心，是它们的心给搅动起来了，但它们就在你的心的旁边，结果你就朝它们的方向倾

斜。因此经上教导我们，它们是 anattā [非我]，不是我。意识非我。因此不要参与进去。我们必
须下功夫、坚持、耐心，把事情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东西消失之时，就是心明亮、
自在之际。因为实际上，这种事在心里的发生，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它们造成的。如果真是我们

造成的，那么当这些事在心里发生时，我们应当感到喜乐满足。当它们消失时，我们应当感到喜
乐满足。但实际上，当这些事在心里发生时，只有在某些情形下，我们才对它们有喜乐。其它情
形下，根本就没有喜乐。心里存在一种冲突。有时这些另类意识数目巨多，各有各的目的。 众寡
悬殊，我们就开始服从它们。这时候，我们做错事，说错话，结果后悔。这是因为我们在行动上
服从了它们，没有服从我们自己的真心。  
        因此，你若想了解意识，就得把这点牢记在心。佛陀用极其简单的言辞告诉我们，我们却听
不懂。他说:“意识非我。”只有四个字，我们却不懂。 怎么可能懂呢? 我们的心没有在定中确立，
因此把听见的一切全混淆了。我们只知道，意识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只会这么想，于是什么都附
和，站在同一边。这是我们。那是我们。什么都附和，因此我们不了解意识。  
        当我们开始仔细思考这些事，想知道自己真正的意识究竟是什么样子时，就会去检查一下，
看那里面是不是有对我们诚信、忠实、无欺的东西。如果有一件你乐于做的事——你懂得它是合
适的，你知道它是正确的——你去做了，把它完成了，那就是你可以信赖的。不过有些其它的
事，你并不真正喜欢做——一部分的你想做，另一部分的你不想做——发生这类矛盾时，你应当
了解，自己是在与愚者交往，是在同前来欺骗自己某些意识打交道。那时候，你必须抵制、坚

持，把那个念头关起来。换句话说，你必须注意观察那个意识，看它属于哪一类。它是你自己的
意识吗？还是另一种潜伏著的意识，是它在刺激你服从它？如果你服从了它，结果做了事后后悔
的事，那就叫做被意识欺骗。  
        当佛陀告诉我们，意识不是我，它是anattā ［非我］的时候，我们听不懂。只有一种意识真
正是我们的。真正是我们的那个意识，是对我们忠实、诚信、无欺的。譬如，你心里决定，明天
想去寺院听一段法。去寺院听法是你乐意做的一件善事。你真正从中得益。这一点你自己是明白
的。可明天到来时，你的心却变了，因为——它就是变了。这种情形发生时，你应当认识到，是
你的意识与某些别的意识混淆了。你应当那样看。不要把它真当成是你的意识。那个驳回了你原
来想法的新想法，并不真是你的。它是在欺骗你。它并不真正是你。一般来说，如果什么东西真
是你，它不会骗你。它必须对你诚信，忠实，服从你。你一旦下决心做什么善事，必须坚持下
去，直到成功，让你感受到喜乐为止。那样的思考才真正是你自己的意识。它是诚实的。它不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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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你。  
        不过，多数人欺骗自己。实际上，也不是他们自己骗自己。他们本来没事，却被这些另类意
识渗透，结果受骗。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我们，asevanā ca bālānaṃ，远离愚者。如果你经常与
那类意识厮混，结果就会受苦。因此——paṇḍditānañca ——亲近智者，使你的心牢固地安止，确
立。想做什么善事，要令它一路善下去，直到你达成目标。那才是你。不要让任何其它意识进来
干扰你的事。如果你遇上任何想让你放弃努力的想法，要认识到，你是在与愚者交往，是在与你
自己以外的意识交往。你应当那样看。  
        如果详细讲述住在我们体内的所有那些意识，可以讲很多。基本上它们分两类：一类的想法
与我们自己的一致，一类则不一致。举例说，当我们想做善事时，有些饿鬼与亡灵，虽然也想作
善事，但因为没有身体，做不成。于是为了跟著我们一起做善事，它们就住在我们身体内。不
过，有些别的亡灵，不管我们想做什么善事，它们都想破坏。它们可能是我们前世的宿敌：也许

过去被我们压迫过、囚禁过，或者被我们下令处死过。我们曾经破坏他们想做的善事，因此有那
么些旧仇宿怨想与我们清算。它们要给我们的修行道造成障碍，让我们没法进步。它们来在我们

耳边悄悄地说：“停下吧，停下吧。你快要死了。你要饿坏了。快要下大雨了。日头太烈了。太
早了。太迟了。”它们说个不停。这就是来与我们为敌的意识。另外有些意识，过去曾经是我们

的亲戚和朋友。它们想做善事，但做不了，于是住在我们体内，这样它们可以对佛像顶礼，与我
们一起念诵。正是因为存在这许多意识，我们的心，有些时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我们想不出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尽管我们不想那么做，然而它就是发生了。不过，又有的时候，我们的心
像天神一样美好、和蔼，其他人诅咒我们的母亲和祖母，我们也不生气。又有的时候，根本没有
生气的理由，我们却偏偏以极其丑陋，恶劣的方式发脾气。这些意识就是这样：自己糊涂，又混
淆他人，是它们渗入我们的体内。你应当那样看。  
        还有另外一类意识：那些前来收取旧业债务的的意识。它们就是那些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
鼻、耳，破坏我们容貌的菌虫。它们吃我们的下唇，令我们露牙暴齿，难看羞耻。有时侯，它们

吃我们的耳鼻，一路啃到前额。有时侯，它们吃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有时侯，它们

吃我们的全身，令皮肤生病。这些东西，都是旧业的收债者。过去我们使它们活得痛苦，这回轮

到它们来结伙让我们难受。过去我们可能吃了它们的皮肉，这回轮到它们来吃我们的。吃吃吃
——什么都吃。“你这混蛋，不管你有什么，我都要把它吃光。”它们就那么说。我们怎么可能把
它们除掉呢？吃我们的外面，我们看得见，于是把它们赶走，它们就跑到里头，在我们的肚肠里
吃。那时候，就真不妙了：我们连看也看不见，别说除掉它们了。于是它们不停地吃啊吃，一边

让我们难受：吃我们的肠、吃我们的胃、吃肾、吃肝、吃肺、吃血管、吃体毛，到处吃，什么都
吃。它们在外面吃，造成皮肤病。又作为蠕虫细菌在里面吃。相互之间还打仗——毕竟那里有许

多不同的群体。光蠕虫就有一百零八种。种类那么多，自然有打斗，在我们体内骚乱。我们哪里
有希望挡得住？有时侯，我们不自觉就屈服了。怎么回事？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抵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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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体内的这些众生：有时侯它们会发怒、打架。有时在街上撞上了，便开始相互又咬又
打，于是我们前面发痒、背后发痒——抓抓挠挠的：是因为这些蠕虫在那里打群架。它们在我们

体内游荡，就像我们在外面游荡一样。血管像条大路，小动物在里面游荡。这个朝这个方向，那
个朝那个方向，两个一碰头，开始交谈。有时讲个没完没了，就地过夜，在那里又吃又拉，直到
那里肿起来：那是个小窝棚，里面住著众生，也就是我们体内的种种意识。事情就这样，持续发

生。  
        我们的身体，好比一个世界。世界上有海、山、树、藤、地，身体也一样。每一条血管是众
生的一条路径。它们沿著我们的血管、气管行走。有些管道被堵塞了，像条死路。其它的管道畅

通无阻。畅通时，血液像在河溪里一样流动。流动时，可以开船。有船，船上就有生灵。有时会
发生撞船。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胳膊、腿、气管疼痛的缘故。因此不管你怎么抚摩、按摩――这都
是住在我们体内的意识造成的。它们有的住在我们的眼窝里，有的住在我们的耳洞里，有的住在
我们的鼻孔里，有的住在我们的嘴巴、喉咙、牙龈里。它们像人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懂它们的语

言。它们也有职业、事业、家族、房子，还在我们体内四处有度假村。我们体内的这些意识，有
时像红蚁黑蚁一样，会发生打斗、战争。蜥蜴与蟾蜍会打架——我是见过的。我们的身体内部也
一样，我们到哪儿才能逃脱这一切呢？眼里的生灵把我们的眼当成它们的家。耳里的生灵把我们

的耳当成它们的家。血管里的生灵把血管当成自己的家。有时候，地盘冲突，就会开战。这就是
为什么体内这么多事的缘故。有些种类的意识升起疾病，有些意识只是在静候机缘。举例说，有
些无体的意识在我们血管附近呆著，等候伤口和肿泡的发生。那就是它们取得蠕虫和细菌之身的
机缘。至于那些还没有身体的，它们以冷颤、竦悸、痒痒、疼痛的形式，在全身到处游走。这都
是种种意识造成的事端。  
        简要总结起来，一共有三类——三个族系，都是些庞大的族系。首先是住在我们体内的有身
体的众生。接下来是自己没有身体，但住在我们体内的诸种意识。然后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因此
一共有三种。这三种意识混杂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哪些意识属于有身体的动物，哪些属于尚无身
体的众生，哪类意识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可能了解五蕴？早课天天
都在念那个Viññāṇakkhandho——识蕴——怎么可能懂？我们只知道念“意识，意识”，自己的意识

却软散、无力，像根拖在地上的绳子。跟那句“意识非我”一样，我们只会认字。  
        只有当我们令心入定，培育明辨时，才能够了解意识。那时候，我们就会懂得十八元素
［界，属性］，为首的即是 Cakkhu-dhātu，rūpa-dhātu，cakkhu-viññāṇa-dhātu——眼元素、色元
素、眼识元素。明白这三件事，需要一种来自定的智。例如，我们眼里有多少类意识？当一种色
［形体］对眼显现，有对该色的意识时——它真是我们的意识吗？还是别的无体生灵的意识在掺

合？还是某个有体生灵在挡路，令我们疑惑不定？眼中升起的，看见色的那三种意识：它们有多
少不同的的反应方式？那些反应真是我们自己的意识作出的？还是住在我们体内的有体众生的意
识作出的？或者是无体众生的意识出的？不知道。我们浑然不知。连这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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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色元素、眼识元素？没办法。我们根本就没有洞见、没有智识、没有明辨。  
        Sota-dhātu, 耳元素: 我们的耳，是耳识升起的基地。什么种类的耳识首先升起？我们知道
吗？不知道。一点不知道。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出去听声吗？是潜伏在耳内的某些小动物的意识

吗？还是某个连身体也没有的生灵的意识？还是它真是我们自己的意识？要仔细观察，在了解别
的事情之前，先了解这件事。你可以根据果报来区别：有些种类的声音你爱听，虽然知道它是不
对的，可你还是爱听。你应当认识到，这种事情发生时，那不是你的意识在听，因为它对你并不
忠实。另外有的声音善良正确，但你不喜欢。那又是一个例子，说明不是你的意识。可能有别的
什么东西渗透进来，在妨碍你。  
        你必须对这事小心谨慎，因为存在著许多不同的意识群，带著它们自己的打算。有时侯你听
别人说话：他们说的是真语、正语，你却不喜欢。于是你以为这个喜不喜欢的态度是你自己的。
从来也不停下来想一想，意识非我。你从来也不停下来想一想，因此耳朵这么聋。你没在听。是
某个饿鬼在替你听，你都不自觉。因此记得了什么？你的心不在当下、这里、跟身体在一起，它
不在听。饿鬼们在听，亡灵们在听，阿修罗们在挡路，结果说的是什么，你自己不知道、不明
白。饿鬼和阿修罗在那里又听又想，你都当成是自己。因此佛陀说，无明使我们眼盲、耳聋。这

都是种种意识造成的。  
        Cakkhu-dhātu，rūpa-dhātu，cakkhu-viññāṇa-dhātu——眼元素、色元素、眼识元素: 有这三件
事。眼一见到色的瞬间，是什么出去看？你有没有停下来注意一下？没有。从来没有。因此，你
不知道它究竟是你自己的意识，还是潜伏在你眼里的一个动物的意识，究竟它是有体还是无体。
你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这件事不懂，怎么会有希望懂得其它?  
        Sota-dhātu，sadda-dhātu，sota-viññāṇa-dhātu——耳元素、声元素、耳识元素: 这你也不知
道。同样地，Ghāna-dhātu, 鼻元素: 鼻是觉知气息，升起意识的地方。有时侯，我们的意识喜欢

某些气息，如法的气息。于是我们寻寻觅觅，找那些气息，修福德。有时我们放弃了。我们喜欢

那些气息，但没有跟踪到底。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到底。不过，还有些气息，我们不喜
欢，但照样追逐。喜欢的，却不跟随到底。气息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气息在我们鼻内显

现，意识也在我们鼻内显现。谁知道那里住著几百种意识? 有时侯，它们比我们先知道。它们对

我们输送各种错误讯息，欺骗我们。它们对我们说悄悄话，继续骗我们信任他们。结果，我们闭

眼跟著它们，像一只从蜂巢取蜜的熊。它闭著眼，不停地对著蜜吸呀吸。它张不开眼，因为蜜蜂
会蛰他的眼。我们也一样: 当各种意识来悄悄地说:“去，去，”我们就跟著去了，还以为是自己觉

得该去。实际上，我们就像个被附身的灵媒，不知道是什么溜进来牵著我们到处走。  
        Jivhā-dhātu, 舌元素: 舌是味觉升起的地方。味道来，在舌上接触，升起一种觉知，称为识。
但是升起的那个意识: 究竟是哪个意识先升起? 我们的味蕾里住著众生，要知道，它们也有识。它
们也许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举例说，有一种食物，我们知道吃了有害，却还是有想吃的欲望。
为什么有那个欲望? 有时我们不想吃，但某个生灵的意识想吃。我们明知吃了会生病，却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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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欲望。这就叫做被味道欺骗。被意识欺骗。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意识有三类，那么是哪种意
识在掺合? 它是不是我们的意识? 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来查一查。它是一种尚无身体的意识? 还是出
现在我们嘴里，已有身体的那种?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因此说出来的话，尽是混乱、错误的。
是这些生灵指挥我们说话，讲出种种话来给我们招惹麻烦。实际上，这些话我们不想说，却脱口
而出。这说明我们在亲近愚者的意识、怒魔[阿修罗]的意识，自己根本不知道。只有事后尝到苦
果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输给它们。我们不懂得五蕴中的识蕴。虽然天
天都在念 Viññāṇa anattā，anattā ——意识非我、非我，却一点也不懂。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无明
(avijjā)。  
        Kāya-dhātu. 身元素也一样: 身是触被感受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冷、热、软、硬。我们知道。
这种对触的觉知叫做意识。不过，它是谁的意识，我们从来不去查一查。因此以为冷的是我们，
热的是我们，实际根本不是。好比被附身的人。被附身时发生什么? 假定某人从不沾酒。被附身
时，他会两杯、三杯地喝——还真感到享受——当那个东西离去时，不沾酒的那个人醉倒了。为

什么? 是因为有个外来意识控制了他。真正的他，过去从不沾酒，但是在外灵的控制下，饮了
酒。  
        我们的心也一样。当这些意识闹腾起来时，我们做出一些事来，尽管自己不愿做。有些种类
的意识喜欢冷，有些喜欢热。就像世间的动物: 有的喜欢天热，有的喜欢天冷，有的爱吃硬食，
有的爱吃软食。像蠕虫、毛虫爱吃硬的。我们体内的众生也一样: 有些爱吃硬的、就把我们的骨
肉一直啃到松散、跌落。有的喝我们身上的液体部分。有的喜欢热。有的喜欢冷。于是、当它发

冷时，我们觉得真冷，但从来不停下想一想，是什么令我们发冷。当它热起来时，我们不知道是
什么令我们发热。我们就以为那是我: 这是我、那是我。这样一来，我们变成另一个生灵的意
识，跟著它动，自己从未察觉。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我们没有明辨的缘故。我们被这些意识欺骗，忘记了他的教导: 意识非
我。实际上，那里只有一个意识，本来没这么复杂。  
        至于我们的心—意元素(mano-dhātu)，也是同样道理。它被生灵控制，受种种苦迫。心里想
出来的主意，导致思维的主意: 它们来自一个因。有时候那个因也许是其它意识对我们的冲击

波。也许是一些有体生灵瞄准我们发出的意念。 也许是一些无体生灵有什么账要同我们清算，引
导我们自己的心去服从它们。这种情形发生时，你应当懂得:“噢，有渗透。”渗透进来的东西，就
是另一种生灵的情绪。也许是动物的情绪。天神的情绪。怒魔的情绪。我们必须破解它们，才会
了解。当我们这样了解时，心里就没有那么多事了。那里只有一颗心。只有一个意识，而不是一
大堆。一是一时，应该保持一。问题是，一变成二、又变成三，如此继续，没完没了。是它们妨
碍了我们的觉知。  
        无明遮蔽我们的眼，使我们不了解在我们眼球里安家的诸种意识。无明遮蔽我们的耳: 来我
们的耳里造屋，塞满耳洞的所有那些动物的意识。无明遮蔽我们的鼻: 来我们鼻孔里安家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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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动物意识。无明遮蔽我们的舌: 来我们舌头里造起城楼的所有那些动物的意识。无明遮蔽我
们的身: 来我们每一个毛孔里盖房的所有那些动物的意识。至于我们自己那单一意识，它根本不
是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禅修的功夫如此虚弱、松散的缘故: 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正在对我们

做什么。它们关闭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心，使得我们看不见出路。结果，我们试图培
育的素质就是长不起来。  
        等到我们能够把无明的房屋摧毁时，才会懂得在发生什么。 

Aneka-jāti saṃsaraṃ，sandhāvissaṃ anibbisaṃ 
Gaha-kāraṃ gavesanto... 
历经多少轮重生， 
我游荡著，寻觅中 
找不到那造房者。 

 
        当我们观想这些事，直到有所领悟时，将会看见在我们家里安家的所有那些众生的无穷无尽
的事。 Aneka-jāti saṃsaraṃ... 历经多少轮重生……它们前来争吵、闹事、捣乱。它们想把我们的
心拉向各种各样的伤害。  
        当我们观想这些事，以这种方式看它们时，就会升起无欲。Cakkhusmiṃpi nibbindati。 对眼
无欲。Rūpesupi nibbindati。对色无欲。Cakkhu-viññāṇepi nibbindati。对意识无欲。我们实在厌

了。我们的心把它真当成一件厌事。 Nibbindam virajjati，virāgā vimuccati。 藉著厌离，他无欲。
藉著无欲，他解脱。我们把它们吐出[3]。眼把色吐出。它把意识吐出。它受够了，于是把它们吐
出。  
        Sotasmiṃpi nibbindati。 我们对耳有无欲感。addesupi nibbindati。对声无欲。Sota-viññanepi 
nibbindati。对耳识无欲。 Virāgā vimuccati。 藉著无欲，他解脱。把它们全部吐出。当眼把色吐
出时，色不粘在眼里，因此眼能够透视，看得见几里之外。声被吐出时，耳可以遥听: 我们听得
见天神在聊什么。当鼻把香吐出时，整个世界闻著都是香的。我们的善德，当我们把它放开时，
它会朝各个方向释放出芬芳的气息。舌不把味吞下，而是把它吐出; 它把意识吐出。身把触觉吐
出。热不粘在心里。冷不粘在心里。身的硬、软，等等，不粘著、不渗入。一切全被吐出，一直
包括了意识。  
        心放开它的善德。它不抓紧“善德属于自己”的见或自满。它吐出恶，吐出不善巧心态，使得
恶不能漏进来，浸泡心。它吐出所知的一切事，比如“那是有身体的众生的意识……那是无身体
的众生的意识……那是真正的我的意识。”这一切都给吐了出去。那就叫做: viññāṇasmiṃpi 
nibbindati。 藉著无欲，他解脱。对意识无欲，对心的所缘无欲。 Virāgā vimuccati 藉无欲而解
脱。一切都给吐出; 什么也没咽下，因此什么也不粘在喉咙里。眼不咽色、耳不咽声、鼻不咽
香、舌不咽味、身不咽触、心不咽想法。 Vimuccati: 解脱。不再有混乱与纠缠。那时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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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在涅槃的跟前。 Vimuttasṃim vimuttamiti ñāṇam hoti，khī ṇā jāti，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
——“随著解脱，有此智:‘解脱了。’生已终止。梵行已成就。”当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修练时，就
会明察: 什么是动物的意识，什么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它们全部放开。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

已经从所有这三种意识中证得解脱。  
        有体的众生的意识，不是我们的意识。无体的众生的意识，不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
也就是觉知这些东西的意识，它不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开，顺其自性。那时才可以说，我们了
解了五蕴、六处[六种感官媒介]。我们从世间证得解脱，睁眼。我们的眼，将能够远望，好比把
房子的四壁移开，我们可以看见几百码之外的东西。当我们的眼，没有给粘在色上时，我们可以
得到天眼，可以远望。当我们的耳没有粘在声上时，我们可以听见遥远的声音。当我们的鼻没有
粘在气息上时，我们可以嗅一嗅天神的气息，而不是嗅著刺鼻的人气。当味道不粘在舌上时，我
们可以尝一尝天界的药物、食物。当心不粘在触觉上时，我们可以舒泰地活著。无论坐在哪里，
我们都自在: 冷时自在，热时自在，软座上自在，硬座上自在。即使太阳晒著，我们也自在。身
体破损，我们仍然自在。这就叫做吐出我们的触感。至于心，它吐出自己的想法。这是一颗解脱
之心: 从五蕴中解脱，从三种意识当中解脱。它们再也不能骗它了。心从苦中解脱。达到至高之
乐: 涅槃。  
        我在这里讲述的主题是意识。要把它记在心里，训练自己，升起内在的智识。那时，才可以
称你是世间解。有色身的意识住在欲界[感官世界]，从地狱一直到天界。无色身的意识，住在无
色梵天界[4]。我们自己的意识，是把我们带到涅槃的那一个。当你了解了这三类意识时，才可以
说，你是明行足——知识与操行具足。善逝者: 善来、善去，无论住在哪里，也是善住。那样，
世间的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一些解救。以什么方式? 我们把一切交还给它们。任何想在我们体内
吃的动物可以尽管吃。我们不再占有。无论它们要什么，爱吃什么，尽管吃:我们不在乎。那是我
们真正的感觉。我们不再粘著。想吃我们的肠胃，就去吃。想吃粪便，拿去。想吃血，尽量吃。
我们不再占有。不管什么种类的意识，不管它们想要什么，尽管拿去。我们给它们独立，放它们

自主，我们不试图从它们那里揩油。结果，它们得以分享我们的善德。我们体内那些无体的意识

也一样: 它们获得独立。我们也获得独立。个个得以住在他(她)自己的房子里，吃自己的食，睡自
己的床。各自分开居住，各各自在。  
        这就叫做“薄伽梵”[5]: 眼与色分离，色与眼分离，意识[眼识]与我分离。  
        耳与声分离。声与耳分离。意识与我分离。  
        鼻与香分离。香与鼻分离。意识与我分离。  
        舌与味分离。味与舌分离。意识与我分离。  
        身与触分离，触与身分离。意识与身分离。  
        心与想法分离，想法与心分离。意识与心分离。  
        没有“这是我、那是我自己”的感觉。这就称为 Sabbe dhammā anattā——诸法非我。我们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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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西都不称所有权。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将从世间、从生死轮回中解脱。这就是
āsavakkhaya-ñāṇa——心中升起的漏尽智。  
        因此，你现在听了这些，应当拿著思考、观想，在内心明确达成理解。那样，你将会走上解
脱苦迫的道路，时时刻刻运用坚持与努力，净化你自己的意识，让它明察。正是那样做，才会把
你引向清净。  
        今天关于意识的讨论，容我在此打住。 

中译注: 
[1]意识: viññāṇa, 五蕴中的识蕴，据坦尼沙罗尊者，泰语的该词又有非人的精灵[spirit]之意。阿姜李用这
个双关语，提示听众，当内心存在相互冲突的意愿时，如何运用非我教说，坚持为自己真正的福利而行
动。对那些不善巧的欲望和冲动，不予认同。 
[2]努力与坚持: viriya,又译精进，此处依英文直译为努力与坚持[effort and persistence]，换言之，是指下功
夫，不松懈。 
[3]吐出: 指不粘著以之为食。 
[4]欲界,色界: 见佛教宇宙观。此处未提那些有色身但人眼看不见者。 
[5]薄伽梵: bhagavā, 具足吉祥者; 世尊。据清净道论，依语源又可解作分别。 

相关连接: 
        《非我相经》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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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开始跟我的老师阿姜放学习时，他递给我一本禅修小册子，便让我去寺院后山上坐禅
了。这本小册子是他的老师阿姜李写的，开头讲呼吸禅定方法，结束时谈到怎样用这个方法达到
前四禅。 
        以后的年月里，我看见阿姜放把这本书给了他的每个新学生，无论居家人还是比丘。尽管小
册子里详细讲述了禅那境界，他自己却从不曾对哪个学生说，他们已修到 哪个特定境界。学生对

他讲述某个重复出现的禅定经验时，他愿意讨论的，并非那是什么、而是该怎么办: 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哪里、把哪些东西放下、改变什么、保留什么。接下来，他教学生怎样对这个境界作一些
实验——怎样使它更稳定，更寂止——以及怎样判断这些实验的结果。如果学生要把个人进展与
书里的禅那描述作对比，那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阿姜放从未这般多言地讲过，但是以他的教
法，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  
        他持这个态度，道理也是很明显的。有一次他给我讲自己年轻时的禅修经验。 “那个年代与
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同，没有什么书给你解释一切。我开始跟阿姜李学习时，他 要我把心定下来。
因此我就集中意念向下、向下、再向下，越向下越沉重、困钝。我想，这肯定不对了。于是转过

来把意念集中向上、向上、再向上，直到找到一种平衡，就懂了他的意思。 ” 
        像这样的诸多经历使阿姜放理解了: 必须亲自尝试，了解教导中哪些必须照字面意义去做、
哪些必须当成比喻; 你得自己判断做得怎样; 你必须有创意、愿意实验、愿意冒险，去解决禅修中
出现的问题。 
        因此作为老师，阿姜放要求弟子培养的也同样是这些自足、创意、愿意冒险、亲身尝试的素
质。他不仅谈论这些素质，而且还把你逼到某个处境，不得不去发展这些素质。如果他老在一边

替你认证: “对，你已经达到第三禅那，” 或者 “不对，那只是第二禅那”，便绕过了他要你培养的
那些素质。那样他便代替了你，来决定你心里发生的事; 而你就卸除了正确分析自身经验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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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如他有一次告诉我，“我要是解释一切，你们就习惯于等著东西放在盘子里送上来。以后
修行中发生问题，你却没有一点自己解决问题的经验怎么办? ” 
        因此，跟著他学时，我只得在不确定中冒险。如果禅定中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就得
坚持下去，随时观察，之后再作结论。即使那样，我学会的是，对自己禅修经验的标识，也不像
镌刻于石一般永久。其实它更像个便条: 给自己作个方便的记号，以后熟悉了自己境界的版图

时，可以揭下来，粘到别处。这堂课学得很有价值，自己一直应用于禅修的各方面。  
        尽管如此，阿姜放并没有让我独自重新发明法轮。经验告诉他，有些定力训练办法较之其它
办法，能更有效地把心智引向这样的境界: 你在其中可以发挥创意，精确判断实验结果。 他对那
些方法的推崇是很明确的。以下是他强调的要点:  
        高度的定力对内观的开启是绝对必要的。 阿姜放常常说，“没有定力作为深厚基础，内观不
过是概念而已。” 为了明确观察苦与苦因，心必须平稳、寂止。为了保持寂止，需要有高度自在
感，只有高度定力才能够提供。 
        在某种禅定状态下要获得洞见，你必须在那个状态下保持很久。如果你不够耐心，急著从一
个境界转到下一个境界，或者你达到某个境界后分析得太仓促，便不曾让它充分展现出来，也没
有给自己机会去彻底熟悉它。 因此你必须学会这个技巧，努力培养它，用于各种情形。你从不同
侧面去观察，随时间变化去观察，看看与最初印象是否一致，是否真是喜感、空性、自在。 
        为培养全方位观智，最佳禅定状态是保持全身意识的状态。 阿姜放平时不指出你达到的境界
是什么，但是有两个例外，那两种情形都来自错误的禅定。 第一种状态是，当呼吸达到极其舒顺

时，你的注意力从呼吸开始漂移到这种舒顺感本身， 你的念注开始模糊，对自己的身体与周遭的
觉知迷失在一团愉快的朦胧里。出定时发现自己不能准确地指明自己刚才注意力集中之处。阿姜
放称之为“痴定”(moha-samadhi)。 
        第二种状态，是我在一天晚上进入深定 的情形下遭遇的，它极其精细，对任何哪怕突飞而过

的意念都不去注意或者标记。我落入了这样一个状态，在那里失去了任何身体觉受，内外声音、
思想或觉 知都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丝意识，出定之后知道自己当时并不曾睡著。我发现自己可
以在那里定上许多小时; 时间却过得飞快， 两个钟头快如两分钟。我还可以“编程序”，让自己在
某个特定时间出定。 
        在一连七夜进入这个境界之后，我告诉了阿姜放。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喜欢它么?” 我答，
不喜欢，因为自己第一次出定时有点昏沉。 “很好”，他说: “只要不喜欢，你就安全了。有的人实

在喜欢，以为那就是涅槃寂止。实际上那是无想天 (asanna-bhava)。它连正定都不是，因为你根
本不能在那里作观，获得任何明辩。但是它确有其它用处。 ” 接著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做肾脏手
术，因为不信任那位麻醉师，便让自己在手术期间进入了这个定境。  
        这两个禅定误区的错误，在于其觉知范围有限。如果你的觉知整个给挡住了，如何有全方位
观智? 然而从那以后，我曾注意到，有些人可以藉著高度专注，熟练地屏蔽大片的觉知领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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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人在心理上也 惯常有分离(dissociation)与否认(denial)心态。 这就是为什么阿姜放以阿姜李为

榜样，所教的呼吸禅定，要求对于呼吸能量贯通全身有著全方位意识(all-around awareness)，对这

个意识作实验、对它把握自如、然后令其寂止，不干扰对于心智微妙起伏的清晰禅观。这种全方
位意识有助于消除那些盲点，无明常常潜伏于其中。 
        产生内观智的理想禅定状态，是你身在其中，也能够分析苦(dukkha，张力 )与非苦。一旦你
能在这个状态里定驻下来，阿姜放会建议把注意力从专注目标上“拿开”， 不过要离得不太远，不
至于破坏禅定。从那个角度，你可以判断禅定中哪个层次还存在张力，然后释放它。初始阶段通
常包括检查自己与呼吸的关系，探索体内呼吸能量的微妙层次，以便于达到更深的静止层次。一
旦呼吸完全静止下来，对色身的觉受开始分解，成为无形的雾体，随之探测到的，是对“空
间”(space)、 “觉知”(knowing)、 “合一”(oneness)等等觉受，这些便替代了色身觉受，如洋葱般一
层层剥除。无论初始或者高级阶段，基本模式是一样的: 探察导致不必要张力的感知层次，或者
说心理造作，然后放下，找到更精细的感知层次或造作，一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放下。 这就是
为什么，只要你能保持稳定的觉知与全面的清醒，你在第一还是第几禅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

你处理禅定的方式是一样的。阿姜放要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张力与放下张力的问题上，以此向人们

指出了一条道路，自己鉴定自己的境界，无需问外界权威。而且看起来，这个自我鉴定的过程
——张力(苦)、它的原因、它的止息、与止息之道——正是四圣谛所阐述的主题。如佛陀所说，
你以这些原理观察诸法，便能够走向彻底解脱。 

最近訂正 3-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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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的导师阿姜放-育提可，1915年出生于泰国东南部尖竹汶府靠近柬埔寨边界的一户小农

家。十一岁成为孤儿，辗转于多家寺院被抚育成人，二十岁受比丘戒。然而，在开始学习比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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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后，他意识到自己所在寺院的比丘们对佛陀的教导并不怎么认真地实修，于是渴望找到一位导

师，能够以一种更符合所读的经典中的方式训练自己。成为比丘的第二年，他的机会来了，由阿
姜曼-布里达陀创立的林居苦行传统的成员阿姜李-达摩达罗，当时来到尖竹汶，在城郊一座旧坟
地里造起一座寺院。被阿姜李的教导所吸引，他在阿姜李所属的派系重新受戒，并加入了这座新
寺院。  
        从那时起，除了几次例外，他在阿姜李的指导下共度了每一个雨安居，直到后者于1961年圆

寂。其中一次例外是，二战期间他曾经在泰北森林中独自修行五年。另一次例外是五十年代早
期，有六年时间阿姜李让阿姜放主持尖竹汶的寺院，自己在泰国各地游方，预备在曼谷附近觅地
定居。1957年他建立了坐落于曼谷附近的新寺院——阿育王寺(Wat Asokaram)，阿姜放前去那
里，协助完成了阿姜李一生中最后的一件主要工作。  
        阿姜李圆寂后，一般人都认为阿姜放会成为阿育王寺的住持。然而，到了那时，该寺院已发

展成一个如此庞大、难管的团体，他不想要这个职位。于是1965年，当住在曼谷玛古-卡萨崔亚

冉寺(泰国王室寺院)的僧王请他在他的寺院里度过雨安居，为他与寺院中任何有兴趣者传授禅定
时，阿姜放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他在玛古寺一共度过了三个雨安居，在干季则游方于乡间，觅地隐居。尽管他对僧王极其敬
重，但对高等僧侣阶层所见的权力政治生起厌倦，于是开始寻找离开的出路。1968年机会来临，
一位名为奈-松布恩-瑞安吉的女士向僧王捐赠土地，在离尖竹汶不远的雷勇府沿海山区造起一座
小寺院。阿姜放自愿去这所新寺院——达摩萨地寺——一直住到他们找到一位永久住持为止。不
过，寺院所在的地区十分贫困，当地人对在那里造起一座严格的禅修寺院并不热心，因此找不到
人愿意接受住持的职位。于是，1971年，就在僧王车祸去世前不久，阿姜放自己接受了达摩萨地
寺住持的职务。  
        正是此后不久的1974年4月，我初次遇见了他。达摩萨地寺当时像是个破旧的夏季野营区: 三
位比丘分住三间小茅棚，在一间单倾斜面的窝棚里用餐; 有一间容得了两位八戒尼的厨房; 我住在
山顶一座小木棚，朝南可以望见大海。这块土地是在一场大火烧光了它的所有植被后不久被捐赠

的，山坡上大多为白茅草覆盖。年年仍有山火扫过，使树木难以根植。不过寺院上坡的山区却覆
盖著一座蚊瘴重重的浓密森林。  
        条件尽管恶劣，阿姜放似乎有一种令他超越环境的明察与务实的智慧 ——一种我羡慕与欣赏

的内在的宁静、喜乐与稳定。在他的指导下度过了数月的禅修之后，我回到美国，又在1976年秋
天转回泰国出家，开始在他的训练下认真修行。  
        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已开始发展起一个居士禅修团体，人数不多但极其诚心。1976年
初，玛古寺的新住持请他定期回那里传授，因此他的余生每年一半时间在曼谷，一半时间在雷勇
度过，直到1986年圆寂。他的学生们大部分来自曼谷的职业阶层，面对现代泰国都市社会多变的
压力，他们求助于禅修以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与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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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雷勇的最初几年间，寺院里极其安静、隔离，只有少数几位比丘，几乎没有来访者。
防火巷已开始制止山火的传播，一座新的森林正在成长。不过在1979年秋天，静谧的气氛开始起
了变化，一座佛塔在山坡顶部开工建造。由于这项造塔工程几乎完全依靠自愿者的劳力，人人都
参与了——比丘们、来自曼谷的居士们、还有当地的村民们。  
        一开始，我对寺院里平静的作息被打乱感到不满，不过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以前从来不曾想到禅修的人，都乐意来为周末工程队出力; 施工的休息期间，那些经常来禅修的
会跟著阿姜放去坐禅，于是新来的一起加入，不久也成为常来禅修的人。同时，我开始学习如何
在不理想的条件下禅修这门重要的课程。阿姜放自己告诉我，他本人虽不喜欢建筑工程，但是有
些人他必须帮助，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引导他们。1982年，佛塔完成后不久，一座底部有一间传戒
厅的大佛像的建造工作开始了，再一次，随著佛像营造的进展，更多来出力帮忙的人被引导到禅
修上来了。  
        阿姜放的健康状况在晚年持续恶化。在玛古寺期间出现的一种轻微的皮肤病，变成了严重的
干癣——无论西医、泰医、中医都无药可治。他仍然继续著耗尽精力的传授课程，不过他很少对

一大群人作开示。他偏向个别传授。为了引导人们开始禅修，他最喜欢的方式是与他们一起坐
禅，带领他们走过初始的难关，然后越来越让他们自己打坐，他就有时间指导新的学生。即使在
他的干癣症最严重的发病期间，仍然有时间作个别指导。结果他的弟子们，虽然与阿姜李和其他
著名的禅修导师比起来人数较少，但那些人都极其忠实。  
        1986年5月，佛像造成，但底部的传戒厅尚未完成，几天后阿姜放坐飞机去香港看一位在那
里设立起一座禅修中心的弟子。5月14日他正在坐禅时，突然心肌梗塞。那位弟子一等觉察到发

生了什么，立即呼叫救护车，但阿姜放被送到医院时即被宣告死亡。  
        由于早几年前他已要求不把身体火化，人们立即开始计划为他造一座陵墓。我被派给的任务

是，收集整理他的传记材料以及凡是可作为纪念册内容的任何录音开示。我惊讶地发现，我对他
的生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年轻时一起生活的人，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年届耋耄，记忆衰退。
突然，我回到他身边的最初几年间他告诉我的一些轶事，变成了他的传记内容。当时我的泰语和
对泰国文化的了解仍有待提高，不知有多少被疏漏了，一想到此便令我不安。  
        更令我不安的是，发现他的教导传给后世的是如此之少。他通常不让人们用录音机记录他的
教导，因为他认为，他的教导是专门为在场的听者即刻当下付诸实修而讲的，对处于其它修行阶

段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正确。现有的几卷录音带，来自一些简单的介绍性开示，那是他对来寺院作
集体供养的新来者、或者对刚刚开始学习禅修的人所作的开示。 层次更深的内容则没有被录下
来。  
        因此，在纪念册出版之后，我独自开始实行一项计划，把我能忆及的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并
且走访他的其他弟子，搜集同样的材料。我一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采访，作了不少编辑工作，以
便萃取对普通读者有益、又适合书面表达的教导。结果是，一本题名为《心灵的语言》的小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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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版了。接著，在我回到美国协助建立一所寺院前不久，人们找到了阿姜放的另一卷录音带，
在其中他对一位弟子作了较为深入的指导。我把它笔录下来，安排印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出
世明辨》。  
        你手中这本书的内容便摘自这三本书。多数材料取自《心灵的语言》，不过该书有一部分内
容不得不被略去，一是因为提到的事件为泰国文化所独有，二是因为某些双关语和字节别解无法
翻译。阿姜放喜欢巧用语言——他的幽默感是吸引我跟随他的最初几件事之一——他有许多令人
难忘的言谈正是如此才使之难忘。可惜的是，这些话多数在翻译后便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解说

起来又太费力，因此我把这其中的绝大部分给略去了，只剩下几个——比如“垃圾”的故事——读

者得以品尝他对文字运用的善巧。  
        除了从《心灵的语言》一书中摘取之外，我还收录了《出世明辨》一书几乎全部的内容，以
及纪念册当中的主要部分。对这些内容的翻译，并不都是直译，因为在某些情形下，为了使西方
读者读懂，我必须换一种讲述方式。不过，我一直注意尽可能准确地翻译阿姜放本人的言谈。  
        本书的编辑过程，使我有机会思考师生关系在泰国的存在形式、以及阿姜放对待他的居家与
出家弟子们的方式。他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温暖与尊重的氛围，弟子们因此可以与他讨论生活与
心灵上的具体问题，不觉得自己被当做病人或顾客，而是单纯地同样作为人类，阿姜放只是为自
己提供了生命中一个坚实的参照点。自从来到西方后，我发现这种关系在我们当中不幸地十分缺
乏。我希望随著佛教在本地确立起来，这样的关系也开始确立起来，这将有益于我们整个社会的
心灵与精神的健康。  
        一群泰国人曾经问我，在与阿姜放接触当中最令我钦佩的事是什么，希望我会提到他的他心
通或者别的神通力。尽管那些东西是有的——他对我的心思解读之多，简直料之如神——我告诉

他们，最令我钦佩的是他的仁慈与人性: 我们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当中，他从未使我感到自己是西
方人、他是泰国人。我们的交流始终是直接的、超越文化差异的、在人对人的层次上。我知道，
他的许多弟子，尽管不会以同样的措辞来表达，但同样也感受到了他的这项特质。  
        我呈上本书，谨此分享我从阿姜放处学得的一些事; 并且以至深的敬意题献给他，作为纪

念。他曾经告诉我，没有阿姜李，他将永远不知生命的光明。我对他深怀同样的感铭。 
坦尼沙罗比丘(杰弗里-德格拉夫) 
慈林寺 
Valley Center，CA 920082-1409 
1999年1月

 
注: 在这部增订新版中我收录了“福德”一章，其内容在1993年初版中多被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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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你所说的
 
        §平时，阿姜放是个寡言的人，他说话只是为了应付实际情形: 如有必要，他可以给出大段的
详细解说。没有必要，他只说一两个字——或者什么也不说。他信守阿姜李的格言:“如果你想教
人佛法，但他们不用心听，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你想说的，那么无论你想教的东西多么殊胜，
仍然算是闲谈，因为它不起任何作用。”  
 
        §他对教授禅定的乐意——有时是热心——不断地令我惊讶，他甚至在病中亦如此。有一次
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人们真正用心听，我也会用心教，无论我必须讲多少，也不疲倦。实际上，
我会比开始讲解时更有精神。但是，如果他们不用心听，我讲两三个字就累了。”  
 
        §“开口说话前，问自己，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就不说。这是修心的第一步——因为，如
果你对自己的口也不能有所调御，怎么能指望对自己的心有所调御?”  
 
        §有时，他表达善意的方式是挑刺——不过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从不提高嗓门，也不用严辞
厉语，但他的话仍然可以直刺人心。我有一次提到这件事时问他:“为什么当您的话扎人时，它一
直痛到心里?” 他答道:“那是为了使你们记得。如果言辞没有达到听者之心，那么它也没有达到言
者之意。” 
 
        §对弟子挑刺时，他会看弟子的认真程度。越认真的，他越挑剔，他认为这种学生会从他的
话中得益最大。  
        有一位不懂得这一点的弟子，当阿姜放在曼谷生病时，曾经帮著照顾他。虽然她尽己所能地
看护他，却不停地受他的批评，直到她想要离开的地步。碰巧另一位居家弟子来访，阿姜放顺口
对他说了一句:“一位导师批评弟子，是出于两个原因之一: 或者要他们留下，或者要他们离开。”  
        前面那位弟子，旁听了这句话，突然明白了，于是决定留下。  
 
        §有一则故事是阿姜放喜欢讲述的——那是本生经中乌龟与天鹅的故事，讲述时带著自己添
加的细节与点评。  
        从前有两只天鹅，每天喜欢去某个池塘栖止喝水。过了一阵，它们与住在池塘里的一只乌龟

交上了朋友，开始把自己在空中飞行时看见的种种事物讲给它听。乌龟对那些故事心驰神往，不
久却抑郁起来，因为它知道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像天鹅那样观看广阔的世界。当它把这个想法告诉

天鹅时，它们却说:“哎，那不是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带你一起去。”于是它们找来一根枯枝。公天
鹅衔著枯枝的一头，母天鹅衔著另一头。它们让乌龟衔著中间。一切就绪，它们就起飞了。  
        随著它们飞上天空，乌龟看见了大地上许多、许多的事物，过去连梦中都不曾见过，一时快
乐无比。但是，当它们在一个村庄上空飞过时，被下面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看见了，他们开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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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看! 天鹅带著乌龟! 天鹅带著乌龟! ” 这一下，大大破坏了乌龟的心情，他终于想出一句反驳的
话:“不! 是乌龟带著天鹅!” 可是，它一张嘴说话，就直落地面，给摔死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身在高处时，看紧你的嘴。”  
 
        §“垃圾”在泰国俚语中指无益闲谈，有一次，阿姜放用这个词，达到了戏剧性的效果。  
        事情发生在一个夜晚，他在曼谷传授[禅定]。有三个结交已久的年轻女子碰巧一齐出现在他
执教的那座厅里; 不过她们没有加入正在坐禅的众人，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交流最新的闲

话。她们正忙著交谈，没有注意到阿姜放起身活动腿脚，正从她们身边经过，口里衔著一根未燃
的烟，手里拿著一盒火柴。他停了一下，擦起一根火柴，但没有点烟，而是把燃烧的火柴扔到她
们当中。她们立即跳了起来，其中一人说:“师父! 您为什么这样做? 您差点就扔著我啦! ”  
        他回答:“我看见那里有一堆垃圾，觉得该点火烧了它。”  
 
        §有一天，阿姜放无意中听见两位弟子在谈话，其中一人提出一个问题，另一人答复的起始
语句是:“这个，我看似乎……”阿姜放立即打断他:“如果你不是真的知道，就说不知道，到此为

止。为什么还要四处传播你的无知?”  
 
        §“我们每个人有两只耳，一张嘴——这说明我们应当多听、少讲。”  
 
        §“你的禅定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除了你的导师外，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你去告诉别人，
那是自吹。它难道不是杂染么?”  
 
        §“当人们宣传自己多好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宣传自己多笨。”  
 
        §“如果某件东西真正好，你不需要宣传。”  
 
        §泰国有数家比丘杂志，有点类似影星杂志，登载那些出名的和不怎么出名的比丘、尼师、
居士禅修导师的生平事迹与言教。不过那些故事，倾向于大肆渲染神通与奇迹，以至于很难让人
认真对待。从与负责那些杂志的编辑、记者们的偶然接触当中，阿姜放感到，他们多数人的主要
目的是图利。如他所说:“禅修大师们进入丛林，为了寻法甘冒生命危险。得法之后，回来免费贡

献给他人。可这些人坐在空调办公室里，脑袋里随便想什么就写什么，然后登出来贩卖。”结果
是，当他们试图把他登在那些杂志上时，他从不与之合作。 
        有一次，一群来自名为《超世者》杂志的记者，带著照相机与录音机前来采访他。行礼之
后，他们要他的prawat，也就是个人简历。碰巧泰语的prawat还有警察局记录的意思，于是阿姜
放说他没有，因为他从未犯罪。可那些记者不肯轻易退却。他们说，如果不想讲述生平故事，请

至少教他们一点佛法吧。这个请求是比丘不能拒绝的，于是阿姜放要他们闭眼禅修、默念“佛
陀”——意为觉醒。他们开动了录音机，然后坐下禅修，等著听一场佛法开示，结果听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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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法是两个字: 佛与陀。如果你心里不能记住这两个字，那么教你们其它东西，等于浪
费时间。” 
        说法完毕。当他们意识到这就是全部所得时，那些记者们——表情十分泄气——收起照相机
与录音机离去，再也不来打扰他。 

 

留意你所吃的
 
        §“你知道，我们人类拥有长舌。坐在那里，突然你的舌闪了出去，来到海里: 你想吃海鲜。
接著，它又在全世界闪来闪去: 你想吃外国美食。你必须训练你的舌，使它缩回正常的尺寸。”  
 
        §“你吃东西时，要把心放在呼吸上，观想为什么吃。如果你只为了食物的口味而吃，那么你
吃的东西会伤害你。”  
 
        §从美国旅行回来后，有一位弟子问他是否在那里吃过披萨。他说，吃过了，而且味道不
错。这使跟随他出访的一位弟子很吃惊，他说:“您只吃了两口，我们还以为您不喜欢。”  
        他答道:“两口够让我吃饱了。你们为什么要我吃更多?”  
 
        §有一次，一位刚随他习禅不久的妇女决定做一些食物供养他。为了确定食物是他喜欢的，
她直接问道:“师父，您喜欢什么样的食物?”  
        他答:“够得著的食物。”  
 
        §周五夜晚，阿姜放的一群弟子们坐在一辆小型卡车的后车架上，从曼谷开往达摩萨地寺。
另一位跟他们在一起的弟子带了一筐桔子准备供养寺里的比丘。路上开了一阵，有一位弟子决定
那些桔子看起来实在太好了，于是想出以下一番辩辞:“我们都是师父的孩子，是吧? 他不会让我
们挨饿，是吧? 因此，谁不吃一只桔子，谁就不是师父的孩子。”  
        这群人当中有些守八戒的，因为过午不食，得以逃脱这张罗网。其他的人，虽然有几位对吃
原本是供养比丘的食物感到不妥，但个个自己拿起桔子吃了。  
        当他们到达寺院时，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阿姜放，他立即批评他们说，把供养比丘的食物，在
交给比丘之前拿走吃掉的人，将会在来世重生为饿鬼。  
        这群人中一位妇女被这话吓著了，她立即回道:“可是我只吃了一瓣!”  
        阿姜放答道:“那么说，如果你打算做饿鬼，还是趁著有机会吃个饱吧。”  
 
        §1977年雨安居期间，来自雷勇城的一对夫妇几乎每晚都来寺院习禅。奇怪的是，他们在禅
修过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对两人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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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们同时发现自己吃不下东西，因为两人心里都被一种食物的污秽感所占据。这种感
觉持续了三四天，也不觉得虚弱、饥饿。于是他们想知道自己的禅定达到了什么阶段。  
        当他们再访寺院时，对阿姜放提到了这件事，他让他们坐下来禅修，然后告诉他们:“好，观

想食物，看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元素，是吧? 你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 也是同样的元素。你的
身体元素需要食物里的元素，才能继续生存。因此何必对食物的污秽这么激动呢? 你的身体更污

秽。佛陀教导我们观想食物的污秽，是为了使我们克服对它的痴迷——不是为了使我们吃不下食
物。”  
        他们的厌食状态就此结束。 

 

修法者
 
        §阿姜放有一位弟子——一位女裁缝师——被一位顾客批评道:“你修习佛法，不是吗? 那么为

什么你那么贪心，要价那么高? 修法的人应当只取足够活命的收益才对。”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定价是公道的，却想不出一个好的答复，于是下一次见到阿姜放时，把这

事告诉了他。他答道:“他们再这么说时，你告诉他们:‘听著，我修习佛法，不是为了当傻瓜。’”  
 
        §我最初住在达摩萨地寺时，有时可以在远远听见从乌塔帕空军基地起飞的B-52，在凌晨时

分前往柬埔寨执行轰炸使命时从高空飞过的声音。每次听见时，我就开始想，世上有如此多的不
公正需要去斗争，我有什么权利还在这里禅修。当我对阿姜放提起这个想法时，他说:“如果你还

没有把自己纠正好，便试图去纠正世界，你自己的内在善德最后会被破坏，那时你将去哪里? 那
样对任何人——自己也好、他人也好——都不会有益。”  
 
        §“我们一生下，便被判了死刑——只不过不知何时将轮到我们。因此不要自满。在你仍有机
会时，立刻开始培育一切善良的品质，使它们达到圆满。”  
 
        §“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人，要确定你知道真正的善德实际在哪里。不要光做行善的动作。”  
 
        §“我们都希望得到幸福，多数人对造起幸福的因却不感兴趣。我们只要果。但是，如果不关
心那些因，果又怎么会来我们这里呢?”  
 
        §我一开始跟阿姜放修习禅定时，曾经问他，人是否真的死后重生。他回答:“你开始修行时，
佛陀只要你相信一件事: 业。至于其它事，你信不信都不是真正重要的。”  
 
        §有一年雨安居——按照传统，人们在这段时间里，下决心特别地精进修法——开始前不
久，阿姜放的一位弟子来找他说，自己想在雨安居期间持八戒，又怕不吃晚饭会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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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驳道:“为了找到法，把它传给我们，佛陀断食一直到瘦得只剩下皮和骨，我们在这里少
吃一餐饭都不能忍受。正因此，我们还在生死轮回中游来荡去。”  
        结果，她下了决心，在雨安居三个月里的每个布萨日——满月、新月、半月——持守八戒。
她的确做到了。在雨安居结束时，她对自己实现了自己的决心感到十分骄傲，可下一次去看阿姜
放时，没等她提起这个话题，他就评论道:“你要知道，你很幸运。你的雨安居只有十二天。其他
人的是三个月。”  
        听了这话，她十分羞愧，此后的每一个雨安居里，她从头到尾每天持守八戒。  
 
        §另有一位弟子正在坐禅，一时失去念住，对一只正在咬她胳膊的蚊子，打了一巴掌。阿姜
放当时在场，他评论道:“你对自己的血要价很高，不是吗? 那只蚊子只要了一滴血，你却取了它
的命作为抵偿。”  
 
        §一位年轻人与阿姜放讨论戒律，讲到了第五戒，戒醉品:“佛陀禁止饮酒，是因为多数人喝了
酒就会失去念住，对吧? 但是，如果喝酒时带著念住，就可以喝，不是吗，师父?”  
        “如果真有念住，” 他答道，“一开始你就不会喝。”  
 
        §比起其它戒，人们似乎对于第五戒总有更多破戒的借口。一天晚上，另一位弟子在对阿姜
放说话，另一群人则坐在他们的周围习禅。“我守不了第五戒，”他说，“因为我受到许多团体压

力。工作时有联谊活动，那群人都在喝酒。我不得不跟著一起喝。”  
        阿姜放指著周围坐禅的人们，问道:“这群人没有要你喝酒。为什么你不屈服他们的压力?”  
 
        §那位女裁缝师看见她的朋友们在达摩萨地寺持八戒，于是决定自己也试一试。可下午过了
一半，她在穿过寺院时，经过一株番石榴树。那些番石榴看著好不诱人，于是她摘下一颗来，咬
了一口。  
        碰巧阿姜放正站在不远处，于是他说:“嘿。我以为你是打算持八戒的。你嘴里那是什么?”  
        那位女裁缝师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破戒了。不过阿姜放安慰她说:“也不是非得持八戒，但
是有一条戒你一定得守，好吧? 你知道那条戒是什么?”  
        “师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诸恶莫作。我要你一生牢牢守住这条戒。”  
 
        §有位妇女来达摩萨地寺持戒、禅修一周，可到了第二天结束时，她告诉阿姜放，自己必须

回家，因为怕家里人没有她不能和平相处。为了使她断除这种忧虑，他教她说:“你来这里时，跟
自己说，你已经死了。你的家人，就必须得找到某种方式，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一位中年人初访达摩萨地寺时，惊讶地看见一位美国比丘。他问阿姜放:“西方人怎么可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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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呢?”  
        阿姜放的回答是:“西方人难道没有心么?”  
 
        §有一本曼谷杂志曾经登载过一部连载自传，作者是一位用定力治病的在家禅修者。有一段
他提到自己如何拜访阿姜放，后者如何证实他已修得禅那。听起来这不像是阿姜放的风格，不过

那本杂志一发刊，寺里的来访者异常地多起来，他们以为阿姜放和那篇自传的作者一样，可以藉
定力治病。一位妇女问他是否能治肾病，他回答:“我只治一种病，心病。”  
 
        §一位弟子请求准许把阿姜放的言教记在笔记本上，但他拒绝了，说:“你是那种怕没吃的，老
在口袋里装著食物的人么?”接著他解释说:“如果你把它记下来，你会觉得把写下的东西忘掉没关
系，因为它们都在笔记本上。结果是，所有的法都在你的笔记本上，没有什么留在你的心里。”  
 
        §“经文中说，如果你仔细听，会获得智慧。为了听仔细，你的心必须安静、寂止。你要用你
的心听，不只是用耳听。听了之后，你必须把听见的东西即刻当下用于修持。那时你就会收获它
的利益。如果不把它用于修持，你所听见的永远不会变成你内在的真东西。”  
 
        §有一次，人们正在造达摩萨地寺的佛塔，参与的弟子当中有些人发生严重争执。其中一位
气得赶去把这事告诉了阿姜放，当时他正住在曼谷。等她报告完毕，阿姜放问她:“你认识碎石
么?”  
        她吃了一惊，回答说:“认识。”  
        “你认识钻石么?”  
        “认识。”  
        “那么，为什么你不收集钻石? 收集那些碎石有什么好处?”  
 
        §即使在泰国那样的佛教国家，一些修法的年轻人发现父母也反对他们禅修，觉得应当把时

间用在更实际的事务上。有一次，那位女裁缝的父母想阻止她去玛古寺，这使她十分气恼。当她
把这个心情告诉阿姜放时，他提醒她:“要知道，你欠了父母很大的恩情。如果你对他们生气、吼
叫，是在给头顶上的地狱之火添加燃料，因此要小心。提醒自己: 如果希望有鼓励自己禅修的父
母，为什么不选别人生下你呢? 既然他们是你的父母，说明你跟他们之间造过旧业。因此就让你
的旧债耗完吧。没有必要藉著争执，再造更多的业。”  
 
        §通灵在泰国久为流行，即使有些修佛法的人也喜欢参加通灵者的降神会。不过阿姜放有一
次说，“如果你想从修行中得到果报，你必须下决心把佛陀作为你的唯一依止。不要依止其它东

西。”  
 
        §“如果你修习佛法，就不必对他人的功力或能力有神奇感。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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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让你的心立足于理性原则。”  
 
        §“真相在你的内心。如果你对所做之事真心，就会见到真相。如果你不真心，也只会见到虚
假、仿冒的东西。” 

 

福德
 
        §据阿姜放的一位弟子的讲述，她第一次见到阿姜放时，他问她: “你平时去哪里做福德?” 她
说，自己已经在那家寺院捐造了一尊佛像，又为这家寺院的火葬厅捐款，等等。于是他问她: “为
什么你还没有在心里造福德?” 
 
        §有一次，阿姜放让弟子芟除寺院里过盛的杂草。不过她不情愿做这件事，因此一边除草，
一边不停地自问: “我造了什么业，得如此辛苦地做工?”等她做完后，他告诉她: “好了，你是有了
一些福德，不过不多。” 
 
        “什么? 我做了那么多，还没得到很多?” 
 
        “你若想福德圆满，那个福德必须一直进入你的心。” 
 
        §另一个除草的故事。有一天阿姜放指着他的小屋附近一处蔓延的杂草，对前述同一位女士
说:  “你不想要这牛圈口的草么?” 
 
        “牛圈口的草，是什么意思?” 
 
        “在人人眼皮底下却被忽略的福德机会，就叫做牛圈口的草” 
 
        §另有一次，阿姜放带着一群曼谷弟子爬上山丘，清理佛塔四周。他们发现有人在那里扔了
一大堆垃圾。一位弟子抱怨道: “谁这么不恭敬，竟然做这样的事?”阿姜放却告诉她: “不管是谁，
不要批评。如果他们没有把垃圾扔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机会藉着清理它，得到这个福德
了。” 
 
        §阿姜放的名字在一本杂志上登载出来后，一天，有三位曼谷男士休工一日，开车到雷勇府
拜见他。顶礼后，聊了一阵，其中一人说: “我国仍然有比丘正善修行，因此我们可以求他们把波
罗密分给我们一点，不是吗，师父?” 
 
        他回答:“是的。不过假如我们老是要求分享他们的波罗密，却不去培育自己的，他们会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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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会行乞，以后就不要再跟我们分享了。” 
 
        §住在曼谷郊外萨木-帕干镇上的一位女士，通过阿姜放的弟子传话说，她愿意捐赠一大笔
钱，帮助建造达摩萨地寺的佛像，不过要求他到她家里，在她交付支票时，给予祝福。他拒绝

去，说: “人们若想要福德，必须去找。不能指望福德来找他们。” 
 
        §另一位女士，有一次打电话给玛古寺的办公室，说她打算在家里供僧，想请阿姜放来应

供，因为她听说他是一位圣弟子。当人们把这个请供消息转给他时，他拒绝了，说: “她的饭难道
这么特别，只有圣弟子才能吃吗?” 
 
        §阿姜放的一个弟子告诉他，自己想在生日那天作一件特别的福德。他答: “为什么非得在你
生日那天? 其它日子做那件事难道福德会少些么? 假如你想做福德，就在想到的那一天去做。不
要等你的生日，因为你的死日也许先到。 ” 
 
        §阿姜放在一次提到那些不喜欢坐禅，但乐于为寺院建筑工程出力的人们时说: “轻的福德他
们不欣赏，因此得给他们找些重的福德做。只有那样才能让他们满意。”  
 
        §佛塔造成后不久，阿姜放的一群弟子正坐着欣赏它，为自己出力造塔的福德而欢喜。阿姜
放碰巧走过，听见他们说话，似乎无所特指地随口说了一句: “不要执取事物。你做福德时，不要
执取那个福德。你要是让自己忘乎所以地想:‘是我亲手建造了这座塔，’就得小心了。假如你碰巧
现在死了，能想到的只是:‘这座塔是我的，它是我的。’你不会和其他人一样重生天界，反而会生
为饿鬼，在这里守一两个星期的佛塔，因为你的心盯着在物质事物上。” 
 
        §“你做善事时，要是粘在你的善德上，永远不得自由。粘上哪里，那就是你的有生之处。” 
 
        §佛教中有一项古老传统——这是根据《譬喻经》的故事——每当你为佛教布施一件礼物，
或者做其它福德事时，你应当把这件福德回向给某个特定的目标。阿姜放时常告诉弟子，每次禅
定后作类似的回向，不过他所建议的回向因人而异。有时他建议用阿育王临终时的祈愿: “愿我在
来世得以主宰我的心。” 
 
        有时他又会说: “没必要作冗长的回向了。告诉你自己: 假如我必须重生，愿我常闻佛陀的教
导。” 
 
        不过，也不是每次他都建议这类回向。有一次，一位女士告诉他，自己做福德时，想不出特
别的回向目标。他告诉她:“心若已经满了，不想回向，就不必了。好比吃饭。不管有无发愿吃
饱，只要你继续吃，不可能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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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与导师

 
        §“不管你做什么，要常常想著你的导师。如果你忘记导师，便把自己从根上砍去了。”  
 
        §“从一个导师换到另一个导师的人，根本没有导师。”  
 
        § 有时人们向阿姜放供养一些佛牌，他会把它们分给弟子——但很少给身边特别亲近的人。
有一天，一位跟他住了好几年的比丘忍不住抱怨道:“为什么您得到好佛牌时，总是给别人，从来
不给我?”  
        阿姜放答:“我已经给了你多少比佛牌更好的东西了。为什么你不接受它们?”  
 
        §“与导师住得近，但不懂得导师的禅修者，好比一锅咖哩里的勺子，永远不会知道那锅咖哩
有多甜、多酸、多咸、多浓、多辣。”  
 
        §对那些连日常琐事都要请教导师的弟子，阿姜放的的比喻是:“好比小狗娃。撒了粪也要跑到
母亲那里要她舔去。他们永远不长大。”  
 
        §“粘著老师的弟子好比小飞虫。不管你如何赶，他们老飞回来，不让你清静。”  
 
        §“假若一位导师当面称赞一位弟子，这是该弟子将达到修行极限的征兆——此生他也许不会
超过那个高度了。导师称赞他的原因是，弟子可以对自己起码已达到这一步而自豪。死亡时刻他
的心需要抓住好事时，有这件事可抓。”  
 
        §不少阿姜放的弟子相信他有他心通，能够了解自己在想什么，因为一次又一次，他谈起的
话题，正是他们当时碰巧正在想的、或者正在为之苦恼的事。我本人就有许多这类经历，在我编

写本书时也有不少人对我如此讲述。不过多数情形下，他说的话只对当事人有特别的意义，在此
我略过不提，请读者见谅。不过，我想提两个例子，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对所有修法者有益。  
        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一位年轻人——从曼谷坐公交车到雷勇帮助建造佛塔。他在通往
寺院的路口下了车，但还得步行六公里才能到达寺院。他不愿走那段路，于是坐在交叉路口的面
摊边，对自己说——仿佛是对阿姜放的挑战——“假若师父真的很特别，愿有一辆车经过这里，
把我顺路带到寺院。”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在路口转弯的汽车或卡车一辆也没有，最后他
只得自己步行来到寺院。  
        到达寺院后，他来到阿姜放的小屋拜见他。但是，阿姜放一见他走近，就起身进屋，把门关
上了。这使弟子吃了一惊，不过仍然在紧闭的门前顶礼。一等到他顶礼完毕，阿姜放把门开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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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缝，对他说:“听著，我没有请你来这里。是你自己要来的。”  
        另有一次，佛塔造成后，那位年轻人在塔内坐禅，希望有一个声音对他耳语，告诉他下一个
彩劵的中奖号码。可是他听见的，却是阿姜放路过此地的真实声音，但又好像不是特别针对

谁:“你到底把什么作为归依?” 

 

活在世间 
 
        §“阿姜曼曾经说:‘世人都一样，但也不完全一样，不过最后分析起来，都一样。’你得好好想
一阵，才能懂得他指什么。”  
 
        §“如果你想判断他人，要根据他们的动机来判断。”  
 
        §“如果你想教别人为善，必须看他们的善能够达到多远。如果你硬要使他们的善，超过他们

能够达到的程度，你才是那个愚人。 ”  
 
        §“专注他人的过错，是得不到什么益处的。不如查看自己的过错，那样会得到更多。”  
 
        §“他人有多好多坏，是他们的事。你要专注自己的事。”  
 
        §有一位弟子对阿姜放抱怨自己在工作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她很想辞职，独自安安静静地过

日子，但境况不允许，因为她必须供养母亲。阿姜放告诉她:“如果你必须与这些事共存，就要找
到一种超越它们的活法。只有那样你才能生存。”  
 
        §对一位受工作压力的影响而心情郁闷的弟子，他的忠告是:“你治办一件工作时，不要让工作
治办了你。 ”  
 
        §另一位弟子，在家庭与工作上都遇到严重困难，阿姜放鼓励她振作起来:“任何真实的活人，
在人生当中都会遭遇到真的、 活的难题。”  
 
        §“遇到障碍时，你必须迎头反击。如果你轻易放弃，整个一生就会给放弃了。”  
 
        §“告诉自己，你是由心木做成的，不是由边材做成的。”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一位年轻的护士——在工作上不得不忍受许多闲话的攻击。一开始
她试图不予理睬，但是当这些闲话越来越频繁时，她的耐性开始消褪。  
        有一天，闲言冷语实在让她心烦，于是来到玛古寺跟阿姜放坐禅。打坐时，在视相中看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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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断地退后、退后、 退到无限，好像被夹在两面平行的镜子之间。她想，自己的许多前世里，
也许也同样必须忍受无数的闲言，这使她对自己的处境更不能忍受。于是她离开禅定，把自己如
何倦于成为谣言指摘目标的想法告诉了阿姜放。为了安慰她，他说:“要知道，这种事是世间的一
部分。哪里有褒扬，那里必然有批评与闲话。你既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让自己卷入其中呢?”  
        不过她的情绪太激烈了，争辩道:“师父，我没有卷入他们的事。是他们要来卷入我的事!”  
        于是他拿她的话反过来问道:“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谁让你硬要来这里投生的?”  
 
        §“如果他们说你不好，要记得，那些话仅止于唇。它们根本没有伸出来触及你。”  
 
        §“别人批评我们，过后全忘了，可我们却拿著它不停地想。这就好比他们吐出些食物，我们

把它捡起来吃。那种情形下，谁是愚人?”  
 
        §“你就当有镇石压著耳朵，那样就不会被听到的一切给吹走。”  
 
        §一天，阿姜放突如其来地问:“如果你的衣服掉进粪池里，你会把它捡回来么?”  
        被他问著的那位妇女不懂他的意思，但知道如果答得不对，就会像个傻瓜，于是小心翼翼地
答到:“看情况。如果是我唯一的一套衣服，我就得捡起来。但如果有别的衣服，我可能就不要它
了。师父，您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听别人说他人坏话，即使你没有参与他们所造的恶业，你还是收集了一些恶

臭。”  
 
        §如果弟子中有人对什么事心怀怨恨，他会告诉他们:“你连这点小事也不能奉献么? 就当它是
一件礼物。回忆一下佛陀作毗桑塔罗王子时奉献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然后问自己:‘我的这个嗔
怒根本没有价值。为什么还是不能奉献呢?’”  
 
        §“行动之前先想一想。不要做那种先行动、再思考的人。”  
 
        §“小心所谓的落井之仁: 你想帮助别人，结果没有把他们拉上来，他们却把你拉了下去。”  
 
        §“当人们说某件东西好时，那是他们想象中的好。不过，它是否真的总是对你也好?”  
 
        §“如果人们恨你，那时你就解放了。你可以自由来去，不需要担心他们是否会思念你，或者
为你的离去而难过。你回来时不需要带给他们任何礼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  
 
        §“奋力赢过别人，除了带来敌意与恶业之外，什么也没有。最好是赢过自己。”  
 
        §“无论你失去什么，让它失去，但千万不要失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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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拿了你的东西，那么告诉自己，你把它当作一件礼物。否则仇恨将无休无止。”  
 
        §“他们拿了你的，好过你拿了他们的。”  
 
        §“如果它真是你的，不管怎样必然会跟著你。如果它不真是你的，何必为这件东西那么激
动?”  
 
        §“外在贫穷没有一点错，但是要确定你的内在不贫穷。要确定你在布施、 戒德、禅修上富有
——那是心的财富。”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对他抱怨说:“我看别人，他们的日子似乎都过得如此轻松。为什么我活得
那么艰难?” 他的答复是:“你的‘艰难生活’和许多人的生活相比，是‘美好生活’的十倍、 二十倍。
你为什么不看那些生活比你艰难的人?”  
 
        §有时，当他的弟子中有人生活中面临困境时，阿姜放会教他们提醒自己:“我能怪谁呢?从来
没有人雇我投生。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万事都有寿命。它不会永远存在。等到寿命终结，它自己会离去。”  
 
        §“生活中有伴侣是苦。有一个好伴侣是真正苦，因为有那么多的执取。”  
 
        §“感官欲乐好比毒品: 尝一口，就上了瘾。听说海洛因难戒，不过这比它更糟。这种瘾有刻
骨之深。正是它令我们出生、 而且使我们一劫又一劫地轮回生死。这个瘾，除了佛陀的教导之
外，无药可戒。”  
 
        §“我们看印度教信徒崇拜希瓦神的男根时，似乎感到怪异，实际上，世人个个崇拜希瓦神的
男根——他们崇拜性，只有印度教信徒是公开崇拜而已。性是世界的缔造者。我们大家出生的原
因是，我们在心里崇拜希瓦神的性器。”  
 
        §有一次，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受到父母的压力，要她找一位丈夫，好安家生子，她问他:“他们

说，女人生孩子得到很多福德，因为她给别人出生的机会，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他回答，“那狗就福德成堆了，因为它们一次生一窝。”  
 
        §他还告诉她:“结婚不是脱离苦的办法。实际上，你所做的，是堆积起更多的苦。佛陀教导

说，五蕴是重担，但是如果你结了婚，突然就有了十个(蕴)得关照，接著十五个、 接著二十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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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作自己的依止。如果你是那种必须依止别人的人，那么你就得和别人的看法一致，
那就意味著，你必须和他们一样地愚笨。因此，把自己从那一切中拉出来，好好看一看自己，直
到心里对这些事清楚起来。”  
 
        §“也许你会想:‘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他真是你的么? 即使你的身体也不真正属于你。”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当她身患严重的肝病时，梦见自己死去，来到天界。她觉得这是一个
不祥之兆，于是来到玛古寺，把梦境告诉了阿姜放。他试图安慰她说，这是一个伪装起来的吉
兆。假如她大病不死，也许可能升职。如果不能存活，也会重生善界。不过一说到这里，她的情
绪就变得十分混乱:“可我还不愿死啊!”  
        他告诉她:“听著，等到该走的时候，你必须愿意走。生命不是一根橡皮筋，任你拉长缩

短。”  
 
        §“如果你对任何一种感官之乐有饥渴感，说明你的前世可能享受过。那就是你这辈子如此想
念它们的缘故。如果你对这件事想够了，应该足以使你升起离欲与厌欲。” 

 

独身生活 
 
        §“有些人说，比丘们不做任何工作，不过实际上，弃除杂染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世间工作
有假日，但我们的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你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有时也许你觉得自己不
胜其力，但还是必须去做。你不做，谁替你做? 它是你的责任，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如果你不
做，为什么要靠别人的供养活命? ”  
 
        §“不管你做什么事，要看好你的心。看见它走偏了，就要停止正在做的事，把全部注意力集
中在它的上面。照料你的心，这件事应当总是放在第一位。”  
 
        §“佛陀之法是akaliko——无时相的。我们之所以还未达到它，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间: 做
这的时间、做那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我们的一辈子
变成了一段段时间，结果是，它们不让我们得到机会，明见内心的真相。因此，我们必须使修行
无时相。那时，真相就会在我们的心里出现。 
 
        §阿姜放对保持物品的清洁与秩序，一丝不苟，并且教导弟子们也必须一丝不苟，因为这是
他的导师们教给他的方式，他知道自己从中得益。用他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把握如此明显的事
物，怎么能把握心那样精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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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侍他的比丘——打扫他的小屋、为他烧洗澡水、生病时照顾他，等等——必须有细致的
观察力，因为阿姜放把这个师生关系作为身教的机会。与其说明东西该放哪里，某些事该怎么
做，他留给弟子自己从观察中得出答案。如果那位弟子懂了，他什么也不说。不懂，他就训斥一
顿——但还是不解说错在哪里。得靠弟子自己把事情弄明白。正如阿姜放所说:“如果到了我必须

告诉你的地步，那说明我们还是陌生人。”  
 
        §一天晚上，达摩萨地寺的一位比丘看见阿姜放独自在捡取佛塔工地周围的废木料，把它们

堆列整齐。那位比丘跑下来帮助他，过了一阵问他:“师父，这种工作你不该独自做。还有许多人
呢。为什么不叫他们来帮忙?”  
        “我是在叫别人帮忙，”阿姜放一边继续捡起木条，一边回答。  
        “叫谁啊?”那位比丘问，一边朝周围看了看，没有看见别人。  
        “你。”  
 
        §我于1976年回到泰国出家时，阿姜放提醒我两件事: 
        (1)“作一个禅修者，不只是闭眼坐禅而已。 
        (2)“如果你想学，就得像个小偷那样思考，盘算如何偷窃知识。这个意思是，你不能只等著
导师给解释一切。你自己必须注意看他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他做的一切事都有原
因。”  
 
        §比丘与护持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平衡。阿姜放最喜欢提醒比丘弟子的一句话是:“要记

得，没有人雇你来做比丘。你出家不是为了成为任何人的仆人。”不过，如果一位比丘抱怨说，
寺院的看护者没有按照要求做事，他会说:“你出家是为了让别人伺候的么?”  
 
        §“我们的生活依靠别人的支持，因此不要做给他们增加负担的事。” 
 
        §“吃别人的供养，却不修行的比丘，可预期下辈子重生为水牛，耕地还债。”  
 
        §“不要以为小戒不重要。阿姜曼说过，大木头从来不会钻进人们的眼里，但细木屑会——它
会使你眼盲。”  
 
        §西方妇女得知比丘被禁止碰触她们时，往往很生气，她们通常把这当成是佛教歧视妇女的
迹象。不过正如阿姜放所解释的:“佛陀不让比丘碰触妇女的原因，不是妇女有什么错。而是因为

比丘们有错: 他们仍然有心理杂染，因此必须把他们管住。”  
 
        §对任何想过独身生活的人来说，异性是离开梵行道的最大诱惑。如果阿姜放在教导比丘，
他会说:“女人就像藤。一开始她们看上去如此柔弱，等到你让自己喜欢上他们，她们就会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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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你全身牢牢绑住，直到把你拖下来为止。”  
        教导八戒尼时，他会对她们提醒男性的诱惑。有一次，一位八戒尼想还俗回家，知道她的父
亲会为她安排一门亲事。她向阿姜放求教，他告诉她:“问问你自己。你想活在套索内，还是套索
外?”结果，她决定还是留在套索外。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想性，就把手拿到头上摸一下，提醒自己是谁。”  
 
        §关于他与阿姜李一起度过的时光，阿姜放有许多故事可讲。我最喜欢的一则是，有一次阿
姜李的曼谷弟子们决定跟他一起去森林，作一次游方禅修。他们说定在曼谷火车主站华兰朋会
面，坐火车北上去华富里府。然而，当人们在车站聚集起来时，发现许多人至少带了两大箱
的“必需品”进森林，连来自曼谷的不少比丘也带著大件行李。见此情形，阿姜李不说什么，只是
沿著铁道朝北迈步走去。既然他步行，人人只得步行，但是过了不久，那群人当中负重最多的开
始抱怨了:“师父，为什么你要我们走路? 我们有这么多沉重的行李要背负啊!”  
        一开始，阿姜李不说话，不过他终于一边走，一边告诉他们:“既然沉重，为什么还背著?” 这
句话的讯息，过了几分钟人们才领悟，不久那些人各自停下来，打开行李带，把所有不必要的东

西都扔进了路边的荷花池里。当他们到达下一个车站时，阿姜李看见，行李已足够精简，可以带

他们坐下一班火车北上了。  
 
        §“你住在一家寺院里时，要当作你在独居。这个意思是，一旦完成了集体活动——进餐、课

诵、杂务，等等——你不必与任何人有牵扯。回你的小屋去禅修。 
        “独居时，要当作你住在寺院里: 订一个作息表，然后遵守它。"  
 
        §我去阿育王寺——一所大寺院——度过我的第一个雨安居时，阿姜放告诉我:“如果他们用泰
语问你，你就用英语回答。如果他们用英语问你，你就用泰语回答。过一阵，他们就会懒得跟你
说话，不打搅你禅修了。” 
 
        §“住在一个并非人人认真禅修的寺院，是件好事，因为它教你依靠自己。如果你只跟那些精
进的禅修者一起住，会变得不能在别处生存。” 
 
        §“我们让难以相处的人留在寺院里，是为了测试，看我们的杂染是否真的都除去了。”  
 
        §“守苦行戒的目的是为了磨灭你的杂染。如果你是为了给人以良好印象而守苦行戒，不如不
守。”  
 
        §关于作为禅定助缘的断食:“对有些人来说，是有益的，对有些人来说，效果正相反——越断
食，他们的杂染越强烈。断绝给色身饲食 ，不等于也断绝给杂染饲食，因为杂染不来自身，它们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FuangAwareness.htm (19 of 42) [12/31/2010 10:49:36 PM]



知之心觉-阿姜放

来自心。" 
 
        §“在一段经文中，佛陀问道:‘日与夜，逝去了、逝去了。你在做什么?’你对他的问题怎么
答?”  
 
        §“如果你在自己的修行合格之前教导别人，你做的事害多于利。”  
 
        §“训练禅修者，好比训练拳击手: 你出拳时，力度不要超过他能够承受的。当他反击你时，
就会用尽全力。” 
 
        §我第一次作佛法开示前，阿姜放告诉我:“假装你手里拿著一把剑。听众当中有谁对你有批评

的想法，就把他们的头砍去。” 
 
        §我初到达摩萨地寺的时候，由于路面条件远不如后来，而且弯道更多，因此从曼谷到寺里
要花一整天。有天晚上，一位妇女来访，她租了一辆车，从曼谷开了一天，来这里向阿姜放请教
她与家庭之间的种种问题。经过两个小时的咨询，她乘著那辆出租车，又一路赶了回去。  
        她走后，他对我说:“住在这里有一件好处: 我们如果住在曼谷附近，那些手里空闲时间多、又
不知怎么用的人，会来闲扯一整天，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过在这里，当人们费了大工夫出门时，
就表明他们真正想得到我们的帮助。无论花几个钟头跟他们谈话，都不算浪费时间。” 
 
        §“人们来看我时，我让他们先坐禅，学会把心静下来。那时，我才让他们谈想谈的其它事。
如果你试图在他们的心尚未静下来时讨论事情，他们不可能懂。” 
 
        §“如果人们脑袋里得了主意，以为自己已经开悟而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时，不要浪费口舌去纠

正他们。如果他们对你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你越试著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越固守己见。如果他
们信任你，只要一两句话，就会醒悟过来。” 
 
        §有一次，一位跟阿姜放同住的比丘，得到父亲的来信，要他还俗、回家、继续学业、谋得
一职、成家、和世人一样过一种正常的幸福生活。这位比丘对阿姜放提起这事，后者说:“他说这

种幸福是特别的，不过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幸福? 是你出家时离开的同一堆臭物。难道就
没有比它更好的幸福么?” 

 

禅修
 
        §有很多次，人们告诉阿姜放，他们的生活当中工作与责任太重，没有时间禅修。有很多
次，他会回答:“你以为死后会有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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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学的，只是 禅定用词[业处]:‘佛陀'。至于任何其它你可能去学的领域，它们永远也
学不完，也不能带你超越苦。不过，一旦‘佛陀'学完，那就是你得到真正喜乐的时候。” 
 
        §“心不静，那就是它匮乏，被困难重压的时候。它把鼠丘变成大山。不过，当心静止时。就
没有苦，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事。根本没有大山。心里多事时，那只是杂染多，使心受苦。” 
 
        §“如果你一心一意做任何想做的事，必然会成功。” 
 
        §“你在观想‘佛陀'时，不需要臆测你的禅定是否会成功。如果你用心做，必定会成功。出来
扰乱你的不过是些诱惑势力，出来表演一番。不管演的是什么，你只需要看著——不必跟著一起
上台。” 
 
        §“真正重要的是，使你的见与真相一致。一旦你的见端正起来，心就会立刻静止下来。如果
你的见不端正，一切马上出错。修行所需要的一切——呼吸、心——已经在那里了。因此，试著
使你的见与呼吸达成一致，你就不需要在禅修中费太多气力了。心会静下来，达到安止。” 
 
        §“心好比一个国王。它的种种情绪好比他的臣子。不要做一个轻易被朝臣左右的国王。” 
 
        §有一群学习阿毗达摩的居士一起来找阿姜放，想试一试他的修心教法，可是，当他要那些
人坐下来，闭上眼，专注呼吸时，他们立即退却了，说自己不愿修定，怕会卡在禅那境界，结果
重生在梵天界。他回答: “有什么好怕的? 连不还果者也重生在梵天界。不管怎样，重生梵天界也
比重生为狗强啊。” 
 
        §阿姜放教禅修时，不喜欢事先拟定计划。一把开头步骤解释完，就让弟子们当著他的面开
始坐禅，接下来把那些步骤带回家练习。如果禅修过程中出现什么事，他会解释如何应付，接著
继续教下一步。  
        有一次，一位认识很多禅修导师的居家人来与阿姜放讨论佛法，问了他许多高深的问题，意
在测验他的修证层次。阿姜放反问他: “你自己的禅修中已经有这些体验了吗?”  
        “不，还没有。”  
        “那么，我宁可不讨论这些，因为在它们对你还不是现实时，如果我们讨论它们，那只是理
论，不是真法。” 
 
        §有一位禅修者注意到自己的禅修在阿姜放的指导下进步迅速，于是便问下一步是什么。阿
姜放答: “我不会告诉你。否则你会变成那种奇人——自己还没有见过，就知道一切，自己还没有
试过，就掌握一切——你继续修，自己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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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的路子是不能预定的。心有它自己的步伐与阶段，你得让禅修跟它们保持一致。只有
那样，你才能得到真正的果报。否则你会变成一个夹生的阿罗汉。” 
 
        §“不要把你的禅修体验记成日记。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开始为了这事那事的发生好让你在日
记里写下来而禅定。结果除了你造作出来的那些事，什么也得不到。” 
 
        §有些人禅修不敢太认真，怕走火入魔，不过正如阿姜放有一次说: “你若想善修禅定，必须

得热衷禅定。至于出现什么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真正可怕的是，你修得不够，那些问题根本
没有显露出来。”  
 
        §“别人只能教你外在的表面，至于内在更深的层次，只有你能给自己定下规矩。你必须划定
界限，随时保持念住，记得自己在做什么。就好比有一位导师无论大庭广众下，还是私密场合
中，到处跟著你、监护你，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确保你走正道。如果你的内在没有这种导

师，这个心必然偏离正道，惹事生非、满城行窃。” 
 
        §“坚持来自确信，明辨来自念住。” 
 
        §“修行的坚持是心的问题，不是姿势的问题。换句话说，不管你做什么，要使你的念住持
恒，不让它出空档。不管做什么活动，要确保心继续做它的禅定工作。” 
 
        §“开始坐禅时，你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心安顿下来，不过时间一到，马上就站起来，把它给扔
了。这就好比一步一步好不容易沿著梯子爬到二楼，接著却从窗口跳了出去。” 
 
        §一位女军官在玛古寺跟随阿姜放坐禅，直到她的心似乎达到格外的喜乐、明亮。可是当她
回到家里时，不但没有试图保持那个心境，反而坐在那里听一位朋友诉苦，直到连她自己也感到
抑郁起来。几天后她回到玛古寺，对阿姜放讲述了这件事。他回答:“你拿金子换来了大粪。” 
 
        §另一位弟子几个月不见，回来告诉阿姜放: “我不来的原因是，我的老板把我送去夜校读了
一个学期，因此根本没有时间禅修。不过现在课程学完了，除了坐禅我什么也不想做——不想工
作，不想上学，只想让心静止。”  
        她以为，阿姜放听自己仍然如此热心禅修一定很高兴，可是他让她失望了:“那么说你不想工
作——那是杂染，不是吗? 谁说人们不能一边工作、一边禅修?” 
 
        §“你要知道，禅定不是一个使心虚空的问题。这个心必须得做工作。如果你使它空著，那么
任何事——好的坏的——都可以闯进去。这就好比让你家前门大开著。什么都可以信步走进

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FuangAwareness.htm (22 of 42) [12/31/2010 10:49:36 PM]



知之心觉-阿姜放

 
        §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连跟著阿姜放修了几天禅定，有一天终于问他: “为什么今天的坐禅不如
昨天好?”  
        他答: “禅定好比穿衣。今天你穿白的，明天穿红的、黄的、蓝的，等等。你得变化。不能老
穿同一套衣服。因此不管穿什么颜色，只要对它有觉知。不要对它抑郁或者兴奋。” 
 
        §这位护士几个月后，在坐禅当中，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宁静清明之感，她觉得恶劣情绪似
乎再也不会渗入内心了。但不出所料，不良情绪后来照样回来了。她对阿姜放提到这事时，他
说:“要像养育孩子一样照料心。它必定有坏日子，也会有好日子。如果你只想要好的，必然会出
麻烦。因此你得中立:不要介入好的和坏的。” 
 
        §“禅修顺利时，不要兴奋。不顺利时，不要抑郁。只要留意去看，为什么好，为什么坏。如
果你能这样善于观察，要不了多久你的禅定就会修成一门技能。” 
 
        §“万事有赖你观察的功力。如果它们粗糙草率，你只能得到粗糙草率的果报。你的禅定没有
进步的指望。” 
 
        §有一天，一位女青年跟著阿姜放坐禅，一切似乎进展顺利。她的心清明、放松，她可以按
照阿姜放的指导，逐步观照体内的元素，毫无困难。可是第二天，诸事不顺。结束时他问她: “今
天进行得怎样?”  
        她答: “昨天我感觉自己很聪明，今天却感觉自己很愚笨。”  
        于是他再问她: “这个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是不是同一个?” 
 
        §有位弟子来跟阿姜放抱怨说，自己已经修了多年，仍然什么也没得到。他立即答道: “禅修
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禅修是为了放开。” 
 
        §那位女裁缝，在跟随阿姜放禅修几个月后，告诉他，自己的心似乎比开始禅修前更乱。“当
然，”他告诉她:“就好比你的房子。如果每天擦亮地板，就会受不了上面有一点点尘土。房子越干
净，你越容易看见尘土。如果你不使心保持擦亮的境界，即使让它出去睡在泥地里你也不会不舒
服。不过一旦你得以在擦亮的地板上睡，那么即使只有一丁点灰尘，你非得把它扫去不可。你不
能容忍脏乱。” 
 
        §“如果你为他人的禅修体验而兴奋，就好比为他人的财富而兴奋。你从中得到什么? 还是注
意培育你自己的财富吧。” 
 
        §“慈与悲，如果没有舍作为后盾，会导致你受苦。那就是为什么需要有禅那的舍支才能圆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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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定，必须是正定: 在任何时候都处于恰好、平衡。无论你作什么——坐、立、行、卧
——不要让它有任何上下起伏。” 
 
        §“定: 你必须学会怎么达到、怎么维持、怎么利用。” 
 
        §“一旦你抓住这个心，它将住于当下，不滑落到过去未来。那时，你就能够使它按你的意愿
做任何事。” 
 
        §“当你达到能抓住禅定的地步时，就像风筝终于抓住了风。它不会想降下来。” 
 
        §一天晚上，达摩萨地寺一次集体劳动之后，阿姜放带著居家弟子们上山来到佛塔坐禅。这

群人中的一位妇女因为做了许多事，感到精疲力竭，不过出于对他的尊重，仍然参加坐禅。她坐
在那里，意识越来越弱、越来越小，直到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阿姜放碰巧走过，他说:“不要怕
死。每一次出入息你都在死。” 
        这句话给了她驱除疲劳、继续禅定的力量。  
 
        §“禅修是在练习死亡，使你能够把它做得正确。” 

 

呼吸
 
        §我父亲来访达摩萨地寺时，我说服他与阿姜放一起坐禅，由我担任翻译。开始前，我父亲

问，他是基督徒这件事，是否对禅定有障碍。阿姜放向他保证说不会: “我们将专注呼吸。呼吸既
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基督教，或者任何人。它是全世界的共同财产，人人都有权观察它。因此
试着观呼吸，直到你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心，了解你自己的心。那时候你属于什么宗教，就不是个
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谈论心，而不是讨论宗教。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互了解了。” 
 
        §“你在禅定中做任何时，把它与呼吸连接起来，因为那就是我们正在培育的整个技能的基
础。” 
 
        §“捉心，就好比捉鳗鱼。如果你只是跳到泥里猛抓一通，它们会想方设法地滑走。你必须找
件它们喜欢的东西——比如像人们把一只死狗放在一只大陶罐里，再把它埋在泥里。不一会儿，
所有的鳗鱼都游到罐子里吃狗肉，接下来你只要把手堵在罐子口，看看，你就捕到了鳗鱼。 
 
        “心也一样。你必须找一件它喜欢的东西，因此尽量让呼吸舒适，直到它在全身感觉舒适的
地步。心喜欢舒适，因此它自己会来，接下来就容易捕捉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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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在任何时刻觉知呼吸，那么喜乐就是你的。人界、天界、涅槃都在这个呼吸里。如
果你被其它事干扰而走神，喜乐就会从你的指间溜走。因此你必须学会如何在任何时刻观察呼
吸。注意它过得怎样——不要把它扔下，让它自生自灭。当你懂得它的生活方式——坐、站、
行，一切时，你就能够从中得到你想要的。身体有身轻安，心有心轻安，常有喜乐。” 
 
        §“要知道，这呼吸能把你一路带到涅槃。” 
 
        §“第一步只是如实地观察呼吸。你不必在那里对它鼓捣太多。只要随着入息想‘佛'，随着出
息想‘陀'。不要强迫呼吸，或者迫使心进入一种恍惚呆滞状态。只是在那里小心地守着每一次呼
吸。” 
 
        §“怎样用你的观察力熟悉呼吸? 问你自己: 你了解呼吸吗? 呼吸是在那里吗? 如果看不见呼吸
[气]是不是真的，再接着看，直到看见它就在那里，一清二楚。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是，那就继续。就是这么回事。只要行事继续真实、不虚，你的禅定一定会进步。它会越
来越有力，心会静下来。只要明确自己正在做的事。不要多疑。如果你连自己的呼吸也要怀疑，
那就再没别的法子了: 你会怀疑一切。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确定。因此，无论你做什么，要直
接、真实，因为一切都归结为你是否真实。  ” 
 
        §“一旦心跟着呼吸时，你就不必在心里重复‘佛陀'了。就好比招呼你的水牛。一旦它来了，
何必继续叫它的名字?” 
 
        §“使心与呼吸[气]成为一体。不要让它们分开。” 
 
        §“不要做泥沼地里的柱子。你见过泥沼地里的柱子么? 它前后摇摆，总也站不稳。不管你做
什么，要牢固、一心。就像你专注呼吸一样: 使心与它合一，像一根牢牢固定在磐石里的柱子。” 
 
        §“要像红蚁咬人那样抓紧呼吸: 即使你把它的身体一直扯到与头部分开，那个头还是紧咬不
放。” 
 
        §我最初听阿姜放讲‘抓住'呼吸时，没有听懂。坐那里绷紧身体，想抓住它，不过这只让我感
到疲倦、不适。后来有一天，我坐公车去玛古寺时，在车上入定，发现如果我让呼吸顺着它自己
的轨迹走时，舒适多了，心不会从那里跑开。到达玛古寺时，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人，我跑去批
评他: “为什么你说要抓紧呼吸? 越抓紧，它越不舒服。你必须让自然流动。” 
        他笑了起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抓住它，指的是，你粘着它、跟着它，确保自己不从那
里游荡出去。你不需要挤压、强迫、控制它。不管它是什么样子，只要连续地观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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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你真正懂得呼吸的地步，不单是你对它有觉察而已。” 
 
        §“观呼吸是因，升起的喜乐是果。尽量把注意力放在因上。如果你不管那个因，却对那个果
得意忘形起来，它将会耗尽，到头来你什么也得不着。 
 
        “你专注呼吸时，要以得到多少乐感为衡量标准。如果呼吸与心同时有喜乐，你做得不错。
如果呼吸与心哪一个感觉不舒适，那时你必须作一些调整。 
        “你禅定时，主要一件事是仔细观察。如果你感觉不舒适，要变化呼吸，直到你感觉好起
来。如果身体有沉重感，就要观想传播呼吸[气]，使身体感觉轻盈起来。告诉你自己，呼吸可以
从你每一个毛孔进出。” 
 
        §“书上说，专注身体各个部位的呼吸感，这个意思是，专注凡是体内一直存在着的觉受。” 
 
        §“呼吸可以作为心的安止处，也可以作为心在主动观察的对象。当心不愿意安定下来时，说

明它想运动。因此，我们给它工作做。我们使它扫描身体，观想各个部位的呼吸感[气感]，看看
它们与出入息如何关联，看看哪里能量平顺流动、哪里有阻碍。不过，要确保你的心不游荡到体
外。让它在内部转，不要停，直到它累了。一旦它累了，你就可以给它找个安止的地方，不需要
你强迫，它自己会停在那里。” 
 
        §“使呼吸粘稠起来，接着观想它爆发开来，充满全身。” 
 
        §阿姜放有一次告诉一位喜欢做喻伽和有氧健身操保持健康的弟子: “改用呼吸[气]保持健康。
坐下来禅定，把呼吸传播到全身每一个部位。心会得到训练，身体会强健起来，不需要把它扭曲
成结，也不需要让它蹦来蹦去。” 
 
        §一位跟随阿姜放习禅的八戒尼，从小身体不佳，经常生这个病那个病的。阿姜放告诉她: 
“每天早晨你醒来时坐禅，给自己作个体检，看看那些疼痛在哪里。接着用你的呼吸治疗它们。
大痛会变轻，小痛会消失。不过，不要对它们是否消失看得太重。无论发生什么，继续检查身
体，调节呼吸，因为重要是，你在训练你的念住守着呼吸，达到它有足够力量超越疼痛。 
        “调整呼吸，直到它彻底均匀。如果你看见一道白光，把它带入体内，让它朝每一个毛孔爆
发出来。心会寂止，身体会失去重量。你会感到全身发白发亮，你的心会有自在。” 
 
        §“当呼吸充满身体时，就好比水一直灌到水缸的边缘。即使你试图再灌，它只能容纳那么
多。恰恰正好。” 
 
        §“禅定需要喜——一种身与心的充足感——作为润滑剂。否则会枯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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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坐时，必须一步一步地放开。像他们去星际太空: 太空舱必须逐节释放助推火箭，才
能够到达月亮。” 
 
        §“当心真正就位时，你可以放开呼吸，它哪也不会去游荡。就好比灌水泥: 如果水泥还没有
凝固，你不能把板模拿走，不过一旦凝固了，它就会呆在那里，不需要任何模子了。” 
 
        §“传播这个呼吸[气]，直到身与心如此轻盈，身感根本就不存在了——只剩下觉知本身。心
将如澄澈的清水一样明净。你朝下看那个水，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脸。你就能看见你心里在发生什
么。 ” 
 
        §“当呼吸充足、寂止时，你把它放开。接着你观想体内的其它每一种元素——火、水、地
——逐一观想。当它们都清楚了，你把它们放到一起，也就是，平衡它们，不让身体太热、太
冷、太重、太轻; 各方面恰到好处。现在你把那个放开，守着所谓的‘空间'。这就是你转过来看觉

知本身的地方，也就是‘识'元素。一旦心像这样合一起来，你接着可以放开那个‘合一'，看看还剩
下什么。  
        “等到你能做这一步时，你就修练出入于各个阶段，直到熟练，随着你这么做，能够注意各
种心态。那就是明辨开始升起的地方。” 
 
        §“观你自己时，必须先观六元素。你把它们拆开，再把它们放回到一起，好比你学ABC，把
它们组成词语。过了一阵，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造出任何字了。” 
 
        §“你要给予充足时间，保证这个基础打得牢固。一旦牢固了，无论你想在上面造多少层楼，
都能够迅速造起来，而且稳定不动。” 
 
        §“你说它容易，那么是的，它是容易。你说它难，它就难。完全取决于你。” 
 
        §“阿姜李在他的方法二当中描述的呼吸禅定的基本步骤只是修持的主要纲要。置于细节，你
必须用你自己的才智对这个纲要轮廓作变异，使它适合你的体验。那个时候你才会得到结果。” 
 
        §“书上说，呼吸禅定对人人有益，不过并不真正如此。只有当你小心谨慎，才能得到观呼吸
的果报。” 
 
        §“有一位著名的禅修导师曾经批评阿姜李:‘为什么你教人观呼吸? 有什么可观的? 无非是一进

一出。那样观，怎么能得到明辨?’他回答:‘如果那是他们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他们将得到的一
切。’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观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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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辨的人，任何东西拿来都可以善加利用。” 

 

禅相
 
        §有一年，阿姜放在曼谷因皮肤病看中医，住在阿育王寺，一群八戒尼与在家众每晚来跟他
学禅定。其中有人向他报告自己在禅定中看见的这个那个视相，最后一位八戒尼抱怨道:“我知道
自己没有走神; 我一直跟著呼吸，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有视相?”  
        阿姜放回答说:“你知道你很幸运吗? 那些有视相的人，总有这个那个的形像进来干扰。你没
有旧业来干扰禅定，可以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修心上，不必卷入其它事情。”  
 
        §“对看见视相的人，不要有什么神奇感。视相不是别的，只是些梦境。它们有真有假。你实

在不能信任它们。”  
 
        §有位曼谷家庭主妇跟阿姜放学禅定，听他的其他弟子说，没有视相的路是直路。恰好她自
己在禅定中时常出现视相，于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路如此曲折。在向阿姜放请教时，他告诉

她: “禅定中有视相，就好比你走的路，边上有茂盛的草丛。你可以一边走一边采，路上有点东西
可吃，你会和别人一样到达终点。对其他人来说，他们看见了草丛也许不采，或者根本没看见，
他们的路穿过的是荒地。”  
 
        §“修定者分两类: 心入定后，一类人有视觉禅相，一类人有体感禅相。前一类就是那些看到
人、兽或其它形像的人。  
        “第二类人没有视觉禅相，但他们心入定后，身体会有不寻常的觉受: 重、轻、大、小，等
等。这些人观色身元素时，会有不同的觉受: 温暖、清凉、沉重、虚空，等等。教这类人禅定
时，我不太担心，因为他们的路上没有多少危险——除了在禅定中因为没有看见什么而气馁的危
险。  
        “我担心的是前一类人，因为他们有许多危险。视相会引导他们急于得出各种各样的错误结

论。不学会处理视相的正确方法，会给绑住，永远不能超过那个境界。”  
 
        §“对于视相——或者禅定中出现的任何事物: 不是要你一概不理睬，因为某些种类的禅相带

著重要的讯息。当这样的事物显现出来时，你得调查它们是怎么显现的、为什么显现、有什么目
的。”  
 
        §“有视相的人，好比手持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小心。显现出来的视相既有它们的用处，也
有它们的危险。因此要学会怎样把它们的功能挤出来，把危险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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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假如弟子在禅定中看见自己的身体，阿姜放会让他们把身体分解成四元素: 土、
水、风、火; 或者分解成三十二个基本成分，接著对它点起火来，直到烧成灰烬。同样的视相重
现时，以同样方法对付，直到他们做起来敏捷娴熟。  
        他有一位八戒尼弟子，每天修这个方法，可是一旦她把身体分解成三十二个部分，准备点火
烧时，另一个身体形像又在前一个旁边冒了出来。她一准备火化第二个身体，旁边又出现一个身
体，就这样排成队，像是盘子里排著队准备烧烤的鱼一样。她看著这些身体，实在厌烦继续做下
去，但对阿姜放提起此事时，他却说: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你厌烦[轮回]，但不要厌烦修
练。”  
 
        §对付禅定中所见到的自己身体形象，阿姜放传授的另一个修法是: 专注它在子宫里的第一
周、第二周、第三周，等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如此下推，直到出生的第一天; 接著看出生后
的第一月、第二月、第一年、第二年，等等，一直到衰老、死亡。  
        有位妇女在尝试这个办法，可她觉得这样修太慢了，便改为以五年、十年为观想的间隔。阿
姜放得知后，告诉她:“你跳过了所有重要的步骤，” 接著他又订了一套新的规则:“观想你的头，然
后想著把头发一根一根地拔出来，放在你的手掌上。看你能拔出多少根。然后，再把它们一根一
根地种回去。如果你还未种完，不要离开禅定。如果你想把头发一束一束地拔起来，也可以。但
是你必须把它们一根一根地种回去。如果想得到任何利益，你必须这样细修。”  
 
        §有一位弟子问阿姜放:“为什么我在禅定中得到的直觉，闪现如此短暂，不让我把整个图像看
清楚呢?” 他回答:“放唱片时，如果想要听到整段内容，唱针必须连续地往下压。如果不连续下
压，你怎么能指望觉知任何事?”  
 
        §另一位弟子在跟著阿姜放坐禅时，在定境中看见一个死人的形像，请求分享一点她修行的
福德。这让她感到悚怯，于是告诉阿姜放:“师父，我的面前有一只鬼。”  
        “那不是一只鬼，”他回答，“那是一个人。”  
        “不，那真是一只鬼，”她坚持说。  
        “如果那是鬼，”他说，“那你也是鬼。如果你当他是人，那你也可以是人。”  
 
        §之后，他告诉她，如果再遇见那样的事，要传播慈心，那个形像就会离去。从那时起，她
在禅定中一看见死人的形像，立即就照这个办法做。阿姜放得知后，教她:“等一等。不要那么急
著把他们送走。首先， 看一看他们处在什么境况，然后问一问他们，是造了什么业才变成那样。
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开始对法得到一些洞见。”  
 
        §几周之后，她的视相中出现一个憔悴的女子，手中抱著一个幼小的孩子。那位女子只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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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破衣，孩子在不停地哭泣。弟子问那位女子，她做了什么才变得如此悲惨，回答 是，她试

图堕胎，结果自己和孩子都死了。听了这件事，这位弟子不禁深感同情，可无论她传送多少慈
意，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的业如此之重。  
        她十分不安，于是把此事告诉了阿姜放。他答:“无论他们接受你的帮助与否，是他们的事，
不是你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业，有些人目前是帮不了的。你施予自己所能给的，但不必回头

调查结果如何。尽你的责任，到此为止。他们请求你的帮助，你施予力所能及的。他们显现出来
让你看，使你对业的果报了解更多。那就足够了。你做完后，回到观呼吸上。”  
 
        §她继续照阿姜放的教法去做，直到有一天，她想到:“如果继续这样施予、施予、施予，我自
己会不会一无所存?”当她把自己的疑问告诉阿姜放时，他板著脸看了她一眼说:“唉，你的心胸狭
窄起来，真够可以啊。”接著他解释说:“慈心不是一件东西，像钱那样越施予、剩下越少。它更像
是你手里一根燃著的蜡烛。这个人请求用你的蜡烛点亮他的，那个人请求点亮她的。你点燃的蜡
烛越多，人人都会增添光明——包括你自己。”  
 
        §过了一段时间，她在视相中看见一个死者请她告诉他的子孙，以哪些方式行福德，然后回
向给他。于是在她离开定境后，请求许可去告诉那个死者的子女，但阿姜放说:“为什么? 你又不
是邮差。即使你是，他又没有钱付工资给你。你有什么证据拿给他们，说明你讲的是真事? 如果
他们相信你，你会得意起来，以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神通力。走到哪里，你会不停地沾沾自喜。
如果他们不相信你，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师父，说什么?”  
        “他们会说你不正常。”  
 
        §“视相有真有假。因此任何时候你看见一个视相，要稳坐不动，观察它。不要被它拖走。 ”  
 
        §“你要像看电视那样，只是看著，不要给拽进光屏里去。 ”  
 
        §阿姜放的一些弟子有时在禅定中看见自己或友人的前世，对此十分兴奋。当他们向阿姜放
讲述自己的视相时，他警告说: “你不会还纠缠在过去吧? 假如还那样，就太愚蠢了。你已经重生
无数次了。要是把你过去的白骨堆起来，比须弥山还高。把你过去为了那些大苦小苦所流的泪加
起来， 比海水还多。你以真正的明辨这样观想，就不会对重生有什么喜乐感。你的心会瞄准涅
磐。”  
 
        §1976年，阿姜放收了一大批新弟子。其中有一人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在禅定中问自
己。得出的答案是，阿姜放在某个前世有许多子女，如今重生为他的弟子。  
        当她离开禅定后，问他为什么是这个情形，以为他会告诉她，他在前世是一位妃嫔众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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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是他却说:“我大概是海里的一条鱼，一次下了谁知道多少个鱼子。”  
 
        §有天晚上，一位教师在家里坐禅，开始回忆起前世，一直回朔到阿育王时代。在视相中，
她看见阿育王为了一项宫廷礼节的轻微违犯，无情地责打她的父亲。第二天早上，她把自己的视

相告诉了阿姜放，显然因为自己视相中所见，仍然对阿育王盛怒不已。  
        阿姜放既未证实、也未否认她的视相的真实性。而是针对她当下的愤怒，说道:“你看，你一
直背负著这个怨恨，长达两千多年，它让你得到了什么? 去，在心里请他原谅你，然后把这事了
结了吧。”  
 
        §“多数人不记得他们的前世，是件好事。否则事情会比现在还要复杂得多。”  
 
        §有位妇女，在还未成为阿姜放的弟子之前，在家里自己坐禅时，在视相中出现一个句子
——有点像巴利文，又不完全像。于是她把它描下来，从一家寺院到另一家寺院，请不同的比丘
为她翻译。没有人能做到，直到后来遇见一位比丘，告诉她那是用阿罗汉的语言写的，只有阿罗

汉才懂得说的是什么。接著他居然厚颜地为她翻译，之后告诉她，以后视相中出现其它句子，也
可以拿去，他会为她解说。  
        她对此说并不完全相信，在初次见到阿姜放时碰巧提起这件事。他的反应是:“什么? 阿罗汉

的语言? 阿罗汉的心已经超越了常规。那样的心有什么样的语言?”  
 
        §“世人多数不喜欢真相。他们宁可要假相。”  
 
        §有时阿姜放的一些弟子在视相中得到这种或那种知识，于是得意起来，但他却不批评他
们。有一天那位女裁缝师问他，为什么他不提醒这些人，他们的修行已经走偏了。他告诉她:“你
得看他们的成熟程度。如果他们真正成年了，你可以对他们直言。如果他们的心还是幼儿，你得
让他们玩一阵，好比孩子得到一件新玩具。如果你对他们太严厉了，他们也许会气馁，以至于彻

底放弃。随著他们成熟起来，自己会开始了解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  
 
        §“不要管过去未来。只管住于当下——那就足够了。而且，即使那里是你该住的地方，也不
该抓紧它。那你为什么觉得应该在那些不该住的地方抓紧事物?”  
 
        §要知道，即使你是自己的视相，也不应当相信，那么，为什么还要去相信别人的视相?  
 
        §“假如你不能放开你的视相，永远不能获得解脱。”  
 
        §有个弟子问阿姜放: “在视相中看见什么东西时，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  
        他答: “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常规意义上的真。你必须使心同时超越真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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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的目的是使心清净。其它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游戏与娱乐。 ” 

 

接近觉知
 
 
        §“不管你体验到什么，只要对它有觉知。你不必模拟它。原始的心是无相的。它是对一切的
觉知。但是一旦与内在，外在的事物作了接触，它们就使念住出一段空档，使我们放开觉知、忘
记觉知本身、而呈现出随后而来的事物的所有特征。接着，我们随之相应地动起来——变得快
乐、悲伤，等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拿着俗定真理，紧抓不放。如果我们不想受它们的影
响，必须一直守着原始觉知。这需要有强大的念住。”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感到世界待自己不公平，于是去见他，希望寻求慰藉。他告诉她:“有什么
可以感到不公平的? 你是那个被冲击你的事件影响到的人，就是这么回事。想一想发生的事，你
会看见，心是一件分开的东西。各种事件来来去去，为什么受它们的影响? 使你的心，只守着那
个单纯的觉知，这些事来就来，不久它们会离去，因此为什么跟着它们?”  
 
        §“到底有什么真正是你的? 死时，这些东西一样也带不走，为什么浪费时间想要任何东西? 
没有什么是你必须想要的。使你的心静止。使它合一。没有必要关心自己或别人的成就。只要保
持觉知，就足够了。” 
 
        §“无论什么击中你，只让它走到‘觉知’这一步。不要让它一直进入心。” 
 
        §“你需要的，只是使你那个单纯的觉知保持坚实、有力，那样就没有什么能够压倒你。”  
 
        §“随时守着你的觉知本身——除了睡觉时。一醒过来，立即住于觉知，要不了多久，明辨就
会升起。”  
 
        §一位跟阿姜放习禅的妇女，修到后来，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在行动、一个在观看。
无论坐禅与否，她都有这个感觉——以至于根本不想坐禅了，因为她觉得坐与不坐没有什么区
别。她向他请教这件事，他告诉她:“如果你不想坐禅，就不必坐了。只要随时保持这个‘观察
者’的感觉就行。闭眼而坐，只是外在的俗定。只要继续观察。当心与身这样分开时，身是不能
够对心施压的。如果身能够对心施加压力，那么心就必得受身体发生之事的影响。”  
 
        §“正确的觉知必须与呼吸成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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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觉知，意思是指杂染一升起就觉察到，指明见杂染，不随之行动。”  
 
        §“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任何记号。什么也没
有，甚至自我也没有。所谓自我，只是一个俗定的感觉而已。”  
 
        §“一旦觉知坚实起来，你必须超越它。” 
 
        §1978年，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必须迁居香港，于是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禅修中心。他在
一封来信中，请求阿姜放写下禅修要点。他收到的复函如下:   
 
        “专注所有六元素: 地、水、风、火、空间、意识。当你熟悉了每一种元素时，把它们熔为一
体，专注它们，直到它们稳定、有力。你的能量会聚集起来，直到身与心都有充沛感。当物质元
素平衡、和谐时，它们会充沛起来，心自然会放开它们，转向合一。元素会合一，心会合一。现

在，你把注意力转向心。专注心，直到对它有全面觉知。接着放开那个觉知，连同你得到的知
见，就不剩下什么了。连你所觉知的当下事件也放开。那时，直观明辨将会升起，禅修达到终

点。”  
 
        §一天夜晚，阿姜放带着他的一群弟子，爬到达摩萨地寺的坡顶佛塔里坐禅。朝南望过去，
在漆黑的夜色下，可见远方海域内渔船的灯亮。他评论道:“位于这样的高处时，你可以看见一
切。”对一位在场聆听的妇女，这句话有着特殊寓意，因为她知道，他指的不止是山坡上的景
观。 

 

观察
 
        §“对你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的原因。你善巧观想，懂得它的因之后，就能够超越它。”  
 
        §我们的杂染已经让我们受够了苦。现在轮到我们使它们受苦了。  
 
        §有两种人: 一种爱思考，一种不爱思考。不爱思考的人开始禅修时，你必须迫使他们观想事
物。不迫使，他们只会像树桩一样卡在定境里，什么进步也没有。至于那些爱思考的人，他们实

在必须强迫自己把心静止下来。不过一旦把握了止，就不必迫使自己观了。不管什么触击心，他
们必然会立即观。”  
 
        §能够把杂染放开的明辨，是一种特别的明辨，不是普通的明辨。如果要放开，它需要以定
力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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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洞见升起，你必须用自己的策略。不能用别人的策略，期望得到同样的果报。”  
 
        §“洞见升起时，不要试图记忆。如果是真的洞见，它们会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试图把它们记

住，就会变成标签与概念，妨碍新的洞见升起。”  
 
        §一位新加坡的禅修者一次给阿姜放写信，描述他如何把佛陀的教导应用于日常生活: 不论他
的心专注什么，总是试图把它看成是无常、苦、非我。阿姜放让我写一封回信说:“事物是否说过

它们是苦、无常、非我? 从来没有，因此不要那样怪罪它们。专注那个给它们贴标签的东西，因
为那里才是错误发生之处。”  
 
        §“即便你的见也许是正确的，如果执取它们，就错了。”  
 
        §一位海军中尉的妻子在家里禅修，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阿姜放大肆责骂一顿。
无论她多么努力地排除这个想法，就是不成功。几天后，她前去请求他的原谅，他告诉她:“心可
以想好的念头，为什么不能想坏的念头? 不管它在想什么，只要观察它——不过如果是坏的念
头，要确定你不按照它行动。”  
 
        §一位高中生有一次说，在禅修中，如果他的心想到好的念头时，他会让它们通过，但如果
想到坏的念头时，就马上终止它们。阿姜放告诉他:“只要观察它们。看是谁在想好念头、坏念
头。好坏念头自己会消失，因为它们受无常、苦、非我三特征的支配。”  
 
        §“如果心要想，让它想，但不要受它的想法支配。”  
 
        §“杂染好比浮萍。你必须把它们推到一边去，才能看见下面的清水。如果你不能连续地把它
们推开，它们就会挪进来再把水盖住——不过至少你知道，下面的水是清的。”  
 
        §有位妇女对阿姜放抱怨说，她已经禅修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不能斩断任何杂染。他笑了
起来，说:“你不需要斩断它们。你以为能斩断么? 早在你来之前，杂染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了。你是那个来找它们的人。无论你来不来，它们自己存在著。谁说它们叫杂染? 它们把名字告
诉你了? 它们只是自行其道。因此，试著熟悉它们。同时看它们的利与害两个侧面。”  
 
        §一天，阿姜放对一位新弟子解说如何观察杂染的升起、落下。碰巧她读过大量的佛法书

籍，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其只是这样观察它们，难道我不应该试图拔除它们吗?”  
        “如果你一心想拔除，”他回答，“它们的果可能会落到地上，又开始长起来。”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告诉他，自己已经修到这个地步，对遭遇的一切事都不在意了。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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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要你没有碰上直中内在要害的事物，当然可以不在意。”  
 
        §“人人生活中都带著苦、苦、苦，但他们不理解苦，因此不能从苦中解脱。”  
 
        §“懂得苦的人不苦。不懂的人，是那些受苦的人。每一个生命都有苦——只要有五蕴，就得
有苦——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就可以活得自在。”  
 
        §“生病时，你有一个好机会。你可以观察病中升起的痛。不要只躺在那里，而是要一边禅
修。随著痛的升起，观察它。不要让心跟著一起痛。”  
 
        §阿姜放的一位弟子因患癌症而接受钴疗法，后来对麻醉剂发生了过敏反应。医生们束手无
策，于是她提出，试一试不用麻醉剂直接治疗。一开始他们不愿那么做，不过，当她向他们保证

说，自己能够用禅定的力量抵制痛感时，他们终于同意一试。  
        治疗后，阿姜放去医院看她。她告诉他，自己能够令心入定，忍受痛苦，但这使她筋疲力
竭。他告诉她:“你可以用定力抵挡痛感，不过它浪费精力。你必须用明辨[慧]对付它，看清它不
是你。它不是你的。你的觉知是一回事，痛是另外一回事。你能够这样看时，情况会好起来。”  
 
        §几个月后，这位妇女去听一位著名的曼谷比丘说法，讲到生、死、轮回之苦多如海水。她
深受影响，之后去看阿姜放，把这事告诉了他。讲述之间，大海的形像有力地冲击著她，泪水涌
了出来，于是他说:“你现在懂得它是大海了，为什么不干脆跨过去，到达那一边?”那句话足以止
住了她的泪水。  
 
        §“佛陀没有教我们治愈各种疼痛，他教我们全知它们。”  
 
        §“疾病的确能够妨碍你的禅定，不过如果你足够聪明，把疾病作为你的老师，你会看见，身
体是病的巢穴，你不应该执取它，把它当成自己的。那样你就能拔除对身体的执取——因为它里
面没有什么属于你。它只是一件工具，让你用来造善业，尽量偿还旧时的恶业。”  
 
        §“当你专注观察苦时，必须达到精细的层次——直到你看见，苦在你一张开眼看事物时就升
起了。”  
 
        §对一位必须忍受一连串疾病的妇女，他的忠告是:“用你的念住，观身体，直到你能够看得骨
头落下成堆，你能够把它们点起火来，烧得一干二净。那时候，问自己: 那是你的自我吗? 那么为

什么它使你感受苦痛? 那里有任何的‘我’存在吗? 继续观，直到你达到法的真正核心——直到不存
在任何属于你的东西为止。心在那时将会对它得到如实知见，自然地放开它。”  
 
        §“告诉你自己: 我还感受到痛苦的原因是，我仍然有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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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天，死亡会对你降临，迫使你放开所有的一切。因此，你应当早早练习放开，把它
练熟了。否则——我告诉你——到那时就难了。”  
 
        §“你不需要怕死。怕生还好一些。”  
 
        §“你死时，不要让注意力被临终的症状所吸引。”  
 
        §“把心提升到超越它的所知。”  
 
        §“无论什么死，让它死，但不要让心死。” 

 

实证
 
        §对一位禅修遇到难关的弟子的谈话录音。  
        一旦心确立在呼吸上，接著你要尝试把心从它的所缘中——也就是呼吸中——分离出来。要
这样看: 呼吸是一种元素，是风元素的一部分。对呼吸的觉知是另一种东西。因此，你有合在一
起的两件东西。等到你能够把它们分开时——也就是，透过意识到呼吸[气]的本质是一种元素时

——心就能够独立出来。毕竟，呼吸[气]不是你，你不是呼吸。当你能够把事物这么分开时，心
就获得了力量。它从呼吸上被释放出来，对呼吸的每一个侧面都有了智慧。念住充足时，它对呼
吸的所有侧面都有智慧，能够把自己从它们当中分离出来。  
        假若你正在这么修时，你的心有力量，你的念住敏锐，那就是洞见升起的时候。知见在那时

会升起来，让你知道你真的放开了。不过，如果你的念住仍然薄弱，就放不开。只有当你的念住
真正有韧性时，才会有念住与洞见的同时升起。  
        这件事，你一有机会就得观。当你能够把心从它的所缘上分离出来时，它就从它的一切重负

当中获得了自由。因此，把你的注意力就往下放，放在心的部位。使它连续集中在那里，然后观

察呼吸[气]，观察是什么在觉知呼吸。要尽你所能详细观察，最后你会看见，它们相互是分开
的。当它们分开之后，就给了你朝内进一步探索的机会。一旦你观察了这一个元素，你会发现，
你所了解的，适用于其它一切。  
        观呼吸时，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生灵、不是一个人——那么有什么可攀附的呢? 你不能把
它当作你的自我来抓住，因为它自行其道。观呼吸时，你会看见，它没有身——没有头、没有
腿、没有手、没有脚，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点时，你就如实把它放开了。  
        经文中说: Cago patinissaggo mutti analayo——舍离、弃绝、解脱、放开。你从呼吸[气]中搬
出。你撤走对它的关注。你不再把它当作你的家——因为它不是你的。你如实把它放开。你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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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还。不管它有什么，你把它还给自然。所有的元素——地、水、风、火、空间——你还给自
然。你让它们回到来处。当你观察所有这五件东西时，会发现，它们不是一个生灵、不是一个
人，不是我们、不是他们。你让它们全部彻底回归原来的属性。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心，就是觉知这五种元素的那个东西。它现在要和什么住在一起? 把你的
观察力放在觉知[心]这个元素上，如今它独立凸显，什么也不剩下了。检查它，看什么是什么，
那时候另一层洞见将会升起。  
        如果你想要能够如实放开一切事物的洞见，就必须有一种从放开的动作中升起的特别领悟。
如果没有这个领悟，你的放开只是一般的、俗定的标签或辨识。它是世间明辨。不过，当这个特
殊的领悟在放开的动作中升起时——你一放开，果报即刻对你回现，证实、确证发生的是真事
——你知道，已经放开了。接下来你体验到内在的清净。  
        这就称为出世的明辨。当领悟在内心升起，证实你的所知、所为时，那就称为出世明辨。只
要这个领悟没有升起，你的明辨仍然是世间的。因此，你就继续观察，直到所有因缘成熟起来。
等到它们成熟时，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因为出世明辨一升起，就彻底穿透了事物。它一点不像
世间明辨。  
        因此，我们的修行路，就是仔细观察、探索事物。不停地用心观察，直到你达到某个关键

点。当心达到这个地步时，它自己就放开了。之所以这样，是它达到了圆满——内在的佛法达到
圆满——它就放开了。一旦放开，果报立即显现。  
        因此，继续修练。没什么可怕的。你一定会得到果报，毫无疑问。你一直在收获果报。好比
现在，你在这里坐禅时: 你知道，呼吸与心相互舒适。那就是修练的果报。虽然你还没有达到道
路的终点，你在禅修中仍然得到一种舒适与自在的感觉。心与出入息平静相处。只要心与呼吸
[气]不能分离，它们就得继续相互帮助。心帮助呼吸，呼吸帮助心，一直到它们彻底熟悉。一旦
心彻底熟悉了，它就能够放开。当它觉知时，就放开了。只要它不真正地觉知，就不能真正地放
开。  
        这里的意思是，你必须与呼吸亲近、与它在一起、逐渐了解它。随著心对它越来越熟悉，它
将能够解开它对色、受、想、行、识的执取。它的身见[自我观念]——会褪去。这就是通往自由
之道。这个出世明辨一升起，你就自由了。你将能够把自己从那些所谓‘人’、‘我’、‘男人’、‘女
人’、‘我们’、‘他们’等等一切世间的俗定真理当中脱离出来。  
        但是，只要你还不能放开，那么还得依靠这些东西。它们是你的停靠处，不是你的归依。你
们只是一路相互倚靠、相互帮助，使你能够进步。你不能扔弃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就是你的修行
道。只要你坚持修，就不会退步。但是你一松懈，它会立即开始后退。你会被疑抓住，怀疑这个
法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必须连续对心——也就是知性本身——仔细观察。它的本性是觉知。你就看著它。它是对

一切的觉知——它觉知，但还放不开它执持为真的那些俗定认知。因此，你必须把观察集中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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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朝内专注，直到心与它的所缘相互分离。只要继续观。你这样坚持下去，不松懈，疑会逐
渐消褪、消褪，最后你将在内心达到真正的归依，称为“佛陀”的、明察洞穿一切的基本觉知。这

就是作为你的终极归依，在内心显现出来的佛、法、僧。  
        这个时候，你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内在、什么是真正的外在、什么是真正的停靠处、什么是
你的真正依止。你将能够把这些事物区分开来。  
        外在的事物只是停靠处。好比色身: 它是一个停靠处。在地、水、风、火平衡汇集的短暂时

间里，你可以在色身停歇。至于真正的归依，你已经看见了。它就是心的内部、这个基本的觉知
本身。你对呼吸的觉知，是一个层次的归依。当它与呼吸分离时，它是另一个层次的归依。至于
你的真正归依——“佛陀”——那是位于内部更深处的觉知。一旦你达到这一步，就是这么多了。
它就是至高主宰。它的觉知明察、真实、全方位。那就是你内在的真正依止。  
        至于外在的事物，它们只是暂时的支撑，好比一根拐杖，你可以靠一阵。只要还有呼吸[气]
使它们继续活著，你可以利用它们。呼吸不复存在时，就结束了。物质元素分离开来，不再相互
依靠，于是心回到它的真正依止。那是在哪里? 那个“佛陀”觉知到底在哪里? 当我们修练心，使它
自作依止，那时在禅定之心中，将无忧无虑。  
        佛陀自己的探索正是为了这个依止。他教导所有的弟子以自己为依止，因为我们依靠他人只
能是短暂的。别人只是对我们指出这条道。但如果你想要生命中真正真实、良善的东西，你必须

依靠自己——教导自己、训练自己、在各方面依靠自己。你的苦终究来自你。你的幸福终究来自
你。好比吃东西: 你不吃，怎么能饱? 让别人来吃，你是不可能饱起来的。要想得到饱，你必须自
己吃。修行也一样。  
        你不能让自己执持外在的事物。外在事物是无常的。不持久、不可靠。对你如此，对人人如
此。你不在活著的时候与它们分离，就在死的时候分离。你随著每一次出入息，与事物分离。你
不能把你的人生意义建筑在这些事物上——而且也不必要。你就对自己说: 这些东西在世间到处

都这样。世间给予的东西没有什么是长久的。我们不要事情那样，它们就是那样。根本不受任何
人的控制。不仅外在事物如此，你体内的事物也一样。你想要这个色身继续活著，你不要它死，
但是它会死。你不要它变，它却不停地变。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按照佛陀教导的修练技能，训练你的心，使它有力量作自己的依止。你
不必对修行存疑，因为你在修行中需要培育的所有素质在你的内心已经存在。一切形式的善与
恶，都在你的内心。你已经知道，哪条是善道、那条是假道，你只要抓住那条善道。现在，停下
来看看自己: 你是走在正道上么? 凡是错的，不要执持。放开它。过去、未来、别的，放开它，只
剩当下。使心随时在当下保持开放、自在，接下来，开始观。  
        你已经知道，外在的事物不是你，不是你的，但你的内在，还有许多层次你必须审视。许多
层次你必须审视。即使心也不真正是你的。它的内部还有无常、苦的事物。有时它想做这、有时

想做那，它并不真正是你的。因此不要太执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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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蕴,思维构造蕴]是个大问题。有时它形成善念，有时形成恶念，哪怕你知道那是不对

的。你不要想那些事，尽管如此，它们却继续在心里出现。因此，你必须把它们当成不是你的。
审视它们。它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它们不长久。它们是非我的事件，因此放开它们，让它们随
顺自己的本性。  
        那里究竟有什么是持久、牢固、可靠、真实的? 继续朝内看。念住呼吸，就在那里问你自
己。最后你会看见内心里什么是什么。任何时候你对修行有疑惑，或者有困难，就往下专注呼
吸，就在那里问这个心，领悟将会升起，放松你的妄见，助你通过难关。  
        不过，即使这个领悟也是无常、苦、非我。 Sabbe dhamma anatta: 诸法非我。佛陀说，升起
的一切，都是无常、非我。即使心里升起的那些领悟也不恒常。有时它们升起、有时不升起。因
此，不要太执持。在它们升起时，留意它们，接著把它们放开。让你的见变成正见: 恰好、不过

头。如果你的见过了头，对它们紧抓不放，那时它们就对你转成了错，因为你已经忽视了自己正
在做的事。  
        总而言之，你的修行中越有念住越好。随著你的念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圆满，它就变成一
件出世的东西。我们前面提到的出世明辨，就是从你的越来越圆满的念力当中升起的。  
        因此，继续训练你的念住，直到它成为大念住。 

 

解脱
 
        §“我们的修持是逆水、逆流而行。我们去哪里? 去水流的来源。那就是修行之‘因’的那一
面。‘果’的那一面是，我们能放开，得到彻底自在。”  
 
        §“修行的进阶……实际上不同的进阶不会自报名称的。是我们给它们造起名字来。只要你还

卡在这些造作的名字上，永远不会得到自由。”  
 
        §“教导人们时，你必须依照他们的心性与能力教，不过最终他们都来到同一点: 放开。”  
 
        §“涅槃是精细的，需要许多明辨。它不是靠愿力就能达到的。如果我们藉著愿力能达到，世
界上人人早就达到了。”  
 
        §“有些人谈论‘暂时涅槃，暂时涅槃’，涅槃怎么可能是暂时的? 如果它是涅槃，必须是恒常
的。如果它无常，就不是涅槃。”  
 
        §“他们说涅槃是空性时，意思是，空无杂染。”  
 
        §“就在那没有人苦、没有人死的地方。就在那里。在每一个人那里。就好像你的手心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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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它翻转过来——但只有明辨者才能够做到。如果你不聪明，就看不见，你不会逮著它，你不
会超越生死。”  
 
        §“解脱时的心，好比空中的火元素。当火熄灭时，它并没有消失在任何地方。它仍然弥漫在
虚空，只不过它不攀附任何火引，因此不显现出来。”  
 
        §“当心从杂染中‘熄灭'时，它仍然在那里，但是当新的火引来时，不再抓取火，不再附著
——甚至它自己。那就是所谓的解脱。” 

 

词汇表
 
Abhidhamma:阿毗达摩，巴利三藏中的第三部分，以佛陀教导中提取的分类归纳为基础所作的系
统论述。 
Ajaan: 导师，师尊。 
Apadana(Avadana):譬喻经，巴利经典中一部后期记载，讲述佛陀与其弟子供养前一位佛陀，并
把布施的福德回向给某种觉悟，藉此走上修行之道的故事。 
Arahant: 阿罗汉; 应供; 尊贵者; 清净者——即心已无有杂染之漏，故不再重生者。这是对佛陀及
证得最高果位之诸圣弟子的称号。 
Brahma: 梵天; 色界、无色界等高等天界的居住者。此处是藉著培育戒德与禅那、以及无量的慈
悲喜舍之心修成，但非是永恒。 
Buddho: 觉醒——佛陀名号之一。 
Chedi: 尖顶纪念塔; 其中收藏著佛陀或其弟子的舍利、与他们有关的物品、或者佛经。 
Dhamma (dharma): 法: 佛陀的教导; 对那些教导的修持; 以及作为修行果报的苦的解脱。 
Jataka: 本生经，佛教经典中记载的，据言与佛陀前生有关的故事。 
Jhana: 禅那，对一个单一身感[色]或心理概念[无色]的专注。 
Karma (kamma): 业，有意的动作——意、语、行——根据该动机的质量，行动者对其后果负

责。  
Khandha: 蕴，聚集体。五蕴乃是感识体验的构成单元，是“自我”感的基础。它们是: 包括色蕴(指
体感或其素材)、受蕴[指苦、乐、不苦不乐之感受]、想蕴 (指辨识与心理标籖)、行蕴(思维造
作)、识蕴(指感官意识，其中心算作第六种识)。  
Nibbana (nirvana): 涅槃。内心贪、嗔、痴的熄灭，导致从苦中的彻底解脱。 
Pali: 巴利圣典; 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之名称。亦指书写这套经典的语言。 
Parami: 波罗密; 为趋向觉醒需要培育的十种素养: 布施、戒德、出离、明辨、精进、忍、真实、
决意、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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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ha: 僧伽。跟随佛陀的弟子团体。常规意义上，指佛教僧侣。理想意义上，指无论在家、出
家的佛弟子中至少已修练成就解脱的第一种出世品质[初果]者。佛、法、僧共称三宝。归依三宝
—把它们作为人生的终极指南—即成为佛教徒的要素。 
Sumeru: 须弥山，神话中耸立于喜马拉雅山北的宇宙中心的高山。 
Than Phaw: 尊敬的父亲; 师父，泰国东南部对高年资比丘的敬爱之称。  
Vessantara: 毗桑塔罗为佛陀最后一世的前一生，在其中他圆满修行布施波罗密，放弃他的王国、
连同他最爱的妻儿。 
Wat: 寺院。 

 

附录: 七步骤 

——来自阿姜李《念住呼吸》
 
有七个基本步骤: 
一、起始作三次或七次长呼吸，随著入息、默想『佛』，随著出息、默想『陀』。保持禅定用词

的音节与呼吸等长。 
二、对每一次出入息有清晰的觉知。 
三、随著出息、入息，观察它舒适与否、是窄是宽、是顺畅还是堵塞、是快是慢、是长是短、是
暖是凉。呼吸若不舒顺，便作调节、直至舒顺为止。例如，长入息、长出息自感不适，则尝试短
入息、短出息。  
        一旦呼吸有舒顺之感，则要让这股舒顺的呼吸感传到身体的其它部位。起始，从后脑根部
[base of the skull]吸入气息感，让它沿脊柱下传一直到底。接下来，你若是男性，则让它沿右腿下
传至足底，至趾尖而外出。再一次，从后脑根部吸入气息感，让它沿脊柱下传，沿左腿下传，至
趾尖而外出(女性则从左侧开始，因男女经络有别)。  
        接下来，让来自后脑根部的呼吸[气]下 传到双肩，经双肘、双腕，至指尖而外出。  
        让气息自喉根进入，沿著身前的中央经络下传，穿过肺部、肝部，一路下传至膀胱与直肠。  
        从前胸正中央吸气，让它一路下传至肠道。  
        让所有这些气息感传播开来，让它们融会贯通、一齐流动，你的安宁感将大有增进。  
四、学会四种调息法: 

(1)长入息、长出息， 
(2)长入息、短出息， 
(3)短入息、长出息， 
(4)短入息、短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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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最舒适的方式呼吸。学会以四种方式舒适地呼吸更佳，因为你的身体状态与呼吸时常变

动。 
五、对心的本位[bases]或者说聚焦点——那是呼吸[气]的停靠点[ resting spots]——熟悉起来，其
中哪个部位感觉最舒适，就把你的觉知定驻在那里。这些本位当中有以下几个: 

(1)鼻端;  
(2)头部中央; 
(3)上颚; 
(4)喉根; 
(5)胸骨下端; 
(6)脐部(或略上于脐部)。 

        如果你常患头痛症或神经官能症，便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喉底以上的任何部位。不要强力呼
吸，也不要使自己进入呆滞或催眠的状态。流畅自然地呼吸。让心对呼吸有自在感，但不要耽于
舒适而走神。 
六、扩展你的觉知——即你的觉受意识，使之遍及全身。 
七、使全身各处的气感融会贯通，让它们一齐舒畅流动，同时使觉知保持尽可能宽广。你对身体
的某些呼吸层次已有所了解，一旦对它们有了全面的觉知，你会开始了解其它的诸种层次。呼吸
[气]在本质上有多种层面: 有沿著经络流动的呼吸感[气感]，有围绕经络流动的呼吸感，也有从经

络向每个毛孔传行的呼吸感。有益与有害的呼吸感本质上相互混杂。  
        总结起来: (1)为了改善色身各处现存的能量，助你克服疾病与苦痛; (2)为了澄清内心已有的
知见，以它为基础，培育趋向解脱与心清净的技能——你应当把这七个步骤常记在心，因为它们

对呼吸禅定的每一个层次都是绝对基本的。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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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查: 解脱之钥　 
 

[英译]美国无畏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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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o Liberation——by Ajahn C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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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免费发行。 

中译版权所有 © 2005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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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本版权声明。 

        我们学习佛法的根本原因，是要找到超越苦、获得宁静的方法。无论你研究物质现象还是精
神现象、研究心(citta，心智，心识)或者心所(cetasikas, 心理因素)，只有使你从苦中解脱的方法，
才是修持的正确方法，而不是其它什么方法。这是因为苦和苦因就在当下。  
        你在观想苦因时应当了解，我们称为心的这个东西，当它静止时，那是正常状态。一旦它动

起来，就有了行蕴(sankhara, 或译造作)。心中升起了喜爱，那是行蕴; 升起反感，那是行蕴; 有去
这里那里的欲望，那是行蕴。只要你对这些蕴没有保持念住，就很容易追逐它们、受它们影响。
一旦心动，就有了世俗行蕴(sammuti-sankhara)，当即沦陷于缘起世界。佛陀教导我们观照的，正
是这些蕴、这些心的动态。  
        每当心有动态，它都是无常、苦、非我。佛陀要我们观察和观想这一点。他教导我们观想影
响心的行蕴，观想十二因缘: 由无明而生行蕴、由行蕴而生意识、由意识而生名色，等等。  
        你已经在书里学习、阅读了这个主题，尽管那里说得正确，实际发生时你却跟不上。好比从
树上落下: 一眨眼你已经从树顶摔到地面，却一点不知落下时经过了多少根树枝。心经历一个客
体(arammana,对象,所缘)，受它吸引，突然你感到心情好起来，却不知导致这个心情的原因与状
态。当然，在某种层次上事情按照经典上描述的理论过程发生，但同时又超越了理论的局限。实

际上，没有什么记号告诉你现在是无明、现在是行蕴、接下来是意识、现在是名色，等等。那样

看问题的学者们，在这个过程发生时，是没有机会把那一系列名词读完的。尽管佛陀分析了意识

的瞬间，描述了各个组成部分，以便于理解，但实际发生时，我看更象是从树上落下来。一切发

生如此之快，你不会有时间计算落下多远，某个时刻身在何处。就知 道自己 “砰”地一下砸到地
上，而且很痛!  
        心里事件的发生也类似。一般来说，你经历苦时，看到的都是结果，也就是心里有苦痛、悲
哀、绝望。你实际上并不知道它从哪里来，那个你从书里是找不到的。书里没有哪里会描述你那
个苦的细节与因缘。尽管现实按照经论中描述的过程进行，但那些只读书、却从来没有超越书的
人，是不能在事件实际发生时把握它的。  
        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安住于 “知性”(that which knows)，只观察事物的生灭。一旦训练意识留
驻于 “觉知”(awareness)，一旦探索了心，对心与心所的真相获得了洞见(又译内明)，你会把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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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非我。  
        你会发现一切心理状态与物质状态终究是必须放下的，你会清楚地看到，执取或者给予不必
要的重视是愚蠢的。 
 
理论与实践 
        佛陀并没有教导我们学习心与心所之后对它们执著起来，他只是教我们了解它们是无常、
苦、非我。因此佛教修持的根本目的，是把它们放下、放到一边。你必须对心与升起的心所确立
和保持觉知。实际上心在过去早已习惯于远离觉知这个天然状态，习惯于产生行蕴(sankhara)，
行蕴又作进一步的虚构与造作。因此心已经习惯于思维的不断繁殖，再加上各种善恶概念的影
响。佛陀教导我们把这一切放下，但是你能够放下之前，必须学习与修行。  
        考虑八圣道，它是以智慧或者说正见为基础的。有了正见，接下来就有了正志、正语、正
行、正业等等。这些都需要心所，心所又从那个觉知升起。觉知好比一盏灯，有了正确的觉知，
会贯彻整个正道，产生正志、正语等等，好比灯光照亮你行走的路。无论心经历什么，终究得从
觉知中升起。如果这个心不存在，那么觉知也不存在。这些是心与心所的根本特点。  
        这一切都是心的现象。佛陀教导说，心就是心，它不是一个活著的个体、一个人、一个自
我、“我们” 或“他们”。法就是法，它不是一个活著的个体、一个人、一个自我、“我们” 或“他
们”。没有什么有任何实质性。这个人的存在，不管看哪个方面，无论是受、想，都在五蕴范
畴。因此都得放下。  
        禅定如同一块木板。比方说，维巴沙那(vipassana，观)是木板的一头，奢摩他(samatha，止)
是另一头。你要是把木板拿起来，只是一头起来呢，还是两头都起来? 当然了，你拿起木板时，
两头都起来了。维巴沙那是什么? 奢摩他是什么? 它们就是对于心本身(的了解)。首先通过修练奢
摩他，心平静下来、稳定下来。藉著培养奢摩他，你可以让心有宁静。但是，奢摩他的宁静消失
后，便升起了苦。为什么苦会升起呢? 因为来自奢摩他的那种宁静本身是苦因。它是导致苦升起
的因。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宁静，但修持并没有完成。佛陀从自己的经验里看见了，这并不是修
持的终点。缘起的过程尚未除尽; 连续的轮回依旧存在; 圣者的修持还不曾圆满。为什么不圆满? 
因为苦依然存在。因此他从奢摩他的宁静出发，继续观照、探索，获得洞见，直到不再执著。那
样的宁静是一种行蕴，仍然是缘起的常规世界的一部分。执取于奢摩他的宁静，意味著执取于缘

起的常规世界，只要你还执取于缘起的常规世界，你就执取于缘起重生。从奢摩他中获得喜乐的
做法，缘起与重生。修持奢摩他，焦躁不安感消失了，心便执著于由此而来的宁静，但这是另一
种形式的缘起。它还会导致进一步重生。  
        缘起与轮回又升起了，当然，佛陀立刻意识到了。佛陀继续观照缘起与轮回背后的原因。只
要他还不曾彻底理解真相，则继续以宁静的心为工具，作越来越深入的观照。他观照一切升起的
状态，无论是平静还是焦躁，直到最后他看见了，一切状态好比一团热铁。五蕴就象这样。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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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得发红的热铁，哪里你可以碰一下不伤著吗? 哪里有清凉? 你去碰上面、下面、边上、任何地
方，能有一小块清凉地吗? 显然不能，因为整块铁烧得又红又热。同样，五蕴中的每一蕴，好比
热铁那样灼烫。执著于心的宁静状态，以为宁静的是你，以为有一个我在感受宁静，都是错误

的。如果你以为宁静的是你，或者有人感受宁静，这只是强化了有一个固定个体、有一个自我
(atta)的想法。但是自我感只是常规现实。要是你执取于“我感到宁静” 、“我感到焦躁” 、 “我
好” 、“我坏”的想法，就说明你还会沦陷于更多的缘起重生。那会有更多的苦。乐消失了转成苦; 
苦消失了转成乐。你就沦陷在苦与乐、天堂与地狱之间无穷无尽的轮回里，不得终止。  
        佛陀观察到，心这般受习惯影响，他想到缘起重生之因依然存在，修持尚未结束。于是他加
深禅定，观照行蕴的真相，因为有因，便有相应的生与死，这些动态特征在心里来回运作。他反
复观照，看清五蕴的真相。一切物质现象、一切心理现象、一切精神思考都是五蕴。佛陀教导

说，你一旦明辨了这点，就会把它们放下，自然把它们舍弃。要对这些东西有如实知见。只要你
还不曾了解事物的真相，你就毫无选择地受苦。你放不下它们。但是一旦彻悟了真相，理解了事
物本质，你会把它们看成幻相。这就是佛陀的意思，他解释说，有了如实知见的心，实际上是空
的了，它本身不受任何事的羁绊。它不生不灭。它是自由的。它光明清朗，不攀缘任何外在事
物。心与外界牵扯起来，是因为受行蕴和自我感的迷惑。  
        因此佛陀教导我们仔细观察心智。开始时那里有什么? 实在什么也没有。缘起与重生，和心
的这些动态，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随死而去。佛陀的心接触到愉快的客体时，并不高兴，接触
到不愉快的客体时，也不反感。因为他对心的本性有著清楚的了解与洞见。他有洞见，了解这一
切现象本身没有什么实质或者精髓。他把它们看成无常、苦、非我，在整个修持中保持著这个深
刻的洞见。  
        明辨诸法实相的是知性(the knowing)。这个知并不对事物产生愉快感、悲哀感。愉快的状态

是 “生”，苦恼的状态是 “死”。有死，那里就有生，有生，那里就有死。这个生死过程就是vatta – 
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  
        只要行者的心还受习惯影响，象这样动来动去，毫无疑问缘起重生之因继续存在， 不必问他
人。佛陀彻底观照了行蕴的特点，结果可以放下行蕴，也放下五蕴中的每一蕴。他成了一个独立
的观察者，只承认其存在，不作它想。他经历愉快的心智客体，并不为之著迷，他只是看著，保
持对它们的了解。他经历不愉快的心智客体，并不反感。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明辨真相，断除了
重生的因缘与条件。维持重生的条件不存在了。他的心在修持中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对自身的理
解有了自信与确定。这样的心已达到真正的宁静，免除了生老病死。它无因无果，不依赖于因
果; 它独立于缘起。一切因已不存在，已除尽了。他的心超越了生死、苦乐、善恶，超越了言辞
与概念的限制。不再有任何条件能在他的心中升起执取。任何对生死和缘起过程的执取，都与心
与心所有关。  
        心与心所确实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它们确实存在于常规现实，但是佛陀观察到，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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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了解再多、相信再多，也不会真正有益。那样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他教导我们，你一旦
了解它们，就应该把它们放下、舍弃、松开。因为心与心所正是引导你在生活中为善为恶的原
因。你明智，它们引导你为善; 你愚蠢，它们引导你作恶。心与心所就是这个世界。佛陀利用世
间事物来观察世界，获得如实知见后，了解了世界，自称世间解——即明察世界者。  
        你在了解真相之前，必须培养奢摩他与维巴沙那。从书里学习，也许可以获得心与心所的理
论知识，但是你不能用那样的知识来切实地斩断贪、瞋、痴。你只研究了贪、瞋、痴的外在特
点，只 会描述杂染的不同特点……贪是这样的，怒是那样的，等等。你了解的，只是它们的外在
特点与表面状态，也只能在那个层次上谈论它们。你也许已经得到了一些觉知(awareness)与洞
见，但重要的是，当杂染真的在心中升起时，心是不是受它们的控制，呈现它们的特点? 比方
说，你遭遇一个不喜欢的思维客体，会产生一种反应，导致心呈现某些特点。你是不是执著于那
个反应? 你能不能放下那个反应? 你一旦意识到升起的反感，“觉知”是不是会把反感储存起来，还

是见到后，“觉知”能立刻把它放下?  
        如果你经历不喜欢的事，仍然把反感储存在心里，你必须重头开始修。因为你还有错误; 修
持不圆满。修持达到圆满的地步，心会自动把事放下。要这样对待修持。你在修持时要切实深入
地探索心，获得洞见，自证果报。如果你试图根据理论，以意识在不同时刻的数目与各自特点来
描述心与心所，那还很不够。真相比这要复杂得多。你真要了解这些东西，必须获得直观洞见，
获得透视事物的亲身理解。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洞察力，又怎么超越理论呢? 那是没有结果的。你
就得永远学下去。  
        因此禅修是最重要的。我在个人修持中，并没有把所有时间花在研究对心与心所的理论描述
上。我观察 “觉知”。内心升起反感的念头时，我问: “为什么有反感?” 升起喜爱的念头时，我问: 
“为什么有喜爱?” 这就是禅修之道。我不了解那些精细的理论要点，也没有对心与心所作详细的
分析。我只是始终在对付心中那一点，直到整个解决了反感与欲喜的问题，让它们彻底消失。不
管发生什么，如果我能把心带到一个地步，在那里喜欢与不喜欢终止了，那就超越了苦。心已经

达到无论经历什么都保持宁静的地步。没有执取、粘著……它止息了。这是你的修持该瞄准的目
标。其他人要谈理论，那是他们的事。不过到头来，不管谈了多少，还得回到这一点开始修。你
谈得不多，也是从这一点开始修。无论你谈多谈少，都得回到这一点。有生，它从这里来。有
灭，也在这里发生。无论心念怎样繁殖，没有多少差别。佛陀称这个地方为 “知性”(that which 
knows)。它的功能是了解如实知见。等到你明辨了真相，自然就了解心与心所的行动模式了。  
        心与心所一直在欺骗你，一刻也不停。你在读书时，只不过是在研究这个欺骗的外在形式。
你在学习那些东西时，它们同时也在骗你。找不到其它办法来形容。即使你了解它们(的欺骗

性)，那一刻它们仍然迷惑你。事情就是这样。佛陀并没有让你只了解苦和杂染的名称，他的目
的是让你真正找到修持的道路，引导自己超越苦。他教导我们去探索，找到苦因，从最基本的
苦，到最精细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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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定、慧 
        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大量的理论知识，但已经可以修了。了解正道从戒德开始，就足够了。
开始有戒德(sila)很优美。中间有奢摩他(samatha，定)很优美。最后有智慧(panna)很优美。随著
你修行的深入，它们就出现了，虽然你仍可以把它们看成修持的三个并列部分，它们却是一体
的。训练的先决条件是戒德，其实也需要智慧，但我们一般说修持从戒德开始。那是基础。只是
智慧是决定戒行有多成功、多圆满的因素。你需要观照自己的言行，探索因果，那都是智慧的作
用。你必须依靠智慧确立戒德。  
        根据理论，我们说先有戒德、奢摩他，后有智慧; 不过我对这个作了思考，觉得智慧是所有
其它方面的基础。你需要完全理解你的言行对心的影响，理解有害效果是怎么来的。你用智慧作
向导，经过推理思考，把握净化你的言行。你的言行同时受善与恶的心理状态影响; 了解了它们

的不同特点，就看见需要修的地方了。你会看见，要培养戒德，就得行善弃恶。一旦心放弃恶

行、培养善行，会自动朝内走，变得坚固稳妥。当心对言行不再有疑惑与不确定时，便不再动

摇，为固守奢摩他提供了基础。  
        这个坚固的定力又形成了修持中更有力的第二个能量来源，让你更全面地观察视觉、听觉与
其它官感。一旦心智坚定不移确立了宁静与念住，你可以连续观照色、受、想、行、识，观照
色、声、嗅、味、触、想，看见这一切在不断升起。结果你会对这些现象怎样依天性而升起的真
相，获得洞见。有了不间断的觉知，便有了智慧升起的因。一旦有了明晰的如实知见，你那个老
的自我感会逐渐从过去的影响中拔除，转变成智慧。到最后，戒、定、慧在修持中融合起来，成
为持久合一的整体。  
        智慧增长了，会培养奢摩他，让它更加稳定、不可动摇。奢摩他越坚固，戒德越坚定、越圆

满。戒德增长了，会培养奢摩他，奢摩他增强后，又导致智慧的成熟。修持的这三个部分是很难

分开的，它们有那么多相互重叠之处。它们共同增长，构成了佛陀所称的正道。当戒、定、慧达
到顶峰时，正道就有足够力量摧毁杂染。贪、瞋、痴中无论升起什么，只有正道有力才能摧毁

它。  
        佛陀教导的作为修持体系的四圣谛是: 苦(dukkha) 、苦因(samudaya) 、灭苦(nirodha) 、和灭

苦之道(magga)，后者指的是戒、定、慧，是训练心智的方式。尽管我大声讲戒、定、慧，它们

却不在外表，而是根植于心智本身。戒、定、慧要不断起作用，不断成熟起来。心中的正道强
大，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色、声、嗅、味、触，正道都会占上风。正道弱了，杂染便占上风。正道
强，会摧毁杂染。正道弱、杂染强，正道会给摧毁。杂染会毁灭你的心。如果面对意识里出现的
色、受、想、行，你的念住不够快，它们会把你摧毁。正道与杂染就这样走在一起。修持中注意
力集中的地方是你的心。你在正道上每走一步都得与杂染争斗。好像你心里有两人在争论，实际

上是正道与杂染在搏斗。正道的功能是掌握心智、培养观照佛法的技能。只要你能继续观照，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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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就会输。但是任何时候，你的修持衰退，杂染重占上风。正道消失，杂染取而代之。这两方面
必须不断这样争斗，直到结束争斗、分出输赢。  
        到最后，苦、苦因、灭苦、灭苦之道会在你的心中确立起来。那时候你就切切实实地修到了
洞察四圣谛的地步。无论升起什么苦、无论以什么形式，一定有因。那就是第二圣谛——苦因。
因是什么? 是你戒、定、慧的修持弱。正道弱时，杂染便占了上风。它们控制了心时，就成为苦
因，不可避免产生各种苦。苦升起来，意味著灭苦的那个因素消失了。正道升起的因素是戒、
定、慧。它们力道足时，正道会势不可挡，灭除苦因。那时候，苦就屈服了，不再升起，因为正
道的修持在斩除杂染，苦在心中止息了。为什么你能灭苦呢? 因为对戒、定、慧的修持已经达到
最高阶段，也意味著正道达到不可停止的地步。我说，你要能这样修，那么你关于心与心所的理
论知识学到哪里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到头来，一切都汇集到这一个地方。心超越了概念上的知
识，会对禅修极其自信与确定，因为它已经不再存疑。即使它开始走偏，你不必追多远就能把它
带回正道。  
        芒果树叶是什么样的? 只要捡起一片叶子看看就知道了。哪怕你看了一万片叶子，也不会比
看一片叶子了解更多。基本上它们都一样。你看一片树叶，就了解了所有芒果树叶。如果你看芒
果树干，只要看一株就了解了所有树干。一切芒果树干都一样。即使有千万株，只看一株就看见

了一切。佛陀教导我们要这样修持佛法。  
        戒、定、慧就是培养佛陀称为正道的方法，但是正道仍不是佛陀教导的中心。它本身不是目
标，本身并非佛陀想要的。但这个正道指向内心。好比从曼谷到农帕蓬寺这里；你要的是到达这

个寺院，并不要这条路或者柏油材料，但是为了旅行，你需要用到这条路。路与寺院不是一回
事。路只是通往寺院，但你要到寺院，要走这条路。你也许会说，戒、定、慧并不组成佛教的中
心，但它们确实是通往佛教中心的路。你一旦把戒、定、慧修到最高阶段，结果就升起了宁静。
这是修行的最终目标。一旦心平静下来，即使你听见声音，它不打扰你。达到这样的宁静状态，
你不再会在心中造出什么了。佛陀教导我们放下。因此无论你经历什么，不必恐惧担心。修行到
了真正有成果的地步，你有了亲身洞见，不必去相信别人的话了。  
        佛教并不是建立在奇异能力基础上的。它不依赖于展示各种奇迹、神通、超人素质。佛陀没
有赞扬、鼓励那些东西。这种能力也许存在，随著你的禅定，也许可能发展出来，但是佛陀并没
有加以赞扬或者鼓励，因为它们可能会让人误入迷途。他赞扬的只有那些让自己从苦中解脱的
人。这点他们得依靠修持才能做到。我们的工具是布施、戒德、定力、智慧。这些是我们必须培
养的。这些东西组成了指向内心之路，但是为了到达最后目的地，必须首先有智慧来保证正道的
培养。八圣道，意味著戒、定、慧。心被杂染覆盖，路不能畅通。正道强大，就能摧毁杂染。杂

染强大，会摧毁正道。修持就是这两个东西在争斗，一直到正道终点。它们得不停地斗，直到达
到目标。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htm (6 of 24) [12/31/2010 10:49:45 PM]



钥解脱之-查阿姜

执取的危险 
        修持的工具与助缘是艰苦与困境。我们必须依靠耐心、坚韧、自制、节俭。我们必须为自己
修，让修持从内心出发，让自己的心有彻底转变。  
        不过学者们倾向于多疑。他们坐下禅定时，一旦有了一点点宁静，就开始想，也许自己达到
了初禅。他们倾向于这样想。思想一旦开始繁殖，心从目标转开，禅定完全受到干扰。过一会又
来了，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第二禅那。不要繁殖那些想法。那里没有什么路标告诉你禅定达到了
哪个层次。没有路标跳出来说: “此路去农帕蓬寺。” 你一路上没有什么(路标)可读。有一些著名
的老师给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那的描述，但这些讯息只存在于外在书本。心真的进入
这样深的静止层次，它不知道这种描述。有觉知(awareness)，但它不同于你在理论学习时获得的
那种知识。那些学了理论的人坐下来禅定时如果还抓著学过的东西，想记下自己的经历，想知道
自己是否达到了禅那，他们的心马上受到干扰，离开禅定。他们不会有真正的理解。为什么? 因
为那里有欲望。一旦欲望升起，无论你作什么禅定，心就退却了。你要学会怎样放弃一切思考与
疑惑，彻底放弃、放弃一切，这个很关键。你应该就把当下的身、语、意作为基础，不要带别
的。观照心的状态，不要拖著教科书跟你走。你进入的禅定境界里没有教科书。你试图把它们带

进去，也是白带了，因为你要真在经历什么时，教科书也不在那里跟你描述了。  
        那些饱学之士，那些把所有理论记得条理分明的人，在禅定时倾向于不成功，因为他们卡在
知识那个层次上了。实际上，心不一定可以用教科书的外在标准来衡量。如果真的达到了宁静，
就让它宁静。这样可以继续进展，达到最高等的宁静。我自己对理论和经文的了解是有限的。我
已经告诉一些比丘们我在第三个雨季里的禅定情形。我对奢摩他仍有许多问题与疑惑，一直在思
考解决办法，可是我越修，心越烦躁。情况糟到我不在禅定时反而宁静。那时候真很困难。不过

即使困难，我没有放弃。还是坚持禅定。在不对结果抱许多期望时，情况就好转了。但是只要我
下决心要使心静下来入定，情况会更糟。我就是没有办法。我问自己“为什么?”  
        之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呼吸一样。如果你下决心只作短呼吸、 中呼吸、或者长呼吸，似
乎是件难事。另一方面，你走路时并不意识到呼吸是进是出，却舒适自在。我意识到修持也是一
样。一般情形下，人们走来走去不在禅定时，他们会不会为呼吸而苦? 不会。这不是个问题。但
是我坐下来，下定决心要让心寂静下来，结果自动成了粘著、成了执取。我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强迫以某种形式呼吸，或短或长，结果不平衡了，不能集中注意力、保持念住。于是我比禅定前
还要苦。为什么? 因为我的决心本身成了执取。它关闭了觉知，我一点没有进步。一切成了负

担、困难，因为我把执取带进了禅定。 
 
“自发燃烧” 
        有一次，我在夜里大约十一点后经行。离我所在的森林寺半里路远的村子里，人们在庆祝某
个节日。我从白天开始，感觉就有些异常。我感觉特别宁静，没有在想什么特别的事。经行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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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去我那间小草棚里坐下。我正坐下时，发现来不及把腿盘起，心就进入了深度宁静。它是
自动自发的。等到我盘腿坐好，已经进入深定，我感觉坚固稳妥。倒不是我听不见村里人唱歌跳
舞的声音; 我还是能听见的。但同时，我又可以把注意力指向内心，那样就听不见声音了。这真
奇怪。如果我不注意声音，就安静。但如果我想听，就可以听见，也不觉得受干扰。好像心里有
两个不同的客体并列在一起，又不相互连接。我意识到，心与客体是分开、不同的，好比水壶与
痰盂。结果我理解了，心在奢摩他里达到宁静时，你注意听，就可以听，但如果你守著心，守著
空性，那里就会安静。声音进入意识，你看著它的产生，就会了解，觉知与客体是两码事。  
        因此我就想: “如果这不是它，又是什么呢? 真相是这样的吗? 这两个现象相互根本不连接。” 
我继续观想，直到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当事物的连贯性 (santati)切断时，结果就是心的宁静 
(santi)。本来是连续的，现在宁静从中出现了。这个经历给了我继续禅定的能量。我加紧努力禅
定，对其它一概不闻不问，心没有一刹那离开念住。不过我想停止禅定，也很容易。一旦停下了
正式禅定，有任何懒惰、疲倦、恼火吗? 一点没有。心完全没有这些杂染。剩下的是那种完全的
平衡感，或者说“恰到好处”感。要是我想停下来，不为别的，只为了让色身休息一下。  
        我确实休息了一下。我只是停下了正式坐禅，心却不曾停下。它保持同样状态，继续和先前
一样禅定。我把枕头拉过来准备休息。躺下时，心仍然平静。就在把头靠上枕时，心往内走去。
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但它不停地往内越走越深。好像谁打开了开关，一股电流传来。一声震耳
欲聋的巨响，身体从内部爆炸了。心的内在觉知在那一刻最精细。过了某一关，似乎心就放松
了，已经穿透到内在最深、最静的地方。它停在一个绝对空性的境界。外面什么也穿透不进、什
么也达不到这里。停留一阵，心退回了。我意思是，自己并没有令它退回，我只在观看、目睹发

生的一切。心在经历了这些之后，逐渐退回常态。  
        一旦回到常态，问题来了: “发生了什么? ” 升起的答案是: “这些是根据因缘与条件产生的自
然现象; 不需要担心。” 我只这样稍作观想，心就接受了。停了一阵，它又朝内走去。我并不曾有
意引导心，它是在自发行动。在它继续往内越走越深时，又碰上前面那个开关。这次身体粉碎成
极其精细的颗粒。心再一次放松，滑向深处。安静。有一种比过去更深度的宁静。没有什么可以
穿透到达这里。心按著自己的动力，停留一阵，又自行退回了。一切自发进行。没有人在影响、
引导它; 我没有作意要使事件发生、或以某种方式进退。我只是守著觉知观看。后来，心退回常
态，没有升起疑问。我继续观察，心又朝内走去。第三次时，我经历了整个世界的彻底崩溃。大
地、植被、林木、山峦、实际上整个地球看上去成了空间元素(asaka-dhatu, 空界)。不再有任何
人、任何东西存留。在这个最后阶段，只有彻底的空性。  
        心继续在里面平静地停留著，不受外力影响。我不知怎样解释，怎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发

生。很难用别人能听懂的方式描述这个经历、谈论这个经历。没有什么可与它相比。最后一次，
心在那个状态停留要长久得多，时间到时，它又自己退回了。我说心退回，意思并不是我在控制
它让它退回，它是自发的。我只是看著它回转常态。谁能说那三次发生了什么呢? 谁知道呢?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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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名词描述呢? 
 
奢摩他的力量 
        我在这里一直同你讲的是心在纯净状态下经历现实的情形。并没有对心与心所作什么理论分
析。没有那个必要。真正需要的是对世尊教导的信心和深入修持的诚意。你得搭上性命。到时

候，整个世界会颠倒过来。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理解会彻底改变。如果其他人在那个时候见到
你，可能以为你发疯了。如果发生在一个不能保持念住的人身上，他们真可能会疯癫起来，因为

有了这样的经历，一切都与过去不同了。你看世人的方式也不再相同，可你是唯一这样见过真相
的人。你的整个现实感改变了。你考虑事物的方法也改变了。其他人这样想，你却那样想。他们

这样谈论事情，你那样谈。他们朝那里往上走，你这里往下走。你不再与其他人一样了。那以
后，你经常会有这个经历，而且会持续很久。你自己去试试看吧。如果你在禅修中有过这样的经

验，就不会到远处找任何东西，只要不停地观察心就可以了。在这个层次，心最大胆也最自信。
这就是心的力量与能量。它比你想象的要有力得多。这就是奢摩他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心单独从奢摩他获得力量。奢摩他达到这个地步，是最深、最强的。它
不仅仅是刹那定。它达到了顶峰。你用这样的定力作为修持维巴沙那的基础，就可以流畅地观。
从这里继续下去，也可以用于其它途径，例如培养神通或者奇迹。不同的苦行者与宗教修道者以
不同方式使用这种定力，比如符咒、圣水、护身符、避邪物。达到这个地步时，心可以用许多方
式加以发展，每种方式也许有自己的好处，但是它的好处象一杯好饮料: 你一旦有了，会陶醉其
中。那种好处最后没有什么用。  
        宁静(指奢摩他)的心是禅修者的休息地。佛陀在这里休息，它构成了维巴沙那、观照真相的
基础。在这时，你只需保持有限的一些奢摩他，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周围的世界，连续观照因果过

程。用清明的心，观照一切色、声、香、味、触，观照它们怎样产生各种心情: 好、坏、愉快、
不愉快。这就好像有人爬上芒果树，把果子摇下来，你就等在下面，收集落下的所有果实。你扔
掉烂的，保留好的。那样你不需要花太多能量，因为你没有自己爬树，只是等在下面收集果子。  
        这个意思是，心在宁静时，你经历的一切心理客体都会给你带来知识与理解。因为你有觉

知，不再围绕这些东西进行造作与繁殖了。成败、毁誉、臧否、苦乐，一切自行来去。有了清净

静止的心，又赋予了洞见，把那些念头筛选、清理起来，是很有趣的。你经历的这一切心智客
体，不管是毁是誉，都会对你有益。因为别人爬上芒果树摇动，让果子朝你落下。你轻松地把它
们收集起来，不必怕什么。别人爬上树，为你摇下芒果来，你怕什么? 一切得失、毁誉、臧否、
苦乐，好比朝你落下的芒果。你把它们收集起来时，宁静的心构成了观照的基础。有了念住，你
知道哪些果子是好的，哪些是烂的。 
 
修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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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禅定中培养了宁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这些事物进行观照，就能生起智慧。这就是
智慧，这就是维巴沙那。那不是什么需要创造出来、虚构出来的东西。如果有真正的洞见，维巴
沙那的修持自然会跟上来，你不用发明那些名称与标记。有一点明辨，称为一点维巴沙那; 洞见

加深了，那是 “中等维巴沙那”; 对真相有彻底的知识与洞见，那是圆满的维巴沙那。维巴沙那的
修持，是在培养智慧。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不能那样去做。需要达到一定的静止，从那里出发

去修。一旦确立了(静止)，维巴沙那自然而然会培养起来，升起智慧。这个不是强迫心智可以做
到的。  
        佛陀根据自己的经验教导我们，修行必须根据客观条件自然进行。达到这个层次后，你就让

事情根据自己积累的善业与波罗蜜(完美)自然发展。这个意思，并不是让你停止修持的努力，而
是你继续修，同时要理解不管你进步是慢是快，不是可以强迫的。好比种树，它自己知道生长的
合适进度。你执意要速成，那是幻想。好比种树，你只有做了工，才会有结果。比如种辣椒苗，
你的责任是挖坑、种苗、浇水、施肥、防虫。这是你的工作、你的那部分作用。接下来你要有信
心。对辣椒来说，怎么长是它的事、不是你的事。你不能拔苗助长。自然规律不是那样的。你的
工作就是浇水、施肥。  
        你用同样道理进行修持，心里就自在。无论你此生、来生证悟，并不重要。如果你对修持的
成效有信心，那么无论进步快慢，取决于你的善业、慧根(直译为灵性素质)、波罗蜜。你这样

看，就对修持感到自在。好比你驾一辆马车，不要把车放在马前面。又好比你耕地，却走到了水
牛的前头，换句话说，你的心焦躁不耐，想赶快有结果。一旦你能这样理解、这样修持，就不会
走到水牛前头，而是走在它后头。  
        因此种辣椒时，你浇水施肥，赶走来犯的蚂蚁白蚁。那样足以让它茁壮成长了。一旦它成长

起来，你不能强迫它马上开花。不要那样做。那样是无端地造苦。辣椒按自然天性生长。一旦开
花，你不要强迫它马上结籽。那样你做不到，只有苦。那样实在苦。你理解了，就说明你了解自
己在修持中的作用，了解心智客体与杂染的作用了。它们各司其职。只要心不理解它的作用，总

要强迫辣椒苗在同一天里长大、开花、结籽。  
        那样的做法不是别的，正是samudaya，四圣谛中的苦因，执取生起了苦。如果你对这点有洞
见，就说明你在心智迷失时会有觉知。你一旦了解正确修持的方法，就能放下，让事情按照你积

累的善业、慧根与波罗蜜自然发展。你只要继续修，不去担心花多久。你不去担心要一百次重
生、一千次重生才得证悟。无论多少世无关紧要，你要以自在的步子不停地修。  
        一旦心智入流之后(初果)，就不会回转了。它已经超越了哪怕是最小的恶业。佛陀说，证得
入流果者(sotapanna)已进入法流，不再回转了。修到这个地步的人，不会再落下来，重生于低等
域界(apaya)或者地狱。他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了危险与害处，切断了一切恶业的根源，怎么可能回
头呢? 他们已经不可能有不善言行了。一旦言行上不再作恶，怎么可能再落入低等域界或者地狱

呢? 他们的心已经进入了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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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一旦进入法流，你就知道自己的责任、和必须担当的工作了。你了解修持的道路，它怎样

进步。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努力、什么时候该放松。你了解了身体与心智、物质与精神。哪些应当
放下抛弃，你就放下抛弃，不会犹豫不决。 
 
改变视景 
        在过去，我在修行中并没有下功夫掌握大量的具体知识和精致理论。最重要的是，藉著精致
的修持，对心本身获得清楚的理解。如果我看自己或他人的体态，感到有吸引力，就去找这个吸
引的原因。我仔细观照色身，把它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 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等
等。佛陀教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观想色身各个部分。把它们分开、拆解，把皮肤剥下、烧掉。不
断地这样观想，直到心在不净观中静止下来，坚定不移。比方说，你外出托钵时，就把其他比丘
或者居家众观想成尸体，在前面路上摇摇摆摆地走。你走路时，就努力这样练习，让心越来越深
入地观想色身的无常。如果你看见一位青年女子，受她吸引，就想象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在行
走。每一次都这样观想，使心保持一种距离感，不会沉迷于那种吸引力。如果你这样修，那个吸
引力就不会长久，因为你清楚地看见了真相，不再怀疑人身不过是腐烂分解的尸体。就这样观

想，直到不净感清楚地固著于心中，不再有疑。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你必须真正下决
心修到这样的地步，也就是，你每次见到谁，就和见到一具尸体一模一样。你看见一个女人，当
她是具尸体; 看见一个男人，当他是具尸体; 你看自己，也是具尸体。到头来，每个人都成为尸
体。你得尽量多花时间作这个观想。训练自己，直到成为心的一部分。你真这样做时，其实是很
有趣的。但是，如果你只埋头于一大堆书本，很难得到结果。你得诚心修持，下定决心，直到这

个修持成为心的一部分。  
        学习阿毗达摩可以是有益的，但是你学习时不能执著于书本。正确的读法是，要在心里明确
自己是为了实现真理、超越苦而学。如今有许多不同的维巴沙那老师，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选

择，但实际上，维巴沙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不能就那样去做，必须培养牢固的戒德作为基础。
试试看吧。道德、戒律、行为准则是修持的必要部分。如果你的言行不受训练、不守纪律，好比
跳过正道一部分，你不会成功。有人说，你不需要修奢摩他，可以直接做维巴沙那，那样说的
人，倾向于比较懒，不愿花力气就想有结果。他们说守戒对修持不重要，但实际上，持戒本身就
难，不是随便做得到的。如果你跳过戒行，整个修持当然就舒适方便起来。修行碰到一点困难就
跳过去，当然好了，大家都愿意避开难点。  
        有一次，一位比丘来这里请求留住，说他对禅修有兴趣。他问起寺院的规矩，我解释说，在
这个寺院里，我们恪守毗尼律，比丘个人不能存钱、存用品。他说他修不执著。我说，我不了解
他是什么意思。接著他问，如果他一点不看重金钱，是不是就可以存钱、用钱。我说，他要能找
到不咸的盐，就可以那样用钱。这个比丘真是夸夸其谈，实际上，他懒得持戒，把它当成是许多
微不足道、不必要、过分精细的规矩，在他看来只是让日子过得不舒服而已。如果他能找到不咸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htm (11 of 24) [12/31/2010 10:49:45 PM]



钥解脱之-查阿姜

的盐，我就相信他。如果不咸，他得拿一篮子来吃吃看! 真可能不咸吗? 不执著，不是讲讲、猜猜
它的意义就行的。不是那样的。这位比丘对修行是这样的态度，很清楚不能在这里生活，于是他
就离开，走自己的路去了。  
        你要坚持不懈地守持戒律和各种头陀行，居家者也一样，起码要守五戒。努力自持，约束言
行。要尽最大的努力，你的修持就会有进步。  
        不要只因为试了几次，发现心静不下来，就放弃奢摩他的修持。那样的做法是错的。你实在
必须训练很长时间。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呢? 想想吧。心已经游荡了多少年? 你没有修奢摩
他，过了多少年? 思绪在心中升起，把它朝这边拉，你就奔过去了，思绪把心往那边拉，在那里
繁殖起来，你又奔过去了。你想终止心的流动，让它静止在当下，两个月是不够的。想一想吧。
要让心智平静地面对影响它的各种问题与事件，平静地面对它所经历的各种思维客体，需要多大
努力。你一开始修行时，心几乎没有什么稳固性，一接触到一个思维客体，就焦躁糊涂起来。为

什么焦躁呢? 因为它受到执取(tanha)的影响。你不愿意让它思考。你不愿意让它经历思维客体。
这种不愿意，是一种形式的执取。它叫做执取于非有(vibhava-tanha)。你越不想焦躁，越鼓励、
越请它进来: “我不要这个麻烦，为什么它来这里? 我不要心焦躁，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了。那就是想让心处于平静状态的执取。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心。就是那样。你总受
心智执取的羁绊，还要花老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你想清楚时，就会看见，这一切干扰与
焦躁，是你自己要它们来的! 是执取于不愿经历什么、执取于宁静、执取于不要焦躁——问题就
在这里，这都是执取，象一块烧红的热铁。  
        好了，不用管别的，你就管自己修吧。每次你接触一个心智客体，就去观想它。把它扔进无
常、苦、非我这三个深沟之一里，作观想、探索。一般来说，我们接触一个思维客体，它就刺激
心开始思考。这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应。普通的思考与智慧是很不同的。普通的思考，本质

上会不停地、过分地进行下去。你经历的那些思维客体，会领著你到处走，你的念头就跟著去
了。智慧的本质是终止这样的繁殖，使心静止下来，哪儿也不去。你只是个知者、接受者。你在
经历不同的心智客体时，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你就对这个过程保持觉察，最后你就能看见，
这一切思考与繁殖、担忧与评判，完全没有任何实质、也没有自我。这都是无常、苦、非我。这

样修持，是从根本上切断一切繁殖，看清它们都带著那三个特点。结果，它就减弱下来，失去影
响力。下一次你坐禅它升起时，或者无论何时你经历那种焦躁感，就要观想它、不停地观察它、
审视你的心。  
        这个过程好比放牛。有一头牛、一位赶牛人、和一处稻秧。平时，水牛喜欢吃稻秧。你的心
好比水牛，你经历的思维客体，好比稻秧。心里的那个 “觉知”，好比赶牛人。修行实际上与这个
没有什么不同。想一想吧。你放牛时在做什么? 你让牛自己游荡，但是总在留心它。离稻秧太近
了，你就喊一声警告它，水牛听见了，会停下、走回来。但是你不能粗心大意。它要是倔强、不
听警告，你就得拿赶牛棍，好好给它一下，它就不敢靠近稻秧了。但是你可别睡起晌午觉来。要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htm (12 of 24) [12/31/2010 10:49:45 PM]



钥解脱之-查阿姜

是你忍不住睡一下，稻秧肯定完了。  
        修行也是这样。你在观心时，是那个 “觉知”在作观察。“那些会观察自己心智的人，能免落
心魔(Mara)的陷阱。” 不过这个“觉知”也是心，怎么会心在看心呢? [注1]它在遭遇情绪与情感时

是怎么回事? 这样想会让你糊涂起来。心是一回事，“觉知”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个觉知来自那个
心。它知道心的状态、 知道心在经历思维客体、知道心与思维客体是分开的。心的这个侧面，就
是佛陀所说的 “觉知”。正是觉知在观察著心。这个觉知，也是智慧升起的地方。心呈现出思想与
观念。它接触一个心智客体，会去那里停下来，呆一段时间。接触下一个客体，又在那里停下呆
一段时间。就象那头水牛停一停吃点稻秧。无论它游荡到哪里，你都得留心，确保它不离视野。
要是它靠近稻秧，又不听你喊，就得不客气马上拿出赶牛棍来。为了训练它，你得强硬地对付
它，让它逆著欲望而行。  
        心智修练也一样。一般情形下，它接触到一个心智客体，马上会抓住它。它抓住客体
时，“觉知”就得教它。你必须藉著明智的观照，来训练心; 要对每个客体进行观想，看它有益还

是无益。你经历另一个客体，以为它称心如意，心又奔过去抓住它。因此 “觉知”得一次又一次地
以明智的观想来教它，直到能把它们放下。心的宁静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你会逐渐发现，无论你
抓住什么，它的本性都是不中意的。结果，心马上停止进一步繁殖。它失去了追逐这些东西的欲
望，因为它不停地受到攻击批评。你要毫不客气地对待它。你得挑战它，直到这些教导深入内
心。那就是训练心智的方法。  
        我自从走进森林里禅修以来，一直是这样训练的。我每次教僧众时，也是这样教，因为我要
你们看见真相。我不要你们只看书里的东西。要你们亲身去看，用你的心去看，你是不是已经从
带杂染的思想中解脱出来。你一旦解脱了，自己会知道。只要你还没有解脱，就必须观照缘起的
真相，一直观到你彻底了解为止。一旦有了洞见，看穿了它们，就会自动超越。有什么事发生
了，你卡在那里了，就去观照它，只要还没有超越它，便不能放弃，否则不能进步。你必须一次
又一次努力，不要让心溜开。以我个人来说，我是这样修持的。佛陀说，智者自知。意思是，你
必须自己修行，亲身体验，获得洞见。你必须去了解和懂得这个自我。  
        如果你对自己的知见有信心、信赖自己，那么其他人批评你、赞扬你，你都保持自在。无论

他们说你什么，你照样平静、不起烦恼。为什么你能这么放松呢? 因为你了解自己。如果你实际

上值得批评，别人却赞扬你，你真信吗? 不会，你不会这样就信了，你自己修、自己判断。没有
修持基础的人受到赞扬，会信以为真，于是高兴起来、沉醉其中。同样，你受批评时，必须自我
反省、自己检查。他们可能不正确。也许他们说你错了，其实是自己错了，你一点错没有。如果
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对他们发怒，因为他们讲的不真。但是，如果他们是对的，你确实有错，也
没有道理对他们发怒。你能这样想，就会完全自在、不起烦恼，因为你以佛法看待一切，而不是
盲目从个人观点与偏好出发作出反应。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Talk/ChaKey.htm (13 of 24) [12/31/2010 10:49:45 PM]



钥解脱之-查阿姜

走中道 
        我是这样修持的。这是修持的捷径。即使你要同我争论佛法或者阿毗达摩，我不会参与。与
其争论，我会给你这个理由，让你充分思考。重要的是理解佛陀的教导，修行的中心是放下。要
带著觉知放下，而不是毫无觉知，象水牛奶牛那样什么也不关心。那是不正确的。你放下，是因
为你对常规世界与概念有了洞见，对不执取有了洞见。佛陀教导说，开始时，你要多练习、多培
养、多亲近。他教导我们这样做。你应当尽量亲近佛、法、僧。他教导我们这样开始修，带著诚

意与决心来靠近、紧紧抓住。  
        另外，佛陀关于不要嫉妒别人的一段教导，(在佛法传授上)有类似意义。他说，人们应该靠
自己的劳动成果谋生，用自己的奶牛水牛和田地养活自己。这样做没有恶业。如果你取他人财产

为生，会造恶业。许多人听了这个教导，信服这个教导，就去自食其力。这样做当然有一些困难

和苦。有苦，是因为他们得为自己的产业流汗。因此他们去见佛陀，讲述自己的苦，抱怨说，产

业正是麻烦不快的源头。过去佛陀教导他们，困难与麻烦来自竞争，想获得本来属于别人的东

西。因此他们理解成如果遵照这个教导自食其力，不靠剥夺别人，那么一切麻烦就会解决。可他
们那样做时，发现还是有麻烦与困难。因此这时候，佛陀就把教导转向另一个层次。他说实际

上，你执著任何事、过分重视任何事，无论谁的东西都有苦。别家房子著火烧起来有灼痛，自家
房子著火也痛。执著的天性就是那样。佛陀只能根据每个人的理解和智慧来教。好比教疯子。你
教疯癫的人时，有时适合给他一下电击，因此你就这样做。只要人心还处在粗糙层次，他们不会
有念住或智慧来理解教导。佛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修持，他就来对付我们的难题，以各种善巧方
式，根据不同情形教导人们。  
        在我的修持中，我试了各种方法观照、审查、获得洞见。我把性命放在了修行上，因为我相
信，佛陀教导的正道、正果、涅槃真的存在。这些事真的有，正象佛陀所讲的，以正确的修持确
实能够达到。你必须敢于把自己推向极限，敢于训练、敢于观照、敢于作出根本改变。要敢于亲

身去修持。  
        怎样修持呢? 它的意思是要逆著心的倾向走。你的心这样想，佛陀却要你那样走; 它那样想，
佛陀却要你这样走。为什么佛陀说逆著天性走呢? 因为在过去，多少年了，你的心盖满了杂染。
他教导说，心不可靠，因为它尚未调伏，尚未为法转化。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你不能相信它。只
要还没有升起戒德与法，它还不清净，缺乏明彻的洞见。你怎么能相信它呢? 他教导我们不要依
靠尚未觉悟的心，因为它有杂染。它一开始是杂染的奴仆，逐渐污染，越来越久，成了杂染本
身。因此，他教导我们不要信赖心。  
        看看我们的寺院规矩和训练规矩，这些都是让你逆著心性而行的(助缘)。你违反心意做事，
就会有苦。当然了，一有点苦，你马上抱怨修行太难、太麻烦了。你说做不了，但佛陀却不那么
想。他认为，有苦就说明修行正确。但是你却理解成，修行走错了，才导致这些艰难困苦。你开
始修行，才经历一点苦，就以为自己一定做错了。每个人都想感觉良好，却不关心是不是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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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你一旦开始反对杂染和执取，苦就来了，你以为自己做错了，想停下。但是佛陀教导说，
你这样修行是对的。你刺激了杂染，它发热翻搅起来，但是你误解了，以为是你自己在发热翻
搅。  
        佛陀说，是杂染给搅动起来。这是因为杂染使修行困难，你却不喜欢逆杂染而行。你不观想
这些事。一般来说，人们会卡在两个极端之一: 或者耽于官感，或者自我折磨。耽于官感的意思
是，你想服从心的一切欲望: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服从自己的执取，坐得舒服、睡得越多越
好，等等。无论做什么，你要舒服。那是感官的天性。如果你执取于感觉愉快，修持怎么能进

步?  
        你要是耽于官感不成，或者执取快感却不得满足，就偏向另一个极端: 反感、发怒、不满，
因此有苦。那是自我折磨。但是经过训练获得宁静的人，远离杂染的人，却不是这样的。  
        佛陀教导我们不要走这两个极端。他教导说，当你有爱欲感时，应该用觉知注意它。如果你
沉溺于愤怒与仇恨，便没有走在佛陀的脚步后面。那是在走凡夫之路，不是圣者之路。获得宁静
的人，不往那些方向走，他们走中道、正精进，自肆的极端在左边，自虐的极端在右边。  
        因此，如果你决定按一个修行僧侣的方式生活，就该走中道。那个意思是，你对喜乐苦痛不
要太在意。你把它们放下。可是你总感到自己被这两个极端推来推去: 从这边打你一下，又从那
边拉你一下。好像钟舌: 人们从这个方向打钟，你就晃到那边，一来一回，一次又一次。正是这

两个极端在推你。佛陀第一次宣讲时便谈到了这两个极端，因为它们是执取扎根的地方。一半的
时间，欲望从这边冲击你，剩下的时间，不满和痛苦从那边冲击你。正是这两个极端始终在恐吓
我们、推搡我们。  
        走中道的意思是，你把愉快与痛苦同时放下。要正确修持，你必须走中道。沿著佛陀的脚步
走中道是很难的，要吃些苦。如果你的心还在渴望快感，又不得满足，那只有苦。你的一切就存
在于这两个极端，只要你还相信它们，就会执取它们，把自己扯进去。你对某人生气时，马上要
找根棍子去揍他，一点不能忍耐。你喜欢某人，就彻底昏头，想永远和他在一起。是那样子，对

不对? 你总走这两个极端，从来看不见中道。但是佛陀却教我们不走极端。他要我们慢慢地放
下。这就是灭苦之道，终止缘起重生之道。  
        这条道路通往非缘起重生、无喜无悲、无好无坏。作为未觉悟的凡夫，还有缘起，每次你落
入缘起，就是没有看见那个中点。你不停地奔忙，一头扎过去，错过中点，结果执著于快乐那个
极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一头扎向不满那一端，又错过中点。你来回跑，偏看不见那个平衡
点，那里才是和平与宁静。你不去安住在那非缘起重生的中点。为什么? 因为你不喜欢它。牵扯
在缘起里，就象落进一个受恶狗攻击的域界，想爬出去逃走，头却给恶鹫的铁喙撕开，卡在无尽
的地狱。缘起的真相就是那样。  
        因此非缘起重生的那个地方，人们并不注意。未觉悟的心，看不见那里，结果只是来来去去
经过它。Samma patipada是佛陀走的中道，直到他从缘起与重生中解脱。它已经超越好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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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经放下一切。这是圣者之路。不这样走，就不算是真正的圣者，因为那样不会有真正的内在
平静。为什么? 因为还牵扯在缘起与重生，还卡在生死轮回。但是中道超越了生死、高低、悲
喜、好坏。这是一条直路，一条宁静、有纪律的路。这样的宁静超越了悲与喜，好心情与坏心
情。这是修持的本质。要是你的心经历了这样真正的宁静，会停下来。你不会再问。没有必要问

了。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教导说，法由智者亲证。你对佛陀的教导亲证无疑，不需要问别人了。 
 
勤奋修行 
        因此我讲了自己的经验和修行的几个故事。我没有那么多外在知识，也没有彻底研究经文。
藉著实践与探索，我自然学到了。每次欲喜升起，我就观察它，看它把心引向哪里。它所做的，
不过是把你拖向苦。因此你要做的，就是不停地观照自己的心，直到逐渐培养了意识与理解，直
到亲眼目睹了法。但是你必须完全有诚意，下决心去做。  
        你要是真想修行，必须下决心不要繁殖思想、不要想太多。你要是开始禅定时执意要有什么
体验、想达到什么境界，最好停下来。你开始经历一点宁静，就想: “这就是吗?” “我达到了吗?” 
那你就休息一下，把所有理论知识收起来放进盒子里、收到一边去。不要拿来讨论。在禅定中升
起的知识，不是那一类的。它是全新的一类。当你经历一点真正的洞见时，它与理论是不同的。
比方说，你把 “贪”字写在纸上时，它与心里经历的贪是不同的。“怒”也一样。文字是一回事，真
的在心里发生时，你 来不及读什么，直接就在心里体验过了。  
        懂得这一点很重要。书面上的理论是对的，但是佛法必须直指内心(opanayiko)。你必须把它
化为内在的东西。如果你不化为内在，不会真正获得理解与洞见、不会亲证真相。我年轻时也那
样。尽管我没有一直在念书，不过也考了佛法-毗尼律前三级考试。我有机会听不同的老师谈论

他们的禅修，但是一开始我并不留心，不知怎样正确地听。我不理解禅修大师们谈论时的表达方
式。他们谈的是亲身经验，描述自己怎样在心里而不是从书里，直接看见了佛法。  
        后来，我自己作了更多禅定之后，开始看见真相，正和那些老师们描述的一样。我从心里理
解了他们的教导。最后，经过多年禅修，我意识到他们在教导中传授的所有知识，来自亲眼所
见、亲身经历。他们并不只是从书本出发说话。如果你跟著他们描述的路走，也会同样深刻地体
证佛法。我得出结论，这是禅修的正道。也许还有其它的禅修方法，不过这对我足够了，因此我
就坚持下去。  
        你必须坚持努力修行。一开始重要的是去做。心是不是平静，不管它。你得接受它就是那
样。你要注意造善业。如果你勤奋修持，不需要担心结果怎样。不要怕不会有结果，那样担心只
会妨碍心静止下来。要坚持不懈。当然了，你要是不修，能得到什么呢? 只有那些追求的人，才
能实现佛法。吃的人才能满足肚饥感，而不是读菜谱的人。每一种情绪都在欺骗你，要是你能意
识到这点，哪怕十次，也比毫无觉知要好。老是同一个人，老用同样的事作欺骗。你要能意识到
这点，已经不错了，因为你开始了解真相，需要很久。杂染一直在企图迷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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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的意思是，在心中确立戒、定、慧。要观想佛法僧三宝的品质，把其它放下。你在这里
修的时候，便是在创造此生觉悟的因缘与条件了。要诚实、诚心、不停地去做。  
        修行的性质是这样，即使你坐在椅子上，还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某个禅定目标上。一开始，
你不需要专注许多不同的事物，只注意一个简单的目标就够了，比如呼吸、或者随著呼吸念一句 
“佛陀—达摩—僧伽”(Buddho，Dhammo, Sangho)这样的禅定用语。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时，
要明确，决不以任何形式强迫呼吸。如果感觉呼吸吃力，说明你的方法不正确。如果呼吸还不舒
顺，可能长短，太短，或者太用力，那就不舒服。你一旦觉得自在了，对每一次吸气与呼气都有
觉知，那就对了，说明你的做法正确。如果还不对，你还是困惑。你要还是困惑，就停下禅定，
重新确立呼吸念住。  
        在禅定过程中，如果有经历灵异事物的愿望，或者心变得光亮、明朗，或者你看见天宫之类
景象，不要怕。要对这类经验保持念住，继续禅定。有时你在禅定时，呼吸感彻底消失了。这个
感觉可能极其逼真，让你害怕。实际上，没有必要怕，那只是你的想法，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呼
吸还在，只是在一个精细得多的层次上进行。过一段时间，呼吸感会自己回来。  
        一开始你就这样修，让心安定下来。无论何时你坐下来禅定，不管在椅子上、还是在车里、
船里，你把注意力放在禅定目标上，让心马上静下来。你要修到这个地步，乘火车旅行，能一坐
下来马上入定。如果你这样彻底训练了自己，就能在任何地方修。这说明你已经对禅修之路有了
一些熟悉，就可以观了，用这个静止的力量来探索你经历的心智客体——视觉、声音、嗅觉、味
觉、触觉、想法等。无论感官经历什么，喜欢的与不喜欢的，都可以进行观照。只要对它们有觉

知，但不要赋予意义或者解释。如果你经历愉快的客体，意识到愉快; 经历讨厌的客体，意识到
讨厌。这些都是常规现实。是好是坏是其它，都是无常、苦、非我。它们都不值得执著、抓紧。
这个教导，或者说咒语，你要不停地对自己重复。如果你能始终看见这三个特征，智慧自然会升
起。维巴沙那的中心意思，就是把你经历的每一件心智客体扔进这三个坑里: 无常、苦、非我。
一开始，你就这样修，让心平静下来。无论好、坏、更坏，都扔进坑里去，不久你开始获得知
见，升起一点智慧，那就是禅修的意义。要不断地努力。你现在已经受五戒多年，也该在禅修上
作点实际努力。你要对现实的真相获得洞见，那样就可以放下、舍弃、 获得平静。 
 
去禅修! 
        我不擅长于对佛法进行长时间的论证。很难把一切用言辞表达出来。谁要想了解我怎样修
行，就该来住在这里，时间长了会了解。在过去，我到处云游，跟不同的老师学习佛法，学习禅
修。我去那里并不是要别人听我说话。我去听各位大师讲授佛法; 不是去教他们的。他们无论教
我什么，我就听著; 哪怕他们年轻，没有多少名气。我没有觉得有必要做很多讨论。重要的、值

得关心的，是舍弃与放下。修行的整个目的，是舍弃与放下。进行大量的正式学习，到最后也不
会证果。一天天过去，你越来越老，要是你光知道学习文字，就象在追逐海市蜃楼，永远不会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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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东西。修行有许多法门、方式，我不会批评，只要你懂得修持的真正意义与目的就行。但
是，如果有修行者不严守戒律，即使不一定有大错，我可以说他们在修行中不可能获得最终成
就。这就象绕过正道，跳过戒德、奢摩他、智慧之中的关键部分。有人告诉你，不要执著奢摩
他，你不要麻烦了，直接就去维巴沙那，但是从我的经验看，要是你跳过奢摩他、只做维巴沙
那，不会成就。  
        阿姜索、阿姜曼、阿姜同如、昭昆乌巴离为我们留下的修持方法与基础，不要放弃。如果你
跟随这些大师的足迹修行，就是一条最直接的觉悟之路，因为他们亲身证悟了佛法。他们没有绕

过戒德，而是对戒律一丝不苟、无懈可击。他们的弟子对老师、对寺院规矩、修行方法有著极大
尊重。如果老师告诉你停下，你就照办。如果他说你做错了、该停下，你就停下。弟子们以决心
与诚心来学习，直到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结果是，那些林居大师的弟子对老师有著深切的尊重
与敬畏，因为自己是跟随他们的脚步，才亲见、证悟了法。  
        因此，试一试我建议的方法。要是你去禅修，自己会看见、体验结果。要是你真的努力修
行，探索真相，没有理由不达到我讲的结果。我说，你要是有正确的修行方法，舍弃、少言、放
下观念与自满，杂染不可能在心里站住脚。你能心平气和地听那些人讲不真的话，就如你能耐心
地听别人讲真话，因为你知道怎样自己观照真相。我说，要是你真正努力修行，这是可能的。但
是学者们不常来修，他们当中这样做的人还太少。我感到有点遗憾，我们许多佛教徒是这样，我
一直鼓励他们切实修行，开始禅定。你们当中那些过去是学者的终于远道而来修行，是值得赞扬

的，你们有自己的优点可以贡献给僧团。这里多数的乡村寺院，重视的是经文和理论学习，可结

果是，他们学得没完没了、无穷无尽。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结束它。他们只学习“宁静”这两个
字，学了升起重生的东西。你要停下动态思考，好好把你的理论知识作为对苦因进行调查研究的
基础。心的本质与你从书里学到的描述不差多少，是一致的。但你若是学了却从来不修，永远不
会真正了解。你一旦修了，便能得到深刻的知见，你在书里学到的那些东西才变得生动清晰。重
要的是开始修行，获得那样的知见。  
        因此去试一试，住在森林小棚里，努力训练自己、体验教导。这比只学理论要强。要修的是
在内心跟自己讨论佛法，住在偏僻之处，观察自己的心。心静止时，放下了一切，停留在正常状
态。当它动起来，从这个静止的正常状态，泛起涟漪与波动，各种思绪和想象升起，行蕴的影响
过程就启动了。因此要小心地对它们保持觉知。一旦心离开了正常状态，就不再是中道。它或者
执著官感，或者自我折磨。就在那里形成了影响思维的网络(行蕴，sankhara)。如果影响是善良
的，心则呈现出善良的特点; 影响不良，则呈现出不良特点。这个过程就在你心里进行。如果你
修持时保持觉知，密切观察心智，实际上是很有趣的。这个话题，我可以高兴地讲一天。  
        你一旦对心的动态有了觉知，就可以看影响它的过程。心受杂染的培养与训练长大。我看心
好比一个中心地。那些我们称为心所的，好比来这里的访客。有时这 “人”来访，有时那 “人”来
访，有时另一个“人”来。他们都来呆在这一个地方。所有升起于心中的这些 “访问者”，我们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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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  
        修行之道就是唤醒心智，让它有 “觉知”，等著观察自己。无论何时一个访客靠近，你得摇摇

手不许它进来。要是你整天坐在唯一的座位上，你的觉知就在中间等著所有来客，它们又能呆哪
儿呢?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佛陀” (buddho): 一种坚定、不可动摇的觉知。你要是能把持这个觉知，
它就能守护心。你只要坐下来、 就在这一点确立觉知，这里是一切访客要来的地点，从你还是个
胎儿、到你活到现在。因此你得彻底了解它们，要这样做。你就守著佛陀所说的觉知。所有这些
访客会想尽办法对你的心进行改造、虚构，影响你的经验。当它们成功地把心扯进它们的事件中
时，心所就产生了。无论它们的性质怎样，把心引向何方，都不重要。你的工作是了解那些访

客。无论何时客人来，他们发现只有一把椅子，只要你占著那把椅子，它们就没地方坐。它们来
的用意是向你灌输点流言，却没地方呆下来。这些爱闲谈的客人不管来多少次，总是看见同一个
家伙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接待客人，总也不挪动。下回来，还是没位子。他们会回来多少次呢? 你
要做的，只是坐在这里接待它们，就都了解它们了。自从你最早了解世界起，所经历的一切，来
访的正是这个地方。你只要了解这么多。要是你就在这个地方观察、觉察，就会看见佛法，培养
出穿透一切的洞见。你就自己讨论、观察、观想佛法。  
        这才是佛法讨论，我不知道别的讨论方法。我还可以继续这样讲，但是到头来不过是讲与
听。我建议你去切实修行。你自己修时，就会有一些经验了。有些方法告诉你怎么走……发生这

样，就做那样，等等，但是你继续修时，常常会发生不如意的情况，你得思考、调整自己的方
法。你也许要走很长的路，才看见一个路标，才意识到这条路走对了。重要的是，你 藉著失误来
学习，总结经验，直到确立起正确的修行方法，就会确信无疑。你要是还不曾找到正确的修行方
法，那么注定会有许多疑问与障碍，你就得在那点上不停地探索。一旦调查过了、从各个角度考
虑过了、跟自己讨论过了、确实给心智留下印象，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要是你实在卡住了，可以
问老师，他对克服障碍、训练心智经验多，会给你修行建议，超越困难。有一个老师可以有很大
价值。有人已经去过了，了解那里的地形。你可以带著疑惑找他，与他讲述自己的修行。  
        考虑观声音。有听、有声音。你可以对声音有觉知，却没有什么想法。要利用这种自然现象
来观察真相，直到能把心与客体分开。能产生这个辨别力，是因为心不出去牵涉其中。耳朵听见

一个声音，就观察心是不是牵扯进去、是不是给带走了。是不是感到心烦? 至少要了解这些，才
能做到注意声音而不受干扰。这就是在当下培养与确立念住。你不需要到别处去做。即使你想躲

开声音，实际上也逃不开。只有藉著修行才能真正 “逃离”声音。那就意味著要训练心智，直到念
住坚固，官感接触什么能够放下。听仍是在听，同时你放开客体。有念住时，放下是很自然的。
你不需要花气力把心与客体分开，藉著舍弃、放下，自动分开了。哪怕你想跟踪声音，心也不去
抓著。  
        你一旦对色、声、香、味、触、意有了充分念住，就会以内在慧眼，看清它们的本质。他们

受三个普遍特点的主宰: 无常、苦、非我。比方说，你无论何时听见一个声音，马上会在经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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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洞见这三个特征。好像你不再听见它了，你不以平常方式听它，因为你知道，心是一回
事，客体是另回事。但是那样并不意味著心不再起作用了。念住始终在监视与观察心。要是你能
修到这个地步，意味著你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都在培养对法的探索。这就是七觉支之一的
择法(dhamma-vicaya)。要是心里有了这个因素，就意味著它在自动自发地、不断进行这样的深度
分析。  
        要与自己讨论佛法，这样会逐渐放松你对身体、感受、辨知、思维、意识（五蕴）的执取。
在心沉浸于观照的工作时，就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入侵了。对于有定力的人，这个观想与探索的
过程在心里是自动产生的。不是什么要你思考或者创造出来的。心会立刻熟练地朝你指的地方观

照。 
 
建立禅修的基础  
        你要是这样修，还会发生一件事: 你睡觉前一旦确立了念住，就不再习惯地打鼾、说梦话、
磨牙、扭动了，那些都消失了。即使你睡得很沉，醒来时好像不曾睡过，也不会觉得疲倦磕睡。
过去你也许会肆无忌惮地打鼾，但是真的培养了警醒之后，不会发生了。你并没有真的睡著，又
怎能打呼呢? 念住到了这个地步，心在白天黑夜一直醒著。这就是佛陀所说的纯净而高度的觉知: 
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明亮者。在这个层次上，心有维持自己的能量，不会磕睡，即它不以通
常方式入睡。如果你的禅定培养到这个层次，也许可以一连两三天不睡。即使那时，要是你因为

身体累极了想睡时，可以集中在禅定目标上，立刻进入深度奢摩他，你要是有技巧，也许只需要
在那里呆上五到十分钟，感觉好像睡了一天一夜那样有精神。  
        说起不睡觉，要是你不担心身体，睡觉无关紧要了。但是你应该观照身体状态、身体的经

历，根据需要调整睡眠。你修到这个到层次时，不必有意告诉身体做什么，它会告诉自己。心里
有一个部分不停地点拨你、督促你。即使你感懈怠，却不可能耽于那些情绪里，因为总有这个声
音在鼓励你、激励你去努力。你会达到一个地步，修行不再停滞、而是自动进行。试试看吧。你
已经学得够多的了，得到了足够的教导了，现在是把你所学，用在训练自己的时候了。  
        一开始，身远离 (kaya-viveka)很重要。舍利弗尊者教导说，身远离可以升起心远离(citta-
viveka)，心远离可以升起远离杂染的涅槃之心(upadhi-viveka)。有些人说，这不重要，心里宁
静，住哪里都可以。那是对的，但是在修行最初阶段，你应该把身远离看成是必要的。哪天你该

试试，住到方圆几里不见人影的火葬林里、或者荒凉恐怖的山顶上禅定。要独自去，好吧? 你一
整夜都有好戏看。那时你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连我年轻时也曾经以为身远离不太重要。那不过

是我的想法，可是一旦真去那里修了，我就思考起佛陀的教导来。世尊鼓励弟子在远离人烟的荒
野里禅修，我意识到从身远离，升起心远离，可以有多快。比方说你是居家人，有家庭有房子，
你有什么身远离呢? 一进门就是混乱与复杂，没有身远离。因此你离开家里，去一个隐居地，那
么修行气氛就完全不同了。你一定要了解开始修行时身远离与孤独的重要性。之后去找一位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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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指点你，他(她)会指导你、建议你，指出你误解的地方，因为你认为理解正确的地方，实际

上是误解了。错的地方，你却肯定自己是对的，要是你有一位善巧的老师，就能给你建议，直到
看见自己的错误为止，通常它就在你以为正确的地方，你的误解蒙蔽了思考。  
        有些学问僧学了很多，彻底研究了经文，但是我建议人们投身于修行。学习的时间到了，可
以打开书本，学习常规理论形式; 但是与杂染争斗的时间到了，你得去超越理论与常规。要是你
在争斗时，亦步亦趋、过于注重课本模式，你不会击败对手。如果你真要去除杂染，就得超越书

本。现实中的修持就是这样。书本只是作为指导和范例。要是你过于执著书本，它们甚至会让你
失去念住，因为有的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蕴(sanna)与行蕴(sankhara)来写书，他们不一定理解，蕴

所做的只是在影响心。一不注意，他们就跑到远远的地底下见神蛇去了，等到回来后，就开始讲

起蛇语，谁也不知他们在讲什么。简直糊涂了。  
        林居大师们并没有教我们这样修持。也许你会想象书里的东西刺激、有趣，实际上不是那样

的。老师们告诉我们，修行方法是舍弃杂染、拔除观念、去除自满与自我感。这样的修持，对付
的是杂染的根源。这个过程无论多难，你不要急于把从林居老师那里继承的东西扔掉。没有好的
指导，心与奢摩他可能受到迷惑，不该发生的事可能会发生，我总是对这点很小心。我还是年轻

比丘、刚开始修行的几年里，总还不能相信自己。但是一旦禅定中获得了更多经验，对心的动向
有了一些洞见，就不再有疑问了。即使有异常情况出现，就让它发生，不去抵抗它。如果你理解
了怎样修持，这一切本身就不再具有危害性，它们成了观想的客体，你利用它们作为你的禅定材
料，继续从容地修行。也许你还不曾试过这样做。  
        你做过一点禅修，对不对? 有时候在禅定中，平常不该出问题的事却会出问题。比方说，你
坐下来，下定决心: “这回不要东想西想了，我要集中注意力禅定了。” 可是那天你什么进步也没
有。但我们喜欢那样的豪言壮语。实际上，我观察到，修行常常按照自身因缘与条件发展。有的
夜晚你坐下时想: “好，今晚我起码坐到凌晨一点，决不起身。” 你那样一想，已经让自己进入不
够善巧的心态，因为过不了多久，所有那些痛感、不适感从四面八方入侵你的感觉，你觉得难受
到快要死去的地步。实际上，心会自行设立禅定的时间限度，你不需要估侧或者界定。禅修又没
有什么特别的停留站或时间目标。七点、八点、九点，并不是最重要的; 你只是继续禅定、维持
宁静，不要去强迫。你对事物不要有强制观点或者成见，也不要太雄心勃勃地宣布这一次你一定
要怎样，这样迫使心智。当然了，就是那种时候，事情偏不如意。  
        你必须让心放松下来。让呼吸舒畅地流动，不要刻意使它太长太短。不要对它做什么。让身
体自在，不断努力禅定。有个声音会出来问:“今晚你要修几个小时? 你什么时候停止禅定? ” 它会
一直问你，你就打断它: “嘿，你别打扰!” 你得一直压服它，因为这些都是这种那种形式的杂染，
来这里麻烦你。不要去注意它们，要这样反驳: “我是早是迟停下，与你无关! 我愿意坐一晚上，
也不会伤害谁; 不要打扰! ” 就这样打断它们、自顾自禅定。心有自在感，会平静下来，你对执著
的力量会有更好的理解，对你自己多么容易虚构故事、给事情不应有的重视、受这种倾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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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会有更好的理解。也许要花上似乎是无穷长的时间，也许过大半夜才能坐得自在，但说明你
已经找到禅定的正确方法。那样你会有一些洞见，了解到你的粘著与执取都是杂染，它之所以存
在是因为心卡在妄见里。  
        有的人在坐下来禅定前，会在面前点上一注香，然后发一个大愿: 香不燃尽、决不起身。接
著开始禅定，五分钟后就觉得象是过了一个钟头，睁眼一看很吃惊，那根香还长著呢。他们就闭

上眼，重新开始禅定，过一会又察看香的长短。当然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禅修什么进步也没
有。不要象猴子那样。你到头来什么也没干，整个坐禅时间里，就在想那根香是不是烧完了。训

练心智很容易变成这样了，因此不要太注意时间。  
        在禅定时，不要让欲取与杂染了解禅修规则、或者你的修持目标。那个杂染会发问: “你要怎
样修? 要做多少? 你打算花多少努力? 要坐到多晚? ” 它会一直对你唠叨，直到你与它达成某种协

议。要是你说，打算坐到早上两点，杂染马上开始骚扰你。你坐了不到一个钟头，就焦躁起来，
不耐烦完成禅定。接著，五盖会出来说: “你要死了有那么糟吗? 我以为你真要入定呢，看你多动

摇。你发了愿，却不能保守它。” 这样一想，就给自己造了苦。你就批评自己，结果痛恨自己。
那里没人替你挨批，出麻烦不能怪别人，你就更苦。如果你发了什么理想主义的宏愿或者下了决
心，就觉得必须守护荣誉，不成功、便成仁。根据这个风格，要做得正确，你要勇猛精进，不能
放弃誓言。另外有一种方式是，比较温和地修持，不发什么固定的誓言，但是不断作稳定持续的
努力，这样训练自己。你会发现有时心可以静下来，身体痛感会消退。腿上的那些僵硬与痛感会
自行消失。 
 
观照一切  
        因此，有这么个平衡的修行方法，要你观照经历的一切。你无论做什么，要彻底观照它，不
要放弃禅定。有些人以为正式禅定结束后，可以休息一下，于是把禅定目标放下，停止观照。不
要那样做! 要不停地观照你经历的一切。无论接触到善人恶人、富人穷人、名人凡人、年轻年
老，一切都要观。把它当成禅修的一部分。观想与探索佛法，意味著你必须观察与反思影响心智
的各种缘起。要观照各种心智客体，大小、好坏、黑白。要是有想法，就注意心在 “想”，注意它
实际上就那么多。到最后，一切思维与印象都可以捆起来，当成无常、苦、非我，不去抓紧与执

取。这就是一切心智客体的坟场，把它们扔到这三个坑里，你会看见它们的真实面目。  
        比方说，看见了 “非我”，就不会导致苦，但是它必须来自禅观。如果你得到什么漂亮物件，
你喜欢它，就不停地观照那个愉快感。有可能你用了一阵，觉得够了，想把它送人或者卖了，你
要是找不到人接受，甚至会扔了它。为什么? 那是因为无常。要是卖不掉、送不掉，你开始有
苦。事情就是这样。你这样切切实实一路看清楚后，不管多少次它冒出来，你总能用那个经历帮
助你超越表象。是那老一套在重复自己。你只要看见一次，以后就都看见了。  
        有时候你经历刺耳的声音、刺目的景象，就升起了反感。要注意那个不满的感觉，去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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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许将来某个时刻那些感觉会变，你开始喜欢起过去不喜欢的事物。你现在喜欢的，可能是
过去产生反感的原因。有时就是那样。一旦你意识到了、亲身了解了，一切愉快、不愉快的客体
与经历都是无常、苦、非我，你不会执著它们了。你自然而然把一切现象看成是一样的，都有一
样的内在属性，用觉知中升起的佛法来看待一切。  
        好了，我在这里谈论的只是自己的修行经验，没什么特别的。你来和我讨论佛法，我的工作
就是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但是佛法实在不是要你把所有时间用在讨论上，最好是坐下来禅修。好
比你邀朋友一起去哪里。你问他们: “去吗?” 他们说去，于是你们马上走了，既简单又不啰唆。要
那样去修行。 
 
禅相 
        如果你在禅定时经历不同的禅相(nimitta)，比如天人形象，头等重要的是密切关注心的状
态。不要忘记这个基本原则。心必须平静，才能经历这些事物。要小心禅定时不要带著想或不想
经历禅相的愿望。如果它们升起，就观照它们，不要让它们迷惑你。要观想它们不是你、不属于
你。它们是无常、苦、非我，同一切其它心智客体一样。要是你真的经历了它们，不要让心对它
们太感兴趣了、或者注意太久。要是它们不自行消失，你就重新确立念住。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呼
吸上，作几次重呼吸。至少作三次特别长的呼吸，应该能把禅相除掉。你在继续禅定时，必须这

样不断重新确立念住。  
        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你、属于你的。它们只是禅相，会欺骗心智、产生吸引、反感、恐惧
感。禅相有迷惑性、不可靠。你要是真的经历了，不要太重视，因为它们实在不是你。你一经历

到任何禅相，应该马上把注意力转回到观察心智本身。不要放弃这个修持的基本原则。你要是忘
记了，就容易纠缠于其中，可能受到迷惑、甚至疯癫。你甚至可能彻底糊涂了，不能与其他人作
正常交谈。不管你体验什么，你能信赖的、 最能确定的，是你自己的智慧。你要是经历禅相，就
去观心。必须宁静地经历它们。  
        重点是，要把禅相看成是非我。它们对有智慧的人，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对没有智慧的人，
是有害的。不断地练习，直到你不再为禅相动心。它们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不要怕它们。要是
你的智慧已经发展到可以信任自己的判断，就没有问题了。一开始你为禅相所激动，因为它们新
奇有趣，你有经历它们的欲望。你变得对它们中意起来，这就是一种幻觉。你最好不受它们吸
引，不过它出现了，你不知怎么办， 不知怎么正确地修，它就成了苦因。如果心因为它而情绪好
起来，那就对这个好情绪确立念住，了解它是杂染，它本身是无常的。这是放下执取的明智方
法。不要这样告诉自己: “我不要有好情绪，为什么心情好起来呢? ” 那样就错了。这是带著妄见

禅定。就在这里出错了，不必远看。没有必要惧怕禅相、或者禅定的任何侧面。我只是向你们描
述可能发生的一些事，因为我过去有一些经验; 不过你得带回去，自己考虑我说的是对是错。  
        就说到这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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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1:本文中的『觉知』[knowing],泰语谓Poo Roo,为泰国林居禅修传统特有的表达方式。在这个状态, 
禅修者从一个分立的角度观察五蕴,或者说,他对自身的心理活动过程已不再完全投入或沉浸其中。阿姜查

等一些导师称之为“心在观察心”。这个层次还不是觉醒[buddha]或者说清净的(指不带心理活动的纯粹的)
觉知[pure knowing]。巴利圣典中部57《定支经》描述了圣正定的五因素,前四种因素即为四禅,在描述第五
因素时,佛陀说:“正如一人观照另一人,一位站者观照一位坐者,或者一位坐者观照一位卧者,更如此,比丘们,
该比丘藉著明辨,对他的观照对象善把持,善专注,善思虑,善格知。此为五支圣正定的第五种培育。” 此处的
观者带著精细的五蕴,观照粗糙的五蕴。这种高等觉知即为泰语所谓的Poo Roo。以上为坦尼沙罗尊者为中
译者解说Poo Roo的总结。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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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arely think of Buddhism as an emotional 
religion. Early Buddhism in particular is often 
depicted as centered more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head than in the heart.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at the tradition, you'll find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been fueled by a deeply felt 
emotional core.

我们很少把佛教看成一门感性宗教，尤其早
期佛教常被形容为，其重点在脑左前部，非
在于心 。不过，你若仔细审视这个傳统，会
发现其原动力从一开始便以深切的感性为核
心。

Think back for a moment on the story of the young 
Prince Siddhartha and his first encounters with 
aging, illness, death, and a wandering contemplative. 
It's one of the most accessible chapters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largely because of the direct, true-
to-the-heart quality of the young prince's emotions. 
He saw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as an absolute 
terror, and pinned all his hopes on the contemplative 
forest life as his only escape. As Asvaghosa, the 
great Buddhist poet, depicts the story, the young 
prince had no lack of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tried to talk him out of those perceptions, and 
Asvaghosa was wise enough to show their life-
affirming advice in a very appealing light. Still,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if he were to give in to their 
advice, he would be betraying his heart. Only by 
remaining true to his honest emotions was he able to 
embark on the path that led away from the ordinary 
values of his society and toward an unsurpassed 
Awakening into the Deathless.

让我们回想一下年轻的悉达多王子初次面对

老、病、死、与丛林游方者的故事。它之成
为佛教傳统中最广为人知的章节之一，主要
在于体现了年轻王子内心情感的直接与真
切。他视老、病、死为怖畏之极，寄一切希
望于丛林梵行这条唯一的解脱之道。据佛教
大诗人马鸣对这个故事的叙述，王子身边试

劝他放弃己见的亲友不乏其众，作者足有智
慧地把世俗人生观描绘得引人入胜。尽管如
此，王子意识到，屈服于劝解等于背叛自己
的真心。惟有继续诚实地面对这些真切情
感，他才得以踏上远离世俗价值、超越生死
的觉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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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hardly a life-affirming story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term, but it does affirm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the truth of the heart when it 
aspires to a happiness absolutely pure. The power of 
this aspiration depends on two emotions, called in 
Pali samvega and pasada. Very few of us have heard 
of them, but they're the emotions most basic to the 
Buddhist tradition. Not only did they inspire the 
young prince in his quest for Awakening, but even 
after he became the Buddha he advised his followers 
to cultivate them on a daily basis. In fact, the way he 
handled these emotions is so distinctive that it may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his 
teachings have to offer to our culture today.

这个故事以一般意义而言，很难说是对入世
人生观的肯定，然而它却肯定了比生存更重
要的一件事: 心灵渴求一种绝对纯净的幸福真
谛。这股渴求之力以两种情绪为基础，巴利
文称为厌离(samvega)与净信(pasada)。虽然我
们当中鲜有闻者，它们却是佛教傳统中最基
本的两种情绪，不仅激励著年轻的王子对觉

醒的求索，在他证悟之后，也鼓励弟子们常
长此心。实际上，他处理这些情绪的方式如
此独特，对于当今文化来说，是可资采纳的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Samvega was what the young Prince Siddhartha felt 
on his first exposure to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It's 
a hard word to translate because it covers such a 
complex range — at least three clusters of feelings at 
once: the oppressive sense of shock, dismay, and 
alienation that come with realizing the futility and 
meaninglessness of life as it's normally lived; a 
chastening sense of our own complacency and 
foolishness in having let ourselves live so blindly; 
and an anxious sense of urgency in trying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meaningless cycle. This is a cluster of 
feelings we've all experience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but I don't know of a 
single English term that adequately covers all three. 
It would be useful to have such a term, and maybe 
that's reason enough for simply adopting the word 
samvega into our language.

厌离感(samvega)是年轻的悉达多王子初次面
对老、病、死之时所生的感受。这个词很难

英译，其内涵复杂，至少并摄了三类感受: 意
识到世俗生活的徒劳与空虚而生起的震惊、
气馁与疏离的压抑感; 对自耽自满、愚痴盲目
地生活至今的自责感; 寻求脱离无谓轮回之道
的急迫感。这些感受，我们在成长过程的某
个时刻都曾经历过，但我不认为有哪个英语

词汇可以同时贴切地表达这三种含义。有这

样一个词很实用，也许足以把它直接吸收过

来，纳入我们的语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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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ore than providing a useful term, Buddhism 
also offer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the 
feelings behind it — feelings that our own culture 
finds threatening and handles very poorly. Ours, of 
course, is not the only culture threatened by feelings 
of samvega. In the Siddhartha story, the father's 
reaction to the young prince's discovery stands for 
the way most cultures try to deal with these feelings: 
He tried to convince the prince that his standards for 
happiness were impossibly high,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distract him with relationships and every 
sensual pleasure imaginable. Not only did he 
arranged an ideal marriage for the prince, but he also 
built him a palace for every season of the year, 
bought him only the best clothes and toiletries, 
sponsored a constant round of entertainments, and 
kept the servants well paid so that they could put at 
least a semblance of joy into their job of satisfying 
the prince's every whim. To put it simply, the 
strategy was to get the prince to lower his aims and 
to find satisfaction in a happiness that was less than 
absolute and not far from pure. If the young prince 
were alive today, the father would have other tools 
for dealing with the prince's dissatisfaction——
including psychotherapy and religions counseling
—— but the basic strategy would be the same: to 
distract the prince and dull his sensitivity so that he 
could settle down and become a well-adjusted, 
productive member of society.

佛教不仅提供了这个有用的词汇，更提供了
对治它表达的感受的有效策略——我们的本
土文化觉察其威胁性，却素无良方。当然，
并非仅西方文化受厌离感的威胁。在悉达多
的故事里，面对王子的新生情绪，父王的回
应代表着多数文化的应对方式: 他试图说服王
子，他的喜乐标准高不可及，同时试以婚姻
关系与各样感官极乐转移其注意力。父王不
仅替他安排了一桩理想婚姻，还为他盖起宫

殿，每季各居一处。不仅为他购置华服美
饰，还使他的周围娱乐不断; 受到优待的仆役
们极尽能事，奉承王子的一应兴致。其策略
简单说，是令王子降低目标，从远离绝对、
远非清净的世俗生活中觅得快乐。如果年轻

的王子活在今日，那位父王对付王儿的不满

情绪则另有其招——其中会包括心理疗法与
宗教咨询——不过基本策略不变: 分散注意
力，麻醉敏感度，使他安定下来，成为适应

社会、有事生产的一员。

Fortunately, the prince was too eagle-eyed and lion-
hearted to submit to such a strategy. And again, 
fortunately, he was born in a society that offered him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samvega that did justice to the truths of his heart.

所幸的是，王子有着鹰眼狮心，未曾屈从此
计; 更有幸的是，他出生的社会为他提供了寻

找厌离感的解答与求证心灵真谛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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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step in that solution is symbolized in the 
Siddhartha story by the prince's reaction to the 
fourth person he saw on his travels outside of the 
palace: the wandering forest contemplative. 
Compared to what he called the confining, dusty 
path of the householder's life, the prince saw the 
freedom of the comtemplative's life as the open air. 
Such a path of freedom, he felt, would allow him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answers to his life-and-death 
questions, and to live a life in line with his highest 
ideals, "as pure as a polished shell."

 

在悉达多的故事里，那个解答的初步象征，
正落在王子离宫出游时遇见的第四人——丛

林游方者时的反应上。较之被他称为“局限多
尘”的世俗生活，王子视这位行者的人生如天
空般辽阔。他感到这条自由之道将令他有机
会求解生死问题，同时过一种符合自己最高
理想的生活，“如磨光的珠贝般纯洁。”

The emotion he felt at this point is termed pasada. 
Like samvega, pasada covers another complex set of 
feelings usually translated as "clarity and serene 
confidence" ——mental states that keeps samvega 
from turning into despair. In the prince's case, he 
gained a clear sense of his predicament, together 
with a confidence that he had found the way out.

这个时刻他感受的情绪，便称为净信
(pasada)。如同厌离感，该词也包含一组复杂

的感受，通常解作“清明与安详的信心”——
这类心态使厌离感不至沦为绝望。在王子的
故事里，他对自己的困境有了清晰的了解，
同时又对找到超越老、病、死的出路升起了
信心。

As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freely admit, the 
predicament is that the cycle of birth, aging, and 
death is meaningless. They don't try to deny this fact 
and so don't ask us to be dishonest with ourselves or 
to close our eyes to reality. As one teacher has put it, 
the Buddhist recognition of the reality of suffering 
— so important that suffering is honored as the first 
noble truth — is a gift, in that it confirms our most 
sensitive and direct experience of things, an 
experience that many other traditions try to deny.

早期佛教毫不讳言，困境就在于轮回于生、
老、死的毫无意义。其教导并不试图否认这

个事实，因此不要求我们欺骗自己，或者装
着视而不见。如一位导师所说，佛教对现实

之苦的确认——并且郑重其事地尊之为第一
圣谛——是一件赠礼。它印证了我们对世事
最敏感、最直接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许多
其它宗教傳统试图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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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re, the early teachings ask us to become 
even more sensitive, to the point where we see that 
the true cause of suffering is not out there — in 
society or some outside being — but in here, in the 
craving present in each individual mind. They then 
confirm that there is an end to suffering, a release 
from the cycle. And they show the way to that 
release, through developing noble qualities already 
latent in the mind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cast 
craving aside and open onto Deathlessness. Thus the 
predicament has a practical solution, a solution 
within the powers of every human being.

从那里出发，早期佛教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
敏感度，直到看见，造苦的真正原因不在那
里——不在外界社会，不在他人——而在这

里，在每个人内心的渴求。接著，它确认苦
是可以止息的，轮回是可以脱离的。同时它
指出了解脱之道——藉由长养内心潜在的尊
贵素质，直到止息渴求、趋向涅槃。因此，
困境有一条人人得以实践的解脱之道。

It's also a solution open to critical scrutiny and 
testing — an indication of how confident the 
Buddha was in the solution he found to the problem 
of samvega. This is one of the aspects of authentic 
Buddhism that most attracts people who are tired of 
being told that they should try to deny the insights 
that inspired their sense of samvega in the first place.

这条道之具有开放性，接受人们严格的审查

与检验，也说明佛陀本人对于解决厌离感的
难题何等有把握。对那些倦于受人劝解、拒
绝否认引生厌离感的原初领悟的人来说，这

也是真正的佛教最吸引他们的原因。

In fact, Buddhism is not only confident that it can 
handle feelings of samvega but it's also one of the 
few religions that actively cultivates them to a 
radical extent. It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ife 
demand so much dedicated effort that only strong 
samvega will keep the practicing Buddhist from 
slipping back into his or her old ways. Hence the 
recommendation that all Buddhists, both men and 
women, lay or ordained, should reflect daily on the 
facts of aging, illness, separation, and death — to 
develop feelings of samvega — and on the power of 
one's own actions, to take samvega one step further, 
to pasada.

实际上，佛教不仅对解决厌离感的问题足有
把握，也是少数几个鼓励从根本上长养此心
的宗教之一。对于人生困境的解决之道要求
如此专注的修持，只有具备了强烈的厌离
感，才能够确保行者不至松懈退步、回复旧
习。故有此番教诫: 无分男女、在家出家，每
日籍省思老病离死，长养厌离之感，下一
步，藉由个人自身行动之力，将厌离升华为

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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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ople whose sense of samvega is so strong that 
they want to abandon any social tie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following the path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Buddhism offers both a long-proven body of 
wisdom for them to draw from, as well as a safety 
net: the monastic sangha, an institution that enables 
them to leave lay society without having to waste 
time worrying about basic survival. For those who 
can't leave their social ties, Buddhist teaching offers 
a way to live in the world without being overcome 
by the world, following a life of generosity, virtue, 
and meditation to strengthen the noble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at will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The 
clos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maintained between 
these two branches of the Buddhist parisa, or 
following, guarantees that the monastics don't turn 
into misfits and misanthropes, and that the laity don't 
lose touch with the values that will keep their 
practice alive. 

对于厌离心强，有志于离开世俗纠葛、减少
解脱道上的障碍者，佛教既提供了一套久经

考验的智慧体系，也提供了僧伽的安全网，
这个机构使他们得以离开居家社会，基本生
存条件无虞。对于离不开世俗关系者，佛教
提供了一套居世而不受其染的生活方式，以
布施、持戒与禪定，增强心智中趋向解脱的
的尊贵品质。佛教僧俗(parisa)这两个分支的
紧密共生关系，保证了僧侣们免于成为边缘

人与厌世者，居士们得以继续接触保持其修
行活力的根本价值。  

So the Buddhist attitude toward life cultivates 
samvega — a strong sense of the meaninglessness of 
the cycle of birth, aging, and death — and develops 
it into pasada: a confident path to the Deathless. 
That path includes not only time-proven guidance, 
but also a social institution that nurtures it and keeps 
it alive.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our society 
desperately needs. In our current efforts at 
mainstreaming Buddhism,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one source of Buddhism's strength is its ability to 
keep one foot out of the mainstream, and that the 
traditional metaphor for the practice is that it crosses 
over the stream to the further shore.

因此，佛教的生命观滋养厌离之心——即对

轮回于生老死的强烈的无谓感——并将之发

展为净信: 对涅磐之道的信心。那条道不仅包
括了久经考验的智慧指南，还包括了延续法
脉的团体组织。这些都是我们个人与社会迫
切需要的。在当前使佛教主流化的努力当
中，我们应记得，佛教的力量来自于不随波
逐流，修证的傳统譬喻是跨越水流、到达彼
岸。

最近訂正 6-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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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里兰卡、缅甸与泰国盛行的上座部佛教视巴利经文为出自佛陀之口的真实而权威性记

载。西方学者对真实性与权威性问题向有兴趣，十九世纪时初闻这番指称，始以史家手法加以检

验。举凡可查的文献与考古残片似已遍查，史学上无懈可击的证实证伪未曾水落石出。发掘出来
的，却是大量的次要证据及可能性——表明巴利经典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接近佛陀教说的详细记

载——确凿定论则付之阙如。考古学证据表明，巴利语可能非佛陀母语，这能够证明他与巴利母
语者交谈时不曾用巴利语么? 巴利圣典在语法上有不规则性，这说明该语言尚处未标准化的早期
阶段，还是退化中的后期阶段? 佛陀的生平时代处于这门语言发展过程的哪个阶段? 所发现的其
它早期佛教经典片段与巴利经典字句上略有出入，但基本教义无异。这种教义上的一致性，说明
它们皆来自佛陀本人，还是有后人共谋，随信仰与习俗的变迁对教义作过一番重整与标准化? 学
者们在这些问题上历来急于加入某个阵营，不过他们的论证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推论、猜想与可能
性，因此整个过程便带有不确定性。 
        不少人把这种不确定性看成是上座部对经文真实性的指称证据不足的表现。然而，仅以此为

理由排斥经文的教导，将令我们失去机会，验证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断言——人的努力，方向正确
时，可以灭尽忧苦。或许我们应当质疑史学方法论，将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视为史学作为佛法认

证工具的不足性。经文本身对于怎样确认佛法的真实性与权威性，自有一番指南。在一段著名的
经文中，曾引佛陀如是之言: 

 
        “卡拉玛人，不要只听从报道、传闻、传统、经典、猜测、推论、类
比、同感、可能性、或者‘这位行者是我们的老师’的想法。 当你亲自了解
了，‘这些法(dhammas)非善巧；这些法是该受责备的；这些法受智者的批
评；这些法采纳施行起来，趋向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当弃绝它
们...... 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法是善巧的；这些法是无可责备的；这些
法受智者的赞扬；这些法采纳奉行起来，趋向安宁与幸福’——那时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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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安住其中。” 
——增支部AN III.65 

 
        由于这段文字出自一部宗教经典，最引人瞩目的向来是其中排斥宗教导师、传闻、传统、经

典的权威性以及坚持个人亲证的句子。这些突出的反教条主义之言——曾有人称之为佛陀特许自
由探索的执照——往往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该段文字中加诸于“亲自了解”的严格限定。在质疑报

道的权威性时，它是对史学所依据的基本材料不以为然。在质疑推论与可能的权威性时，它是对

这类手法的某些基本技巧不以为然。在质疑逻辑推理、类比与思考认同的权威性时，它是对自由
思考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不以为然。 
        因此，确证佛法只剩两种方式，上述经文及经典中其它教导的核心皆与之相关: 何谓善巧? 何
谓不善巧? 培养任何技能时，你都必须(1)注意你个人行为的后果;(2)听闻已掌握该技能者之言。
同样在佛法修证中，你必须(1)检验某个教导付诸实践的结果;(2)把该结果与智者的意见相对照。  
        佛法有两个方面使它具有一门技能的特点。首先，法(Dhamma)这个词的含义不仅指教导，
而且指心理素质。因此上述段落亦可译为: 

 
“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非善巧；这些素质是该受责备的；这些素质

受智者的批评；这些素质采纳施行起来，趋向伤害与苦痛’——那时你应

当弃绝它们......当你亲自了解了，‘这些素质是善巧的；这些素质是无可责

备的；这些素质受智者的赞扬；这些素质采纳奉行起来，趋向安宁与幸
福’——那时你应当进入、安住其中。” 

 
        实际上，这更有可能为正确的译法，因为紧接著本段之后的讨论，与不同心理素质影响之下
的行动后果有关: 一类是贪、嗔、痴的不善巧心态; 一类是离弃了贪、嗔、痴的善巧心态。这表明
佛法修证根本上是一门调心的技能。 
        佛法作为一门技能，特点之二在于它的目标: 非是别的，正是苦的彻底止息。 
        尽管佛法的第二个特点令这门技能富有吸引力，它的第一个特点却令人难以断定有谁已掌握
该技能，具备了解说的资格与权威。我们究竟不能够看穿他人的内心，了解其中有何等素质，修
证的内在成果如何。我们至多在其行事为人方面探得某些线索，仅此而已。因此，如果我们仰赖

他人为佛法作定论，将永久置身于不确定之地。为了排除不确定，唯有亲证佛法，看它是否给自
己的内心带来苦的终结。 
        传统经文指出，对法的不确定感仅在证得入流果——即四个觉悟层次中的初级层次——之后
方能终止。尽管达到这个觉醒层次的人尚未完全沉浸于苦灭之境，他/她已亲见的苦的止息程度，
足令他对佛法修证之归宿不再有疑。因此，经文指出的趋向入流的四个要素，无怪乎同时也是经

文中推荐的四个法门，检验其本身是否真具权威性，是否是灭苦的真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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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部SNV.5中列出这四 个要素为:        
■ 结交正直者[善知识,有德者] 
■ 听闻真法 
■ 正确的专注[正思维] 
■ 依法修证 

 
        经文中有关上述各要素的段落，有助于说明如何将长养技能的两个来源——请教智者与观察
自身行动的果报——适当地平衡与综合，用于确证真法。并且由于听闻真法在当前包括了阅读真
法，理解了四要素及相互关系，便有了阅读经文的指南。特别是，这四要素表明，经文本身对于
如何读经及最有效地读经所另需的善巧背景，已有阐述。 
        随著你探索四要素的诠解，会发现区区四条陈述，表面上简单，其实不然，因为每一个要素
同时也包含著其它几个要素。比如，与正直之士结交对佛法修证极有助益，不过一个人能识得正
直者，需要他/她事先对佛法修证 已有一些经验。因此，这一组要素形式上似为简单的线性推
进，每个要素却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这意味著佛法修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具备对四要
素作适当的平衡与综合的敏感与明辨。 
 
亲近正直者 
        由于佛法主要由心理素质构成，任何对法的书面表述只是真法的一个苍白影像。因此，为了
懂得佛法的全面维度，你必须寻找意、语、行之中体现法的人士，并以能 够尽量吸收法的方式亲

近他们。因此解说本要素的段落在两方面给出了忠告: 怎样识别正直者，一旦找到他们，最好怎
样与他们亲近。 
        正直者的首要标志是知恩。 

 
        “正直者知恩、感激他人的相助。这种知恩、这种知谢，是正直者的
第二天性。完全在正直者的层次。” 

——增支部AN II.31 
 
        知恩是正直的必要标志，原因在于不承认他人的善德与正直的人，不会花气力培养自身的正
直。不过知恩本身不构成正直。正直的精髓在于三种素质: 真实、无伤害、明辨。 

 
        “有此情形，跋罗陀瓦伽，有一位比丘依靠某个村镇生活。后来有个
家主或家主之子去看他，针对三类心理素质——源于贪、嗔、痴的素质

——作观察: ‘这位尊者可有任何源于贪的素质，当他的心为之左右时，尽
管他无知，会说“我知”，尽管他无见，会说“我见”；或者他劝人行事，结

果对那人造成长远的伤害与苦痛？’他藉著观察，了解了:‘这位尊者并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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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源于贪的素质……他的身业、语业并无贪意。他传的法，深刻、不易
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测、微妙、由智者亲证。” 

——中部MN 95 
 
        如本段经文所述，了解某人的真伪要求你对他的行为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到达有自信推断此
人心理素质的地步。这个层次的自信，反过来要求你不仅有观察力，而且有明辨力，愿意付出时

间，因为正如另一段经文里指出，灵性正直的外表是可以伪装的。 
 
        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去见世尊，到达后顶礼，坐于一边。接著有七位卷
发沙门、七位大雄沙门、七位裸身沙门、七位单布沙门、七位蓄著长指
甲、长体毛的游方者从离世尊不远处走过......看见他们后，波斯匿王袒露
一肩，右膝下跪，合掌于心前向沙门致敬，对他们三次自报姓名:“尊者
们，我是国王波斯匿-拘萨罗。尊者们，我是国王波斯匿-拘萨罗。尊者
们，我是国王波斯匿-拘萨罗。”那些沙门离开后不久，他回到世尊身边，
到达时顶礼，坐于一边。坐下后，他对世尊说:“世上的阿罗汉或趋阿罗汉

道者当中，有这些人么?” 
        “陛下身为在家人，享受感官之乐、生活于成群的妻儿之间、享用喀
西布料与檀香、以花环香粉油膏为饰、受用金银: 了解这些人是否是阿罗

汉或趋阿罗汉道者，对您来说是很难的。 
        [1]“藉著共同生活，一个人的戒德才为人所知，并且只有经长期而非
短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了解。 
        [2]“藉著交往，一个人的纯净才为人所知...... 
        [3]“藉著逆境，一个人的忍耐才为人所知...... 
        [3]“藉著讨论，一个人的明辨才为人所知，并且只有经长期而非短
期、为专注而不疏忽者、为有明辨而不糊涂者所了解。” 
        “多么惊人，世尊! 多么惊奇! 善哉世尊之言!......世尊，这些人是我的
暗探，是我的巡探，出视乡间归来。他们先行，我随后。当他们擦去尘

泥、沐浴敷香、重整须发、穿上白衣后，便会拥有、备有五条感官之欲
了。” 

——Ud VI.2 
 
        增支部ANIV.192扩充了这些观点，说明识别正直者的能力需要你本人拥有强烈的正直感。实

际上，中部MN110坚持说，如果你想识得他人的正直，你必须是一位行动上、观点上、友谊上的
正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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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真法 
        你一旦尽己所能判断某人体现了正直，经文建议你听闻其法，既为相知——进一步检验其正
直性——也为参学，了解法可能是什么。有关闻法之道与真法的识别之道，经文上也有建议。 
        中部MN95建议你亲近正直者，增长恭敬之心，仔细注意他们说法。 
        相应部SNVI.2与增支部AN.VIII.2中解释了恭敬的目的: 它是参学的前提。这两段并未对该点
详加阐述，不过道理是相当明显的。师从己所敬仰者，易于效法己所不敬者。恭敬开启心智，放
松先入之见，利于接纳新知识与新技能。同时，一位拥有宝贵教导的人，更愿意指点心存敬意之
士，而非不恭不敬之辈。不过，敬意不一定指对教导的全面赞同。闻法的部分原因终究在于检验

传法者的观点正确与否。只有当你把教导付诸实践，尝得善果时方可充分赞同。这就是为什么律
藏中从不要求弟子宣誓服从师尊之故。这里的恭敬，以小部经集Sn.9中的经句来讲，乃是远离固
执之意。或者，以增支部ANVI.88中的经句来讲，是指“遵循教导的耐心”: 愿以开明之心倾听并付
出必要的时间与精力，认真地一试听上去合理的教导。 
        衡量教导的合理性，可按照上述中部MN110中 解释正直观念的中心原则。该原则即是对业

力即人类行为之效应的信赖: 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动机决定了行为的质量——即善巧与否
——而行为必有果报，行为的质量决定著果报的质量。一个不信这些原则的人是不可信任的。 
        由于辨别善巧与不善巧乃是业力原则的核心——同时也是灭苦之道的核心——中部MN135建
议，向候选导师求解以下问题: 

 
        “何谓善巧? 何谓不善巧? 何谓有咎? 何谓无咎? 何应长养? 何不应长

养? 我已行之举，何将有长期伤害与痛苦? 我已行之举，何将有长期安宁
与幸福?” 

 
        经文中举出了几个解答范例，堪称判断正直与否的最起码的共同标准。这些教导基本上包括
的是止息生活中粗相层次忧苦的“可行方案”。 

 
        “何谓不善巧? 夺取生命为不善巧，不予而取......不当性事......说谎......
辱骂......谗言......闲谈为不善巧。觊觎......恶意......妄见为不善巧。 此为不
善巧。 
        “何谓不善巧之根? 贪为不善巧之根，嗔为不善巧之根，痴为不善巧
之根。此为不善巧之根。 
        “何谓善巧? 戒夺取生命为善巧，戒不予而取......戒不当性事......戒说

谎......辱骂......谗言......闲谈为善巧。离觊觎......离恶意......离妄见为善巧。
此为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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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善巧之根? 离贪为善巧之根，离嗔为善巧之根，离痴为善巧之
根。此为善巧之根。” 

——中部MN 9 
 
        “这三件事受智者与真善士的褒扬。哪三件？布施……出家……事奉
父母。这三件事受智者与真善士的褒扬。” 

——增支部AN III.45 
 
        不过，真法有一个维度，远远超越了最低的共同标准。重复中部MN95的经文，它“深刻、不
易见、不易实现、宁静、精细、不依赖猜测、微妙、由智者亲证”。善巧的原则——你在个人行
动中可检验的因果关系——在这个维度中依然适用，不过这个层次里，“可行”的标准相应地更微
妙、更精细。有两个著名的段落阐明了这些标准: 

 
        “乔达弥，你了解的法(dhammas)中，‘这些法趋向欲望、非趋无欲；
趋向束缚、非趋解缚；趋向堆积、非趋褪脱； 趋向自大、非趋谦虚；趋

向不满、非趋满足；趋向纠缠、非趋退隐；趋向懒惰、非趋勤奋；趋向沉
赘、非趋轻松’: 你可以确认‘这不是法(Dhamma)，这不是律，这不是师尊
的教导。’ 
        “至于你了解的法中，‘这些法趋向无欲、非趋欲求；趋向解缚、非趋

束缚；趋向褪脱、非趋堆积；趋向谦虚、非趋自大；趋向满足、非趋不
满；趋向退隐、非趋纠缠；趋向勤奋、非趋懒惰；非趋轻松、而非沉赘’: 
你可以确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师尊的教导。’” 

——增支部AN VIII.53 
 
        “优波离，你了解的法中，‘这些法不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
宁静、直观智、自觉醒、也不趋向解脱’: 你可以确认:‘这不是法，这不是
律，这不是师尊的教导。’ 
        “至于你了解的法中，‘这些法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宁静、
直观智、自觉醒、解脱’: 你可以确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师尊的教
导。'” 

——增支部AN VII.80 
 
        对上述两段里前一段的部分原则，增支部AN VIII.30 有所扩展。不过我们在此主要看两段落
的交叉点——即真法必须趋向无欲，解脱束缚——因为觉悟真实性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来自无
欲且斩断心智束缚[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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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十种束缚......自我观念[身见]、不确定感[疑]、执取戒律与修持
教条[戒禁取]、感官欲望、恶意：这是五种低层次的束缚。五种高层次束
缚[五上分结]是什么？对色界的贪欲、对无色界的贪欲、自满、掉举[焦
躁]、无明：这是五种高层次束缚。” 

——增支部AN X.13 
 
        按照中部MN118的解说，入流果者斩断了前三种束缚; 达到第二个觉醒层次的一还者继之削
弱了贪、嗔、痴; 达到第三个觉醒层次的不还者斩断了感官之欲与恶意的束缚; 达到觉醒最高层次
的阿罗汉断尽了余下的五种束缚。 
        当然，某个教导是否真正趋向这个方向，唯一证明终究在于，把该教导付诸实践时你是否确
实开始在内心斩断这些束缚。不过修练之初，你可以作思考推理，看看相信该教导指明了正确方
向，是否理由充足。 

 
        “听见法，他记住了法。记住法，他深解法义。深解法义，他藉思索
法义而认同了。藉思索法义达成认同，他升起愿望。随著愿望升起，他有
决心。有决心，他作辨析[巴利直译为: 称量，比较]。” 

——中部MN 95 
 
        对教导的思索、分析、比较过程，须以正确的态度、发询正确的问题为基础。如增支部
ANII.25指出，某些教导其涵义需作推论，其它则无需推论，混淆某个教导在两 类中的归属乃是
严重失误。这就是下一个入流要素的作用。 
 
正确的专注(正思维) 
        中部MN2根据观想法义时选择跟踪的主题，区分正确与不正确的专注。 

 
        “有此情形，一位未受教育的凡夫，分不清什么意念适于专注、什么
意念不适于专注。 因此，他不专注正当意念、而专注不当意念。什么意
念不适于专注、他却专注? 无论什么意念，当他专注时，未升起的官感欲
漏升起、已升起的官感欲漏增长; 未升起的缘起之漏升起……未升起的无
明之漏升起、已升起的无明之漏增长。他如此作不当专注: ‘我有过去? 我
无过去? 我过去是什么? 我过去怎样? 我已是什么了，过去又曾是什么? 我
会去未来吗? 我未来是什么? 我未来怎样? 我已是什么了，未来又将是什
么?’ 或者，他对即刻当下有内在疑惑: ‘我存在吗? 我不存在吗? 我是什么? 
我怎样? 这个生灵从哪里来？会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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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著他如此作不当专注，内心便升起六种观念之一: ‘我有自我’的观

念在内心升起，他以之为真确，或者，‘我无自我’的观念……或者，‘正是
藉著自我，我感知自我’的观念……或者，‘正是藉著自我，我感知非我’的
观念……或者，‘正是藉著非我，我感知自我’的观念在内心升起，他以之
为真确，再不然他存此观念：‘我这个自我——也就是对此处彼处善恶果
报的觉知者——是常住、永存、固有、不变、持之永恒的。’ 这就称为观

念的丛林、观念的荒野、观念的变形、观念的扭曲、观念的束缚。为观念
所捆绑、未受教育的凡夫不能从生、老、死 、忧、哀、痛、悲、惨中解
脱。我告诉你们，他不能从苦中解脱。 
        “一位受良好教育的圣者弟子……明辨什么意念适于专注、什么意念
不适于专注。因此，他不关注不当意念、而关注正当意念。什么意念适于
专注? 无论什么意念，当他专注时，未升起的感官欲漏不升起、已升起的
感官欲漏被舍离……未升起的缘起之漏不升起……未升起的无明之漏不升
起、已升起的无明之漏被舍离。他如此作正当专注: ‘这是苦……这是苦的
起源……这是苦的止息……这是苦 的止息之道。’ 随著他作正当专注，三
种束缚断绝了: 自我观念、疑、对戒律与修持教条的执取[戒禁取]。’’ 

——中部MN2 
 
        佛教历史上一些最无益的争论，便起于忽视这段有关正误专注对象的教导。佛教徒们过去徒
劳无功地争论了多少世纪，今日还在争论如何定义本体特征——即“我是谁”的答案——或者，人
是否有自我——即“我存在什么? 我不存在什么?”的答案。此类争论的无益性在本段经文中已反复
点明: 对这些问题的任何解答，皆陷于佛法本欲斩断的束缚。 
        为了回避这些争论，经文建议把注意力集中于四圣谛——苦、苦因、苦的止息及止息之道
——它们构成了正确的专注对象。这些真谛与善巧直接相关，后者把现实分为两组变量: 因与果,
善巧与不善巧。苦起源于不善巧之因，苦为其果。灭苦之道为善巧之因，苦灭为果。从这些方面
体察经验，便是作正确的专注，其方式有助于斩断体现不善巧的心理束缚。 
        譬如，相应部SN 56.11 定义苦谛为五取蕴——对色、受、想、行、识蕴的执取——并断言此
谛的理解方式，当趋向于对执取的无欲。这也是正确的专注的功能之一。 

 
        一位有德的比丘，应正确地专注五取蕴，视其为无常、苦、疾病、肿

瘤、箭头、痛、伤口、异物、分解物、空性、非我。因为一位有德的比丘
正确地专注五取蕴， 视其为无常……非我，便有可能证得入流果。” 

——相应部SN 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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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正确的专注意味著一种观法方式，不仅指法义教说的表达，而且指法直接呈现于心智
的体验。 
 
依法修证 
        你一旦藉由正确的专注尝得法味，剩下的一步便是依法修证。如同入流的前两个要素，这是
个双重过程: 依法改进你的行为(而非是试著改变佛法以适应你的偏好)，并随著实践，使你对法的
理解更为细致。 
        中部MN61对修证之道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你觉得如何，罗喉罗，镜子有何用途?” 
        “世尊，用于观照。” 
        “同样地，罗喉罗，对于身业、语业、意业也应当反复观照。 
        “每当你想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想作的这个身业——它会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么? 它会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

么?’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会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它会是一种
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那么那样的身业你绝对不适合作。但是，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会导致害己……它会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
乐果、乐报，那么任何那样的身业，你适合作。  
        “你正在作某个身业时，应当观照它:‘我正在做的这个身业——是在
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么?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报吗?’ 
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在导致害己、害人、或两害……你应当放弃。
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并不……你可以继续。 
        “你在作了某个身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
它导致了害己、害人、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身业，有苦果、苦 报，
那么你应当对尊师或者一位多闻的修行同伴忏悔、披露、公开。忏悔后，
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
害人、或两害……它是一种善巧的身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当安住
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同理于语业与意业，不过最后有关心理动态的段落说:] 
        “你在作了某个意业之后，应当观照它……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
它导致了害己、害人、或两害; 它是一种不善巧的意业，有苦果、苦报，
那么你应当对此有忧恼、可耻、厌弃感。有了忧恼、可耻、厌弃感之后，
你应当在未来约束自己。但是如果观照之后你了解了，它不曾导致害己、
害人、或两害……它是一种善巧的意业，有乐果、乐报，那么你应当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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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新与喜乐，日夜修习善巧的心理素质。” 
——中部MN 61 

 
        这段经文里推荐的自我检验过程，包含著入流的前三个要素中讨论过的原则。你必须正确地
专注自己的动机与行为及其果报，知其善巧与否。你若注意到任何身业或意业导致伤害性结果，
便要亲近一位正直者，听一听他的指点。如此，你便把如是说 Iti 16 & 17中建议的有关觉悟的最
重要的内在与外在原则——正确的专注与可敬者的友谊——结合了起来。卡拉玛经中建议的也正
是这两个原则，此非偶然。 
        不过这类自我检验，与入流的第一要素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 即正直之心的必要性。正如你
的正直是你有能力识别他人正直的一个前提，它也是你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动机本质及行为后果的
一个前提。通常这是人们对自己最不诚实的两个经验领域。不过，为了依法修证，你必须抵制任
何不够彻底诚实的习惯性倾向。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上述忠告的序言，佛陀在该经里讲述了诚实

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圣道行者最基本的重要素质。 
        尽管罗喉罗接受上述教诫时据说尚为幼童，中部MN19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的原则可以一路
引导人们趋向彻底解脱。这当然也意味著趋向初级觉醒的入流之果。 
 
        入流常称为法眼的升起。证入流果者法眼之所见，总是以同样言辞表达为:“凡是缘起的，皆
会止息。” 律藏中有一段文字表明，“凡是缘起的”这个概念，是与瞥见了“凡是缘起”的对立面
——换句话说，是无造作、不死维度——同时出现的。 
 

        (证得入流果之后) 游方者舍利弗立即去找游方者木犍连。游方者木犍
连见他从远处走来，便说:“贤友，你眼目明亮、肤色纯净。可是已证见不
死[Deathless,无死]?” 
        “是的，贤友，我证见了。” 

——毗尼律大品Mv I.23.5 
 
        经文中仅以最粗略的笔法描述不死维度的经历。寥寥数语意在表明，不死维度超越了多数语

言表达的范畴。不过，有几处提示，说明不死维度不是什么。 
        首先，它不能以存在与不存在的状态来描述。 

 
        摩诃俱希罗: 随著六个接触域场(spheres of contact)不留余迹的止息与
消逝(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另有它物么? 
        舍利弗: 贤友，不可那么说。 
        摩诃俱希罗: 随著六个接触域场的不留余迹的止息与消逝，别无它物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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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 贤友，不可那么说。 
        摩诃俱希罗: .....既有亦无它物么? 
        舍利弗: 贤友，不可那么说。 
        摩诃俱希罗: .....既非有亦非无它物么? 
        舍利弗: 贤友，不可那么说。 
        摩诃俱希罗: 问及......是否仍有它物，你说，‘贤友，不可那么说。'问
及.......是否别无它物，......是否既有亦无它物......是否既非有亦非无它物，
你说，‘贤友，不可那么说。' 那么此话怎解? 
        舍利弗: 说......仍有它物......别无它物......同时既有亦无它物......同时非
有非无它物，他是在把不复杂之事复杂化。六个接触域场无论到达多远，
复杂性就到达多远。随著六个接触域场的不留余迹的终止与消逝，复杂性
便会终止、缓和下来。 

——增支部AN IV.174 
 
        第二，不死的维度并非是毫无觉知，不过这里的觉知据其定义必然有异于五种造作之蕴里的
识蕴。 

 
        “比丘们，当了解眼(视觉)终止与色想(形色的心理识记)消逝之维度。
当了解耳终止与声 想消逝之维度......鼻终止与香 想消逝之维度......舌终止
与味 想消逝之维度......身终止与触 想消逝之维度......意终止与想法/现象之
想消逝之维度: 当了解那个维度。” 

——相应部SN 35.117 
 
        “既然已亲证指定的程度与指定对象的程度、表达的程度与表达对象
的程度、描述的程度与描述对象的程度、分辨的程度与分辨对象的程度、
轮回流转的程度: 该比丘对之亲证而后解脱。[如果说，]他的观点是，‘对
之亲证而后解脱的比丘，不见不知，'那是错误的。” 

——长部DN 15 
 
无特征、无终极、周遭光明的意识， 
此处，水、地、火、风无所驻 ， 
此处，长、断、粗、细、净、秽、名、色皆止息， 
随著识(蕴)的止息，一切在此止息。 

——长部D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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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特征、无终极、周遭光明的意识，不参与地之坚硬、水之液流、
火之光明、风之呼动、天神之神性(历经一系列层次不等的神性)等等一切
的一切(即六种官感域场)。” 

——中部MN 49 
 
        “更如此，婆蹉，任何以色......受......想.....行.....识描述如来者会这样描
述: 如来已出离，如拔起的棕榈，生机已失、永不再生。婆蹉，如来已脱
离色....受......想......行......识的类别，如大海，深奥、无限、不可测。” 

——中部MN 72 
 
        “巴户那，如来自十事中解放、脱离、解脱，安住于无限的觉知。哪
十事? 如来从形态(色)中解放、脱离、解脱，安住于无限的觉知。如来从
受......想......行.....识......生......老......死......杂染中解放、脱离、解脱，安住
于无限的觉知。 
        “正如一朵红色、蓝色、白色莲花，生于水、长于水、升出水面之
上、直立而不沾于水，同样地，如来——自此十事中解放、脱离、解脱
——安住于无限的觉知。” 

——增支部AN X.81 
 
        这些语句非出自一位在无意识状态中找到解脱的人之口。 
        最后，尽管涅磐有时称无相(without feature)、无极(without end)的意识，不可将它与非色界禅
定里的识无边处混淆起来。两者之间主要差别之一在于，识无边处由造作与意志而生(见中部
MN140)。不过居于该维度时，意志的因素极其微弱，只有层次极其精细的明辨方能探得。检验

的方法之一乃是看你对知性(knowing)是否有任何认同。如果是，该状态则仍有造作我、造作属我
之感。另一个检验方法是，看这个觉知是否包容一切或者是一切的来源。如果是，该心理状态依
然存在造作，因为当不死维度彻底把握之时，会把包容它物或发源它物的无限觉知，当成一种无
明的自满。 

 
        “比丘们，有此情形，一位寡闻的凡夫......感知解脱为解脱。在感知解
脱为解脱时，他构想(conceive)解脱之事、他构想解脱内之事、他构想来
自解脱之事、他构想解脱为‘我的’、他欣喜于解脱。为什么? 我告诉你
们，因为他还不曾理解它...... 
        “一位阿罗汉比丘，灭尽心漏——修证圆满、完成任务、放下重负、
达到真正目标、摧毁了缘起的束缚、以正智解脱......直证解脱而知解脱。
既由直证解脱而知解脱，他不构想有关解脱之事、不构想解脱内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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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想来自解脱之事、不把解脱构想为‘我的'、不欣喜于解脱。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因为他已理解了它。” 

——中部MN 1 
 
        然而，类似于对乔达弥与优波离的教诲，入流体验的真正测试，非是对它的描述，而是它生
起的果报。经文上有两种描述方式: 一是入流者特有的四个素养，二是入流时自动断除的三种束
缚。 
        据增支部ANX.92，这四个素养为: 对佛陀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对法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对僧
伽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以及“圣者欣赏的善德——不破不坏、无暇无疵、利于解脱、受智者赞

扬、清净无染、趋向正定。”三种束缚为: 自我观念、疑、对戒律与修持的执取[身见、疑、戒禁
取]。 
        这两组要素在初果道的体验上有其相通之处。由于这条道——八圣道——趋向入流之果，你
注意到，虽然一般行动[业]在造作的经验层次上会招致乐、痛、或两者混杂的果报，八圣道却是
这样一种行动[业力]形式，它不制造任何前述之果，反而导致行动[业]的止息(见增支部
ANIV.237)。这个经历断除了对佛陀觉悟的真实性的任何存疑，从而确保 对佛、法、僧的信念不
再动摇。既已亲见一般行动在造作层次上的后果，便不敢破坏圣者欣赏的五戒之德(见增支部
ANVIII39)。且因不死维度乃是行动(业)的终止，便不会 执取戒律与修持，将其作为目标本身。
由于经历不死维度时已亲见色、受、想、行、识蕴的消退，便再也不会围绕它们构造起任何个人
观念了。 
        尽管传统记载中入流带来的一系列果报，提供了判断个人修证成就的严格标准，经文上——
以及现存佛教传统中——报道过不少高估个人成就之例。因此，当你有了类似成就时，必须仔细

审查它，要测试心智，看一看三种束缚是否真已断除。由于该成就本身是对经文的权威性与真实

性以及导师的正直性的证实或证伪，最后确认你的成就只剩一个标准，那就是你本人的正直，希
望它在圣道上已充分长养。法在终极意义上乃是体现于个人整体的心灵素养，根据这个原则，到
头来你评估法是否真实的唯一之道，是你本人真实与否。 
        由于入流之果将给你的生命带来如此巨大的变迁，它值得以一切正直去赢得并且确认它。 

 
        接著，世尊用指尖拿起一小块土，对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认为

怎样？我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块土，比起大地，哪个土更多？” 
        “世尊，大地之土要多得多。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块土，与大地之
土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世尊用指尖拿起的一小块土，与大地之土相比，
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比丘们，同样地，一位有了具足见的圣者弟子，一个已经突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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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人，苦与紧张总体的终结与止息，要远远大多了。所剩下至多七次的
轮回，根本不算什么：与过去的那一团苦相比，根本不到百分之一、千分
之一、千万分之一。比丘们，那就是突破、入法流的益处。那就是得法眼
的大益处。” 

——相应部SN XIII.1 
 
        对一个已脱离如此深重之苦的人来说，历史上的佛陀问题已无关紧要。如果真正的不死维度
非是历史佛陀的成就，它却是一位真正佛陀的必然成就。趋向这个证悟的法，不可能来自他人。
相应部SN XXII.87 中引用佛陀之语:“见法者见我”，这就是说，佛陀真正重要的那一面，揭示彻

底自由、彻底灭苦的那一面，是一个可证的目标。 
 
君临整个地球， 
升入天界， 
统治一切域界: 
        入流的果报， 
胜于它们。 

——法句经Dhp 178 
 
        这些断言极其大胆，显然须 较史家手法更大胆的方式加以检验。经文中指出，只有具备了由
谨慎训导与修练而成就的绝对诚实正直的个性，才足以担当。既然“法”兼有教说与心理素质之
意，心性真实方可衡量教说的真实，是合乎逻辑的。唯有真实之人才能够了解经文称言的真实

性。此言似有排他或精英主义倾向，实际不然。掌握史学方法论所必要的教育并非对人人开放，
正直却相反——只要你愿意培养。经文上说，真实的人会得到生命中最好的。唯一的问题是，你
是否足够真实，想知它正确与否。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authenticity.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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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 is one of those words we don't translate. Its 
basic meaning is simple enough — action — but 
because of the weight the Buddha's teachings give to 
the role of action, the Sanskrit word karma packs in 
so many implications that the English word action 
can't carry all its luggage. This is why we've simply 
airlifted the original word into our vocabulary.

 

有些词我们是不译的，karma（业）便是其中
之一。它的基本含义很简单——行动(action) 
——但由于佛陀的教导中关于行动的阐述占
据了相当的比重，karma这个梵文词因此满载

着复杂的内涵，使得“行动”(action)这个英语

单词不胜重荷。这就是我们何以干脆把原词

空运过来，纳入自身语汇之故。

But when we try unpacking the connotations the 
word carries now that it has arrived in everyday 
usage, we find that most of its luggage has gotten 
mixed up in transit. In the eyes of most Americans, 
karma functions like fate — bad fate, at that: an 
inexplicable, unchangeable force coming out of our 
past, for which we are somehow vaguely responsible 
and powerless to fight. "I guess it's just my karma," 
I've heard people sigh when bad fortune strikes with 
such force that they see no alternative to resigned 
acceptance. The fatalism implicit in this statement is 
one reason why so many of us are repelled by the 
concept of karma, for it sounds like the kind of 
callous myth-making that can justify almost any 
kind of suffering or injustice in the status quo: "If 
he's poor, it's because of his karma." "If she's been 
raped, it's because of her karma." From this it seems 
a short step to saying that he or she deserves to 
suffer, and so doesn't deserve our help.

然而，如今这个词既已成为日常用语，我们

在拆解它的内涵时，却发现搬运后不少含义

已混杂不清。在多数美国人看来，karma与命
运同义——恶运是一股来自我们过去的、不
可解释、不可改变的力量，我们对它隐隐约

约感到罪有应得、想改变它却无能为力。我
听见人们在恶运突降、招架不及时，逆来顺

受地叹道: “我猜这是我的karma”。这句话里
隐含的宿命感，是我们当中不少人何以对业

力观心存排斥之故，因为听上去像是在麻木
不仁地故作神秘，如此即可使任何苦难、不
公正之事合理化。“如果他贫穷，那是因为他
的karma”。 “如果她被强暴，那是因为她的
karma”。从这里出发，再走一小步便可以
说，他/她活该受罪，因此不值得我们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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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isperceptio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karma came to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as non-Buddhist concepts, and so ended 
up with some of their luggage. Although many 
Asian concepts of karma are fatalistic, the early 
Buddhist concept was not fatalistic at all. In fact, if 
we look closely at early Buddhist ideas of karma, 
we'll find that they give even less importance to 
myths about the past than most modern Americans 
do.

这种误解来自于，佛教的业力观傳到西方时

非佛教概念也同时傳入，结果前者便带有某
些非佛教的积淀。尽管不少亚洲人的业力观

也带有宿命成分，在早期佛教中业力概念中
宿命感却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仔细审查早
期佛教的业力思想，我们会发现当时人们对

待过去的神话，其重视程度甚至低于多数现

代的美国人。
For the early Buddhists, karma was non-linear. 
Other Indian schools believed that karma operated in 
a straight line, with actions from the past influencing 
the present, and present actions influencing the 
future. As a result, they saw little room for free will. 
Buddhists, however, saw that karma acts in feedback 
loops,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being shaped both 
by past and by present actions; present actions shape 
not only the future but also the present. This 
constant opening for present input into the causal 
process makes free will possible. This freedom is 
symbolized in the imagery the Buddhists used to 
explain the process: flowing water. Sometimes the 
flow from the past is so strong that little can be done 
except to stand fast, but there are also times when 
the flow is gentle enough to be diverted in almost 
any direction.

对早期佛教徒来说，业力是非线性的。其它
的印度教派则相信，业力作用为线性: 过去的
行动影响现在，现在的行动影响将来。结

果，他们认为自由意志无多少发挥余地。然
而佛教徒却把业力看成是一个反馈循环，当
下时刻同时由过往行动与当前行动构成；当
下的行动不仅构成未来，也构成当下。这个
始终对当前输入开放的因果过程，使自由意
志成为可能。佛教徒在解释这个过程时用流
水的比喻象征这种自由：有时来自过去的水
流强势，除镇定之外可为之事不多，但也有
时水流和缓，可令它朝几乎任何方向改道而
行。

So, instead of promoting resigned powerlessness, the 
early Buddhist notion of karma focused on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what the mind is doing with 
every moment. Who you are — what you come from 
— is not anywhere near as important as the mind's 
motives for what it is doing right now. Even though 
the past may account for many of the inequalities we 
see in life, our measure as human beings is not the 
hand we've been dealt, for that hand can change at 
any moment. We take our own measure by how well 
we play the hand we've got. If you're suffering, you 
try not to continue the unskillful mental habits that 
would keep that particular karmic feedback going. If 
you see that other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you're in 
a position to help, you focus not on their karmic past 

因此，远不同于鼓励逆来顺受的无奈感，早
期佛教的业力概念，侧重于释放心智在每时

每刻如何行动的潜力。你是谁、从哪里来等
问题的重要性，远不如心的动机如何影响当
下这个问题。尽管用过去能够解释许多生活
中所见的不平等，我们衡量人的价值，却不
在已摊开在面前的那副牌上，而在随时可以
改动的这手牌上。我们如何打出手上这副
牌，便是在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你在受
苦，便试着不再继续缺乏善巧的思维习惯，
它使你那个特定苦业的反馈循环得以转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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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your karmic opportunity in the present: Someday 
you may find yourself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that 
they're in now, so here's your opportunity to act in 
the way you'd like them to act toward you when that 
day comes.

息。如果你见到他人受苦，而你有机会相
助，就不要关注他们的旧业，而是注重于你
自己当下之业的(或译行动的)机会。有一天你
或许会发现自己也身处他们现在的困境，因
此这里就有你行动的机会，用你希望他们在
那一天到来时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This belief that one's dignity is measured, not by 
one's past, but by one's present actions, flew right in 
the face of the Indian traditions of caste-based 
hierarchies, and explains why early Buddhists had 
such a field day poking fun at the pretensions and 
mythology of the brahmans. As the Buddha pointed 
out, a brahman could be a superior person not 
because he came out of a brahman womb, but only if 
he acted with truly skillful intentions.

这个主张人的尊严不以过去、而以当前行动

来衡量的信仰，与印度种姓制傳统背道而
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佛教徒对于婆罗

门的自负与神话如此戏謔笑谈。如佛陀指
出，一位婆罗门之成为精英，非因他生于婆
罗门之家，而只有当他真正以善巧动机行事
之时。

We read the early Buddhist attacks on the caste 
system, and aside from their anti-racist implications, 
they often strike us as quaint. What we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y strike right at the heart of our myths 
about our own past: our obsession with defining who 
we are in terms of where we come from — our race, 
ethnic heritage, gend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sexual preference — our modern tribes. We put 
inordinate amounts of energy into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mythology of our tribe so that we 
can take vicarious pride in our tribe's good name. 
Even when we become Buddhists, the tribe comes 
first. We demand a Buddhism that honors our myths.

我们阅读早期佛教徒对种姓制的批判，在理
解其反种姓制的寓意之外，常有一股怪异之
感。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是，这些批判正打中
了我们有关自身背景的神话——我们总是执

迷于那些代表自己来历的事物: 种族、民族傳
统、性别、社会经济背景、性向——即现代
种群的属性。我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制造与
维持某个种群的神话，以便对这个种群的好
名声持一股与有荣焉的骄傲感。哪怕成了佛
教徒，也要以这个种群优先。我们要一种推
崇那些神话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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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tandpoint of karma, though, where we 
come from is old karma,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What we "are" is a nebulous concept at best 
— and pernicious at worst, when we use it to find 
excuses for acting on unskillful motives. The worth 
of a tribe lies only in the skillful actions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Even when those good people 
belong to our tribe, their good karma is theirs, not 
ours. And, of course, every tribe has its bad 
members, which means that the mythology of the 
tribe is a fragile thing. To hang onto anything fragile 
requires a large investment of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leading inevitably to more unskillful 
actions on into the future.

不过从业力角度看，我们从哪里来属于旧
业，对此我们毫无掌控。我们“是”什么，从
好处讲仅为一团朦胧的概念，从劣处讲若作
为非善巧动机的藉口，却是有害的。一个种
群的价值仅体现于其中个别成员的善巧之
业。即便那些善士属于我们这个种群，他们

的善业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此外，每一
个种群自然有不良成员，这意味着种群神话

有其脆弱性。紧抓任何脆弱的事物，要求我
们注入大量的贪、瞋、痴，在未来不可避免
地导致更多非善巧之业。 
 

So the Buddhist teachings on karma, far from being 
a quaint relic from the past, are a direct challenge to 
a basic thrust — and basic flaw — in our culture. 
Only when we abandon our obsession with finding 
vicarious pride in our tribal past, and can take actual 
pride in the motives that underlie our present 
actions, can we say that the word karma, in its 
Buddhist sense, has recovered its luggage. And 
when we open the luggage, we'll find that it's 
brought us a gift: the gift we give ourselves and one 
another when we drop our myths about who we are, 
and can instead be honest about what we're doing 
with each moment —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 
effort to do it right.

因此，佛教的业力教导，远非一套古旧遗

说，而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基本动力——以
及基本缺陷——的直接挑战。只有放弃执着
地从自己的种群史中寻找与有荣焉的自豪
感，而是从当下行为的动机中得到切实的自
豪，我们才可以说，karma这个词已恢复了它
在佛教意义上的内涵。如此探索这个词的内
涵，会发现它带来了一件礼物: 当我们放下自
己是谁的神话，能够诚实地面对每时每刻自
己的行为，同时努力行事周正——我们便获

得了这件既可自赠、也可赠人的礼物。 

[译按：文中过去、现在、将来，也可译为前世、
现世、来世。]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modern/thanissaro/karma.html 
最近訂正 4-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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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know what happens when a fire goes out. 
The flames die down and the fire is gone for good. 
So when we first learn that the name for the goal 
of Buddhist practice, nibbana (nirvana), literally 
means the extinguishing of a fire, it's hard to 
imagine a deadlier image for a spiritual goal: utter 
annihilation. It turns out, though, that this reading 
of the concept is a mistake in translation, not so 
much of a word as of an image. What did an 
extinguished fire represent to the Indians of the 
Buddha's day? Anything but annihilation.

我们都了解火焰熄灭的情形。 火尽烟散、 寂然
无迹。 因此我们初次了解到，涅槃(nibbana/
nirvana)这个词，作为佛教的修持目标，其字面
意思是火焰的熄灭， 会感到作为一个灵性追求
目标，很难想象有比彻底消亡这个形象更致命
的了。不过，对于涅槃概念作这般理解，实际

上是一个误会，并非在文字上，而是在形象
上。对于佛陀时代的印度人来说，熄灭之火代
表了什么? 绝对不是消亡。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Brahmans, when a fire 
was extinguished it went into a state of latency. 
Rather than ceasing to exist, it became dormant 
and in that state — unbound from any particular 
fuel — it became diffused throughout the cosmos. 
When the Buddha used the image to explain 
nibbana to the Indian Brahmans of his day, he 
bypas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 extinguished 
fire continues to exist or not, and focused instead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efining a fire that doesn't 
burn: thus his statement that the person who has 
gone totally "out" can't be described.

根据古老的婆罗门信仰，火焰熄灭时进入一个
潜在阶段。 它并非停止存在，而是处于静态，
在这个不受燃料束缚的状态下扩散开来，弥漫
于空间。 当佛陀用这个比喻对当时印度的婆罗

门人士讲解涅槃之意 时，绕过了熄灭之火是否
继续存在的问题，而是侧重于说明，要定义不
燃之火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关于一个彻底“熄
灭”者的称谓，也是不可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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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hen teaching his own disciples, the 
Buddha used nibbana more as an image of 
freedom. Apparently, all Indians at the time saw 
burning fire as agitated, dependent, and trapped, 
both clinging and being stuck to its fuel as it 
burned. To ignite a fire, one had to "seize" it. 
When fire let go of its fuel, it was "freed," released 
from its agitation, dependence, and entrapment — 
calm and unconfined. This is why Pali poetry 
repeatedly uses the image of extinguished fire as a 
metaphor for freedom. In fact, this metaphor is 
part of a pattern of fire imagery that involves two 
other related terms as well. Upadana, or clinging, 
also refers to the sustenance a fire takes from its 
fuel. Khandha means not only one of the five 
"heaps"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thought 
processes, and consciousness) that define all 
conditioned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trunk of a 
tree. Just as fire goes out when it stops clinging 
and taking sustenance from wood, so the mind is 
freed when it stops clinging to the khandhas.

但是，佛陀在对自己的弟子讲解时，更多地用
涅槃的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当时的印度人，
似乎都把燃烧之火看成动荡、有依赖性、禁锢

状态，燃烧时既执取、又受缚于燃料。为了点
火，必须把它“抓获”(seize)。 火在放弃了(let 
go)燃料之后，便“自由”了，从动荡、依赖、禁
锢中 获得解脱，宁静、不受制约。 这就是为什
么巴利文诗偈中反复以熄灭之火的形象作为自
由的比喻。实际上，这个词属于火的一组类
比，相关词汇另有两个。Upadana，意 为执

着，也指火从燃料中获得的滋养。 Khandha ，
不仅指界定一切缘起经验的五蕴之一——形
态、 感受、辨知，思维、意识，而且还指树

干。 正如火停止执着、停止从木料获取滋养，
便熄灭了; 心终止对五蕴的执着时，便获得了自
由。  

Thus the image underlying nibbana is one of 
freedom. The Pali commentaries support this point 
by tracing the word nibbana to its verbal root, 
which means "unbinding." What kind of 
unbinding? The texts describe two levels. One is 
the unbinding in this lifetime, symbolized by a fire 
that has gone out but whose embers are still warm. 
This stands for the enlightened arahant, who is 
conscious of sights and sounds, sensitive to 
pleasure and pain, but freed from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The second level of 
unbinding, symbolized by a fire so totally out that 
its embers have grown cold, is what the arahant 
experiences after this life. All input from the 
senses cools away and he/she is totally freed from 
even the subtlest stresse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ence in space and time.

因此，涅槃这个形象之下的内涵是指自由。巴
利论藏追溯其动词的词根为“解脱”(unbinding)，
也支持这个观点。是怎样的解脱?  经文中描述
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此生的解脱，以火已熄
灭、余烬尚温为象征，这代表已证悟的阿罗

汉，有视觉听觉，敏感于喜乐，但已脱离了
贪、瞋、痴。第二个层次的解脱，以火焰灭

尽、余烬已冷作为象征，代表了阿罗汉此生以
后的经验。来自感官的一切输入冷却下来，他/
她从时空存在的最细微的苦与局限中获得了解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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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insists that this level is indescribable, 
even in terms of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because words work only for things that have 
limits. All he really says about it — apart from 
images and metaphors — is that one can have 
foretastes of the experience in this lifetime, and 
that it's the ultimate happiness, something truly 
worth knowing.

佛陀坚持说，这后一个层次是不可描述的，即 
便以存在与非存在角度也不可能，因为言辞只
适于有限事物。他除了以形象和比喻之外，实

际上说的只是，人在此生可以预尝终极喜乐的
经验，而这个经验是真正值得了解的。

So the next time you watch a fire going out, see it 
not as a case of annihilation, but as a lesson in 
how freedom is to be found in letting go.

因此，下一次你目睹火焰熄灭时，不要把它作
为消亡的例证，而看成从舍弃中获得自由的一
课。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modern/thanissaro/nibban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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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西方人在接触佛教之初，对其中某些似为核心的概念——相通性、完整性、超越自我等
——有一股怪异的熟悉感。然而他们也许不曾意识到，那些概念貌似相熟，因其确实相熟。它们

多非出自佛陀的教说，而是来自西方心理学这道法门[Dhamma gate，意谓佛法理解方便之门]，佛
陀的言辞向来由其过滤。寻根究底，这些概念与其说来自佛法，不如说更多来自于西方文化自
身: 其暗藏根蒂即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德国浪漫主义者虽已身死名逝，其观念仍活跃至今。之所以保存下来，原因在于，是他们率
先探索了生长于现代社会的感受。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连同其荐策，至今似有真意。 
        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否定了人格的完整性，致使人性沦丧。劳力分工引生出断裂与隔离之
感; 官僚体制导致了严控与桎梏之感。浪漫主义者提出，唯有创造性的艺术行为，才能够对治这

些感受。艺术创造令分裂的自我得到统合，使个体的界限消融于一种扩大的自我感，一种与人
类、与大自然的相互连通感之中。人类在无拘无束、发自内心地从事创造活动时最具人性。正是
心灵创意的表达，使人们相互沟通。尽管不少浪漫主义者认为宗教的机构与教条致使人格沦丧，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转而寻求宗教体验——一种与整个大自然心物合一的直接感受——以之为人性
回复的主要源泉。 
        心理学与心理疗法在西方发展为学科时，吸收了不少浪漫主义思想，将其广泛传播，普及于
文化阶层。其结果是，人格完整、自我实现、相互连通等概念，以及完整感的治疗力、自发、谐

趣、灵动感等等，久已成为我们呼吸空气的一部分。另有一个我们熟知的观念亦与之同源，即: 
宗教主要是对感性体验的诉求，宗教教义则是对该体验的创造性表达。 
        这些观念除了影响心理学之外，也活跃了基督教开明派与犹太教改革派的思想; 他们提出，
为使宗教体验保持生命与活力，必须针对每一代新人，对传统教义作出有创意的新解。因此，佛
法西传时，很自然地，人们也带著这些观念解之释之。亚洲导师们——不少人来西方之前所受的
西式教育使他们已吸收了浪漫主义思想——发现透过强调对立于“我执独裁”的自发与灵动等主
题，他们更能与西方听众沟通。西方弟子们则感到，把十二因缘作为相互连通概念的别解更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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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把非我教义理解为否定一己之小我、肯定包容宇宙之大我，便易于接受。 
        实际上，浪漫主义的宗教生活观远不止再造了个别的佛法教说，它影响著西方人对佛法修持
目的的全面看法。来自各个佛教传统的西方导师们皆主张，佛教修持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超越二
元性的创意灵动境界。转引一位作者之言:“ (佛陀教导说，)消解我们在相互之间、与世界之间竖

起的屏障，是最有益的人生…… (无我性)表现为探索、适应、幽默、谐趣……从容放松地面对未
知的能力。”又如另一位作者曾言: “当我们的自我认同(identity)扩大到包容一切时，我们身随世界
的起舞，仍在其中找到一份宁静。”再举第三例: “我们余生的工作，便是开放心怀，接纳那个广
袤，并将它表达出来。” 
        正如中国人以道教为佛法理解之门——这个本土传统提供的概念曾助他们理解佛法——我们

西方人则有浪漫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解门。不过，汉传佛教的经验包含了常为我们忽视的一课。在
对佛教的兴趣持续了三个世纪之后，他们意识到，佛教与道教旨趣有异。随著对两者歧义的发

掘，他们开始以佛教的概念质疑根植于道家的先见。这就是佛教何以未被道教同化，反为中国文
化注入真正新鲜的内涵之故。问题是我们西方能否从汉传佛教的先例中学习，开始以佛法的概念
质疑我们的理解之门，看清这道门与真法之间的相似度究竟有多少。否则我们便有以门为法，永
不能跨越门户直达真法的危险。 
        在广义上，浪漫主义与佛法对精神生活的看法有类似性。两者皆视宗教为人类活动的产物，
非神性干预的作品。两者皆认为，宗教的精髓在于经验性与实用性; 宗教的功能是作为对治人类
心灵病症的医药。不过，审视这两个传统的历史根蒂，你会发现，不仅于宗教体验之本质，而且
于所对治的心灵病症及痊愈之本质上，两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差异非仅为史海逸闻，它们影响著行者带入禅修的预想。心智即便全然安住于当下时，
仍带著以往的假定，凡有体验时依其判断哪些值得重视，这是佛教业力教说的内涵之一。这些先
见只要不受检验，便继续存持不为我们所知的影响力。为了解卸该力，我们对佛教浪漫主义——
即透过浪漫主义之门示现之法——有必要究其根蒂。为使此番审视合乎佛法的因果原理，我们必
须朝两个方向探索: 面向历史，探索浪漫主义思想的缘起; 面向当下，探索此时此地浪漫主义思想
维持其吸引力的土壤。 
        浪漫主义者的原始灵感取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康德; 这位枯瘦的老教授每日散步如此
准时，邻居们可随其身影校准钟表。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教导说，审美的创造与感受是人类心
灵的最高级活动，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够对治人类经验的二分法。弗雷德里克-席勒(1759-1805)可
谓最有影响力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他对该主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审美的“游戏冲动”是人类自
由的终极表达，它同时超越了兽性冲动与理性原则，把两者相互结合。他说，人“只有在游戏时

才是完整的”。 
        在席勒看来，这种游戏冲动不仅使人格趋向完善，同时也有助于化解与他人及整个大自然的
隔阂。一个拥有自我完善所必要的内在自由者，本能地希望他人亦体验同样的自由。此种沟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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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浪漫主义人士声援与同情各国受压迫者推翻其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内在心灵
的完整性在社会与政治活动领域里能够缔造团结，不啻为其价值的印证。 
        席勒视人格的完善为无止境的追求: 完美的人格永不能够达到。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人格不
断完善的过程。道路即目标。 
        该过程也完全是无模式、无限制的。游戏冲动既然本质上自由，每个人的自我完善途径因而
亦有个别性与独特性。 
        席勒的同道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1768-1834)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宗教，作结论说，宗教如
同其它艺术形式，是一种人类的创造，其最大功能在于治疗人的个性与社会之间的隔裂。他把宗
教的精髓定义为“对于无限(the infinite)的情感与品尝”，宗教起始于接纳性的心灵境界，在那里意
识对无限开放。感受该无限之后，引发一类创意的想象活动，把该感受对己对人作出表达。由于
这些创造活动——以及缘此而生的一切宗教教义——于经验现实已存在差距，故而经历著不断的
完善与流变。 
        从《论宗教》中引用数段，可略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 

 
        “个人不仅是全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展现。心灵有如宇宙，不仅

接纳、而且创造。凡达到大于自我之境界者会领悟到，他在失却自我时，
并未损失什么。一位真正有宗教感的人，与其信仰个体在死后永生，宁可
尽力消弥个性，活在这同一体[the One， 指上帝]之中，活在全体之中。 
        “宗教主要在何处找到? 在人与世界活生生的接触成形为感受之处。
真正有宗教感的人能够包容对此种感受的不同表达，即便表达者迟疑不决
地采用了无神论的形式。在他们看来，情感之中无神性的直接存在，总是
较这种迟疑不决的表达方式更无宗教感。坚持唯一特定之神性概念为真，
是远有悖于宗教精神的。” 

 
        席勒与施莱尔马赫对拉尔夫-华多-爱默生的影响之深在后者的作品中显而易见。我们时常听
说爱默生曾受东方宗教的影响，实际上他的佛教与印度教涉读，只是为他早年学习欧洲浪漫主义

的心得提供了印证的章节与文句罢了: 
        

        “把过去带入千眼的当下，常住于新的一天。伟大的灵魂绝不受常规

的局限。天才、美德、生命的精髓，存在于所谓的自发或直觉之中。每个
人深知，他的被动感受值得全然的信赖。” 
        “世界缺少团结，其因在人自身的不和谐……我们生活在断续、分
离、零散与破碎之中。同时，人的内心却有著“完整”的灵魂、睿智的沉
默、万物的美感，每一个部分与之均等相通，这便是永恒的合一(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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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al One)。我们存在于这个深刻的力量中，我们皆有它的祝福，它不仅

时时刻刻自足完美，而且见与所见、观者与场景，交融为一体。” 
 
        浪漫主义者与超经验主义者的作品目前在文学与神学课堂之外传阅不多。他们的思想继续活
跃于大众文化，主要原因是为心理学吸收，以一套既更为科学、又易于大众理解的语汇加以表
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转译者即是威廉-詹姆斯，他在一个世纪前的1902年以《宗教经验种种》
一书的出版，为宗教心理学奠定了当今的模式。詹姆斯的宗教同情跨越了西方文化，不仅延至佛
教与印度教，甚至超越当时公认的宗教，包容了十九世纪版的新时代运动——心灵成长运动

(mental culture movement)。对多元性的兴趣使他具有惊人的后现代性。 
        尽管如此，詹姆斯仍然受当时活跃的思想潮流影响，这体现在他把大量素材转化为宗教心理
学科的方式上。尽管他以科学家的身份发言，与其思想渊源至深的却是浪漫主义。 
        与浪漫主义者一脉相承，他主张宗教体验的功能，是为了对治“分裂的自我”之感，塑造一个
较为健全与适应社会的本体自我。不过为具科学性起见，宗教心理学对宗教体验内容之真伪，不
可持肯定或否定的立场。例如，不少宗教体验给人以宇宙合一的强烈信念，科学的观察家固应接
受合一的感受为事实，但不应以之为宇宙合一的实证，反之，他们应当判断每一种体验对人格的
影响。多少世纪以来宗教体验曾引发诸多相互冲突的真理指称， 詹姆斯对之并无困扰。在他的看
来，不同的个性需要不同的良药，对治各自的心灵创伤。 
        詹姆斯取材于循道主义(Methodism)，把一切宗教体验划分为两类——皈依与成圣——从浪漫
主义角度加以诠解。对循道主义者来说，这两类体验关乎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皈依指把灵魂归置
于神的旨意之下，成圣是使灵魂的一切行为契合神的旨意。把这个分类法应用于其他宗教时，詹
姆斯剔除了涉及上帝的部分，剩下一个更具浪漫主义倾向的定义: 皈依指人格的统一; 成圣代表该

统一持续地融入日常生活。 
        此外，詹姆斯在判断这两类体验的世间效应时，也以浪漫主义者为样板。当皈依的体验促进

健康的成圣时——即在混乱冲突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人格的完整，成为人类社会有道德感与责任感
的成员——它便是健康的。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詹姆斯视皈依为通常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心理突
破的极端范例。他同意浪漫主义者，认为人格的完善不应视为必达目标，而应作为一个终生努力
的过程。 
        继詹姆斯之后的宗教心理学家们设计了一套更具科学性的语汇来分析素材。不过，他们仍保
留了由詹姆斯引入该领域的不少浪漫主义观念。 
        例如，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中，卡尔-荣格同意，宗教之适宜功效在于治疗人格的分
裂，不过他观察到，基本人格的两极分裂普遍存在: 一方面是狭隘、畏惧的自我，另一方面是较

为明智、开放的潜意识。因此，他视宗教为心理疗法的原型。实际上，他对心理健康的定义较詹
姆斯更接近浪漫主义。荣格援引席勒关于人类在游戏时最有人性的断言，把培养自发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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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作为人格统合的方式，也作为健康的人格在一生中内在外在永无休止的完善过程的表达。 
        荣格有别于詹姆斯之处在于，他认为完美的人格超越了道德准则的生硬约束。尽管荣格本人
不曾使用“负面接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一词，他对济慈提出的这种能力甚为欣赏，即，能够自
在地面对不确定与奥秘，不试图强求有封闭性的确定感。因此，荣格建议借鉴宗教之中任何有助
于人格完善的教导，同时，摈弃任何压抑完美人格之自发性的教义。 
        亚伯拉罕-马斯洛为美国“超个人心理学”之父，他在《宗教、价值观与高峰体验》(1970)中，
把宗教体验划分为同于詹姆斯的两类。不过，试图脱离任何特定的传统，他把两类体验依时间轴

上的展开图型命名为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s)与高原体验(plateau-experiences)，如今它们已属常
用语汇。高峰体验的认同与合一感较为短暂，不仅来自宗教领域，也可来自体育、性爱与艺术。
高原体验的心物一元感更趋稳定、且远为持久。 
        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的传统释义之不可取在于，它与文化背景重叠，使体验的本质含糊不
明。他假定一切高峰体验无论其原因背景如何，基本上等同，故将其还原为共有的心理特征，例
如完整感、超越二分法、游戏性、轻松感。他发现如此还原后，若非转换为高原体验，这些心理
特征便无持久价值。为具持久性，他认为有必要以心理治疗助其完善: 把这些心理素质的培养，
纳入咨讯与教育体系之中，实现人在智力、体力、社交与性方面的全部潜力——在一个视人生百
态皆为神圣，高原体验习以为常的社会里。 
        这三位宗教心理学者虽各有异，浪漫主义宗教观却因有他们加盖的科学图章得以继续活跃于
西方。透过他们的影响，塑造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并且——透过人本主义心理学——塑造了不少
美国人带入佛法的先见。 
        不过，当我们把这些先见与原始佛法原理作比较时会发现，其中存在著根本差异。两者的反
差在灵性生活的三个中心问题上尤其突出: 何为宗教体验的精髓? 何为宗教体验所对治的根本痼
疾? 何为治愈之内涵? 
        宗教体验的本质: 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同样也对浪漫主义来说，宗教体验是一类直接感受，
非是对客观真相的发现。其基本觉受是一种超越了内在外在一切隔阂的心物合一感。这些体验分
两类: 在高峰体验中，合一感突破了分裂与二元性; 在高原体验中，从这股合一感出发，透过修
练，塑造出健康的自我感，以之支配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 
        然而，早期记载的佛法却把修练合一感与健康的自我感置于最强烈的宗教体验之前。藉由布
施与戒德的修持，长养起健康的自我感。而合一感——无论高峰、高原体验——可在世间层次的
禅定(原注: 即禅那)中达到，它是正道的一部分，但非修持之目标。终极的宗教经验——觉醒——
却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它的描述方式非以感受、而以知见: 善巧把握贯穿于行动与果报的因果
原理，之后亲证超越因果、止息诸苦之维度。 
        根本的心灵痼疾: 浪漫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苦的根源在于人格的破碎感，它不仅制
造了内在的界限——在理性与情感之间、身与心之间、自我与阴影之间——也制造了外在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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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我们与人类、自然、整个宇宙相互隔离。然而，佛法教导我们，苦的根源在于执取，而最
基本的执取形式正是自我的认同，无论这个自我感有限无限、灵活静止、完整破碎。 
        成功的灵性对治: 浪漫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完美终极的痊愈是永不可及的。反之，
对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个人完善过程。觉悟者的标志是拥有一个扩大、灵活的自我感，不受僵化
的道德规范所滞碍。在相互连通的背景之下，以自感合理的心念为主要指南，他如一位舞者，轻

松自若地穿行于人生的角色与韵律之间。对“何为真我?”之问既已找到创意性的解答，此后对人
生的其它奥秘再无求索之必要。 
        然而，佛法教导的是，彻底觉醒即等于痊愈，开放于超越时空的非缘起维度之时，任务便完
成了。接下来觉悟者的足迹是“不可寻探”的，然而他不可能逾越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意识

到，“何为真我?”乃构思不当之问; 藉由直观体验，他自知死时将从时空中彻底解脱。 
        两个传统逐点比较之下，很明显——从早期佛教的角度——浪漫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灵
性修持观有片面与局限性。这就意味著，佛教浪漫主义循照浪漫主义原理表达佛法时，它对佛教
内涵的观点亦是片面而局限的。 
        对不少人来说这些局限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亲近佛教浪漫主义的原因与其说关乎历史，不如
说发自现实。现代社会的隔离症状之严重，远甚于浪漫主义者当年的所知所闻。它使我们依赖于
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的范围越来越大，且此种依赖大多隐而不露。我们的衣食来自于商家，不过

货品如何来到店堂、谁负责连续供给，我们对此并无所知。这个错综交织的网络，在调查记者的
追踪之下，仅从田间到我们手中的成品这串事实本身，读来便如一篇曝光文章。举例来说，我们

的绒衣来自乌孜别克斯坦的棉花，在伊朗纺成线，在南朝鲜织成衣，在肯塔基储仓——这是一个
相互连通的不稳定网络，对劳工同时也对被廉价劳力挤出制造网络的人们来说，其中之苦不可低
估。 
        无论对细节了解与否，我们直觉地意识到整个系统制造的割裂与不稳定性，于是我们当中不
少人向往一种完整感。对得益于现代生活隐含之依赖性者来说，需要的是一种对相互连通之可靠
与良性的肯定感——即便未趋良性，亦可藉有效改革令其转善。他们想听的是，自己可以安心信
赖相互连通原理，不必惧怕它会转过来伤害自己，或令自己失望。当佛教浪漫主义与这等需求相
契时，便开启了提供慰籍的那部分佛法领域之门。心理治疗的工作因此得到扩展，这是何以有如
此众多的心理治疗师为自己、也应病人之需而接受佛法修持之故，这也是何以其中一些人自身也
成为佛法导师之故。 
        然而，对于佛法中某些挑战以相通感为终极幸福之冀望的领域，佛教浪漫主义也助长该门户

的封闭。传统佛法主张出离与舍弃，理由是，一切相通感在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任何以之为基础

的幸福乃是致苦之因。真正的喜乐必须超越这种相互依赖与相互连通，达到非缘起。作为答辩，
浪漫主义论者以这些教导对宗教体验或非为必要、或不足以表达为由，贴上二元论的标签，于是
下结论可将其安全忽略。如此一来，便封闭了佛法中意欲解决合一感达成后余下之苦的根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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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这道浪漫主义门户把两类本可从佛法修持中得大益者拒之门外。 
        1)那些看出相互连通感不能够止息苦，正在探索根本的止息之道者。 
        2)那些来自不抱幻想、身处劣境的社会群体，对延续此种现代相通性少有利害投资，对有效
的改革或在体系内寻求喜乐已放弃希望者。 
        对这两类人来说，佛教浪漫主义观念其乐观似不实际，其荐策似过轻巧。作为佛法理解之
门，不如说它朝这些人迎面关起。 
        佛教浪漫主义如同现代生活的诸多产物，其根蒂埋没已久。我们何以不识其究竟，也未尝意
会以偏代全之过患，即为此故。美国社会若非有重大变迁，佛教浪漫主义自当延存。我们需要的
是开启更多的门户与窗口，使佛法至今为浪漫主义所隐晦的一些根本侧面明朗起来。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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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first stumbling blocks that Westerners 
often encounter when they learn about Buddhism is 
the teaching on anatta, often translated as no-self. 
This teaching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idea of there being no self doesn't fit well 
with other Buddhist teachings, such as the doctrine 
of kamma and rebirth: If there's no self, what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of kamma and takes rebirth? 
Second, it doesn't fit well with our own Judeo-
Christian background, which assumes the existence 
of an eternal soul or self as a basic presupposition: If 
there's no self, what's the purpose of a spiritual life? 
Many books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if you 
look at the Pali Canon — the earliest extant record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 you won't find them 
addressed at all. In fact, the one place where the 
Buddha was asked point-blank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 self, he refused to answer. When later asked 
why, he said that to hold either that there is a self or 
that there is no self is to fall into extreme forms of 
wrong view that make the path of Buddhist practice 
impossible. Thus the question should be put aside. 
To understand what his silence on this question says 
about the meaning of anatta, we first have to look at 
his teachings on how questions should be asked and 
answered, and how to interpret his answers. 

西方人了解佛教时，一个常见的初始障碍，
即为 anatta 教说，该词常被译成无我(no-
self)。此 说之为障碍其因有二。首先，“无
我”之观念与佛陀的业力与轮回等其它教导不
甚契合: 假若“我”不存在，是什么经历业报重
生? 再者，它与我们自身的犹太-基督教背景
也不甚契合，该背景预设永恒的灵魂或自我
之存在为基本前提: 假若“我”不存在，灵性生
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有不少书籍尝试解答上述
疑问，然而查一查巴利经典——现存最早记

载佛陀言教的文献——其中根本找不到相关
论述。实际上只有一处[1]，佛陀被当面直问: 

“我”是否存在，他却拒绝作答。后来有人求
解其因，他说，认定有我、无我观念之任
一，皆落入极端妄见，不可能走上佛法修持
之道。因此，该问题应予放下。为了理解他
对此问保持缄默代表anatta 释义为何，我们首
先必须对他有关如何发问答问，面对他的答
复又当如何译解的教言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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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divided all questions into four classes: 
those that deserve a categorical (straight yes or no) 
answer; those that deserve an analytical answer, 
defining and qualifying the terms of the question; 
those that deserve a counter-question, putting the 
ball back in the questioner's court; and those that 
deserve to be put aside. The last class of question 
consists of those that don't lead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and stress. The first duty of a teacher, 
when asked a question, is to figure out which class 
the question belongs to, and then to respond in the 
appropriate way. You don't, for example, say yes or 
no to a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put aside. If you are 
the person asking the question and you get an 
answer, you should then determine how far the 
answer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e Buddha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who misrepresent him: 
those who draw inferences from statements that 
shouldn't have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m, and 
those who don't draw inferences from those that 
should.

佛陀把一切问题划分为四类[2]: 一类值得明确
的答复， 即直答是否; 一类值得分析式的答
复，即对 发问的条件作定义与限制; 一类值得
反问，即把球送回提问者的场地; 还有一类值

得舍置不答。这最后一类即为那些不能够止
息苦与张力的疑问。一位导师受问时的首要
责任，是判断该问归属于哪一类，之后以相
应方式作答。譬如对本应舍置不答之问，便
不以是否作答。假若你是发问者，在得到答
复后，便要决定对其诠释该走多远。佛陀
说，误释他的人有两类: 一类对不该作推论的
言句硬作推论，另一 类人该作推论时却不作
[3]。 

These are the basic ground rules for interpreting the 
Buddha's teachings, but if we look at the way most 
writers treat the anatta doctrine, we find these 
ground rules ignored. Some writers try to qualify the 
no-self interpretation by saying that the Buddha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n eternal self or a separate 
self, but this is to give an analytical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t the Buddha showed should be put 
aside. Others try to draw inferences from the few 
statements in the discourse that seem to imply that 
there is no self, but it seems safe to assume that if 
one forces those statements to give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put aside, one is drawing 
inferences where they shouldn't be drawn.

诠解佛陀教导的基本原则便在于此，不过看
一看多数作者对 anatta 教说的诠解方式，我
们发现这些基本原则被忽略了。有些作者称
佛陀否定的是永恒之我或独立之我的存在，
藉此支持“无我”之铨说，不过这样做，是对

一个佛陀表明应舍置不答的问题给出分析式
答复。又有人试图对经文中少数几处似寓我
不存在之意的述语作一番推论，不过可以有
把握地说，硬用那些句子来答复一个本应不
答的问题，是在作不当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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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nstead of answering "no"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self — interconnected or 
separate, eternal or not — the Buddha felt that the 
question was misguided to begin with. Why? No 
matter how you define the line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 notion of self involves an element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clinging, and thus suffering 
and stress. This holds as much for an interconnected 
self, which recognizes no "other," as it does for a 
separate self. If one identifies with all of nature, one 
is pained by every felled tree. It also holds for an 
entirely "other" universe, in which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futility would become so debilitating 
as to make the quest for happiness — one's own or 
that of others — impossible. For these reasons, the 
Buddha advised paying no attention to such 
questions as "Do I exist?" or "Don't I exist?" for 
however you answer them, they lead to suffering and 
stress.

因此，与其对“我”是否存在之问以否定作答
——无论该“我”是相互联通之我还是各自独
立之我，无论该“我”永恒与否——佛陀认为

此问从一开始即有误导性。为什么? 无论怎样

划定“我”、“他”之界，“我”的概念本身已包含
某种自我认同与执取的成分，因此即包含苦
与张力。这个道理既适于独立之我，也适于
相互联通之我，后者不承认“他”。假若一个
人认同自然界的一切，他便为每一株被伐之
树而苦。同样，假若以整个宇宙为“他”，此
中的隔绝感与徒劳感将如此压抑，对幸福的
追求——无论为己为他——将不可能成就。
出于这些因由，佛陀的忠告是，不要去关
心“我存在吗? ” 、“我不存在吗?”之类的问

题，因为无论你怎样答，都引致苦与张力。 

To avoid the suffering implicit in questions of "self" 
and "other," he offered an alternative way of 
dividing up experience: the four Noble Truths of 
stress, its cause, its cessation, and the path to its 
cessation. Rather than viewing these truths as 
pertaining to self or other, he said, one should 
recognize them simply for what they are, in and of 
themselves, as they are directly experienced, and 
then perform the duty appropriate to each. Stress 
should be comprehended, its cause abandoned, its 
cessation realized, and the path to its cessation 
developed. These duties form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anatta doctrine is best understood. If you develop 
the path of virtue,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to 
a state of calm well-being and use that calm state to 
look a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Noble Truths, the 
questions that occur to the mind are not "Is there a 
self? What is my self?" but rather "Am I suffering 
stress because I'm holding onto this particular 
phenomenon? Is it really me, myself, or mine? If it's 
stressful but not really me or mine, why hold on?" 
These last questions merit straightforward answers, 
as they then help you to comprehend stress and to 

为了避免“我”、“他”之问本身固有之苦，他给

出了解析体验的另一种方式: 苦、苦因、灭

苦、灭苦之道这四圣谛。 他说，与其把这些
真谛看成与我、 他有关，不如对其直接体
验、如实认知，接著分别施行相应的责任。
苦应当理解、苦因应当消除、止息应当实

现、止息之道应当长养。 这些责任构成了理
解 anatta 教说的最佳背景。假若你培育了戒
德、定力、明辨，达到某个宁静安止之境
态，利用该止境从四圣谛的角度看待体验，
心里升起的问题就不是“我存在吗? 我自己是
什么?” 而是“我在受苦，是不是因为我执著于
这个特定现象? 它真的是我、我自己、我的
吗? 如果它是苦，但实际上不是我或我的，又
为何执著? ” 后面那组问题，就值得一个直接
了当的答复了，因为此时的答复有助于你理
解苦，凿去致苦的粘取与执著——也就是引
生其苦的残余的自我认同感——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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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 away at the attachment and clinging — the 
residual sense of self-identification — that cause it, 
until ultimately all trace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re 
gone and all that's left is limitless freedom.

一切自我认同的痕迹消失，剩下的是无限的
自由。 

In this sense, the anatta teaching is not a doctrine of 
no-self, but a not-self strategy for shedding suffering 
by letting go of its cause, leading to the highest, 
undying happiness. At that point, questions of self, 
no-self, and not-self fall aside. Once there's the 
experience of such total freedom, where w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about what's experiencing it, or 
whether or not it's a self?

在此意义上，anatta 之教言非是一套无我(no-
self)的学说，而是一项非我(not-self)的策略
[4]，藉放下苦因、趋向至高不灭之乐，达到
离苦的目的。到那时，我、无我、非我之问

已落到一边。一旦有如此彻底自由的体验，
又何来谁在体验、是否为我之惑? 
中譯注: 
[1]SN 44.8 
[2]AN 4.42 
[3]AN 2.25 
[4]值得提醒讀者的是，本文從巴利詞anatta在 原
典的語境出發討論此教義在解脫道上的作用，而
不是抽象討論anatta的終極哲學意義。因此讀者應
當仔細閱讀經文(《非我相經》)，才能夠判斷是
否言之有理。 

相关连接: 
        《非我相经》 
        佛陀对有我无我之问的应对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notself.html 
最近訂正 8-1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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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有亲友罹病或不久于世，我识得的人士中，当无人劝你寡情处之。人人同意，你应尽慈
悲之心。问题是，如何把慈悲转为具体行动，此中少有共识。对某些人来说，慈悲意味著尽可能
延续生命;对另一些人来说，意味著当生存质量低于某个水准时，由辅助自杀或安乐死终结生命。
这两个群体并不承认对方以慈悲为怀。前者谓后者有杀生之罪;后者视前者冷酷无情。 
        对我们这些在两极间的混沌域界里摸索的人来说，可靠的指南并不多。我们的文化对疾病与
死亡无思考之意趣，结果是，面对病者与濒死者，我们一筹莫展。会有人建议你只管顺著感觉

走，不过感觉这事有不可靠、易走偏的倾向。有些事感觉对头，只因它令你舒适，无关乎真正裨
益他人。延长生命的愿望，也许掩藏著你对自身死亡的深度恐惧; 终结悲惨的生命，或仅是你不
堪目睹苦难的藉口。即便有人建议以正念为本，你也许会发现，那些貌似自发的灵感，实际上仍
受制于你的潜在而未经检验的生死先见。 
        这就是面对病者与临终者，何以单一句心存慈悲或正念的荐言是不够的。我们的慈悲心需要
经受教育: 目睹生死，如何思考自身行为之后果，我们需要忠告; 借鉴以往悟透此道者如何行事，
我们需要范例。 
        带著这个想法，我查阅了巴利经典——佛陀教说现存的最早记载——看一看从佛陀的亲身典
范中能够学到什么。毕竟，佛陀常自喻医者，称其法为对治世间之苦的良药。在他看来，我们在
某个微妙层次上皆陷于病患或濒死之态，尽当慈悲以待。不过，这位医者面对疾病与死亡的血肉
之苦，曾给予何等忠告? 面对生理上的病者与临终者，又曾如何处之? 
        你或许了解佛陀与阿难尊者遇见一位比丘病卧于污秽中无人照顾的故事。世尊在洗濯这位弟
子后，召集起众比丘，呵责他们不该离弃兄弟，并以“凡愿瞻视我者，当瞻视病者”之语，大力敦
促弟子效仿其道。他制定戒律，使瞻病者另有僧食，减轻负担以资鼓励。然而，佛陀并不赞同医
学应不惜一切代价延续生命之说。佛制比丘律对拒绝看护病中与临终同伴者，或在其康复或过世
前弃之而去者，仅罚以小过; 对不采纳或中断某项疗法者并无惩戒。因此据比丘律，放弃延长生
命之举不属破戒。然而，刻意终止病人性命者，即便出于慈悲动机，亦将被逐出僧团，此生再不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Compassion.htm (1 of 4) [12/31/2010 10:50:08 PM]



慈悲的教育-尊者罗坦尼沙

许出家; 因此安乐死或辅助自杀是绝无许可余地的。 
        这就意味著两者之间的域界乃是真正的慈悲当施行之地。佛陀对理想护理的定义可资借鉴: 
你有资格照料病者，如果(1)你懂得如何调制药物;(2)你懂得如何有益于病人的痊愈，扬益祛害;(3)
你的动机出自慈悲而非物质利益;(4)你对清洗屎尿唾呕等秽物无不适之感;(5)你胜任适时说法。 
        上述五条件之中，巴利经典里最常讨论的是第五项: 如何说法，对病者与临终者方可谓有益
与慈悲? 如何说法算不得慈悲? 
        此处仍由反例界定正解之域。毗尼律的范例中，有若干比丘相信死亡胜于悲惨地苟活，于是
建议病人一心求死; 病人依言死去，佛陀将比丘逐出僧团。因此，在佛陀看来，说服病人放松对

生命的执取、放弃求生意志，算不得慈悲。一反劝病人接受死亡，佛陀重视的是助病人领悟苦与
苦灭的洞见。 
        这是因为，佛陀视生命的每时每刻为修法并从中得益的机缘。各个修道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一
项原则是，对当下苦痛升起片刻的洞见，远胜于以嗔心面对当下、转寄希望于来世。这个原则既
适于命终，也适于生命的任何时刻。实际上，佛陀鼓励比丘即便健康无恙，也应随时观想死亡每
时每刻的潜在迫近，以修持的紧迫感，全然专注于当下。你若学会视每时每刻为生命的最后一
瞬，当命终时分真正来临时，必能有备以对。 
        不过，最常见的情形是，病者与临终者向未生活于精进修持的警寤感之下，对这些人，初步
建议的目标是，扫清任何妨碍从当下学法的情感障碍。巴利经文中提到过两类障碍: 一为身后之
忧，二为怖畏死亡。在一篇感人的经文中，某男子病似将死，其妻慰之: 他过世后，她会养活自
己与子女; 她不再嫁; 她会继续修习佛法。每个承诺之后，她重复以下叠句:“因此你死时勿需担
忧。忧患者死得痛苦。世尊告诫不可怀忧而死。”该男子病情意外好转，虽未痊愈，仍往诣世尊
告以妻之慰语。佛陀评论说，有此明智慈悲之妻何其有幸。 
        至于对死亡的怖畏，佛陀提示说，这类怖畏的主因乃是对以往伤害与酷行的回忆。因此在毗
尼律中，比丘们为安慰临终的同伴，常嘱其忆念某个正面事件——譬如他最高的禅定成就——将
心念定驻其中。亚洲佛教国家中与此一脉相承的常见做法是，提醒临终者此生所修的布施与戒
行。即便他积聚不了透视当下所必要的正念与警醒，任何有助于缓解忧虑、阻挡恐惧的法义开
示，方为真正的慈悲之道。 
        不过，佛陀评论说，怖畏死亡另有三个原因: 执取色身、执取感官之乐、对非缘起的涅磐缺
乏直观洞见。他对病者与临终者的进一步教导，便著重于如何根除这些怖畏之因。他曾在走访病
房时教导病中的比丘，临近死亡时保持正念与警醒。与其心系康复，不若观照当下所体验的觉受
——痛受、乐受、不痛不乐受——之动态。譬如，观察某处痛受时，应专注其无常，接著专注一
切痛受的反复消解。接下来把同样的专意警觉用于观察乐受与不痛不乐受。这等专注的稳定性会
带来一股独立于感官觉受的自在之意，从这个独立点出发，可培养对色身与任何觉受的无欲与舍
离。随著舍离，会升起对法的真正洞见，因其为不死之法，故将止息对死亡的一切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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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次，舍利弗尊者探望佛陀的一位著名护持者——临终的给孤独。闻长者病势沉重，建
议他自我修练:“我不执取眼; 我的意识不依赖于眼。我不执取耳; 我的意识不依赖于耳。”同理类推
于六根、六尘[直译为六类感官媒介与对象]及任何有赖于它们的心理事件。尽管给孤独未能按舍
利弗的指点升起这类独立的觉知，他请求把这段教导传给其他居士，理由是，其中会有人领悟受
益。 
        以上荐言显然皆成型于佛陀对心智如何影响死亡与重生的教导，不过，这不等于它们仅对自
称佛教徒者有益。无论宗教信仰为何，面对明显的苦痛时，必然重视任何藉观照痛受减轻苦痛的
教导。有精力跟随这些步骤时，必愿一试。若在精进中证得涅磐，他是不会计较是否当冠以佛教
之名的。 
        这一点可由另一个故事来说明，主人公是舍利弗与一位临终的婆罗门长者。舍利弗因考虑婆
罗门向往与梵天合一，于是传此人四梵住——无量的慈悲喜舍之心。遵从这些教导，那位婆罗门

死后重生为一位梵天。不过，佛陀后来却责备舍利弗未教他把定力聚焦于痛受，因他若修习此
道，本可经历涅磐，毋需重生。 
        这些教导的突出之处在于，佛陀眼中，临终之法与他传予常人之法无异。苦因在每一种情形
下是相同的，灭苦之道亦然: 理解苦、弃绝苦因、实现苦的止息、长养止息的心理素质。唯一区
别是，死亡的迫近使传法既易又难——传法之易在于，病人无杂务牵累，对了悟与解脱苦的必要
性有切身之见; 难的是，病人身心可能过于衰弱，又因恐惧忧虑，难以把教导付诸实修。不管怎
样，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死亡的瞬间，佛陀宁可你少耽于情势的困窘，尽可能关注解脱的契机。
即便在痛苦中瞥得瞬间的洞见，也胜于百年无恙。 
        以我来说，综观师长与个人对上述指南的实用，主要经验有两条。首先，病中与临终时从佛
法中得益最大者，是那些不受以往酷行与伤害回忆所困者，以及那些病前已作禅定或静心修持
者。即便那种修持非属佛教，他们对佛陀的苦集灭道之说会有直觉的响应，从中得益、减轻苦
痛。此中一课: 只要你懂得自己不免一死，那么避免酷行、自修禅定、对病痛与死亡有备以对，
实属良策。正如我的导师阿姜放曾言，你修禅定时，正是在练习死亡——如何维持正念与警醒、
如何忍受痛苦、如何制服杂念、甚至证得涅磐——当死亡迫临时，你能够善巧而行。 
        经验之二是，你若想助他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也必须弃绝对色身与感官欲乐的执取、避免
酷行、证得涅磐的直观洞见，藉此克服你自己对死亡的恐惧。随著怖畏的消解，你对临终者说法
的成效将大有增长。你会镇定面对死亡的生理恐怖，与临终者的需求直接沟通。你的言辞更有份
量，因为它们来自实证。你的慈悲心所受的教育，非来自书本与感觉，而来自对什么死、什么不
死的明确洞见。 
        这两条经验归结为: 以禅修为对己对人的慈悲之道，哪怕死亡看似遥远。如此，临终时你能
够减轻护理者的负担。若有瞻病送终之需时，你的慈悲有真助益，你的说法也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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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of going for refuge marks the point where 
one commits oneself to taking the Dhamma, or the 
Buddha's teaching, as the primary guide to one's life. 
To understand why this commitment is called a 
"refuge," it's helpful to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custom.

归依之举，标志著一个人作出承诺，把佛法
或者说佛陀的教导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指
南。为了理解这项承诺何以被称为”归依”，
审视该传统的历史渊源是有益的。 

In pre-Buddhist India, going for refuge meant 
proclaiming one's allegiance to a patron — a 
powerful person or god — submitting to the patron's 
directives in hopes of receiving protection from 
danger in retur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career, his new followers adopted this 
custom to express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but in the Buddhist context 
this custom took on a new meaning. 

在佛教出现之前的印度， “归依”意味著对某
位保护者——当权者或者神明——宣示忠
诚，服从该保护者的指示，以期换得远离危
险的安稳庇护。在佛陀传法生涯的早期，他
的新弟子们沿袭了这个传统，以表达自己对

佛、法、僧的忠诚，不过在佛教语境之中，
该传统有其新意。 

Buddhism is not a theistic religion — the Buddha is 
not a god — and so a person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ist sense is not asking for the Buddha 
personally to intervene to provide protection. Still, 
one of the Buddha's central teachings is that human 
life is fraught with dangers — from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 and so the concept of refuge is 
central to the path of practice, in that the practice is 
aimed at gaining release from those dangers. 
Because the mind is the source both of the dangers 
and of release, there is a need for two levels of 
refuge: external refuges, which provide models and 
guidelines so that we can identify which qualities in 
the mind lead to danger and which to release; and 
internal refuges, i.e., the qualities leading to release 

佛教不是一个奉神的宗教——佛陀不是一位
神祗——因此一个人归依，在佛教意义上，
并非是请求佛陀亲自介入，提供庇护。虽如
此，佛陀的一条核心教导是，人生布满了危
险——指来自贪、嗔、痴的危险——故此，
归依的概念对修证之道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因为修持的目的正是为了脱离这些危险。由
于心既是危险的来源，又是解脱的来源，我
们需要在两个层次上归依: 外在层次的归依为

我们提供榜样与指南，我们得以认清心的哪
些素质引生危险，哪些素质引生解脱; 内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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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e develop in our own mind in imitation of our 
external models. The internal level is where true 
refuge is found.

 

次的归依，则是效仿我们的外在榜样，在自
己内心培育起来的趋向解脱的素质。这个内
在层次才是归依的真正实现处。 

Although the tradition of going to refuge is an 
ancient practice, it is still relevant for our own 
practice today, for we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internal dangers that faced people in the Buddha's 
time. We still need the same protection as they. 
When a Buddhist takes refuge, it is essentially an act 
of taking refuge in the doctrine of karma: It's an act 
of submission in that one is committed to living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actions based on skillful 
intentions lead to happiness, while actions based on 
unskillful intentions lead to suffering; it's an act of 
claiming protection in that, by following the 
teaching, one hopes to avoid the misfortunes that 
bad karma engenders. To take refuge in this way 
ultimately means to take refuge in the quality of our 
own intentions, for that's where the essence of karma 
lies.

尽管归依的传统古已有之，今日它对我们自
己的修行仍具相关性，因为我们面临著与佛
陀时代的人们同样的内在危险。我们仍然需
要同样的庇护。当一位佛教徒归依时，基本
上这是对业力法则的一种归依: 之所以为遵
奉，因为他承诺在人生中遵奉善业[以善巧动

机为基础的行为]趋向幸福，不善业趋向苦痛
的原则。之所以为庇护，因为藉著服从教
导，他希望避开恶业招致的不幸。以这种方
式作归依，终究意味著归依我们自己的动机
的质量，因为那就是业的精髓。 

The refuges in Buddhism — both on the internal and 
on the external levels — are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lso known as the Triple Gem. They are 
called gems both because they are valuable and 
because, in ancient times, gems were believed to 
have protective powers. The Triple Gem outdoes 
other gems in this respect because its protective 
powers can be put to the test and can lead further 
than those of any physical gem, all the way to 
absolute freedom from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realm 
of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佛教的归依——内在、外在两个层次上——
都是指佛、法、僧，亦称三宝。之所以被称
为宝，既因为它们有价值，也因为在古代，
人们相信宝石具有种种护佑力量。三宝于此
处胜于诸宝，因其保护力可被验证，并且功
效之远为矿物宝石所不及， 它能把我们一直
带到彻底脱离老、病、死 之不安稳的自由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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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on the external level, refers to 
Siddhattha Gotama, the Indian prince who 
renounced his royal titles and went into the forest, 
meditating until he ultimately gained Awakening.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means, not taking refuge 
in him as a person, but taking refuge in the fact of 
his Awakening: placing trust in the belief that he did 
awaken to the truth, that he did so by developing 
qualities that we too can develop, and that the truths 
to which he awoke provide the best perspective for 
the conduct of our life.

佛陀，在外在层次上，指的是悉达多-乔达
摩，那位舍弃了王族头衔，进入丛林禅修，
最终证得觉醒的印度王子。归依佛陀，并非
意味著把他作为个人而归依，而是对他的觉

醒的归依，也就是置信于: 他的确觉悟真相、
他的觉醒是藉著培育我们亦可培育的诸种素
质、他所悟得的真谛为我们的人生行动提供
了最佳视野。 

The Dhamma, on the external level, refers to the 
path of practice the Buddha taught to this followers. 
This, in turn,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words 
of his teachings, the act of putting those teachings 
into practice, and the attainment of Awakening as 
the result of that practice. This three-way division of 
the word "Dhamma" acts as a map showing how to 
take the external refuges and make them internal: 
learning about the teachings, using them to develop 
the qualities that the Buddha himself used to attain 
Awakening, and then realizing the same release 
from danger that he found in the quality of 
Deathlessness that we can touch within.

法， 在外在层次上，指的是佛陀传给弟子们

的修证之道。它又分为三层: 他的教言、依此
教言的实修、修成的觉醒体证。对“法”一词

作此三部区分[1]，如一幅地图，指明了从外
在归依出发，将其内在化的转变方式: 即，学
习教言，把它们应用于培育佛陀本人藉之证

悟的诸种素质，接下来，在由他发现的、我
们亦能从内心触及的不死素质之中，同样地
实现解脱，远离危险。 

The word Sangha, on the external level, has two 
senses: conventional and ideal. In its ideal sense, the 
Sangha consists of all people, lay or ordained, who 
have practiced the Dhamma to the point of gaining 
at least a glimpse of the Deathless. In a conventional 
sense, Sangha denotes the communities of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The two meanings overlap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identical. Some members of the ideal 
Sangha are not ordained; some monks and nuns have 
yet to touch the Deathless. All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become 
members of the Buddha's four-fold assembly 
(parisa) of followers: monks, nuns, male lay 
devotees, and female lay devotees. Although there'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all Buddhist followers are 
members of the Sangha, this is not the case. Only 
those who are ordained are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only those who have glimpsed 

僧伽一词，在外在层次上有常规与理想两种
意义。在理想意义上，僧伽由所有修练到至
少瞥见不死之法者构成，不论在家、出家。
在常规意义上，僧伽指出家的比丘与比丘尼
组成的团体。这两种意义有重叠，但不一定
等同。有的理想僧伽的成员并未出家; 有的比
丘与比丘尼尚未触及不死。所有归依佛、
法、僧者，皆属于佛教四众弟子(parisa)的成
员: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
(女居士)。尽管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所有佛教
徒都是僧伽的一分子，其实不然。只有出家
者，才是常规僧伽的成员; 只有已瞥见不死
者，才是理想僧伽的成员。不过，上述两种
僧伽以外的信众，作为佛陀的四众成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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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less are members of the ideal Sangha. 
Nevertheless, any followers who don't belong to the 
Sangha in either sense of the word still count as 
genuine Buddhists in that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Buddha's parisa.

都是真正的佛弟子。 

When taking refuge in the external Sangha, one 
takes refuge in both senses of the Sangha, but the 
two senses provide different levels of refuge.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has helped keep the teaching 
alive for more than 2,500 years. Without them, we 
would never have learned what the Buddha taught. 
However, not all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al 
Sangha are reliable models of behavior. So when 
looking for guidance in the conduct of our lives, we 
must look to the living and recorded examples 
provided by the ideal Sangha. Without their 
example, we would not know (1) that Awakening is 
available to all, and not just to the Buddha; and (2) 
how Awakening expresses itself in real life.

当一个人归依外在的僧伽时，他归依的是两
种意义上的僧伽，但这两种意义提供了不同
层次的归依。常规僧伽协助延续著教言的生
命力，长达两千五百多年。没有他们，我们

不可能了解佛陀教导的是什么。然而，并非
常规僧伽的所有成员都是可靠的行为楷模。
因此，当我们寻找人生的操行指南时，必须

以在世的和记载中的理想僧伽作为楷模。没
有他们作出的典范，我们不会了解(1)觉醒不
仅只有佛陀才能成就，而是对人人开放; (2)觉
醒在真实生活中如何体现。 

On the internal level,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re the skillful qualities we develop in our 
own minds in imitation of our external models. For 
instance, the Buddha was a person of wisdom, 
purity, and compassion. When we develop wisdom, 
purity, and compassion in our own minds, they form 
our refuge on an internal level. The Buddha tasted 
Awakening by developing conviction, persistence,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When 
we develop these same qualities to the point of 
attaining Awakening too, that Awakening is our 
ultimate refuge. This is the point where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Triple Gem become one: beyond the 
reach of greed, anger, and delusion, and thus totally 
secure.

在内在层次上，佛、法、僧是我们效仿外在
的榜样，在自己的内心培育起来的善巧素
质。譬如，佛陀是一位智慧、清净、慈悲
者。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培育起智慧、清
净、慈悲时，它们就构成了我们在内在层次
上的归依。佛陀藉著培育信念，精进、念
住、定力、明辨，尝得觉悟之果。当我们培
育同样这些素质、达到同样的觉醒时，该觉

醒就是我们的终极归依。就在此处三宝的三
侧面合而为一: 超越了贪、嗔、痴之所及，故
此彻底安稳。在内在层次上，佛、法、僧是
我们效仿外在的榜样，在自己的内心培育起
来的善巧素质。譬如，佛陀是一位智慧、清
净、慈悲者。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培育起智
慧、清净、慈悲时，它们就构成了我们在内
在层次上的归依。佛陀藉着培育信念，精
进、念住、定力、明辨，尝得觉悟之果。当
我们培育同样这些素质、达到同样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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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觉醒就是我们的终极归依。就在此处

三宝的三侧面合而为一: 

(本文来自原作者解说三归依的文集《归依》首篇。)

[1]中译注:“法”一词的三部区分,指pariyatti,patipatti,pativedha,即,教理、实践、证得; 或学法、修法、证
法。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refuge.html 
最近訂正 1-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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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 
 

(节译自《以善巧业为依止》) 
[作者]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Right View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权所有 © 2001 坦尼沙罗比丘 。免
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媒体再版、重
排、重印、印发。然而，作者希望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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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http://www.
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如上。转载
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登载本版权声
明。 

正见的教导 
        经文告诉我们，佛陀觉醒后，在头七周里体验著那种喜乐与自由。接著决定把证得该喜乐的
途径传给他人。他的教导以引生自觉醒体验的三种智为根本。由于他对业与离业道的分析之中，
正见居核心位置，他的教导特别著重于三智洞穿过程中所得的两种正见: 一种形式来自第二智，
它趣向良好的重生; 一种形式来自第三智，它导致永远断 离生死轮回。 
        佛陀把第一种正见层次称为世俗正见。他用以下句子表达: 

 
有布施、有供养、 有奉献。善业恶业有果有报。有此世来世、 有父母、

有自行轮回的众生; 有僧侣行者，藉正行正修，自知亲证之后，宣说此世

来世。 ——MN117(中部) 
 
        这段文字意谓: 布施是有福德的; 善与恶的道德品质为宇宙本身固有，非仅为社会俗定; 死后
生命续存; 人对父母真正有道义上的债务; 有出家人端正修行，对这些事已证得真正的直觉智。这

些信念构成了奉行善巧业道的最低先决条件，它们将引生轮回中的喜乐果报。因此可以说，这是
以重生于喜乐境界为目的的正见。 
        佛陀把他称为出世正见的第二种正见层次简单表达为: 

 
苦之智、苦因之智、苦的止息之智、苦的止息道之智。 ——DN22(长部) 

 
        换句话说，这个层次的正见由四圣谛之智构成，可称之为以彻底脱离轮回为目的的正见。 
        正如第三智从前两智引生而出，这第二层次的正见也从前一层次发展而来，其目的假若脱离
了世俗的善恶业及其善恶果报的背景，是不可理解的。正见的这两个层次，对业力本质从不同视

角提供了完整、互补的描绘。前一层次的正见视业力为作用于每个人多少次生命故事的宇宙法
则。第二层次的正见视业力为作用于即刻当下的法则，观察的心理框架不带著我与他、存在与非
存在等类别，种种的叙事与宇宙观，本质上即是在作此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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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理解这两个正见层次如何在构建佛陀教导的形式与内容方面相互补充，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最常用的演教模式“次第说法”[anupubbi-katha]，它以善恶业力法则为开端，藉著布施、戒德、
天界、过患、出离等主题，逐步上升，以四圣谛主题为终结。次第说法方式有若干理由，主要归

结为四圣谛过于抽象，与我们似无直接相关性，并且，除非在合适的背景之下看问题，脱离重生
这个目标并无道理。次第说法的作用就是提供这种相关与背景。 
        从正见的初级层次开始，佛陀把善业在两个主要类别之下描述: 布施与戒德。这两个类 别共
同延展开来，几乎可以覆盖任何一种身、语、意的善行。例如，布施不仅包括给予物质上的礼
物，而且也包括施予时间、知识、感 恩、原宥。戒德以五戒开始——戒杀生、偷盗、不当性事、
说谎、使用醉品，再包括戒离五种错误的活命方式——贩卖奴隶、醉品、毒药、武器、将被宰杀

为食的动物，接下来覆盖了对一切有害行为的戒离[=十善业道]。因此，从布施与戒德这两类来
看，善行意味著戒离有害的行为[业]、造作有益的行为[业]。 
        佛陀在描述了善业之后，接著描述它们的酬报，也就是依照业力普遍原则的果报。此处的酬
报既包括在这个世界可见的，也包括下个世界可预期的。对来自善业的即刻当下的安宁感与重生
天界带来的精致喜乐，佛教经文中都有著引人入胜的描述。这些描述也寓含了业力原则的黑暗
面: 来自恶行的自然惩罚，同样既在这个世界、也在下个世界发生: 在诸层地狱与其它低等界——
如重生为动物——再回到这个世界，当他回复为人态时继续。 
        然而——因为有限的业不能提供无限的果报——业的回报，无论好坏，皆非永恒。这一点自
然而然地引向下一主题: 整个轮回重生的过患。在轮回中没有哪种幸福是永久的，即便是最精致
的天界享乐，当善业耗尽时，也必然终结，他不得不重历低等域界生存的艰难困苦。业力造作背
后的心极其易变， 这说明个体在重生界的轨迹不一定总在上升。实际上，正如佛陀在回忆自己的
宿世时看见，从一生到下一生的轨迹，充满了漫无目的的上下起伏， 如掷向空中的枝条: 有时这

头著地、有时那头、有时中间。这多少次投掷的轨迹之中，所经历的苦痛难以计量。 
        这些观想自然地引向说法的下一主题: 出离。既然理解了轮回之中哪怕极致喜乐的瞬逝性，
敏觉的听众即作好准备，赞同放弃对轮回内部任何喜乐的追求、转而培育解脱道的主张了。经文
把这个心理准备比喻为把一块布洗净， 得以善吸染料。正是这个时候，佛陀带领听众超越世俗正
见，开讲出世层次。 
        次第说法步骤的经文把这一步简单描述为:“诸佛特有的教导: 苦、苦因、苦的止息与止息
道”，也就是四圣谛。不过，四圣谛只是经文中教导的相互关联的三种出世正见之一。它们是: (1)
此/彼依缘性[idappaccayata]; (2)缘起法则[paticca samuppada]; (3)四圣谛[ariya sacca]。为了得见佛
陀有关业力本质教导的全貌，我们应当三者都看。 
 
此/彼依缘性 
        最基本的正见形式就是佛陀修持善巧业的过程中发现的因果反馈原理。他称之为“此/彼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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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它以直接呈现于觉知的方式——即内心可指为“此”、“彼”的事件——来解释体验，而不
是以觉知之外的原则。他把这个原则以貌似简单的公式表达为: 

 
“(1)当此是，则彼是。 

(2)从此的升起，来彼的升起。 

(3)当此不是，则彼不是。 

(4)从此的止息，来彼的止息。” 
 
        此公式的译解可以有多种方式，只有一种贴切地反映了公式的措辞，同时又反映了经文描述
因果关系具体例子时其方式的复杂与流动性。 那就是把该公式视为两重因果律的交互运作。一种
具历时性[diachronic]，作用于一段时间; 另一种具同步性[synchronic]，作用于单一瞬间。这两个
原则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非线性模式。历时性原则——以(2)与(4)为一对——把事件沿时间轴连

接起来; 同步原则——以(1)与(3)为一对——把对象与当下的事件连接起来。这两个原则相互交
接，使任一事件受到两套条件的影响: 来自过去的输入与来自当下的输入。 
        尽管每项原则貌似简单，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后果极其复杂。首先，每一个动作[业]既有即
刻当下的反弹，同时也有延及未来的回报。根据该动作的强度，这些回报或者持续短暂，或者持
续长久。因此，每一个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决定于过去长时间范围内发生之诸事件的效应以及当
下诸动作之效应的总合。这些效应可以相互强化，可以无甚相关地共存，也可以相互消弥。因
此，尽管有可能预测某种类型的动作倾向于给出某种类型的果报——譬如，发自嗔怒的行动将导

致痛苦——但无法预测，该果报将在何时、何地令被感受。 
        使该系统更为复杂的是: 两种因果律相遇在内心。心藉著它的观念[见]与动机，使此双重因果
律继续活跃。心藉著它的感受力，受由它启动之诸因的果报的影响。随著心对自己的行动之果报

作出反应，两重因果律便构成了自我反馈。这些反应可以构成正反馈，强化原输入与果报，如同
把话筒放在由它输入的扬声器旁边时发出啸声一般。它们也可以构成负反馈，抵消原输入，譬如
恒温调节器在室温过高时把加热器关闭，又在低温时开动。因为这些业的回报可以是即刻性的，
心当即可对它们作出反应，这些反馈循环的运转，有时会很快失控; 其它时候，它们可以对个人
的行为提供善巧的控制。例如，某人出于嗔怒而行动， 该动作给予他即刻的不适感[=现时苦
果]，对此他的反应，可以是进一步发怒，于是制造出滚雪球式的效应。另一方面，他可以领悟
到，这种不适感是由嗔怒造成的，于是马上试图停止怒意。不过，有的时候，他过去的行动果
报，也许可能隐蔽当前的不适感，使得他对它根本不作反应。这就意味著，尽管习惯性行动与其
果报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般的模式，某个特定动作与它的诸果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或一报还一报

的既定关系。反之，果报由该行动的整个背景决定，受它之前、之后的行动[业]，以及当他作此
行动或体验其果报时的心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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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种方式，两重因果律的结合——也就是过去的影响与即刻当下的影响——解释了因果关
系在即刻体验层次上的复杂性。不过，两者的结合也开启了找到一个系统化的方式、 打破该因果
网络的可能性。假若因与果完全是线性的，那么宇宙将完全是先验决定的，对于从因果机制中的
逃脱则无可作为。假若它们完全是同步的，那么从一刻到下一刻即毫无相关性，一切事件将是随
机的; 此网络可以无缘无故地彻底破坏，又可以自发地重新形成。然而，在这两个模式的共同作
用之下，人可以从观察过去的因果模式中学习，再把洞见应用于拆解作用于当下的同样的因果模
式。假若他的洞见为真，则可以脱离这些模式获得自由。这就使藉八圣道培育高等善巧层次之
业，再从业力循环中彻底解脱成为可能。 
        再者，此/彼依缘性的非线性，解释了为什么高等善巧，在专注即刻当下时，能够成功地引向
业的终结，是业构成了对整个宇宙的体验。一切非线性过程皆体现所谓的“尺度不变性”[scale 
invariance][1]，意谓，某个过程的行为，在更大与更小尺度上的表现都是相似的。譬如，想了解
某个非线性过程的大型模式，他只需要专注它在更小、更易观察的尺度上的行为，就可以看见同
样模式的运作。就业来说，他只需要在培育高等善巧[=禅修]时，专注业在即刻当下的过程，随著
他从其中的解脱，跨越时空的大范围问题也将会明朗起来。 
 
缘起法则 
        缘起法则的教导，有助于对这一点提供更详细的指南，确切地表明业力循环在何处提供入
口，允许更善巧的当下输入。如此，它既解释了在培育高等善巧时，专注这个动作的重要性，也
解释了把正确地专注当下体验的过程中，以行动[业]为指南的重要性。 
        缘起法则说明，宇宙在被禅修者直接体验的观察背景之下，完全容摄在即刻呈现于觉知的因
素内: 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处(五种官感加上心)。诸因缘的标准序列如下: 老、病、死
之苦缘于生; 而生缘于有; 如此下推，经过执取、渴求、受、官感接触、六处、名色(心与身之现

象)、官感意识、心理造作、直到无明。尽管该序列读来似乎具线性模式，这些词语的准确定义

表明，它充满了许多反馈循环。因为它的非线性，故而在若干尺度上运作: 譬如“生”，既指有机
体的出生，也指内心一种存在感[有]的出生。  
        在这个序列当中，包含著佛陀对业力与重生的终极分析。譬如，业的系联[nexus]——执取、
有、生——解释了生的发生域界。业(它包括在名色的诸因素中)升起五蕴，后者构成了渴求与执

取的对象。一旦执取，就会在三界之任一——欲界、色界、非色界——“来有”。这些界，不仅指
宇宙尺度之存在态的层次，而且指出心理状态的层次。生与有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入睡与做梦的
过程作比喻。随著昏沉带领心与清醒时的现实失去接触，另一个时空的梦像将在其中显现。这个
图像的显现即称为“有”。进入这幅图像，在其中担当起一个脚色或身份——的动作，就是“生”。
巴利经典的注疏认为，正是同样的过程使得重生在色身坏死后发生。同时，入睡与出生的比喻解
释了何以从“有”中解脱被称为“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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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在某个界出生，名色与意识的系联解释了活性有机体在该界内的升起与存活。没有意
识，心与身之有机体会死去。没有心与身之有机体，则意识无处著陆与发展。这个系联也解释了
能够引向善巧业的反馈循环。“名”包括了专注、动机、感受、辨识、接触等亚因子，它们正是业

与果的作用过程中的那些因子。善巧的第一课是，一个行动的精髓是它的动机: 一个以求高等善
巧为动机的行动所生之果报，将不同于一个以贪、嗔、痴为动机所生的果报。反过来，动机又受
到对他之处境的专注动作正确与否的影响。专注的动作越少为痴所迷惑，就将以正确的角度观察
[=正思]得越清楚。专注与动机的组合，又决定了该动作的受与色(身体事件)之果报的质量。行动

越善巧，这些果报会越精致。辨识[想]随著那些果报升起，某些比另一些更适当。专注的动作选

择去注意哪些，接著反馈入另一轮的行动[业]循环。整个循环之能够进行，是因为它的所有因子
都与意识接触。 
        名、色、与意识的这种相互作用，为如何终结业的循环本身所具有的苦这个困境，提供了解
答。假若他仅仅试图透过一个直接的动机来终止循环，那么这个动机本身就是一件业，因此成为

循环继续的因。不过，假若他能够随著意识与循环中的诸接触自然而然地褪离而作观察，这个双
重束缚可以解脱。这里所要求的，非是不动，而是越来越正确地专注业力本身的过程。当他对这

个过程的专注与把握达到完整全面时，就会出现一个称为“非造作”[atammayata]的平衡，在其中
业的诸过程与意识的接触——此时意识仍然具足——自然地脱离。一位现代导师把这个脱离过程
比作果子熟透时自然地脱离果树。这就是业的循环如何在觉醒的瞬间得以终止。 
        这个分析表明，解脱之最重要的障碍是无明，它使专注不能够全然辨知。佛陀跟踪无明这个
升起心理造作过程的元素，发现归根到底它是对四圣谛的无明: 圣谛的内容、每项圣谛相应的责

任、与对那些责任的掌握。当此无明被彻底克服时，维持循环的渴求无可抓取，因为它所有的可
能对象都被如实知见——为苦。无处著陆，渴求消失，轮回即能够终止。 
 
四圣谛 
        由于正是四圣谛之智终止了无明与渴求，佛陀最经常地以此表达出世正见。这些真谛把业力
分析直接聚焦在苦的问题上: 人们自造生命体验之叙事，其核心正是这些问题。正如佛陀在第二
智中提到，他的宿世回忆包括了每一生的乐痛体验，而多数人在回顾自己的生命时，也倾向于注
意这些问题。然而，四圣谛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苦的叙事上: 而是从一位学技者求解难题的角度出
发。对于试图把握高等善巧的禅修者来说，这就意味著，这些真谛不可能藉不参与地旁观而全
知。只有敏感地参与念住、定力、明辨等善巧功能的培育过程——对影响该过程的诸心理因素的
因果关系获得实践性的把握——他才有可能消灭妨碍业力止息的无明。因此，只有通过把善巧培
育到终极程度，才能把轮回带到某个平衡点，得到消解的果报。
(本文来自原作者解说三归依的文集《归依》之尾篇《以善巧业为依止》的四节段;文中小号字体
为译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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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1]scale invariance,「尺度不变性」为直译,意谓: 性质不随尺度而变。视觉例子可见维基百科中同名
条目与同名条目(Mandelbrot)分形图。 

相关连接: 
        次第说法: 正见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refuge.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RightView.htm (6 of 6) [12/31/2010 10:50:14 P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ale_invaria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ale_invaria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ale_invariance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refuge.html


导呼吸禪定引-尊者罗坦尼沙

[首页] >> [林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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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舒适地坐直，不 要朝前后左右倾侧。闭上眼、观想良好的祝愿。 首先把良好的祝愿送
给自己， 因为你若不能对自己有慈心——也就是对自己的幸福没有一种真诚的期望——你是不可
能真正地为他人祝福。因此，这样告诉自己: “愿我找到真正的幸福。”提醒你自己，真正的幸福
来自于内心，因此这不是一种自私的欲望。实际上， 如果你在内心找到、开启了幸福之源，就有
能力向其他人传送。这样的一种幸福不依赖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什么。  
        现在，你 把良好的祝愿对其他人传送。首先是你亲近的人——你的家庭、父母、好友——愿
他们也找到真正的幸福。接下来，把那些善念以不断扩增的圈子传播开来: 你熟悉的人、不太熟
悉的人，你喜欢的人、感觉一般的人、 甚至你不喜欢的人。不要让你的善意有任何局限，因为如
果有，你的心将会有局限。现在，把良好的祝愿传送给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不仅仅是人，还有
各方各样的众生: 东、西、南、北、上、下， 推向无限。愿他(它)们也找到真正的喜乐。  
        现在，把你的观想带回当下。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幸福，就得在当下找， 因为过去已逝，将来
未决。因此你必须掘入当下。在这里你有什么? 你有身体，坐在这里，在呼吸。你还有心，在思
考、在觉 知。因此把所有这一切汇集起来。想著呼吸， 然后觉知呼吸的一进 一出。把你的心连

续指向呼吸[气]: 那是念。 觉知呼吸[气]的进进出出: 那是警觉。把心的 那两个侧面保持在一起。
如果你愿意，可以用一个禅定词汇来增强你的念。试试用“佛陀”(Buddho)，意思是“觉醒”，吸气
时想著“佛”，呼气时想著“陀” 。 
        尽量试著舒顺地呼吸。想 要学会在即刻当下给自己提供喜乐，同时又能够提升警觉，一个极
其具体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呼吸舒顺起来。作 一些尝试，看看哪一种呼吸在当前对身体最合适。
可以是长呼吸、短呼吸、长入短出、或者短入长出。 可以有轻重、快慢、深浅。一旦你找到一种
舒适的节奏，就保持一阵子。学会品味呼吸的觉受[气感]。一般来说， 气的纹理[或译质感][the 
smoother the texture of the breath]越平顺，越好。不要把呼吸想成 单单是空气在肺部的一进一
出， 而是随著每次出入息，贯穿于体内的整个能量流。对那股能量流的纹理要敏感。你也许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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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一阵子，身体发生变 化。某一种节奏或者纹理也许有一阵子感觉对头， 接著另一种可能觉

得更舒顺。对身体现在正在告诉你什么， 要学会倾听并作出反应。它需要什么样的气能? 你怎样

最好地提供那个需要? 如果你 感到疲劳，试著用一种令身体振作的方式呼吸。如果你感到紧张，
试著用一种令身体放松的方式呼吸。 
        如果你的心游 走开去，轻轻地把它带回来。游走十次、百次，你带回十次、百次。不要放
弃。这个素质叫做精勤。换句话说，你一意识到心溜开了， 立刻把它领回来。不要把时间荒废在
嗅嗅花香、望望天空、听听鸟叫上。你有工作[业处]要做: 学会舒顺地呼吸，学会让心在当下此处

一个良好的空间里定驻下来。  
        当呼吸开始舒顺起来时，你可以开始在身体的其它部位探索它。如果你只在一个狭 窄的范围

里住于舒顺的呼吸， 往往会打起磕睡。因此要有意识地扩大你的觉 知。开始时一个专注的好地
方是脐部附近。在你的觉知中找到身体的那个部位: 它现在在哪里? 然后注意: 你吸气时它那里感
觉怎样? 呼气时它感觉怎样? 随著几个呼吸时候，观察那个部位，注意在呼气或者吸气时那里是
不是有紧张感。吸气时那里有没有紧绷起来? 呼气时你是不是抓紧那个张力? 你呼气时是不是太
用力了? 要是发现有以上情形，就放松。 观想那个张力在入气中融解化去， 在出气中融解化去。
你如果愿意，可以想象气能就在脐部进入身体， 融解那里可能存在的任何紧张感…… 
        接下来，把你的觉 知往右挪——挪到腹部的右下角——作同样的三个步骤: (1)在觉知中找到
身体的那个大概部位; (2)随著入气，注意那里的感觉; 随著出气，注意那里的感觉; (3)如果你在气
中感 到任何张力或紧绷，就让它放松下来……现在，把你的觉知往左 移，移到腹部左下角，重
复上述三个步骤。 
        现在把你的觉知移到上腹部[中央的]太阳神经丛[2]……之后移到右上角……右侧……左
侧……胸 部中央……过一阵，移到喉根……然后移到头部中央。对头部的气能要极其谨慎。 观
想它极其轻柔地进入，不仅透过鼻，而且还透过著眼、耳，从头顶 往下进入、从颈后部进入，极
其轻柔地 逐处操作，松 开任何张力感，譬如你的下颚、颈后、眼部周围、面部……  
        从那里，你可以逐渐地把注意力沿后背下移， 自两腿往下，到脚趾、趾间。与前面一样，把
注意力聚焦于身体的某个部位，注意随著吸气呼气那里的感受，放松任何张力与紧绷感，使得气
能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 之后转移觉知，继续操作，一直到达趾 端。接下来，重复这个过程，
从颈后开始，沿著双肩、双臂、双腕， 一直操作到指端。 
        你可以像这样重复巡查身体，多少次都行，一直到心准备好定 驻下来。  
        之后，让你的注意力回到体内某一个你感到可以最自然地安驻、入定的地方，不管它是哪
里。就让你的注意力歇在那里，与 气融为一体。同时，让你的觉 知范围扩展开来，填满 全身，
就像位于室内中央的一支蜡烛: 烛火在一处，但 它的光亮填满了整个房间。又如蛛网上的一只蜘
蛛: 蜘蛛在一处，但它觉知整张蛛网。要敏锐地维持那个扩大了的觉 知感。你会发现它就像带孔
的气球，倾向于缩小，因此要不断地扩 展它的范围，观想“全身、全身，全身吸气，从头顶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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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观想 气能从每个毛孔进入身体。特别是， 要住在这个既集中[centered,定]、又扩大的觉知感
上，越久越好。你现在不需要想其它东西、去其它地方、 做其它事。你就停在当下这个既集中、
又扩大的觉 知感上……  
        等到离开禅定时，提醒自己出定是有技巧的。换句话说，你不要一下跳出来。我的老师阿姜
放曾经说过，多数人禅定时， 就好像爬梯子上二楼，一步一步、一级一级慢慢顺著梯子爬。可是
一到二楼，他们就从窗口跳了出去。不要让自己那样做。想一想你花了多少功夫才 让心集中入
定。不要把它扔掉。  
        出定的第一步是，把良好的祝福再一次传送给你周围的所有人。接下来，在睁眼 前提醒自
己，即使打算睁眼，你还是要把注意力住在身内，住在气上。在你起身、走动、谈话、倾听、还

是做其它事时，要 试著维持那个定，越久越好。换句话说，离开禅定的技巧，在于学会不离开
它，不管你在作其它什么事。行事要从那个定感出发。如果你能够这样维持心的定态， 你就有了
一个基准， 可以用它来比照心的动态，比照心对周围与内在事件的反应。只有当你有这样一个牢
固的定力焦点时，你才可能对心的动态获得洞见。 

译者注:  
[1]  本文为禅定初学者的引导。阿姜李在谈到呼吸念住的安止点时举例提到的几个部位是: 鼻尖、头部中
央、上颚、喉底、 前胸骨底端，脐部或略上一点的部位。他还说，如果你有头痛或者神经官能类的病
症，则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喉底以上的任何部位。 
        前面对身体的巡察(body-sweeping)，为南传佛教禅法中常见，不同教法的巡察顺序不同。阿姜李提到
的方法二基本上也是由它构成。 
        一开始的专注点，鼻尖也好，前胸也好， 腹部也好，主要是哪里最容易觉知"气"(风元素)。不同顺序
的身体巡察，目的是一个: 发展对全身的觉知。也就是出入息念经的第三步: "随入息修辨知[pajānāti] 全
身， 随出息修辨知全身。" 
[2] 太阳神经丛，solar plexus，又称celiac plexus 即腹腔神经丛。当今医学认为它是一组调节腹腔脏器的植
物神经丛。主要神经元分布于胃的后方，第一腰椎水平。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guided.html 
长老的英文禪定指导录音: http://www.audiodharma.org/mp3files/
ThanissaroBhikkhu_032903_GuidedMeditation.m3u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呼吸禪定步骤 
        坦尼沙罗尊者:  解析辨识 
        阿姜李: 念住呼吸与禪定开示 
最近訂正 9-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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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传授呼吸禅定时，所教共有十六步。这是经文中最详细的禅定指导。而呼吸则是佛陀最
高度、最常推荐的禅定主题——因为呼吸不仅是心智借以安定集中之所缘，也是心智作分析的对

象。那里是觉醒洞见升起之处——心智对呼吸有念住、有警觉，也对自己与呼吸之间的关系有觉

知。 
        在呼吸禅定的后续阶段，重点不再是呼吸，而是心智与呼吸的关系。不过初始阶段，重点在
呼吸本身，用呼吸把心智套牢，把它带至当下。最初两步里，你仅只跟踪长呼吸与短呼吸，使自
己对长短呼吸的意识敏感起来。不过从第三步开始，便有了意志的成分。你要训练自己，首先
是，随著吸气，对全身有觉知，随著呼气，对全身有觉知。 
        佛陀在描述禅定境界时，并未采用一境性（single-pointedness）的形象。他用的是全身意识

的形象。当呼吸禅定产生喜与乐的觉 受时，他告诉你，把喜感与乐感，如发面时把水揉入面粉一
般传遍全身。另一个形象是，喜悦从体内升起，如冷泉水从湖底涌出，给整湖水带来清凉。另一
个形象是湖中直立的荷苞：有的未伸出水面，而是整个沉浸于水中，从根部到苞顶为湖水的静止
与清凉所饱和。再有一个形象是，一个包著白布的人，从头到脚裹著白布，全身盖著白布。 
        这些都是全身意识的形象，是喜、乐、明亮的意识充满全身的觉受。你在理解呼吸时需要尝

试达到的正在于此，因为让洞见升起的那类意识，并非限制于一点。当你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
其它一概堵在觉知之外时，心智也会留下许多盲点。但是你试著维持一种全方位的意识感时，就
有助于消除盲点。换句话说，你要沉浸于呼吸之中，对周身的呼吸有觉知。用来描述它的一个词

是kayagatasati——念住浸没于全身。身体为觉知所饱和，觉知本身又沉浸于身体、为身体包围。
因此并非你仅只注意一点——例如头部后方——从那一点看身体，或者从那点出发堵住对身体其
它部分的觉知。你必须有全身的知觉，有全方位、三百六十度的觉知，那样就消除了心智里的盲
点。　 
        你一旦有了这样的觉知，就要致力于维持它——尽管“致力”与一般的致力并不同。你致力于
不把意识移开、不让它萎缩。你致力于不去担负其它的责任。不过时间长了，这样的调御就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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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然、越来越成为第二天性。你感觉越来越自在。随著心安定下来，它平时的紧张能量就开始
消解。身体实际需要的氧气越来越少，因为你的大脑活动程度开始平息下来，呼吸也越来越精
细。它甚至可以达到完全静止，因为你需要的氧气只需从皮肤的毛孔中获取。 
        在这时，呼吸与你的觉知似乎融合在一起。很难把两者分开，不过你暂时不要尝试去分开。
就让知觉与呼吸相互贯通，成为一体。 
        你必须把这样的意识，这种一体感，练得极其稳固。否则它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心智的天
性会任其萎缩。我们一开始思考，身体某处的能量场就收缩起来，从意识中给堵了出去，这就是
为什么每次一个念头出来，身体就会有张力。身体这部分紧张起来，让你去思考那个念头；身体
那部分紧张起来，让你去考虑这个想法，就这样来来回回。难怪一个简单的思考过程也会让身体
大量消耗。根据一些中医学说，脑力劳动者消耗能量的速度，比一个完全的体力劳动者要快三
倍。这是因为思考给身体带来紧张。特别是那些有关过去未来的想法，必须造出一个世界来，才
能让那些想法有地方居留。  
        我们使心智集中起来时，是在以一个不同的方式思考。初始阶段我们仍在思考，不过所想之
事完全关乎当下，完全在观察当下，对当下发生的事件有警觉、有念住，这样就不必去创造过

去、未来世界。这样给身体造成的张力就减少了。为了保持对当下的念住，不让心思溜回旧习，
你必须尽量保持开阔的觉知，直至包括对你的手指、脚趾的觉知，那样才让你扎根于当下。你的
觉知保持著开阔感时，就能够防止产生那种收缩性，它允许心智溜出去跟踪过去与将来。你就完
全安住于当下。思考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少。 
        随著念头越来越少，不去干扰呼吸能量的流动，会产生一种全身的满足感。经文中把这种满

足感称为喜，而称随之而来的自在感称为乐。你就让这个自在的满足感充满全身，但仍然把注意
力放在呼吸能量上，即使它已完全静止。你不必匆忙，不过最后会达到一个地步，身与心经历了
足够的喜与乐，你可以让它们平息下来。或者有时喜念太强烈了，那时你就让更为精细的呼吸
感，进入喜悦中的觉知， 接下来你转入一个完全自在的层次。之后连自在感——一种啜饮愉悦的
感觉——也平息了，把你留在了彻底的寂止状态。　 
        你在寂止中定驻下来后，可以开始寻找呼吸与觉知之间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你一直在调御
呼吸，尝试怎样呼吸法最舒适，怎样不舒适，对此越来越敏感，你的调御越来越精细，直到可以
放下调御，与呼吸同一体。这样做，就使呼吸越来越精细，直到它彻底静止。当一切稳定静止下
来之后，你的知觉和知觉对象自然而然就分开了，好比悬浮液中的化学物质沉淀下来。一旦知觉

分离了出来，你可以开始直接调御心理因素，即影响你的觉知的感受(feelings，受)与辨识

(perceptions，想)了。你可以观察它们的行为，因为目前呼吸已不作干扰。　 
        这好比调节无线电频道。只要有杂音，只要你还不曾调准电台频率，就听不见讯号的微妙。
但是你一旦调到了那个频率，杂音消失，各种细节会清晰起来。你调到心智的频道，就能看见受
与想的细微动态。你能看见那些动作的结果对你觉知的影响，过一阵，你会了解这种影响越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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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如此使它们安静下来。等它们安静下来时，你就剩下了觉知本身。 
        不过，即使这个觉 知也有上下起伏的时候，为了超越它们，佛陀让你调御它们，如同你调御
呼吸、调御受、想扥心理因素一样。经文上谈到令心胜喜、令心定、令心解脱。换句话说，在你
对禅定各个阶段越来越熟悉时，就会开始对知觉当前所需要的禅定层次有所了解。假如它不稳

定，怎样让它稳定下来？你怎样改变呼吸的感应，或者调整你的注意力让心智更加稳定？禅定枯
燥起来时怎样做才能令心胜喜？从一个阶段移到下一个阶段，你确切需要放下什么，才能让心智
离开一个比较弱的禅定境界，让它在一个更强的境界里安住下来？ 
        佛陀在谈到修持这个阶段里的心解脱时，并不是在讲彻底解脱。他讲的解脱，是指比如你放
下初禅的寻想(direct thought，寻)与评量(evaluation，伺)，让自己这两个禅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同时进入第二禅那，以此类推地进入不同禅定层次的情形。你这样做时就会看到，出入那些层

次，很多意义上是凭借意志进行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在禅定中，从一个阶段转到下一个阶段，
在心目一角注意，为了从一种体验呼吸的方式转到下一种方式、从一种稳定性转到下一个层次的
稳定性，自己在做些什么，就会升起洞见。你可以看见，很多意义上这是一种心意所造的现象。 
        这样做，最后就把呼吸禅定引向了洞见。首先，有了无常的洞见，不仅是对于呼吸，而且更
重要的是对于心智本身，因为你看见，即使那些稳定、清新的禅定层次也是可以藉著意志产生
的。在这一切清新、一切稳定的状态之下，是一种重复的意志、意志、维持禅定状态的意志。有
一种累赘的元素存在著。对于无常的洞见，与其说是你怎样消化经验，不如说是你怎样产生经

验。你看见为了产生某一种特别的经验需要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产生了问题：“这样做值得吗？
这样一直不停地产生、产生、产生这些经验，难道不累赘吗？” 
        之后问题变成了：“怎样放下这个累赘呢？”　假如你不制造这些禅定境界，你唯一的选择是
不是就回去制造其它种类的经验呢？或者有可能根本不去制造任何经验？我们的一切常规经验，
无论是在禅定之中还是禅定以外，每分每刻，都具有某种意愿、意志的成分。你现在到了一个地
步，那种意愿的成分、意志的成分，开始明显地成为累赘。特别是你环顾四周，问道：“我是为

谁制造这个？到底是谁在体验它？” 你就开始看见，你的自我感、这个体验者是谁，是很难确定
的，因为它由五蕴组成，五蕴本身是无常、苦、非我的。这位体验者也是制造出来的。这样就产

生了经文中称为nibbada的素质，可以译成觉醒、幻灭。有时候译文意义更强烈：厌弃。不管怎样

有一种你受够了的感觉。你觉得沦陷于这个过程。你不再觉得这里有任何满足感。你要找一条出
路。 
        因此你就把注意力放在舍弃。根据经文，首先集中于无欲(dispassion，离贪)，然后集中于止
息(cessation，灭)，最后是一种彻底的出离。换句话说，在最后阶段，你放下作为制造者、体验

者、观察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意愿，哪怕是那些组成正道的辨知(想蕴)与思维构造(行蕴)。
当正道的因素完成了它们的工作，你也把它们放下。 
        所有这一切就围绕著呼吸发生，在身与心交集的这一点上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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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把呼吸这个禅定主题彻底放下。解脱道上的进展，正来自安住于当下，正是对这周围发生的
一切，越来越有知觉。你培养出一种全方位的知觉，不仅仅是身体的全方位，而且是心智的全方
位。你看穿了那些盲点，是它们让你明知自己在体会各种经验，却忘记了你必须制造那些经验这

个事实。就好像在看电影——灯光在屏幕上闪动了两小时——接下来看一个讲述这部电影摄制过

程的纪录片。你意识到，这上面耗费了几个月、有时几年的工夫，于是问题升起了：“这样做值

得吗？” 区区几个小时的享受，之后你就遗忘了——尽管为了制造它，花了那一切辛苦。 
        因此当你以同样方式看待你的一切经验，看见制造它们时付出的那一切努力，问自己是否值

得时：那个时候你就真正开始看穿幻相、开始觉醒，那个时候你就真的能放下了。你放下的不仅

是来来去去的辨知与感觉，而且放下了制造它们的行为。你看见这种制造行为无处不在，包括了
你的一切经验。你无论善巧还是缺乏技巧，总是在制造什么。心智每升起一个愿望、每作一次选

择，就是在不断地制造。这样看，就有了压迫感；这也在最后促使你舍弃。 
        你舍弃了制造、舍弃了创造。舍弃之后豁然开朗。心智面向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非创造、无
升起、无消逝。尽管那一刻没有呼吸感、没有身体感、没有心智的操作与创造、作为体验者与制
造者的感觉，但也是直接与当下相接触。佛陀谈到这里时，他的所有言辞都是比喻，所有的比喻

都有关于自由。你试图描述那个状态，也只能说到这里，但是怎样达到那个状态，却可以说很
多。那就是为什么佛陀的教导如此详细。他列出了所有的步骤， 详细解说怎样到达那里。但是假
如你想知道终点究竟如何，不要去寻找它的详细描述。只要跟随那些步骤，你在当下就会有亲身
的了解。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呼吸禅定引导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meditations.html#steps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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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tation teaches you the power of your 
perceptions. You come to see how the labels you 
apply to things, the images with which you visualize 
things, have a huge influence over what you see, 
how they can weigh you down with suffering and 
stress. As the meditation develops, though, it gives 
you the tools you need to gain freedom from that 
influence.

禅定教会你懂得辨识的力量。你逐渐发现，
你给事物赋予的标签，你设想事物时所用的
形象，对你看见了什么，何以具有巨大的影
响力，而这些东西的苦迫，又如何使你沉重
不堪。不过，随著禅定的发展，你会获得工
具，脱离那类影响。 

In the beginning, when you first notice the power of 
perception, you can easily feel overwhelmed by how 
pervasive it is. Suppose you're focusing on the 
breath. There comes a point when you begin to 
wonder whether you're focusing on the breath itself 
or on your idea of the breath. Once this question 
arises, the normal reaction is to try to get around the 
idea to the raw sensation behind it. But if you're 
really sensitive as you do this, you'll notice that 
you're simply replacing one caricature of the breath 
with another, more subtle one. Even the raw 
sensation of breathing is shaped by how you 
conceptualize raw sensation.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to pin down an unfiltered experience of 
breathing, you still find it shaped by your idea of 
what breathing actually is. The more you pursue the 
reality of the breath, the more it recedes like a 
mirage. 

你最初注意到辨识的力量时，很容易对它的
普遍存在有应接不暇之感。譬如你修呼吸禅
定。到了某个程度，你会开始思索，自己到
底是定住[专注]在呼吸[气]本身，还是定驻在
呼吸[气]的概念上。这个问题一旦升起，通常
的反应是，试著绕过那个概念，去观察它背
后的原始觉受。不过假如你在观察时真正敏
感，就会注意到，你只是以另一种对呼吸更
精细的描绘，替代原先的描绘罢了。即使气
的原始觉受，也成型于你对原始觉受这个概
念的把握方式。无论你作多少努力，试图确
定未经过滤的呼吸体验，你还是发现，它成
型于你对气究竟是什么的观念。你越追踪气
的实相，它越后退，如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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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ck here is to turn this fact to your advantage. 
After all, you're not meditating to get to the breath. 
You're meditating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 suffering so that you can put an end to 
them. The way your relate to your perceptions is part 
of these processes, so that's what you want to see. 
You have to treat your experience of the breath, not 
as an end in itself, but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erception in creating suffering and stress. 

技巧在于把此事转为己用。说到底，你修禅
定不是为了追究气。你修禅定是为了理解致
苦 的过程，从而能够达到苦的终结。你如何
参照你的辨识，便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因
此你要观察的正是它。你必须把体验气作为

手段，而不是目的，透过它，理解辨识在造
苦过程中的作用。 

You do this by de-perception: questioning your 
assumptions about breathing, deliberately changing 
those assumptions, and observing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Now, without the proper context, de-
perception could easily wander off into random 
abstractions. So you take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as your context, providing de-
perception both with a general direction and with 
particular tasks that force it to bump up against the 
operative assumptions that actually shape your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这里的做法是，解析辨识: 质疑你对气的种种
假定，刻意改变那些假定，观察会发生什么
果报。当然，拆解辨识如果缺乏适当的背
景，很容易游走发散，变成抽象概念。因
此，你就把修定作为背景，如此既提供一个
总体趋向，也提供一些具体任务，迫使解析
过程冲击塑造当下体验的那些操作假设。

The general direction lies in trying to bring the mind 
to deeper and more long-lasting levels of stillness so 
as to eliminate more and more subtle levels of stress. 
You're not trying to prove which perceptions of the 
breath depict it most truly, but simply which ones 
work best in which situations for eliminating stress. 
The objectivity you're looking for is no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breath, but the objectivity of cause 
and effect.

总体趋向是，试著把心带入更深、更持久的
种种静止层次，以便消解越来越精细层次上
的张力。你并非要证实哪些 气的辨识最真实

地描绘了气，而只是想懂得哪些辨识在哪些
情形下对消解张力最为有效。你 所寻找的客
观性并非是 气的客观性，而是因果的客观

性。
The particular tasks that teach you these lessons 
begin with the task of trying to get the mind to stay 
comfortably focused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on the 
breath — and right there you run into two operative 
assumptions: What does it mean to breath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focused? 

教给你这些课程的具体任务，起始于试著让

心舒适、长久地专注[定]在气上——当下你
就 遇到两个操作假定: 气意味著什么? 专注意
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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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ommon to think of the breath as the air passing 
in and out through the nose, and this can be a useful 
perception to start with. Use whatever blatant 
sensations you associate with that perception a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developing 
alertness, and getting the mind to grow still. But as 
your attention gets more refined, you may find that 
level of breath becoming too faint to detect. So try 
thinking of the breath instead as the energy flow in 
the body, as a full body process.

一般认为气是指出入鼻腔的气息，可以把这

个辨识当作有用的起点。无论哪种粗显的气
感让你联想到该辨识，不妨就把它当作确立
念住、培养警觉、使心静止下来的手段。不
过，随著你的专注越来越精细，你也许会发

现，气的层次变得极其微弱，难以探测。于
是你就试著把气想 象成体内的能量流，一个
全身的过程。

Then make that experience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If you feel any blockage or obstruction in 
the breathing, see what you can do to dissolve those 
feelings. Are you doing anything to create them? If 
you can catch yourself creating them, then it's easy 
to let them dissolve. And what would make you 
create them aside from your preconceived notions of 
how the mechanics of breathing have to work? So 
question those notions: Where does the breath come 
into the body? Does it come in only through the nose 
and mouth? Does the body have to pull the breath 
in? If so, which sensations do the pulling? Which 
sensations get pulled? Where does the pulling begin? 
And where is the breath pulled from? Which parts 
have the breath, and which ones don't? When you 
feel a sensation of blockage, which side of the 
sensation are you on? 

接下来，使该体验尽量舒适起来。如果你感
到气之中有任何障碍、阻碍，要设法化解那
些觉受。你是不是在做什么，造就了它们? 如
果你能逮著自己正在造作它们，放开就不难

了。除了你对呼吸机制应当怎样运行 的先入
观念外，是什么令你造作它们? 因此要质疑那
些观念: 气从哪里来到体内? 它只从口鼻入内
么? 身体是否有必要把气拉入体内? 若有必
要，那么是哪些觉受在拉动? 那些觉受被拉
动? 拉动从何处开始? 气又是从何处被拉来? 
哪些部位有气，哪些部位没有? 当你感受到某
种障碍时，你是在该感受的哪一边?

These questions may sound strange, but many times 
your pre-verbal assumptions about the body are 
strange as well. Only when you confront them head-
on with strange questions can you bring them to 
light. And only when you see them clearly can you 
replace them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s. 

这些问题听来也许怪诞，然而许多时候，你
对身体的一些下意识假设也同样怪诞。只有
当你用怪诞的问题迎面观照，才能够把那些
假设给揭示出来。只有当你把它们看清楚
时，才能够用其它概念取而代之。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Deperception.htm (3 of 8) [12/31/2010 10:50:23 PM]



识解析辨-尊者罗坦尼沙

So once you catch yourself breathing uncomfortably 
in line with a particular assumption, turn it around to 
see what sensations the new assumption highlights. 
Try staying with those sensations as long as you can, 
to test them. If, compared to your earlier sens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breath, they're easier to stay 
with, if they provide a more solid and spacious 
grounding for concentration, the assumption that 
drew them to your attention is a useful new tool in 
your meditation. If the new sensations aren't helpful 
in that way, you can throw the new tool aside.

因此，你一旦发现自己呼吸不顺乃是缘于某
个特定的假设，便把它转过来看看，新的假
设将会揭示什么样的觉受。试著尽可能长时

间地住于那些觉受，检验它们。如果比你先
前的气感更易于安住，如果它们为定力提供
的基础更加坚实、宽广，那么揭示它们的那
个假设对你的禅定便是一个有益的新工具。
如果新的觉受在那方面无益，就把新工具弃
置一边。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sense of being on one 
side of a blockage, try thinking of being on the other 
side. Try being on both. Think of the breath as 
coming into the body, not through the nose or 
mouth, but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chest, the back 
of the neck, every pore of your skin, any spot that 
helps reduce the felt need to push and pull.

举例来说， 如果你感到自己位于堵塞的某一
边，就试想自己处于堵塞的另一边。试想同
时在两边。不把气想成从口鼻而入，而是从
胸部中央、颈后、皮肤的每个毛孔等任何有
助于减少推拉感之处穿入。

Or start questioning the need to push and pull at all. 
Do you feel that your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s of the solid parts, and that they have to 
manage the mechanics of breathing, which is 
secondary? What happens if you conceive your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n a different way, 
as a field of primary breath energy, with the solidity 
simply a label attached to certain aspects of the 
breath? Whatever you experience as a primary body 
sensation, think of it as already breath, without your 
having to do anything more to it. How doe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strain in the breathing?

或者，开始质疑推拉的根本必要性。你是否
觉得，你对身体的直接体验是对那些固体部
位的体验，呼吸[气]的动力必须得由固体部位
掌管，气是处于从动地位? 如果你以另一种方
式设想自己对身体的直接体验，把它当作一
种主动的气能的场，固性只是对气的某些侧

面的一种标签，又将如何? 无论你体验到的主
动的身体感是什么，把它想象为现成的气，
无需你再对它做些什么。那样一来对气中的
苦与张力层次，又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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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about the act of staying focused? How do 
you conceive that? Is it behind the breath? 
Surrounded by breath? To what extent does your 
mental picture of focusing help or hinder the ease 
and solidity of your concentration? For instance, you 
may find that you think of the mind as being in one 
part of the body and not in others.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focus attention on another part? Does the 
mind leave its home base — say, in the head — to 
go there, or does the other part hav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head? What kind of tension does this create? 
What happens if you think of awareness already 
being in that other part?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ngs around entirely: instead of the mind's 
being in the body, see what stress is eliminated when 
you think of the body as surrounded by a pre-
existing field of awareness. 

　　还有，维持专注[定]的动作是怎么回事? 
你是怎样构想它的? 它 是位于气之后面，还

是被气包围? 在多大程度上，你对于专注的心
理图像，协助或妨碍了你的定力的安适与坚

固? 例如，你也许发现，自己是把心想象成位
于身体的某个部位，而不在其它部位。那么
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部位时，你做了什
么? 是心离开它的本位——比如头部——去那
里，还是得把那另一个部位引入头部? 这样做
造成了什么样的张力? 假如你把知觉设想为早
已存在于那另一个部位时会发生什么? 当你把
事情颠倒过来: 不设想心在身体之内，反而把
身体想象成被一个先期存在的觉知场包围，
又会发生什么?

When you ask questions like this and gain favorable 
results, the mind can settle down into deeper and 
deeper levels of solidity. You eliminate unnecessary 
tension and stress in your focus, finding ways of 
feeling more and more at home, at ease,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当你这样一边提出问题，一边获得有益的果
报时，心就会定下来，进入越来越深、越来
越牢固的定境层次。你在专注当中消解了不
必要的张力和苦，找到了越来越自在、安适
的觉受方式来体验当下。

Once the mind is settled down, give it time to stay 
there. Don't be in too great a hurry to move on. Here 
the questions are, "Which parts of the process were 
necessary to focus in? Which can now be let go? 
Which do you have to hold ont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is focus?" Tuning into the right level of awareness 
is one process; staying there is another. When you 
learn how to maintain your sense of stillness, try to 
keep it going in all situations. What do you discover 
gets in the way? Is it your own resistance to 
disturbances? Can you make your stillness so porous 
that disturbances can go through without running 
into anything, without knocking your center off 
balance? 

一旦心定下来，让它定久一点。不要急于继

续行进。此处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哪些部
分是专注所必要的? 哪些现在可以放下了? 哪
些部分你必须抓住，才能维持这个专注[定]?" 
进入正确的觉知层次是一个过程，停驻在那
里，又是一个过程。你在学著维持这个寂止
感时，试著在任何场合之下保持它。你发现

有什么在妨碍? 是否它是你自己对干扰的抵
制? 能否使你的静止如此多孔，那些干扰可以
一穿而过、不受抵挡、不把你的定力中心撞
得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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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you get more and more absorbed in exploring 
these issues, concentration becomes less a battle 
against disturbance and more an opportunity for 
inner exploration. And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them, you're developing the four bases of success: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things, the persistence that 
keeps after your exploration, the close attention 
you're paying to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ingenuity 
you're putting into framing the questions you ask. 
All these qualities contribute to concentration, help 
it get settled, get solid, get clear. 

        随著你越来越沉浸于对这些问题的探
索，入定不那么像是一场抵制干扰的战斗，
而更多地成为一个内在探索的机会。不知不
觉之中，你便是在发展四神足: 理解事物的欲
望、坚持探索的勤奋、对因和果的密切关
注、发问框架的创意。所有这些素质皆有助
于培养定力，助它安止、牢固、清晰。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ster discernment. The 
Buddha once said that the test for a person's 
discernment is how he or she frames a question and 
tries to answer it. Thus to foster discernment, you 
can't simply stick to pre-set directions in your 
meditation. You have to give yourself practice in 
framing questions and testing the karma of those 
questions by looking for their results.

同时，这些探索也在培养著明辨。佛陀曾经

说过，估测某人明辨程度的方法，是看他/她
怎样构思问题，怎样尝试解答它。因此，为

了培养明辨，你在禅定中不能只固守既定的
指南。你必须构思问题，藉着观其果报验证

这些问题的业力因果，在这方面修练自己。

Ultimately, when you reach a perception of the 
breath that allows the sensations of in-and-out 
breathing to grow still, you can start questioning 
more subtle perceptions of the body. It's like tuning 
into a radio station. If your receiver isn't precisely 
tuned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signal, the static 
interferes with the subtleties of whatever is being 
transmitted. But when you're precisely tuned, every 
nuance comes through. The same with your 
sensation of the body: when the movements of the 
breath grow still, the more subtle nuances of how 
perception interacts with physical sensation come to 
the fore. The body seems like a mist of atomic 
sensations, and you can begin to see how your 
perceptions interact with that mist. To what extent is 
the shape of the body inherent in the mist? To what 
extent is it intentional — something added?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intention to create that 
shape? Can you focus on the space between the 
droplets in the mist? What happens then? Can 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focus on the knowing? Can 

最终，当你达到一种让出入的气息感寂止下
来的气的辨识时，便可以开始对更精细的身
体辨识提出问题。这就像是调入某个无线电

频道。如果你的接受器没有准确地调到那个
信号的频率，所传递的讯号细节就会受到杂

音的干扰。不过，调得准确时，每个细节都
会传过来。你的体感[色]也同样: 有关辨识与
体感[想与色]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更微妙的细

节便显现出来。身体仿佛是一团原子感的
雾，你开始看见你的辨识与那团雾如何相互
作用。身体的形状在多大程度上是那团雾所
固有的? 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的——是某种外加
的东西? 当你放下造作该体形的意志[动机]

时，会发生什么? 你能专注雾粒之间的空间

么? 那时会发生什么? 你能定在那里么? 当你
放下对空间的辨识，改为专注觉知，那时会
发生什么? 你能定在那里么? 当你放开觉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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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drop the 
oneness of the knowing? Can you stay there? What 
happens when you try to stop labeling anything at 
all? 

合一感，会发生什么? 你能定住那里么? 当你
根本不试图标记任何东西时，又会发生什么?

As you settle into these more formless states, it's 
important that you not lose sight of your purpose in 
tuning into them. You're here to understand 
suffering, not to over-interpret what you experience. 
Say, for instance, that you settle into an enveloping 
sense of space or consciousness. From there, it's 
easy to assume that you've reached the primordial 
awareness, the ground of being, from which all 
things emerge, to which they all return, and which is 
essentially untouched by the whole process of 
emerging and returning. You might take descriptions 
of the Unconditioned and apply them to what you're 
experiencing. If you're abiding in a state of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it's easy to see it as a 
non-abiding, devoid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perceiver and perceived, for mental activity is so 
attenuated as to be virtually imperceptible. Struck 
with the apparent effortlessness of the state, you may 
feel that you've gone beyond passion, aversion, and 
delusion simply by regarding them as unreal. If you 
latch onto an assumption like this, you can easily 
think that you'v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path before 
your work is really done. 

随著你定入这些无色成分更高的状态，重要
的是不要迷失自己进入其中的目的。你在这

里的目的是理解苦，不是过分诠解自己的体
验。譬如说，你 定入一个为空间或意识所包
围的境界。从那里看， 很容易假定你已经到
达了原始的觉知、存在的本源，万物从其中
升起、又回归其中，本身却根本不受整个升
返过程的影响。也许你会 把经典中对非缘起
的描述，用在自己正在体验的东西上。如果
你定 住于非想非非想界，则容易以为它是无
所住状态，不存在知与被知的分界，因为心
理活动微弱至极，基本上不可辨 知。你被该

境界表面上的无为所打动，也许觉得藉著把
贪、瞋、痴看成幻相，你已经超越了它们。
如果你抓住这类假定，便很容易会以为自己
已经到达正道的终点，实际上你的工作尚未
完成。

Your only protection here is to regard these 
assumptions as forms of perception, and to 
dismantle them as well. And here is where the four 
noble truths prove their worth, as tools for 
dismantling any assumption by detecting the stress 
that accompanies it. Ask if there's still some subtle 
stress in the concentration that has become your 
dwelling place. What goes along with that stress? 
What vagrant movements in the mind are creating 
it? What persistent movements in the mind are 
creating it? You have to watch for both. 

此处你的唯一防护，是把这些假定看成辨识

的诸种形式，再把它们拆解开来。四圣谛作
为工具——对任何假设，藉著探测它随带之
苦，把它拆解开——正在此处显其价值。问

自己，你安住的那个定境里是否仍有某种精
细的张力。是什么伴随那种紧张? 是内心哪些
游离动态在制造它? 是内心哪些持续动态在制
造它? 这两个方面你都必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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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way you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perceptions that keep even the most subtle states of 
concentration going. And you see that even theyare 
stressful. If you replace them with other perceptions, 
though, you'll simply exchange one type of stress for 
another. It's as if your ascending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have brought you to the top of a flag 
pole. You look down and see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coming up the pole, in pursuit. You've 
exhausted all the options that perception can offer,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You can't just stay 
where you are. Your only option is to release your 
grip. And if you're letting go fully, you let go of 
gravity, too. 

如此，你直接接觸到了維持著哪怕最精細的
諸定境的那些辨識。你看見，即便它們也有
苦。你若以其它辨識替代它們，只會以一種
苦替代另一種苦。;這就好比上昇的定力層次
把你帶到了一根旗杆的頂點。你朝下看，看
見老、病、死朝著旗杆追上來。你已窮盡了
辨識所能提供的一切，怎麼辦? 你在那裏停留
不得。唯一出路是松開你的緊握。如果你徹
底放下，便也放下了重力。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deperception.html
最近訂正 1-2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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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阿姜苏瓦特在内观禅定协会指导密集禅修，我为他翻译。两三天过后，他转过来对

我说:“我注意到这些人坐禅时及其生硬。”放眼望过去，满屋人坐着，无比严肃，板着脸，双目紧

闭，好似前额写着“不涅盘勿宁死。” 
        他把这些人的生硬感，归结为多数西方人来到佛教禅修班时，对佛陀的其它教导无任何先行
准备。他们没有按照佛陀的布施教导行过布施。他们没有按照佛陀的戒德教导守过戒。来到禅修
班之前，并未在日常生活中检验过佛陀教导[的果报]，于是他们面对坐禅的困难，无必要的自
信，觉得只能完全仰赖意志。 
        假若你观察此地禅定、戒德、布施的教法，它相对于亚洲的教法，次序完全相反。在这里，
人们报名参加一次禅修班，学一点禅定，只有人到禅修中心后，才得知自己必须在禅修期间遵守
若干戒律。禅修结束时他们才得知，在回家之前，应该布施。这个次序完全颠倒了。 
        在泰国，孩子们除了学会合什礼敬的姿势之外，对佛教的初次接触即为布施。你看见父母们

手把手教他们，在一位比丘托钵经过时，把孩子抱起来，帮着把一勺米饭放进比丘的僧钵内。慢
慢地，孩子们开始独自布施，这个过程的生硬度越来越小，过了一阵，他们开始从布施中获得喜
乐。 
        这种喜乐初看起来也许违背常理。对孩童来说，藉把东西送人得到喜乐的概念并非自发而
生。不过随着修习，会发现它真是如此。毕竟，布施时，你把自己置于富者的地位; 布施之礼是
你富足有余的凭证。同时它赋予你以人的价值感: 你能够帮助他人。布施的动作也造就了心灵的
开放感，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由自己的行为[业力]造作而生，布施之业造作起一个开扩的世界: 在
这个世界中，舍离是运作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有富足有余，可以分享。如此在内心引生
出一股良好的感受。 
        接下来，孩子们接触到持戒: 即戒德的修持。再一次，从孩童的视点看，不做某些想做之事
——比如想拿走某物、想说谎掩饰尴尬或者保护自己不受批评与惩罚——竟能得到喜乐，仍然是
违背常理的。不过日久之后的确发现，是的，从行为遵守原则、从无须掩盖谎言、从避免不善巧
行为、从对不良行为的不屑造作之感中，的确能升起一种喜乐感与安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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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从布施与持戒走到禅定时，你对世界上存在某种违背常理的喜乐形式已有了经验。当
你已接触佛陀的教导并遵教修持时，你已体会了来自布施的深度喜乐、来自约束自己在任何情形
下远离不善巧行为的深度喜乐。等到来修习禅定时，你已经培养了某种自信，到目前为止佛陀是
正确的，因此你对他的禅定教导也愿意一试。 
        正是有这股信心，使你得以克服禅定之初的杂念、痛感等诸多困难。同时，来自布施的开放
感，给了你修定的正确心态、修观的正确心态——因为当你坐下来念住呼吸时，是带着何样的
心? 是你透过布施与持戒之业一直在造作的那个心，一颗开放之心。它非是自感匮乏者的狭隘之
心，而是有余物分享者的扩展之心，这颗心对以往的行为无遗憾、也不否认。简言之，有此心者
已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并不视自己与他人的福利为对立二分。 
        幸福的达成，必须或者只为一己之私行事，或者为他人而牺牲自己——这套概念与二分法
——是十分西方化的，它与佛陀的教导背道而驰。根据佛陀的教导，真正的幸福在本质上，是可
以相互傳播的。藉着为你自己的真正福利而出力，你也是在他人的福利出力。藉着为他人的福利
出力，你也是在为自己的福利出力。布施他人的行为使你有善报。在坚守戒律、坚守原则、保护

他人不受你不善巧行为伤害的过程中，你也从中获益。你获得念住、获得人的价值感与自尊感。
你也保护了自己。 
        因此，你来禅修时，已准备好以同样的原理修习止与观。你意识到，禅定并非是自私之事。
你坐在这里，试着了解你的贪、嗔、痴，试着控制它们——这意味着你并非是唯一的获益者。他
人也将获益——他们正在获益。随着你越来越有念住、越来越有警觉、越来越善巧地祛除内心的
五盖，其他人也越来越少地受你那些五盖的伤害。你的行为中流出的贪、嗔、痴越少，周围的人
受苦越少。你的禅定是对他们的布施。 
        舍离 [大方]这个素养，巴利文称“caga”，是不少佛法系列教导中提到的要点。其一是趋向幸
福重生的有关修持。这不仅适用于死后的重生，而且也适用于生存状态，指你每时每刻为自己造
作、每时每刻进住的心态。你藉由自己的行动[业]，造作起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藉着布施
——不仅以财物，而且以时间、精力、原宥、公平公正待人的愿心——你造作出一个自己生活在
其中的良好世界。假若你的习惯更倾向于吝啬，它们会造作一个十分局限的世界，在其中常嫌不
足。你总觉得缺这少那，总怕某件东西会从你手中溜走或给夺走。因此，当你不愿布施时，就有
一个狭隘、畏惧的世界，而非是你藉着布施之业造作起来的自信、宽广的世界。 
        舍离也是圣财之一，因为财富除了一股充足有余感之外，还有什么? 不少物质上贫乏的人，
心态上却十分富有。不少物质上大富之人，[内心]却十分贫乏。永感匮乏者，是那些总需要更多
的安全感、总需要存积更多财物的人，是那些怕财物给抢去而在房屋四周造起围墙、或者住进门

控社区里的人。那种生活十分贫乏、十分局限。不过，随着你修习布施，你意识到，自己可以少
欲而活，布施他人自有一种喜乐。那就是一股富有之感。你富足有余。 
        同时，你也在消解屏障。金钱的交易制造屏障。某人交给你某件物事，你必须把金钱交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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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下就出现一个屏障。你不付钱，那件东西不会越过屏障来到你这边。不过，假若某件东西
免费给予，它就破解了屏障。你成为赠者大家族的一员。在泰国，比丘们对他们的护持居士的称
呼，与对自家亲戚的称呼是一样的。布施护持，造就起一种亲戚感。我曾经就住的寺院——这指
既包括比丘也包括居士护持者们——好似一个大家庭。泰国的不少寺院也是如此。在其中有一股
亲戚感，不存在屏障。 
        我们听过不少“相互连通性”(interconnectedness)的言谈，很多情形之下，是作为对十二因缘的
演绎，实际上如此运用这个教说并不合适。缘起法教导的是从无明到苦、从渴求到苦的相关性。
那是心智内部活动的相关性、是我们需要切断的相关性，因为它使苦连续不断、周而复始。不
过，还有另一种相关性，一种来自于我们的行为的有动机的相关性，这就是业的相关性。我们西
方人对业力教导常感困难，也许这是我们何以要一种无业力的相关性之故。于是我们在佛陀的其
它教导中为相关性寻找某种逻辑或依据，然而相关感的真正依据来自于业力。当你与另一个人交
流时，就建立了某种相关性。 
        相关性据其动机，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随着布施，你造作起一种正面的相关
性、一种有益的相关性、一种你为之乐见的消除屏障的相关性、一种善德在其中可以往返流动的
相关性。假若是不善巧之业，那么你也在造作相关性，你在造作一个迟早后悔的裂口。法句经中
有一句话，没有伤口的手，可以不受伤害地拿起毒药。换句话说，你若不造恶业，该恶业之果不
会临至你。不过，假若你手上有伤口，接着拿起毒药，它会沿着伤口渗入害死你。不善巧之业正
是那个伤口。它为有毒物品的进入开启了入口。 
        反之亦然。假若与善巧行为有关，那么就建立了良好的相关性。这类正面的相关性以布施为

开端，随着戒德而成长。正如佛陀说，当你在任何情形下严守戒律，决不破例时，那是在对一切
有情布施安全感[施无畏]。你把无限的安全赠予每个有情，因此也得以分享那种无限的安全。随
着禅定的布施，你护卫他人不受你的贪、嗔、痴之害。你也受到护卫。 
        因此，布施的功能如下: 它使你的心更宽广; 与周围的构造起良好的关系; 它消解阻碍幸福傳
播的屏障。 
        当你以这种心念修习禅定时，你对禅定的态度会有彻底的改变。如此众多的人带着这个问题

来禅定:“我这次花时间习禅，能得到些什么?”。特别在现代世界里，时间是我们极其匮乏的。因
此，从禅定中得到、得到、得到的问题，总在背景中出现。我们被告诫应该消除“得到”的念头，
然而，若非你早已修练，内心养成[施予的]习惯，它是难以消除的。不过，假若你带着布施的体
验来禅定，问题就变成了“我拿什么给予禅定?” 你给予你的全副专注、给予你的精进。你乐于精
进，因为你已经从经验中了解到，对佛法修持投入良好的努力，将会有良好的果报。因此“我从
这次禅修中得到什么?”的内在匮乏感就被消除了。你带着财富来禅定:“我拿什么给予这个修持?” 
        当然，你会发现，假若以布施作为开端，结果会得到更多。心更能够接受挑战。“我多给些
时间修习如何? 比过去入夜更迟如何? 早晨起更早如何? 对当下修行给予更持恒的专注如何? 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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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禅更久一点如何?” 禅定于是成了一个施予的过程，你当然仍有果报。当你对自己的精力与时间

的付出不那么不情愿时，对禅定的过程便加以越来越少的限制。如此，果报也会越来越少有不情
愿感、越来越多的无局限感。因此，我们培养布施的圣财带入禅定，是十分重要的。 
        经文中提到，当你对禅修气馁、当禅修枯燥时，你应回想过去曾作的布施。这给你一种自尊
感与鼓励感。当然，假若从未布施，回想起来何其有之?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有意识地修习布施
之后再修习禅定，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时常问:“如何把禅修带回世界?”但是，把世间的良好素质带入你的禅定之中也同样重要
——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良好素质、那些你不断长养起来的素质。假如你的布施之业只有那么一
次，还发生在很久以前，那么回想一阵就显得枯燥了。你需要新鲜的布施来鼓励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谈到福德的类型时，他说:“不要怕福德，因为福德是喜乐的另一个词

汇。”三种主要福德中，布施第一，它是舍离的体现。持戒的施予，建立在简单的布施行为基础

上，而禅定的施予，则建立在两者之上。 
        当然，禅定的一大部分是放下: 放下杂念、放下非善巧的想法。假若你已习惯于放下物质上
的东西，那么尝试放下不善巧的心理习惯就容易多了; 这是你那些长久以来紧抓不放，以之为必
须，但真的审视起来，发现并不需要的东西。你看见，它们实际上是致苦的不必要负担。当你看
见苦、看见它的无谓时，就能够把它放下。以这种方式，布施的力量把你一路推向禅修，你意识

到，布施并未使你因此少了什么。它更类似于一项交换: 你放下物质财物，得到心的大方素质; 你
放下杂染，得到自由。 
(根据2003年3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为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中首篇) 

相关连接: 
        布施文选 
最近訂正 1-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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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住呼吸究竟为何意? 很简单: 把呼吸牢记在心。每一次吸气、每一次呼气，不忘观呼吸。为

了翻译巴利文 sati而发明 mindfulness 一词的英国学者，可能是受圣公会教派一句祈祷文影响
——“常念人之需” (to be ever mindful of the needs of others) ——换句话说，将他人之需求时常记挂
在心。不过，尽管 mindfulness 这个英文词可能有其基督教背景，佛陀本人却把 sati 定义为记忆的
能力，以四念处(satipaṭṭhāna)阐明该功能在禅修中的作用: 

 
        “何为念根? 有此情形，一位圣弟子有念、高度精细，即便长久之

前所作、长久之前所言亦能记忆、回忆。(以下为四念处公式:) 他连续在
身内专注身——精勤、警觉、念住——平息对世界的贪与忧。他连续在受
内专注受…专注心…专注心理素质[法] ——精勤、警觉、念住——平息
对世界的贪与忧。” ——SN 48:10(相应部) 

 
        对四念处的完整讨论(长部22)以常念呼吸的教诫为开端。现代导师们告诉我们的诸如“干观呼
吸”、“接受呼吸”或者其它所谓的念住内涵，实际上是别种心理素质的功能。它们并非自动是 sati
的一部分，不过在适当场合下你应当把它们一齐带入。 
        确立念住时一个永远适宜的素质，是警视或者说警觉: 巴利文 sampajañña 是另一个常被误解
的词。它并非意味著对当下不作选择地觉知，也不意味著全知当下。经典中的例子表明， 
sampajañña 意味著对身动与心动时你的动作有觉知。说到底，你若想对自己如何造苦获得洞见，
你的主要焦点必须始终放在观察你自己实际的行动上。这就是为什么，禅定时念住与警觉应当始
终成对地存在。 
        在《念处经》中，两者还与第三个素质——精勤(ātappa)——并存。精勤意味著用心于所做
之事，尽己所能善巧而为。这并非意味著你必须不停地使劲与流汗，而是指你连续培育善巧习

惯，弃绝非善巧习惯。要记得，通往自由的八圣道上，正念由正精进引生而出。正确的精进，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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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进于善巧。念住藉著提醒你坚持下去，对该精进一路支持，不令它失落。 
        这三种素质的焦点都出自佛陀所称的 yoniso manisikāra ——正确的专注[正思]。注意: 那是正

确的专注，不是纯粹的专注[纯观或干观]。佛陀发现，人专注事物的方式，决定于他认为什么重
要: 带入修持的疑问，希望修持能解决的难题。没有任何专注动作是纯粹的专注。假如生活中没
有麻烦，无论发生什么，你可以不作选择地开放受纳。不过，实际上，你做的每一件事当中，就
是有那么一个大问题: 来自无明的行为之苦。这就是何以佛陀不告诉你，用新人之眼观视每一个
瞬间。你必须始终把苦与其终结牢记在心。 
        否则，不正确的专注会盯在诸如“我是谁?”“我有自我么?”之类有关存在与本体的疑问上，造
成干扰。佛陀说，那种问题把你引向观念[见]的丛林，令你卡在荆棘之中。趋向自由的那类问

题，其焦点在全知苦、放开苦因、发展灭苦之道。正是你对于这些问题的求解欲望，使你警觉于
自己的业[行动]——你的思想、言语、行为——精勤于善巧为之。 
        把正思的观察视角牢记在心者，正是念住。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专注以间隔性的片刻形式
存在。你对某件事物的专注只能持续极其短暂的片刻，假如你想继续保持专注，必须一刻接著一
刻地提醒自己，回返其上。换句话说，连续的专注——能够观察事物随时间变化的那种——必须

把为时短暂的专注连缀起来。这就是念住的目的。它把你的专注对象与你的专注目的牢记在心。 
        不过，有关禅修的普及书籍却赋予念住以多种别样的定义、多种其它的所谓职责——如此之
多，可怜这个词给扩展得彻底变了形。某些书籍中，它甚至被定义为觉醒，例如在短句“念住的
一刻是觉醒的一刻”之中——佛陀绝不会这么说，因为念住缘起，而涅槃是非缘起的。 
        这些讨论，并非只是好钻牛角尖的学者们所争论的琐碎小事。假如你对于自己带入禅定的诸

种素质看不见之间的区别，它们堆附在一处，使得真正的洞见难以升起。假如你认定觉悟道的道
支之一为觉悟本身，那就好比走到半道上倒地睡著。你永远不能到达终点，同时，你必然为老、
病、死所碾压。因此，你必须端正方向，其中就要求准确地了解念住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曾听有人把念住定义为“深情的关注”或“同情的关注”，不过深情与同情不同于念住。它们

是两回事。假如你把它们带入你的禅定，必须清楚，它们是念住之外附加的动作，因为禅定所习

之技，即包括懂得同情之类的素质何时增益、何时无益。正如佛陀所说，有时深情乃是苦因，因
此你得小心。 
        有时念住被定义为欣赏每时每刻所提供的一切细微喜悦: 一粒葡萄干的滋味、一杯茶在手的
感觉。在佛陀的词汇当中，这种欣赏被称为知足。当你经历身体上的艰辛时，知足感是有用的，
不过它在心的领域中并非一贯有用。实际上佛陀有一次说，他的觉醒的秘密在于，不曾让自己满

足于已有的成就。他不断地寻找更高的目标，直到再无高处可达。因此知足必须有它的时间与场

合。念住，若不与知足堆附在一起，就能够记住这一点。 
        有些导师把念住定义为“不反应”或者“全然接受。”你若在佛陀的词汇中寻找这些词语，最接
近的是舍与忍。舍，意味著学会放下你的偏好，使得你能够如实观察发生之事。忍，是对你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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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不烦恼、在不顺意的困境中坚持下去的能力。不过在确立念住时，你坚忍不乐之事并非只为

了接受，而是为了观察与理解它们。一旦清楚地看见了某个特定素质——譬如如厌恶与色欲——
对心的伤害性，你不能以耐心或舍心住于其中。你得作出必要的努力把它灭除，并且引入正道的
其它道支——正志与正精进——藉此培育善巧素质[善法]，取而代之。 
        归根到底，念住是正思所测绘的一条大道的一部分。你必须不断地记得带著更大的地图，以
之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譬如，现在你正在试图念住呼吸，是因为你懂得，定力作为正道道支，
是你需要培育的，而念住呼吸正是一个良好的培育方式。呼吸还是一个良好的立足点，从那里出
发你可以直接观察心的动态，看见哪些心理素质在给出善果报，那些相反。 
        禅定牵涉到诸多心理素质，你必须清楚它们是什么、区别在何处、它们每一项能够做什么。
那样，当事物出现不平衡时，你能够判断缺乏什么，培育必须补充的因素。假如你感到冲动易
怒，试著带入一点温和与知足。你懒惰时，就要激发对于非善巧与自满的危险感。这不单是堆起
越来越多念住的问题。你还必须增加其它素质。首先，你有足够的念住，记得把事物[的专注片
刻]连缀起来、记得你的禅定的基本主题、记得观察事物随时间的变化。接著你试著注意——那
就是警觉——看是否能把其它素质加入锅中。 
        这就好比烹饪。当你不喜欢自己正煮的汤味时，不能只加越来越多的盐。有时你加点洋葱、
有时大蒜、有时牛至叶——凡是你感觉需要的。要记得，你有一架子调味料可供使用。 
        而且，要记得你的烹饪有一个目的。在正道的地图中，正念并非是终点。它应该引向正定。 
        我们经常被告知，念与定是两种分列的禅定形式，然而佛陀从未明确作此二分。在他的教导

中，念融入定，定则构成更佳的念。四念处也是禅定主题。最高层次的定，发生在念纯净之处。
正如泰国林居禅修大师阿姜李曾经评论说，念住与精勤相结合，即成为所谓的“寻想”(vitakka，
寻)禅支，那时你把思维连续不断地聚焦于单一所缘。警觉与精勤相结合，即构成另一个禅支
——所谓的“评估”(vicāra，伺)。你评估呼吸所发生的情形。它舒适吗? 假如舒适，就继续下去。
假如不舒适，你能做些什么使它更舒适? 试著使它长一点、短一点、深一点、浅一点、快一点、
慢一点。看看发生什么。当你找到一种能够滋养充沛与清新感的呼吸方式后，可以把那股充沛感
传遍全身。学会影响呼吸，使之滋养起一股良好的全身能量流。有如此清新之感时，你就容易入
定了。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绝不能调试呼吸，只应顺其来之。然而禅定并非是一个无
判断、不改变、随遇而安的被动过程。念住不断地随时间把[专注所感受的]事情连缀起来，同时

它也记得有一条正道要发展，令心入定乃是那条道的善巧道支。 
        这就是何以评估——判断修得呼吸之至乐的最佳途径——是修行的根本要素。换句话说，随
著念住的培养，不要离弃你的诸种判断力。你只是训练它们少偏见、更贤明、得明显果报。 
        当呼吸在全身真正充沛、清新起来时，你可以放下评估，只与呼吸合一。这种合一感有时也
被称为念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mind-fullness(念-充沛/心-充满)，是一种渗满整个觉知范围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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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你与凡所专注的对象合为一体，与你凡所作为的事件合为一体。根本没有分别的“你”。这

种类型的念住很容易与觉醒混淆起来，因为它感觉如此解放，然而在佛陀的词汇中，它既不是念
住也不是觉醒。它是 cetaso ekodibhāva: 心一境(觉知的统一)——是定的因素之一，存在于从第二
禅那开始到识无边处为止的每一个[禅那]层次。因此，它甚至未达到定的终极，更非是觉醒。 
        这就意味著还要继续修。这就是念住、警觉、精勤不断挖掘之处。念住提醒你，无论这股合
一感何等美妙，你还没有解决苦的难题。警觉试著专注于在该合一状态下心仍行之事——也就是
你为使那合一感继续下去而作的下意识选择，及该选择导致的细微层次之苦——同时，精勤试著
找一种放下那些细微的选择方式，止灭该苦。 
        因此，即使这股合一感也是达到更高层次的手段。你把心带到一个坚实合一的状态，得以放
下把体验区分为我与非我的常规方式，但不要停在那里。接下来，你要对那个合一感，不断地用
正念的一切因素加以观照。那时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开始自行分离出来。阿姜李用了石中矿

源的形象做比喻。守著这股合一感就好比满足于知道你的石块中有锡、银、金: 只做到这里，永
远不能从中得益。不过，你若加热石块达到各金属的熔点，它们就会自动分离开来。 
        解脱洞见来自尝试与实践。这是我们最初对世界的了解方式。假如我们不是主动的生物，根
本不可能了解世界。万事只会从旁边经过、经过，我们不会了解它们怎样相关，因为我们无法影
响它们，从改变其因，观察其果。是因为我们在世间行动，我们才得以了解世间。 
        心也同样如此。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希望某个单一的心理素质——念住、接受、知足、或合
一——将做完全部工作。你若想了解心的潜力，必须愿意调试——调试体感、调试心的素质。那
时你才开始懂得因与果。 
        这要求你付出你的一切才智力量——它非仅指你的书本才智。它意味著你具备自观行为[自
观其业]的能力、解读行事之果报[业果]的能力、找到越来越少致苦的明智的行事方式[业道]的能
力——也就是圣道的实用智慧。念住使你能看见这些相关性，因为它不停地提醒你，始终守著这

些事，守著它们的因，直到你看见果。不过单凭念住不能够完成这一切。做汤时不能只加入越来
越多的胡椒。你得按其所需加入其它作料。 
        这就是为什么对念住这个词最好不添加过多的涵义，不赋予过多的功能。否则，你不能够明
辨诸如知足之类的素质何时有用、何时不宜，何时你需要对合一添加什么、何时你需要拆解。 
        因此，使你的调料架上的作料标记明确，透过修持，学会哪种作料适用于哪种目的。只有那
时，你才能发展出一位厨师的全部潜力。 

中译注:  
        根据坦尼沙罗尊者， sati，念(或念住)，是一种心理素质或者能力。 satipaṭṭhāna ，念处，是指确立
念住的修持; 共有四种。 
        "假如我们把守念住，能不停地想著 ‘佛陀’，不出空档，念住就很强了……想著一个目标，把它与心
连接起来，这本身就是确立念住 [satipaṭṭhāna]的动作 [the act] 。"——《阿姜索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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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身念处时，仅有念是不足的。虽然不足，你还不停地念著身体，就只会有乐痛之受，因为念住的
职责只是连续地指著所缘……身好比一座锯木场。心好比动力轴。警觉 [sampajañña] 好比是绕著轴转著
的滑轮。念 [sati]则是把心与它的所缘连接起来的那条轴带 。精勤 [ātappa] 好比是锯片，不停地把原木切
割成板材……"——阿姜李《四念处》(也就是说，身念处有这三个分解动作) 
        "宿世智与生死智，基本上是两种念的形式。你的念一旦充分，它会使你知见人们的旧业与宿
世。"——阿姜李《念住呼吸》。 
        "念，黏也。意相亲爱，心黏著不能忘也。"——东汉刘熙《释名》。 
        笔者曾经向坦尼沙罗尊者请教 sati 与 vitakka [念与寻]在操作上的区别，尊者同样引用阿姜李的评
论，念与精勤 [ātappa] 结合在一起，即是初禅中所谓的“寻想”。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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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活动若非复杂，其困苦亦当单纯易解。佛陀在教导灭苦之道时，即可言简意赅——无论

当下发生什么，以一圣道应其万变: 只需正念、只需正定、只需无反应即可。或者，知世人易于
自解其惑，他毋需多方教导，也许说一句:“信赖你自己内在的本性与理解”，到此为止。不过，心
智的活动模式并非如此，佛陀的传法之道亦非如此。 
        静观心智，少时即知，其动态何等辗转复杂。这意味著其问题亦当错综难解。特别是苦的问

题: 佛陀曾言，苦因如鸟巢、乱线般盘曲纠结。凡解过复合难题者皆知，求解的关键在于以何等
框架观察问题: 确定症结之所在; 整理相关线索; 厘清规律之后，决定哪些线索作为解题的关键值

得重视，哪些线索必须忽略，以免被引入歧途。以正确的框架观察事物还意味著，对各条关键线

索决定如何著手，使之利于症结的抒解，不令其续存与恶化。这个过程可归结为: 面临困难时，
了解哪些问题究之有益，哪些问题求之无解。 
        回到佛陀的比喻，解决复合难题的能力，类似于拆解一团乱线。你对线结的构造需要有基本
的了解，接下来经过尝试与观察，积累经验，了解乱结之中哪些线索该往何处牵动，哪些线索当
原地保留。 
        譬如你是一位医者，在急诊室里面对主诉胸痛的病人，必须迅速作出多项决策: 作哪些测

试，提哪些问题，体检时观察哪些症状，才能作出诊断，该胸痛究竟属肠胃病、冠动脉阻塞、还

是另有其因。你也必须决定哪些问题不予置问，以免受无关讯息的干扰。你若对关键症状识别失
误，病人有可能或者死亡，或者无端在加护病房里度过一夜，令真正的冠心病患者急缺床位。一
旦作出诊断，你必须制定治疗方案，密切观察疗效。若把病症纳入错误的观察框架，你的疗法可
能弊多利少。观察框架正确，方能救死扶伤。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求解苦的症结，因此，佛陀把以正确的框架观察苦置于首位。他把这种能
力称为正思(yoniso manasikara，正确的专注，正思维)，并教导说，无其它内在因素，比正思更益
于拆解苦痛、求得解脱。 
        佛陀在对正思的最详细的阐述中，首先例举了非正思命题，其中心围绕于本体与存在: “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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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么?” “我不存在么?” “我是什么?” “我过去存在么?” “我将来会存在么?” 这些问题之所以非正
思，因其指向“我有自我”、“我无自我”等“观念的荒野、观念的丛林，”它们皆引生纠缠，无一趋

向苦的止息。 
        与之相反，佛陀把正思描述为对“这是苦”、“这是苦因”、“这是苦的止息”、“这是苦的止息之
道”的认知能力。(原注: 巴利文的dukkha在此亦有张力、痛之意)。这就是佛陀在初转法轮时称为

四圣谛的四个类别。你若能以此四类构成的分析框架观察苦，最终便能够彻底止息苦。这是四圣
谛何以为正思之故。 
        从非正思与正思的这等区分模式中，最明显的一课在于，以非正思审视心智，用的是抽象的
分类框架，而正思所用的框架，可直接指向体验: “这……这……这……这……” 本体与存在的观

念乃是抽象思维的要素，不少哲学家称之为一切精神追求的基础。然而佛陀却评论说，“我是思
考者”的想法，乃是构成观念繁殖的一切分类与标签之根源，这类思考有可能回击思考者。众所
周知，此种分类极难落实，往往消溶于语义的随意界定之间。“我存在么?”——取决于你对“存
在”的定义。“我有自我么?” ——取决于你对“自我”的定义。这种由定义驱动的思考，往往受制于
定义背后隐藏的动机与议程，因此是不可靠的。 
        然而苦却直接可知: 勿须语言、与个人相关、然而普遍存在。佛陀以苦为心智问题的观察框
架，便使其教说立足于欲助闻法者止息诸苦这个全然可靠的动机之上，其关注对象不依赖于定
义。实际上，对于苦这个词，他从未给出一个正式的定义，而是例举生、老、病、死之苦加以说

明，接著指出，一切形式的心智之苦包含著共同的功能元素，即对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
执取。执取虽有别于苦，然而集中观察苦的这个侧面，最有效于灭苦。 
        尽管在一段经文中，佛陀把执取定义为欲望-贪求，他从未曾精确地描述何谓欲望-贪求。巴
利经典中的《众义品》(Attaka Vagga)似最早成编，在这部专论执取的经文里，佛陀的叙述充满了
双关语与字节别解，此类风格阻止系统化设置定义的尝试，因其易滋长观念的繁殖。个中之意: 
你若想对执取、欲贪、与苦的内涵有更精深的领悟，便不能执取字句与文本。你必须进一步深入
审视当下的体验。 
        不过，在反复指向直接体验的同时，佛陀并未阻止一切思想与观念。区分四类正思的能力要
求有思考与分析——这种思考质疑以往的理解与误解，观想当下发生的事件; 这种分析能发掘业

果关系，判断其是否有益。譬如有的欲求为造苦之因，有的可作为正道的一部分，趋向其最终止
息。尽管佛陀给出了大致纲要，解说各类欲求的作用方式，你必须学会细心诚实地省察自身的欲
求，了解它是否有益。 
        你以这四类正思构成的框架连续分析当下时，即是沿著佛陀的足迹走在觉悟道上。他首先集
中观察执取，以之为苦的有效著手处，而后寻找其基本缘起，发现它们存在于三类执取或者说渴
求之中: 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生的渴求、对无生的渴求。接下来他确认，苦的止息即是对三
类渴求的彻底厌离、止息、解脱。他还确认了趋向止息的心理素质与修持——即: 正见、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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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道支的潜在形式，皆可在当下找到。 
        因此佛陀并未把当下整个朝你掷来，而是把你的注意力指向当下可见的四类重要事件。这是
因为，我们从一刻到下一刻经历的变化过程，存在著一种模式。变化从不会随机或突兀到以往知
识在当下无一所用的地步。观念也许缺乏即刻的新意，但仍有其重要的作用。伸指入火必生灼
痛; 迎风唾吐定遭反弹。这样的经验有必要牢记在心。较之风与火的模式，苦的模式也许更复
杂，但仍为模式，是可以学习与把握的。正思的四种类别对于把握那些规律，将其引向苦的止
息，至关重要。 
        从实用角度看，区分现象，只在有必要以不同方式处理时才有意义。例如，一位把头痛症细

分为十六种理论类型，却一概以阿斯匹灵对治的医者无异于浪费时间。不过，注意到不同类型的
头痛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因此设计出一套准确区分头痛类型的检验方法，则是对医学科学真
正有所贡献。同样原理也适用于正思的分类。佛陀初次回顾自己的证道时曾言，他在区分四类之
后即看出，每类须以不同方式对待: 苦必须理解、苦因必须弃绝、苦的止息必须实现、止息之道
必须长养。 
        这就意味著，作为禅修者，你不能以同样方式处理当下的一切。你不能仅仅不作反应，或仅

仅接受一切。如果内心升起片刻的寂止与自在，你不能只作标记，接著任它离去。你应当加以长

养、成就禅那——即构成正道核心的全身喜乐的正定。当内心升起苦时，不能只放开它。你有多
少定力与洞察力，应当试著用它们理解位于其核心的执取。 
        佛陀在阐述如何把正思用于当下各个侧面的经文之中，对这点作了详细阐述。把正思应用于
观察色、受、想等五蕴，意味著其方式引生减轻执取的离欲感。应用于观察美感与愠感，意味著
其方式不滋长感官之欲与恶意等妨碍正定的五盖。应用于观察安宁感与潜在的喜感，意味著其方
式有助于长养七觉支。 
        即便在同一类别里，也并无应对万变的同一招式。有一部经中，佛陀评论说，某些不善巧心
态以平等心视之即可弃去，其它需主动破除。在另一部经中，他对此进一步阐明，妄念有五种对

治法门: 代之以善巧之念、专思其过患、有意忽略、放松维持该念的张力、强力压制。不过两部
经文对哪类妄念当用何种法门，俱未给出简明直接的准则。你必须亲自反复尝试，提高明辨力，
了解各种情形之下那些对策有效与无效。 
        同样原理也适用于善巧的心理状态。佛陀在最后总结他的教导——三十七道品时，列出了灭

苦之道的七种构建方式——四念处、四神足、四正勤、五力、五根、七觉支、八圣道。同样，要
靠你自己反复尝试，学会如何构造最适于某个修持阶段的正道。 
        这就意味著，以正思审视善巧与不善巧心态，非一蹴而就之举。与四类正思相关的任务，都
必须作为技能反复尝试方能把握。借用经典中的比喻，成就觉醒之道非如随手抓起一副弓箭，侥

幸一箭中的。觉醒的洞见来自于草靶习射，直到你能够“远距长射、连环准射、深入劲射”。 
        正如佛陀在初转法轮时提到，他仅在彻底掌握四类正思技能后，方自称觉醒。在圆满发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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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支的过程中，他完全领悟了五取蕴，直至断除对它们的一切贪欲与渴求。那时他才实现了苦的
彻底止息。至此，四类正思完成其灭苦功能。不过即便此时，它们仍可善用。佛陀曾说，即便完
全觉醒的阿罗汉仍运用正思，为心智在当下提供一个愉快的安住之境。 
        所有这些情形中，正思意味著从功能角度审察事物——它们做什么——而正思本身也是一类
作为，之所以被采纳是因其有益心智。正思的检验在于是否的确有助灭苦。把正思与佛陀例举的
非正思对比可知，以存在与本体的框架看待事物，即非正思，以因果关系的框架看待事物，即为

正思。实际上，正思把存在本身视为一种作为，每一个维持存在与承担某个身份的动作，皆应照
由此而生的乐痛之受加以评估。当我们以正思自我审视时，便不会关心我们是什么，而是我们在
做什么——特别是，我们在做引生苦痛的非善巧之事，还是在行趋向灭苦的善巧之举。 
        这一点我们在思考对四正思的两种批评观点时有必要牢记在心。第一种批评认为，四正思对

丰富多样的生命只提供有限的视野，然而处理经验的善巧方式几近无限，不能为其囊括。在构思
生命理论时，你可以立论说，物种多多益善。不过，择医而就时，你不会找一位坚持以无限多样

方式对治病症的医者。你选的良医，必须懂得专攻最有可能成功的方案。正思也同样。这四大类
别连同各自的任务，本意非在包揽现实，而在于助你专攻经验中最根本的难题。佛陀把讨论局限
于这四类，因他无意令你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心有旁鹜。 
        第二种批评是，四正思有二元性，故而劣于非二元性的世界观[=不二论]。如前所述，在构想
存在理论时，你尽可立论说，由于非二元性的存在观较之二元论更具包容性，理论上更统一，故
以前者为优。不过，正思非一套存在理论，而是当下行为的指南。由于当下如此纠曲繁复，正思
之有四类与其说为缺陷，毋宁说是长处。在理解与处理当下事件时，面对苦的纠缠与错杂，它们

提供了更具洞察力的理解与数种应对之法，使你不至受限于单一模式。 
        在提供解策选择时，原则上多寡无分优劣。重要的是，选择面足以解决问题，又不至多到隐

晦答案、自生纠结。换句话说，评估某项策略时，不应以抽象原则为准，而应观其实效。尽管佛
陀将灭苦之道描述为一类最终止息行动[业]的行动[业]，只要当下你仍在作某种动作，正思确保
你的行动合乎正道。一旦正道的长养达到苦的解脱时，其余一切也随之解脱。 

最近訂正 3-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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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谈话主题，是有关禅定在面对苦痛、疾病与死亡时能起的作用——这是一个不甚愉
悦但极其重要的命题。令人悲哀的是，人们只有在面临绝症时，才开始思考这类问题，那时候，
往往来不及作充分准备了。尽管今天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医学对艾滋病能够做什么，我们不应当自
满。即使艾滋病及其并发感染症未夺取你的生命，还有其它病症会，因此最好是有所准备，修练

当医学——无论中医、西医还是其它疗法——不再能帮助你，你只有自己可以依靠时，所需要的
那些技能。据我看来，培养这些技能的唯一途径是修练心智。另一方面，假如你正在照顾绝症患
者，禅定可以为个人的灵性与情感补充力量，使你得以在困难的情形下继续前行。 
        有关禅定在对治疾病与心理疲溃感中的作用，书籍、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已有不少报

道。 与媒体抓住某个专题作报道时的情形无异，对禅定是什么、能为你做什么，它倾向于或者高
估、或者低估。这是典型的媒体风格。听那些报道，就像是听汽车推销员的推销。他不需要懂得
如何驾车、养车。他的唯一任务是指出车的卖点，也就是能说服你掏钱购买的那些优点。但是，
假如你真打算开那辆车，就必须研究驾驶手册。我今天打算讨论的正在于此: 在紧要关头能够助
你的一部禅修使用手册。 
        我在这个领域已有不少亲身经验。离开泰国的前一年，我染上了疟疾——它与艾滋病相比，
虽是完全不同的一类病，却仍然是世界上致命人数最高的病种。目前世界上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
超出了任何其它疾病，这还是在六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发起过一场大规模的铲除运动之后。大量
的奎宁被分送到第三世界国家村民的手中; 沼泽与居家被喷撒了剂量致人命的杀蚊药滴滴涕。但
如今，疟疾寄生虫产生了新变种，西药已无法对治; 蚊虫对滴滴涕已有了抵抗力，疟疾的死亡率
再度回升。当你想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国家健康研究机构或绍克研究所研发出治愈艾滋病的神药或
疫苗时，要记得这一点。 
        我很幸运。你们可以看见，我活了下来，但只有在热带病专家们提供的最佳疗法失败后转向
传统医学，才活得此命。同时，我仰赖过去数年间一直在修练的那类禅定，在发病期间帮助我度
过了最险恶的阵痛与昏乱。正是这个经验，使我确信它在该类情形之下的价值。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MeditatingPain.htm (1 of 8) [12/31/2010 10:50:36 PM]



病痛死亡对面-尊者罗坦尼沙

        除了我自己的经验外，我还熟悉本地与泰国几位身患癌症或其它重症的禅修者。从他们那里
我了解到，那类禅定有助于对付他们的病症以及比癌症本身更可怕的治疗过程。谈话中我也将讨

论他们的经验。 
        不过首先，我想请大家坐著作几分钟禅定，这可以使你们对我的发言主题得以亲尝其味，有
一点实际经验，回家后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我所教的法门是呼吸禅定。不管你的宗教背景是什么，它都是一个良好的禅定主题。正如我
的导师有一次说，呼吸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基督教，不属于任何人，而是谁都可以用来修习

禅定的公共财产。同时，它在所有禅定主题当中也许是对身体最有益的，因为当我们观息时，面
对的不仅是出入肺部的空气，而且是随著每一次呼吸而贯穿全身的能量感。假如你能够学会对这

些觉受敏感起来，让它们平缓无碍地流动，你可以帮助身体更顺利地发挥功能，给心一个对付苦
痛的支点。 
        好，让我们一起作几分钟的禅定。舒适地坐直，保持平衡。你不必像士兵那样坚挺身体。只
是不要往前后左右倾斜。闭上眼，对自己说:『愿我获得真正的幸福，远离苦痛。』听起来这也许

是奇怪甚至自私的禅定开端，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首先，如果你不能祝愿自己得到幸福，是不
可能诚心诚意祝愿他人得到幸福的。有人需要不停地提醒自己，他们该得到幸福——我们都该得
到，不过我们若不相信这一点，就会不停地找事惩罚自己，结果也以细微或粗显的方式惩罚他
人。 
        第二，观想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它在哪里能够找到，是十分重要的。略想即知，你不能在过

去与未来之中找到它。过去已逝，你对它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未来则是空白的不确定。因此我们

真正能够找到幸福的唯一之处是当下。但即使在这里，你也必须懂得从哪方面寻找。假如你试图

把幸福建立在易变的事物上——声、色等一切官感、外在的人与事——你是在自找失望，好比在
一处多次塌方的悬崖边上造房子。因此，真正的幸福必须在内心寻找。禅定好比探宝: 在内心找
到某件牢固不变之宝，那件东西即便连死亡也不可触及。 
        为了找到这个宝藏，我们需要工具。第一件工具是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对自己培育起善
意。第二是把那股善意散布给其它众生。告诉你自己:『一切众生，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过去
对我作了什么——愿他们也都找到真正的幸福。』假如你不培育这个心念，而是把怨恼带进你的
禅定，那么你在朝内看时，就只看见了这一点。 
        只有当你以这种方式把心清扫干净，把外在事情放在一边后，这才作好了观息的准备。把你
的注意力带到呼吸上。作几次长入息、长出息，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一个呼吸感明显、定注时心有
舒适感的部位。这可以是在鼻部、在胸部、腹部等任何部位。停在那个部位，注意出入息时那里
的觉受。不要强迫呼吸，也不要在专注时用力下压。让呼吸自然地流动，只跟踪它给你的觉受。
品尝它，好像它是你想要延长的一种美妙感受。假如你的心散乱走神，就把它带回来。不要灰
心。它走神一百次，把它带回一百次。这表示你是认真的，最后它就会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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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愿意，可以尝试几种不同的呼吸。如果长呼吸舒适，就坚持下去。假如它不舒适，就
换成任意一种使身体舒适的呼吸法。你可以尝试短呼吸、快呼吸、慢呼吸、深呼吸、浅呼吸——
凡是当下你感到最舒适的。 
        一旦使呼吸在你选择的部位舒适起来后，移动注意力观察呼吸在身体其它部位的觉受。从略
低于脐部处开始。作出入息，观察该处的觉受怎样。假如你在那里感觉不到一点动态，就只注意
那里没有动态这件事。假如你感觉到有动态，要注意它的品质，看看呼吸[中译: 随著禅定的深入，
呼吸也可以理解成风感、气感、能量感]在那里是否不均匀，或者那里是否有任何张力或绷紧处。假
如有张力，要想法使它放松。假如那里的呼吸[气感]如锯齿状或者不均匀，想法把它们抚平……
现在把你的注意力移到该部位的右侧——来到腹部的右下部位，重复同样的过程……接下来到腹
部的左下部位……上行到脐部……右……左……上腹部中央……右……左……胸部中央……
右……左……喉根部……右……左……头部中央……(在每个部位停上几分钟。) 
        假如你在家里禅定，可以在全身继续这个过程——经过头部、后背部、手臂与大腿、从你的
手指脚趾流出——不过由于现在时间有限，我请你们把注意力转回到我们方才提到的几个部位当
中的任何一个。让你的注意力舒适地定在那里，接著让你的觉知意识散布开来，充满整个身体，
从头部到脚趾，使得你像一只坐在网中央的蜘蛛: 它坐在某一处，但对整张网络有敏感性。这样

使觉知保持宽广——这需要修练，因为你的觉知倾向于缩小到一点——想象呼吸[气]从你的整个
身体每一个毛孔出入。让你的觉知在那里停一阵子，你没有必要去别处，没有必要想别的……接
下来，轻轻地出定。 
        我在发言后会有时间解答你们可能有的问题，不过现在我想回到先前提到的一点: 禅定的意
义及其在面对疾病与死亡中的作用，倾向于被低估或者高估，只有你对自己的工具评估正确时，
才能够准确、有益地使用它。我的评论分两部分: 禅定是什么，它能为你做什么。 
        首先，禅定是什么: 在这领域里，流行概念倾向于低估它。讨论禅定治病的书籍倾向于只谈

两方面，仿佛它的功效只有这些。那两方面是: 放松(relaxation)与视观(visualization)。 的确，这两
个过程构成了禅定的初级阶段——你也许发现我们刚才的一段坐禅相当有放松感，你在想象呼吸
[气]穿过身体时或许也作了一些视观——但是禅定的内涵比这要多得多。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禅修
者们所做的，远甚于仅只把握了放松反应。 
        禅定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带著念住的放松，使心在当下有舒适
感——因为只有当它在当下有舒适感时，才能入定安住下来。不过这句话里的要紧词语，乃是念
住。你必须有全然的念住，知道你正在做什么、你的心是否住于它的禅定对象、它是否在走神入
睡。假如你只是放松地打起磕睡，那不叫禅定，那种情形下没有什么可作为继续发展的基础。不
过，假如随著心舒适地安住于当下，你能够继续保持全副觉知，那样发展下去，就进入了下一个
阶段。 
        随著心越来越牢固地定入当下，它获得力量。你会感觉到，仿佛你的那些分散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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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这事、记挂那事、种种先见等等——如今汇聚起来，心呈现一种整体感与合一感。这就给心
富裕了力量感。随著你让这股整体感继续发展下去，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坚实，无论做什
么，它存在于你的一切活动之中。这就把你引向第三阶段。 
        随著你对这副整体感的保护越来越一心一意，你会越来越敏感起来，对可能推翻这种平衡感
的那些事物越来越有洞察力。在初级层次上，你注意到，假如你做任何伤己害人之事，就会破坏
它。接下来，你开始注意到，心里诸如贪、欲、怒、痴、惧等东西，只要一出现，也能够使心失
去平衡。为了减少它们对心的影响力，你开始分辨解决之道，直到你能够达到一种不再被这类事
物——或者任何事物——触及的觉知层次，那么你就从它们之中获得了解脱的自由。 
        我在稍后将会解说，正是这些比较高的禅定层次，才是最有益的。假如你把禅定练习只作为

一种放松的形式，它对于你的疾病中来自压力的那个部分固然是有效的，不过艾滋病当中除了压

力之外，生理与心理上的因素还有更多，如果把自己局限在放松或视观方面，那么你并没有得到
禅定能够提供的全面利益。 
        现在我们来谈谈当你面对重病与死亡时，禅定能够为你做什么的问题。媒体对这个领域既有
高估、也有低估。一方面，有些书告诉你，一切疾病来自你的心，只要令心端正，就会好起来。
有一次，一位24岁左右患了肺癌的女青年来走访我的寺院，她问我对那些书有什么想法。我告诉

她，有些病纯粹来自心理因素，这种情形下，禅定能够治愈它，但也有的病来自体质因素，禅定
再多也不能使它消失。假如你相信业力，有的病来自现业——也就是你当下的心态——有的病来
自旧业。假如是现业病，禅定也许能够使它消失。假如它是旧业，你对禅定的最大期望是，它能
够帮助你带著病与痛生活，不受其苦。 
        另一方面，假如你告诉病人，他们在受苦，是因为他们的心处于不良状态，想要康复，完全
得靠自己把心纠正过来，那你是在他们正感到虚弱、悲惨、无助、孤独的情形下，再给他们添加
了一项沉重的负担。我谈到这里时，那位女青年笑了，说她同意我的看法。她一得到癌症的确
诊，朋友们就送了她大堆的书籍，讲述如何透过意念使疾病消失。 她说，自己若是相信烧书有
益，可能早就把那些书付之一炬了。我本人认识不少人，他们相信自己身体健康，是代表了自己
的心态良好。健康时尽可以这样想，不过一旦生了病，他们就会觉得这说明自己禅定失败，于是
便陷入了困境。 
        有一点你应当十分明确: 禅定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内心的喜乐与安宁，独立于身体与外界发生
的其它事件。你的目标是，在内心找到一件牢固的东西，无论身体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有所依
靠。假如透过禅定，碰巧能够对身体起到医疗作用，固然更好。禅定对身体发生突出影响的例子
有过很多。我的导师有一位弟子——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早在十五年前被诊断患有癌症。当
时医生说她只有几个月时间可活，但她藉著禅定，至今仍然活著。她把自己的禅修定在『尽管她
的身体可以有病，她的心却不必也有病』 这个主题上。几年前我去医院看她，那一天她正经历了
肾切除手术。她坐在床上，明朗、清醒，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问她是否痛，她说，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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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十四小时，但她不让痛进入她的心。实际上，她对待自己的疾病，心态比她的丈夫还要好，
这位未修禅定的丈夫如此担心失去妻子，以至于自己也病倒了，结果她还得照顾他。 
        不过，这样的情形毕竟不是常例，你不应只满足于身体的存活——因为，如我先前所说，假
如这个病没有夺去你的生命，还有其它事必定会，直到你找到心里那个连死亡也不能影响的宝
藏，你实际上并不安稳。要记得，你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你的心。假如你能够使它保持健康，无论

周围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什么也没有损失，因为你的身体的存活只到死为止，但你的心仍将续

存。 
        因此，在审查禅定能为你做什么的问题时，你应当更多地关注它如何助你面对痛、老、病、
死，维持你内心的平静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事，总有一天你必须面对。实际上，它们是人生正常
的一部分，虽然现代人已视之为反常。我们所受的教育，视永恒的青春、健康与美貌为我们生来
的权利。当这些事物离弃我们时，我们就觉得出了可怕的麻烦，这必然是某某人的过错——或者
自己或者他人。不过实际上，它不是任何人的错。我们既然出生了，老、病、死不发生是不可能
的。只有当我们接受它的不可避免性时，才能够开始以明智的方式面对它，不受其苦。看一看你
的周围。那些拼命试图否认自己正在老化的人——透过锻炼、饮食、手术、化妆等等方式——他
们正是受衰老之苦最深的人。对病与死的态度也一样。 
        现在我打算集中谈谈如何运用禅定面对并超越苦痛、疾病、死亡的问题。首先是痛感。当它
发生时，首先你得接受它的存在。接受此事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因为多数人遭遇痛苦时，试图否
认它存在的权利。他们以为把它往外一推就能够避开它，不过那样做，无异于一扔报税表借此逃
税: 你也许能逃一阵子，但必然为当局抓获，那时比先前更糟。因此，超越痛感之道，首先是理
解它、熟悉它，这就意味著安忍它。不过，禅定却可以提供一个法门，使你虽生活在痛感中，却
可以把自己从痛感中分离出来，因此即使它在那里，你也不需要从中受苦。 
        首先，假如你掌握了观息与调息的技巧，使它舒适起来，就会发现，你有能力选择把觉知安
置在某一个部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定于痛感，不过在早期阶段，最好定于舒适的身体部位。
让那痛感占据另一处。你不打算把它赶出去，但也没必要搬入同住。只把它当成自然现象，当成
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它不一定正对你发生。 
        另一个技巧是，让呼吸[气]穿过那股痛。假如你能够对每次呼吸时贯穿身体的呼吸感[气]敏
感起来，就会注意到，你往往围绕著痛感构造起一层紧绷的硬壳，在那里，体内的能量难以自由
流动。尽管这是一种回避战术，实际上它使痛感增剧。因此，随著你的出入息，想象那股气息直
接穿过痛感部位，使这层张力的外壳融解开来。多数情形下，你会发现此法可消解相当一部分痛
感。例如，疟疾发作时，我发现它对消解聚集在头部与肩部的大量张力极其有用。有时，痛感剧

烈得难以呼吸，于是我观想呼吸[气]透过体内所有那些经络的中心——胸部中央、喉部、前额中
央等等——流进来，张力就会消散开去。不过，也有些人会现让呼吸[气]穿过痛处反而使痛感增
剧，这说明他们没有正确地专注。这种情形的解决办法是，专注[把觉知定于]身体对应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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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换句话说，假如痛感在右边，就专注左边。如果它在你的头部——指具体部位——那么就专

注手与脚。(顺便说一句，这个技巧对偏头痛特别有效: 比方说，假如你的偏头痛在右侧，你就定
在身体左侧颈部以下的诸种气感。) 
        随著你的定力越来越强、越来越静止，你可以开始分析痛感了。第一步是，把它的身心两部
分区分开来。把实际存在的体痛与随之而来的心理苦痛——也就是那股该当或不该当的受迫害
感，那股怕痛感会越来越剧烈、它预示著完结等等的畏惧感——区别开来。接著提醒自己，你不
需要与那些念头站在同一边。假如心要那样想，你不需要跟进去。当你停止输入时，就会发现，
过了一阵，它们开始离去，正像一个来和你说话的疯汉。你要是与此人对起话来，过一阵你也会
发疯。不过，你由那疯汉尽管说，但不参与对话，过一阵他就会走开。你心里的那一切垃圾念头

也同样如此。 
        随著你剥除围绕痛感的一切心理附著物——包括痛是你的、或者是对你发生的想法——你发

现，最后来到一个简单的标记，仅是说: 这是一种痛，它就在那里。当你能够超越这一点时，那
就是你的禅定达到一个突破的时刻。一种做法是，只注意这个标记会升起、接著消失。当它来临

时，它就增加那个痛。当它消失时，那个痛就消失。接著，试著把身、痛、你的觉知，看成三件
分开的东西——像是打成结的三根线，现在你把它们解开了。当你做得到这一点时，就会发现再
也没有你不能忍受的痛了。 
        禅定能够助你的另一个领域是，使你安忍身体有病这个单纯的事实。对一些人来说，接受这

个事实是疾病最艰难的部分之一。不过一旦你在心里培育起一个牢固的定力中心，你可以把喜乐

建筑在那里，开始以平静得多的态度看待疾病。我们必须记得，疾病并没有从我们这里骗走任何
东西。它只是活著的一个部分。如我先前所说，疾病是正常的，健康才是奇迹。身体的各个复杂

系统全部工作正常，是一件如此不可能的事，当它们出毛病时，我们是不应该吃惊的。 
        许多人抱怨说，爱滋病或癌症最难忍受的部分，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那种失控的感觉。不
过，一旦你对心的控制程度有了提高，就会开始懂得，你能够控制身体的想法，本身是一种幻
觉。身体从来没有与你达成协议，服从你的意愿行动。你只是搬了进来，强迫它吃饭、行走、说

话，等等，接著就以为你是主管了。但即使那样，它仍然自行其道——饥饿、拉屎、拉尿、放
屁、摔倒、受伤、生病、衰老。你想一想那些最以为自己能控制身体的人，比如健身家，他们实

在是最受奴役的，一天必须吃足够十个索马里人活命的食物，花几个钟头推拉金属杆，把所有能
量化在那些根本无用的操练上。如果他们不练了，那些充气式膨大的肌体很快就会回缩。  
        因此, 在为给你提供观察生命真实色彩的一个视角方面,禅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使你在身体开
始重振其独立性时，没有什么受威胁或吃惊之感。即便大脑功能开始失常，那些已经藉著禅修发

展了念住的人也能够觉知这个现象，并且把那一部分身体给放下。我的导师有个弟子必须接受心
脏手术，期间医生们显然切断了流向大脑的主要血管之一。当他醒来时，即能够分辨出自己的大
脑功能不太正常，不久他就发现，这件事影响了自己对事物的认知。比如说，他以为自己对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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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什么，于是对她的毫无反应感到气恼，而实际上，他只是想要说什么，但并未对她说出。发

现这个问题时，他能够聚集起足够的正念，保持平静，单只观察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事件，一边提
醒自己这是个出了故障的工具，不再因为事不协调而生气。逐渐地，他终于能够重新正常地使用
他的那些功能。他告诉我，能够观察到自己大脑的运作与故障，并意识到脑与心是两件分开的东

西，实在是一桩神奇之事。 
        最后，我们来谈谈死亡这个话题。如我先前所说，禅定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当你发现，心的内
部有一个觉知核心，身体死亡时它并不死。如果在禅定中你能够达到这一步，那么死亡根本不是
问题了。即便尚未达到那一步，你也可以作好准备，使自己死得善巧，不像多数人那样在散乱中
死去。 
        死亡来临时，各种各样的思想——对未做之事的遗憾、对已做之事的遗憾、对你所爱但不得
不离开者的忆念——会涌进来充斥你的心。有一次我触电几乎死去，尽管目击者说几秒之内电流
就被切断，对我来说，却好像经历了五分钟。在那段时间里，我内心思绪万千，一开始是想到我
将死于自己的愚蠢。接著下了决心，真要死，最好做得正确，于是我不让心去攀缘那些汹涌而来
遗憾等种种情绪。我似乎做得还顺利，接著电流停止了。 
        假如你还没有修过禅定，面对这种经历可能难以应付，不管什么东西呈现出来，心将会攀附
上去，然后就被带往那个方向。不过，假如你已经修习了禅定，能够善巧地放开你的思绪，或者
懂得哪些思路该抓住、哪些思路该放过，就能够应付这个情形，拒绝落入任何不属于最高品质的
心理状态。假如你的定力牢固，你可以把这作为对自己一直在培养的技能的终极检验。假如有痛
感，你可以看一看哪一个先消失: 是痛感还是你的觉知核心。你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什么，痛感
会先消失，因为那个觉知核心是不可能死的。 
        这一切，归结起来的意思是，只要你还活著，禅定能够改进你的生活质量，使你以平等舍离
之心，看待痛苦与疾病，并从中学习。当该走的时刻到来时，当医生们无可奈何地放弃努力时，
你一直在禅定中培养的那个技能，是唯一一件不会离你而去的东西。它会使你明智地应对你的死
亡。即使我们不愿想它，死亡必然来临，因此我们应当学会正视它、压倒它。要记得，善巧地应

对死亡，是你一生善巧而活的确证之一。 
        到此，我一直把谈话局限于艾滋病等绝症患者所面临的困难，没有直接讨论照顾这些患者的
护理人员所面临的困难。尽管如此，对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你们当可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要
点。禅定能够为你们提供一个静休、聚能之处。它还有助于提供一种距离感，从适当的视角观察
自己的作用。病人的病情恶化或死亡，并非是护理人员失败的象征。只要你的病人还活著， 你的
责任是尽量改进他们的生存品质。当那位病人离去的时刻来临时，你的责任是帮助他增进死亡的
品质。 
        有一次，一位修习禅定多年的老人，在得知自己身患晚期癌症时，来向我的导师告别。他打
算死在家里，可是我的导师却告诉他，留下来，死在寺院里。他若是回家，就只会听见侄儿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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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他的遗产争执不休，那样可能把他的心置于不良状态。因此，我们为他安排了一个留住的地
方，让他的同为禅修者的女儿来照顾他。不久，他的身体系统开始破坏，有时他似乎开始被痛苦
所压倒，于是我让他的女儿对著他的耳悄声地重复禅定要点，在床边念诵他爱听的佛教经诵。这

对他起到了静心的作用，当他在某夜凌晨两点离世时，看上去平静安详，觉知清晰。第二天他的
女儿告诉我，她毫无悲伤遗憾，因为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力量，使他的死亡过渡顺利。 
        如果病人与护理者都是禅修者，这种情形之下，事情对双方来说会容易得多。病人的死亡一
定不等于护理者对其他患者的照顾能力的死亡。 
        我想讨论的主题到此都已覆盖。恐怕你们当中一些人觉得我的谈话不那么振奋人心，不过我
的目的一直是为了有助你们看清面临的现状——既对病人，也对病人的护理者。假如你对病痛与
死亡这类事采取回避的态度，只会更加痛苦，因为你拒绝为自己妥善准备。只用当你把它们看清
楚了，明确懂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坚持你的优先选择时，才能够超越它们。 
        不少人发现，绝症的诊断，使他们平生第一次清晰地审视人生，使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有所
领悟。达到这种领悟本身就可能使他们的人生品质大有增进——遗憾的是，他们得等到这个地步
才能够看清真相。不过，无论你的情形如何，我请你们对改善自己的心态尽量作出努力，因为等
到其它一切都离你而去时，那个心态能够续存下去。假如你还没有付出时间培养它，那么它也没
有什么可以回报你。假如你训练了它，善加照料了它，它将会数倍地报偿你。而且，如我希望已
经阐明的那样，禅定对于帮助你稳固自己的心态，使它超然面对来之一切，是一件效益甚广的工
具。 
        谢谢大家听讲。 

相关连接: 
        面临病痛与死亡文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thanissaro/painhelp.html 
最近訂正 1-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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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之所以成组教授善法，是因为不善法也成组出现。不善法的三大主根——贪、嗔、痴
——可以分枝发散，成为五盖、七随眠[偏执习性]、十分结、一百零八渴求。它们以指数形式增
长。无单一善巧之法能独立对付这一切。每一善法之效力必须藉其它善法的强化，才能在整个修
心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每一善法必须藉其它善法以维持平衡，确保它不至过盛，反成其对治
力量的工具。这就是佛陀传授四神足、七觉支、四梵住等教导的用意: 作为善法之阵，迎战摩罗

之军。 
        乍见一、二、三、四、五、六等诸善法之集合名称，给人印象是，从某个善法开始培养，接
著把它放下，再培养下一个善法。实际上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如何把所有善巧之法聚结起来，应机
朝这个或那个方向适当倾侧以维持心的平衡。该原理也适用于四梵住，即: 无量之慈、无量之
悲、无量之喜、无量之舍。 
        我们从修慈心开始，非是因为该素质层次最浅，而是因为它最基本、最根本。在此基础之
上，才能确立起其它素质: 悲、喜、最后是舍。平衡之心，懂得何时侧重这四种素质之任一。非
是你放下第一项，挪到第二或第四项，而是试著随时保持所有这四种素质，应机善用其中之所
需。 
        慈心[善意]是一切的根基。可以说它是整个修行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对周遭人士
的善意，四圣谛无成其为要谛之理由。正因我们希望止息苦，才愿意走上灭苦之道。我们有意探
索何为苦、如何弃绝苦因、并为实现苦的止息而努力。 
        因此慈心是一切的发端。想一想: 你为什么希望任何人受苦? 你也许想到他们过去所作的邪
恶、残忍之事，但即使那样，为什么要他们受苦? 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么? 他们当然会得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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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因为业力原则自会生效——那就是舍心教导的依据——因此你没有必要自充上帝的复仇之
剑，确保人人接受应得的惩罚。 
        你的唯一工作是，确保你的慈心不存在限度。有人做残暴之事时，你不必喜欢他们，你不必
姑息他们的行为。那非是慈心之意。慈心意味著你不愿任何人受伤害。假如他们正在做残暴之
事，你若有能力，那么你完全有权制止——行事残暴者终究是在自造恶业，给自己造更多的苦。
只是要确定你在试图制止他们的过程中不欲伤他们。 
        因此，试著使你的慈心无限——用经文用语来说是，使之无量。把这个目标当作一项挑战。
当你传播慈心时，测试一下哪里有局限。不要只虚设自己慈心无量。每个人的慈心起始都有限。
你的局限是什么? 对你的朋友、亲人——对之已存此心者——传送慈念之后，对你无自发情感者
传送。对你所厌恶者传播善意时，你的心是否有抵制? 停下来问一句: 为什么? 见他们受苦，我能
从中得著什么? 审视内心见不得他们幸福的那个细小声音。它是你想认同的声音么? 你能把那个
心态放下么? 
        这就是慈心观的修练于心智真正有益之处，也就是当它迫使你挑战内心的任何小气、狭隘之
时。假若你把慈心想象为一片粉红色棉花糖式的翻卷云彩，朝各个方向覆盖世界，你不过是在掩
盖自己的真实心态，那样做对于觉察心的洞见了无增益。慈心意味著一种挑战，是对你那些狭小
心态逐一作探索与解卸的方式，使得你能够审视、拔除它们，真正地放下它们。只有当你如此精
修细节时，慈心才越来越成就无量。 
        那时侯，你的悲心[同情]也才有可能成就无量。假若你对人们有善意，那么当他们受恶业之
果报，而你莫可相助时，只会对他们升起悲心。你希望他们不仅止息当下的苦痛，而且止息造成
他们继续受苦的行为。这是悲心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单指你对受苦者心存一处柔软，它还意味
著你试著寻找某种方式，助他们止息自造苦痛的行为。 
        你能够相助时，对他们的幸福会有欣悦之感。你随喜其乐。即便人们正在经历的喜乐与你无
关，此时你仍随喜他们在经历过去与现在善业之果报这件事。你不怨憎他们的幸福。即便你们同
在一场竞赛之中，他们居先，你居次，而且你自感本应拔得头筹，这就是你必须修练喜心之处。
事情发生在一个比你的所知范围更广大的架构之中。 
        注意在上述诸种情形下，到一定程度你必须把事情放下，例如你对某人欲相助而力不从心; 
或者你宁可自己得到他人的幸福[指自感嫉妒]。这就是你应当修习舍心之处。 
        要注意，舍心的教导，是对业力原理的观想。四梵住经诵之中，这是唯一就事论事的陈述
句。其余几句说的是:  
        “愿一切众生喜乐。(慈) 
        愿他们远离苦痛。(悲) 
        愿他们不失所经历的善运。(喜)” 
        这前三句是愿望、态度、你期望发生之事:“愿……愿……愿……”。而第四句则是对事物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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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观想:  
        “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人、由业而生、因业相联、以业为仲裁。无论所

作，为善为恶，他们自受业报。”(舍) 
        这句观想实际上在经文多处不同背景下出现。在五禅思主题中，是业的观想给人以希望。你
意识到，你掌握著自己的行动[业]。你不只是受害者，受命运、星宿、其他生灵的操纵。你是那
个在做选择的人。正因此给予你希望。 
        不过这是结合著审慎的希望。你有藉自己的行为行善的力量，也有制造伤害的力量。业力原
理是一把双刃剑。若不小心，你可能以它自断咽喉。这就是佛陀何以建议藉观想业力原理警策审

慎之故。 
        稍进一步理解，观想业力原理的普遍性，可用来培养对己对人的舍心。换句话说，你在人生
中遇到所求幸福不能如愿的情形，那里存在著某种业力障碍，因此你学著以舍心接受它。这并不
意味你放弃，对一切变得被动漠然。而是你寻找自己的行为能起作用的区域。不要拿脑袋撞墙，
把时间与精力浪费在无可改变之处，而是关注你能有所作为的领域。 
        因此舍离并非是无望，并非是被动的漠然。它的作用是把你的能量转引至合适地带，引向对

己对人有益的行动区域。 
        对业的观想也被作为智慧与洞见的培养基础。它们构成了明辨教导的一切背景。佛陀觉醒的
核心洞见在于，痛与乐来自你的业。其中有带来苦痛的业、带来喜乐的业、带来两者的业、还有
那止息业、止息苦、带来至乐的业。那就是佛陀明辨说之精髓。故有一套富有意味的组合: 舍
离、希望、审慎、明辨。这些素质同归一路。它们围绕著同一句观想:  
        “我是自己的业的拥有者。一切众生各为其业的拥有者。” 
        换句话说，一切众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阿姜苏瓦特曾经就这句观想作过一次开示，著重阐

明非我教说与这句话的区别。色、受、想、形、识: 这些不是我。但我们是自己的业的拥有者。
他说:“仔细想想。” 
        换句话说，不要抓紧你那些业的果报，而是抓紧你当下不断在作决策这件事。一旦作出某个
决定，它就被纳入了一个超越你所能控制的更大的因果圈子; 但你下一个时刻继续有机会再作一
次决定，再下一刻、下一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不要纠缠于旧业的果报。而是关注你当下
能做什么，才能使你的现业善巧。那就是“我是自己的业的拥有者”这句教言的重点。 
        “我们是自己的业的继承人。” 
        我们将会收获这些业的果报。因此要以你愿意接受其果报的方式行动。慎虑此事: 那就是巴
利词 ottappa [畏恶]的意思。它既可译为怖畏行为之果报，也可译为关注行为之果报。不管怎么翻
译，它意思是，你不漠然置之; 你懂得无论自己做什么，必然受其果报。 
        在此，明辨的素质再次出现。有许多我们好行之事将引生恶果，又有许多我们不好行之事将
带来善果。佛陀说，衡量我们是愚人还是智者的标准在于，看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情形。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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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就是明辨的素质真正显示其价值处。你可以谈论明辨，你可以描述三特征、五蕴、六处、
十二因缘、空性这一切殊胜概念; 你可以谈论它们，但它们若不能助你在面临难关时作出正确的
决策，那么你的明辨毫无用处。有用的明辨是这种: 它能让你说服自己不做那些想做但自知将引
生恶果之事，或者说服自己做那些不爱做然自知将引生善果之事。那才是明辨显示其实效之处。 
        “我们由业而生。” 
        我们的行为[业]是我们所体验的一切的来源。你若想得良好的体验，就得专注它的来源。你
若不喜欢正在经历的体验，还得转过来专注其来源。它一直就在这里，就在当下此处。 
        佛陀对时间的教导颇具意味，虽然谈论时间，但不谈论时间的起点。你的体验的起点就在此
时此地。它全部从这里涌出; 因此与其试图追朔过去某处的第一因，佛陀要你在此时此地寻找第
一因，在内心深处动机、专注、认知对立运作的领域深入挖掘，因为那里正是一切“出生”之处。 
        “我们因业相联。” 
        我们人生中的各种人际关系是由我们的行动[业]造就的: 与他人一同做、对他人所做、为他人
所做之事。这些事造就起我们与周围人们的关联性。 
        相互连通性，是一套极受欢迎的佛家学说，特别是在当今，但可笑的是，人们喜欢谈论不带

业力说的相互连通性。他们把十二因缘当作相互连通的原型，在这个网络之中，一个因素不能独
立于全套其它因素的存在，但他们疏漏了，未曾意识到，十二因缘的教导讲述的是无明如何与苦
关联、渴求如何与苦关联。这种相互关联是你要切断，而不是庆祝的。 
        业力的相关性可以有两个方向——有善的关联、有恶的关联。因此你应当培育那些良性的关
联。 
        再一次，你朝何处看? 你看此时此地你正在做什么。你与其他人相处时行为如何? 你如何对

待他们? 由这些行为造作的关联，从现在到将来，你或者将从中得到喜乐，或者你将摆脱不了。
因此要仔细选择你的行为[业]。 
        “我们以业为仲裁。” 
        我们的业决定我们的人生。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法官坐在天界某处大宝座上对我们宣判。我
们以自己的行为[业]，判决自己欲得何种生活——此事既使人感到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有些可
怕。想一想多少次你曾以不善巧动机行事。想一想你内心仍然徘徊著的、可能成为将来不善巧行
为基础的那些不善巧动机。用心想一想。它意味著还有工作要做——不仅是避开不善巧之业，而
且要长养善巧之业。 
        这就是希望升起之处。即使我们在生活中也许受苦，透过我们自身的行为，却存在一条出
路。我们不需要坐等他人的拯救。我们不是命运的受害者。我们能够作选择，我们能够安排事物
轻重次序，透过自己的意、语、行，朝正面方向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 
        我们修禅定，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禅定在内心塑造起良好的素质、善巧的素质: 念住、
警觉、定力、明辨、精进、诚实、持恒。随著我们对这些素质的培育，随著我们将之用于行动，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Sublime.htm (4 of 6) [12/31/2010 10:50:39 PM]



四梵住-尊者罗坦尼沙

它们强大起来，越来越成为我们人生的明智仲裁，把我们的人生引向真正欲往之地。  
        接下来，最后一句的观想建筑在:  
        “无论所作，为善为恶，我们自受业报。” 
        这一句提醒我们要审慎，行事真正依照良性冲动与善巧动机。我们要在内心培养起保护这类
善巧动机的素质，因为它们实在是举足轻重。 
        这些教言之所以培育舍心，是因为它们提醒我们对旧业与来自旧业的果报持舍离心。有些事
我们不可能改变，因为它们是既成事实。我们不能逆转时钟。 
        然而这些教言之所以滋长希望，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即刻当下的作为改变局面。有那么一个
出口，让我们塑造人生，将它引向更好的方向。 
        在舍离、审慎与希望的平衡之中，学会如何正确利用业力的原则: 这就是明辨升起之处。 
        业力教说现在之所以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它被乱改成了简单化的线条形式: 不是宿命论，
就是一报还一报。但是，你若懂得了该教说的复杂性与目的性，你会开始意识到，它非如我们过

去所想。它非是对人们经受苦难或我们对之无动于衷的合理化解释。当你真正懂得了业力的运作
时，你会把他人的苦，作为你相助的机会。你不知道他们的苦将持续多久。你若能成为他们止息
苦痛的助缘，难道不是件善事么? 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 你不希望有人帮助么? 有一天你也可
能真处在他们的位置。说到底，如佛陀所言，你过去早就经历过那种情形了，假若不出离轮回，
很可能还会再去那里。业力教导的用意非是令我们自感高于他人。你不能确定的是: 也许他们过

去恶业的果报只比你过去恶业的果报来的更快罢了，有一天你也可能处于与他们类似的位置——
或者更糟。 
        因此不能自满。业力的教导不是为了让你自满。若说有什么用意，它正好相反: 为使你不自
满。有一次我读到某人说，911事件使他那自满的佛教徒的气泡破灭。不过，“自满的佛教徒”是
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奉行佛法的整个目的，在于它教导你不自满。只要你的心里有苦，就说明还

有工作要做。 
        因此，一方面，业的原则使你审慎，提醒你继续修持。但它也意味著存在一条对付苦的途
径，令你得以超越它: 那就是希望存在之处。 
        假若你懂得运用业力教导，会看见它何等有用，它与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的禅定何等相关。你
在禅定中想要挖掘与寻找的主要因素就在于此: 业力，即动机这个因素。观察它如何动。看你如
何令它更善巧。看你如何能完善该因素，使它不仅把你带到时空上更愉快之境，而且——等达到
真正善巧之时——出离时空、达到业的终结、无须再修的地步。 
        那就是 katam karaniyam[所作已作]——对阿罗汉的描述: 此人所作已作、已完成任务、已放下
重担。理解业力原理并正确运用它，是使那一切成为可能的因缘。 
(根据2003年7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选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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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智尊者论四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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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佛陀教言之精深，对于评估智慧却有一则简单的测试。他说，有些事你虽不乐为，但知其
将引生乐果，有些事你虽好为，但知其将造就苦果; 在多大程度上你能使自己行前者而避后者，
便决定了你的智慧程度[1]。 
        这项智慧的评估准则，来自于佛陀的一则洞见，即: 有动机的行动[业]在塑造我们的悲喜痛乐

等体验上，起着根本的作用。既然行动如此重要，又备受误导，智慧在促行真善之业时，必须机
智有方，巧胜短视偏见，趋向持久之乐。 
        由于佛陀从业果角度审视一切经验，从粗糙到精细，他的智慧评估原则也适用于一切层次，
从简单的布施，到空性的智慧，直至解脱。该原则在各层次上之所以明智，因其有效。你的行为

与引生乐果与否，是大有干系的。条件是必须诚实: 即，愿意诚实地审视行为的后果，当造成伤

害时予以承认，并改正行为，使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评估智慧的标准，其瞩目之处在于它的直接与平实。这或许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多数人
并不认为佛陀的智慧如此具常识性，如此直截了当。“佛家智慧”一词给人的印象，反而指一套公
然违背常理的抽象而悖论性教说——空性为其突出范例。我们听说，空性意味着万物无本质上的
存在性。换句话说，在终极层次上，事物并非我们常规认为的“事物”，而是一些过程，与它们所
依赖的其它一切过程不可分离。这是一个哲学上精致而引人遐思的概念，不过它对你在一个寒冷
的早晨起身禪修提供不了明显的动力，对你戒除一个毁灭性的恶习也无济于事。 
        举例来说，你若耽于酗酒，这并非是因为你觉得酒精本身有什么实质性，而是因为在你的估
算里，酒精的立得快感之价，重于它对人生造成的长远性破坏。这是一个普遍原理: 执取与瘾习

并非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决策的问题。我们执取于某些事物与行为，并非因为我们认为

它们是什么，而因我们以为它们对我们的快乐能做什么。如果一味高估其乐，低估相随之苦，无
论我们认为其终极意义是什么，照样执取。 
        由于这个问题属于策略性范畴，其对治也必然有策略性。瘾习与执取的戒离之道在于，对行
动[业]的力量与其能够达到的喜乐程度，扩展领悟力，藉此重新训练你的设想与动机。这意味着
学会更为诚实、敏感地面对你的行为与果报，同时，让自己设想与把握另一条道，它趋向更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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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更少过患。形而上学的观念有时也可以接受，但至多处次要地位，多数情形下它们是不相干
的。即便你认为酒精与酒酣之乐无实质存在性，只要你以为酒乐大于其害，仍将求之不舍。形而
上学的空性概念有时甚至是有害的。你若把酗酒之害与受害者视若无物，即可滋长继续酗酒的藉
口。因此，形而上学式的空性教说似乎过不了佛陀本人提出的智慧标准。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空性作为无实质存在的概念，与佛陀本人的空性教说甚少相关。在最早
的佛教文献——巴利经典之中，他的空性教导直接关乎业果、乐痛的问题。按照这些教导理解与
体验空性，需要的非是哲学的精致，而是个人的诚实——愿意坦承你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与随
之而生的利害果报。因此，这个版本的空性，与长养能够通过佛陀的常识性标准的那类智慧是极
其相关的。 
        佛陀的空性教导——保存于两部大经与数部小经之中——以三种突出的方式定义空性: 作为

一种禪定方式、作为六根与六尘[六种官感及其对象]的一种属性、作为一种定境。尽管这几种空性
形式定义各异，它们终归于同一条灭苦之道。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对空性三义逐一审视。我们

会发现，空性的每种形式，都把佛陀检验智慧的常识性标准，应用于观察心的细微动态。不过，
为了理解如何把该准则应用于这等精细层次，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如何把它应用于粗显层次。为

此，最佳的入门指导乃是佛陀对幼子罗睺罗的教诫，如何在日常活动中培养智慧。 
 
观察日常行为 
        佛陀教诫当时年方七岁的罗睺罗，以自己的意、语、行为镜。换句话说，正如人们观镜以检

视脸面之污，罗睺罗当以自身之业[行为]为镜，检视内心不净之处。行动前他应当预想其后果。
若发现将对己对人造成伤害，则不应作此业; 若未发现伤害性，则可行之。在行动期间，若发现

造成了意外伤害，则应停止。若未发现伤害性，则可继续。 
        事后他若发现该行为生成任何长期性伤害，应就此业与如何避免重犯，请教另一位修行同
道，接着决意不再重蹈覆辙。换句话说，向自己敬重的人披露错误，不应有耻辱感，这是因为，
如果他开始对他们掩藏错误，不久也会开始对自己掩藏错误。另一方面，对该行动若不见其伤

害，他应当为自身的进步而喜悦，继续修持。 
        此等观想的正确名称，非是“自我的净化”，而是“业[行动]的净化”。把善恶之评估从你的自我
感上移开，在该处作评估，会使你受制于自满与自责。反之，你直接关注行为本身，在此处作评

估，能使你从错误中学习，从正业中找到健康的喜乐。 
        如此连续观照时，可以起不少作用。首先最重要的是，此举迫使你对自己的动机与行为后果
保持诚实。此处的诚实指一个简单的原则: 事后不添加合理化藉口，掩饰实际作为，也不透过否
认，试图减少实际作为。由于你的这种诚实所针对的事实范围，通常人们的反应是耻辱或畏惧，
这比单单承认事实要求更高。它还需要道德上的诚实。这就是佛陀何以强调道德为智慧的先决条
件，并宣称最高的道德原则为戒谎言之故。你若对令人不舒适的事实不养成坦承的习惯，整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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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将对你隐而不现。 
        这类观想的第二个作用在于深化理解自身行动[业]的力量。你看见，自己的行动与乐痛果报

之间的确大有干系。第三，你练习如何不带耻辱或悔恨感从错误中学习。第四，你意识到，评估
自己的行动时越诚实，越有力量朝正面方向改变自己。最后，你得以长养慈悲之心，这是因为你
下决心只依照不伤害任何人的动机行动，并且把连续专意地培养无害之业的技能，作为你的首要
目标。 
        这些课程对于长养合乎佛陀所定之评估标准的那类智慧，都是必要的; 实际上，它们与空性
的第一种含义——作为一种禪定方式——直接相关。此种空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把教诫罗睺罗

审视日常行为的做法，直接延用于审视内心辩识[认知]的动作。 
 
空性作为一种禪定方式 
        作为禪定方式的空性为空性三义中最基本的一类。这个背景下的空性，意味着“空于扰动” 
——换个说法是空于张力。摄心入定，接着审视你的定境，寻找该境界内部是否存在细微的扰动

或张力。当你找到某种扰动时，便跟踪它找到本定境立足的辨识——即，心理标记或辨认的动

作。接着，你放下那个辩识，转入一种更精细、内部扰动更少的定境。 
        在解释此种空性的经文中(中部MN121《空小经》)，佛陀首先引入一个比喻。他与阿难的住
处，过去曾经是废弃的宫殿，如今是寂静的寺院。佛陀命阿难观察并欣赏寺内如何空于旧时宫殿
的扰动——金银、象马、成群男女——惟有比丘共修禪定之相的扰动。 
          以这个观感为比喻，佛陀进而描述作为禪定方式的空性(巴利文寺院、居处一词vihara——
亦有“态度”、“方式”之意，故此强化了该比喻——原注)。他讲述一位在野外禪定的比丘，专注于
自己正在野外。他令心定驻并欣赏此种“野外”的辨识。接下来，他在心理上退后一步，观察并欣
赏此种辨识模式如何空无他已脱离的村居生活之扰，惟有与“野外”辨识相关的扰动——比如对野
外危险的任何情绪反应。如佛陀所说，该比丘准确地观察到此种辨识模式之下何种扰动不存在; 
对尚存的扰动，他准确地观察到:“有此。” 换句话说，他对存在之事不增不减。这是他进入某个
纯净无扰的禪定空性的方式。 
        接下来，注意到对“野外”辨识的专注动作本身带来的扰动，该比丘放下这个辨识，代之以一
种更精细、激起更少扰动的辨识。他选择地元素[地大，地界]，在内心除去山丘峡谷等与地相关的
细节，只剩下地性。他重复类似于野外辨识的过程——在“地”的辨识中定驻下来，充分欣赏它，
接着后退一步，注意到与“野外”有关的扰动现已消失，惟有与“地”的单一辨识相关的扰动。 
        接下来，他对越来越精细的辨识施以同样过程，定驻于无色界禪那: 空无边处、识无边处、
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接下来定驻于无所缘[无对象]的觉知。 
        最后他看见，即便这种无所缘的觉知定境亦由造作、意志而生，便放下了继续以心造作任何
事物的欲望。如此他便从感官之欲、有生、观念、无明等能够“泛泡”成为进一步缘起的心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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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他观察到，这种解脱仍具有来自六种感官域场的扰动，但它空无一切漏、一切再造苦与张

力的潜能。佛陀下结论说，这便契入了清净[纯净]、真如[不失真]、殊胜、无上的空性。 
        在这整个描述之中，空性意味着一件事: 空无扰动或张力。禪修者要学会把无扰动当作正面
的成就加以欣赏，把剩下的由心造作的扰动，无论何等微妙，视为必须消解的问题。 
          当你懂得了，扰动实为一种形式精细的伤害，这时你就看见了此种空性描述与佛陀对罗睺
罗之教诫两者间的相关性。与其把禪定境界视为本体或自我价值的评估——比如成就一个更纯

净、更扩展、更与造物之源合一的自我——该比丘仅仅从业与果的角度作观。佛陀对罗睺罗关于
业的广义评论，在这个禪定层次依然适用。 
        此处的业[行动]，即是构成你这个定境基础的辨识。藉着连续重复的分辨动作，直到你对它
彻底熟悉，进而定驻于该境。正如罗睺罗观察对己对人的粗相伤害，藉此发现自己行动之果报，
此处你观察心理动作造成多少扰动，藉此发现入定所缘之辨识的果报。随着对扰动的感知，你可
以改变心理动作，把定力移至一种更精细的辨识上，直到最终能停止一切心态的造作为止。 
        此种禪定修持的核心，包含着自罗睺罗教诫衍生而来的两个重要原则。首要原则是诚实: 能
够不加修饰、否认，不对现存的扰动添加任何注解，同时又不试图否认其存在。此种诚实的一部
分在于，对事物能够单看其业与果，而不把“我是”的自满读入其中。 
        原则之二为慈悲——即，止息苦的愿望——它表现于，无论何处你找到苦与扰动，便不停地
尝试弃绝其因。此种慈悲之效力不仅有益于自身，也延及他人。当你不再受累于苦时，也较少成
为他人的负担; 需要时你更有可能助人一肩之力。诚实与慈悲的原则便是如此支持着智慧哪怕最
精细层次的表达，一直到解脱。 
        此种无扰的空性境界，其长养过程未必平缓直接。它不断要求具备放弃执取所必要的意志
力。这是因为，为了领悟禪定辨识是一种行动，基本的一步是学会定驻、耽溺其中——换句话

说，彻底沉浸于它，甚至达到执取的地步。这是止禪的作用之一。你若不学会充分享受禪乐以达
到持续入定的地步，便不会熟悉它。你若不熟悉，对其后果便不能升起洞见。 
        不过，除非你已按照罗睺罗教诫加以修练，摆脱了粗相层次的执取，即便你通过对定力的执

取，获得了对扰动的洞见，它仍缺乏诚实。由于你尚未修习粗相执取的克服之道，便不能以可靠
方式撬离你的细相执取。首先你必须培养自审业果的道德习惯，透过亲身体验，坚信避免伤害的
价值，无论它何等细微。只有那时，你才能够以清净、真如的方式培养空性禪定的技能，它能够
一路把你带到目标。 
 
空性作为六根与六尘的属性 
        空性作为一种属性，被用于修持的出发点时，趋向一个类似的过程，只是途径不同。空性作
为禪定方式，专注的是扰动与张力的问题，空性作为属性，专注的是我与非我的问题。作为禪定
方式的空性起始于止，作为属性的空性起始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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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一部短经中曾经描述过此类空性(SNXXXV.85《空经》)。对话者仍为阿难，他在经首
发问: 世界以何种方式为空性[2]? 佛陀答，六根与六尘中的每一项，皆空于我或任何属我之物。 
        此经虽未作进一步阐述，但其它相关经文表明，该洞见运用于修持，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
方式是观想佛陀有关“自我”的教导以及“自我”观念如何可理解为心理活动形式的教导。第二种方
式是下一节将讨论的[第三义]，即，长养对诸法非我的辨识[3]，以之为精细定境的立足点。不
过，我们将会看见，这两种技巧终究仍归结为对第一种空性的运用，即作为成就觉悟的禪定方
式。 
        在言及“自我”时，佛陀拒绝说它是否存在，不过对心智如何在渴求的基础上滋长起自我的观

念，他却给过一个详细的描述。出于对喜乐的欲求，我们反复从事被佛陀称为“造我”及“造属于
我”[4]的活动，试图以此掌控我们的乐痛体验。由于“造我”与“造属于我”实为行动，因此佛陀对罗

睺罗的教诫同样适用。无论何时你造作它们时，应当自审是否引致伤害; 如果是，你应当弃绝。 
        这门课在显著层次上，我们孩提时代早已学过。你若把属于姊妹的糖果据为己有，则难免陷
于争吵。她若个头比你大，那块糖果莫如不霸占。我们成长过程所受的实际教育，很大程度上在
于发现围绕某件事物在何处构造起一种自我感有益，何处无益。 
        你若学会按照佛陀对罗睺罗的教诫，处理你的“造我”与“造属于我”之举，你在这方面所受的
教育便会大大精细起来，因为你发现，为了理解“自我”在何处为过患、何处为资粮时，自己不得
不更诚实、更有明辨、更慈悲。在粗相层次上，你发现尽管在多数领域里“我”与“属我”的造作，
只趋向无谓的冲突，在另一些领域里这类造作却是有益的。引导你布施与持戒的“我”，是值得造
作、值得作为一门技能加以把握的。同样，能够对你的行为负起责任、能够甘为将来的大乐牺牲
当前小乐的这类“我”，也是值得造作与把握的。随着修持，这类“自我”引导着你远离伤害、趋向
层次越来越提升的喜乐。正是这个“自我”，最后引导你修习禪定，因为你看见了训练自己的念
力、定力、与明辨力的长远利益。 
        不过，随着禪定使你的敏感性精细起来，你开始注意到“造我”与“造属于我”在内心引生的程
度细微的伤害与扰动。它们能令你执取于宁静状态，以至于排斥任何对“我的”宁静的侵扰。它们

能令你执取于洞见，围绕“我的”洞见增长起骄傲。它们将以这种形式妨碍进步，因为“我”与“我
的”这类感觉，会使你盲目不见宁静与洞见所立足的精细层次之苦。不过，假若你已依照佛陀对

罗睺罗的教诫修习净业之道，便能够欣赏学会连把宁静与洞见也视为空于我或属我[即非我、非我
所]的优点。空性第二义的精髓即在于此。当你把“我”或“我的”标签从哪怕你的洞见与心理状态中
除去时，你如何看待它们? 只以苦的升起、落下之态——即扰动的升起与落下之态视之，不另作
任何增减。随着继续以此种辨识模式深入禪定，你便采纳了第一种空性形式，即以之为禪定的方
式。 
 
空性作为定境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Emptiness.htm (5 of 7) [12/31/2010 10:50:43 PM]



实诚空性的-尊者罗坦尼沙

        佛陀教导的第三种空性——作为一种定境——基本上是利用空性为六根六尘属性的洞见达到
解脱的另一种方式。在一部经(中部MN 43《法义问答大经》)中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位比丘去静处

坐禪，专意辨识六根六尘之空于我或属我。随着他跟踪该辨识，它未把心引向直接解脱，而引向
无色界禪中的无所有处，其中伴随着高度的舍离[平等无偏]。 
        另一部经文(中部MN 106《不动利益经》)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到比丘享受该舍离。若仅

只继续享受，他的禪定不超过此境。但他若把舍看成一种行动[业]——造作的、意欲的——他就
能够寻找由它引致的细微之苦 [张力]。他若能观察到此苦仅在自行升起、消逝，对之不另增减其
它辨识，他便再次把空性当成了禪定方式。藉由不断放下定境中找到的苦因，他最终达到最高形
式的空性，不再有任何心理造作。 
 
空性的智慧 
        因此，后两类空性至终回归第一类——作为禪定方式的空性——这意味着三类空性终究指向
同一个目标。无论把空性解释为空于扰动(苦/张力——原注)还是空于自我，无论它们促进由止禪
培养观禪、还是由观禪培养止禪，它们都使四圣谛之相应任务的修持——了解苦、弃绝苦因、实

现止息、长养止息之道——趋向完善。这些任务的完成即成就了解脱。 
        该过程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从佛陀傳与罗睺罗的净业原则衍生而来，将其用于修持的每一
步，从最初步到最精细。正如佛陀对罗睺罗说，这些原则乃是证得清净的不二法门。尽管多数注
疏中把句中的“清净”定义为戒德的纯净，佛陀对空性作为禪定方式的讨论表明，清净一词在此处

也有心清净与智清净之意。修持的每一个侧面皆从业果角度加以观照，藉此加以净化，这等观照
既有助于长养能够坦承非善巧之业的诚实，也有助于长养成熟的善意，能够继续追求那些伤害、
扰动与张力层次越来越低的业果。 
        这种空性与“缺乏本质存在性”的形而上学空性定义，差别即在于此。后者是描述事物终极本
质的尝试，非是对行为的评估，因此未必与诚实有关。前者则要求如实判断你的心理行为[意业]

及其后果，因此诚实是掌握这类空性的一个要素。 
        因此，最高层次的智慧与明辨，其主要长养之道非来自辩论与逻辑分析引生之智，也非来自
单由认知与标记所得之识。智慧与明辨的成就来自于诚实的滋养，祛除了自满，融合着慈悲之
心。 
        个中缘由如此明显，以至于常常为人们忽视: 你若想灭苦，就需要把它视为值得目标的慈悲
心，也需要坦承过去无谓失慎所造之苦的诚实感。造苦的无明之所以生起，非因你理解力不足，
也非因你哲学上不够精致，以至于不懂得空性的真正内涵; 它来自不愿坦承自己睁眼而为之事正
在致苦。这就是觉醒何以摧毁自满之故: 它令你醒悟到，使自己沦为非善巧之业的一贯共犯的有
意无知，其范围之广泛。这个体验令人警省。面对该体验，唯一诚实可行的做法是开放于解脱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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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把这类空性的成就之道建立在等同于粗相净业层次所立足的原则之上，这使他得以在追
求常规真相与终极真相的修习之间，避免制造人为的二分法。因此，他的终极智慧的实现方式同
时也有助于证实粗相层次的智慧。当你意识到，空性的正解有赖于你对一切行为采取负责、诚

实、慈悲的态度时长养起来的技能，这时你更有可能以此种态度对待自己的一切行为，无论层次
粗显或精细。你更重视自己的一切行动与后果，重视你的诚实感，因为你意识到，这些事直接关
乎彻底解脱的技能。对自己的业与果不可滋长漫不经心的态度，否则你便扔弃了找到真正无为[非
缘起]之乐的机缘。说服自己在寒冷的早晨起身坐禪，在懒散的午后抵制杯酒之诱，所需的技能与
最终证得真如至上宁静的技能实出一辙。 
        佛陀的空性教导便是如此促使你在一切行动中运用智慧。 
[完]  
(原文来自作者文集《清净之心》[Purity of Heart, 2006]} 
 
中译注: 
[1]此为SNIV.115《行处经》。 
[2]本段中佛陀的回答实际上包含了对“世界”的间接定义。在SNXXXV.82中佛陀把世界(loka)直接定义为
衰解中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其识、其触、及由之而起的乐、痛与中性体验。 
[3]指对诸现象或体验的认知不包含我或属我之辨识，或者说以非我之辨识处理体验。这与客观陈述万物
无我并非同义。 
[4]造我=ahamkara/I-making; 造属于我=造我所=mamamkara/my-making。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解析辨识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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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问答选]

坦尼沙罗尊者 
 

答佛教杂志读者问 
 

[作者]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原文版权所有 ©2007  坦尼沙罗比
丘。免费发行。本文允许在任何媒体
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而，编
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公众免费
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文与转载也
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2008 良稹。    http://
www.theravadacn.org ，流通条件如
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登载
本版权声明。 

        2007年7月，美国佛教杂志《三轮》网络版的“导师问答栏”请读者向坦尼沙罗尊者提问，编

者把收集到的问题转给尊者，请他答复后，在网络上刊出。笔者征得尊者同意，全文中译如下: 

 
1.TK321问: 从佛教角度看，如何克服抑郁症? 祝福您。TK 
答: 第一步，参与一些益己益人的活动。这样做，有助于你以一种肯定业力原则[直译:肯定善行价
值的原则]的方式，与人类重新建立起联系。举个好例子: 下决心每天做一件布施。找那些显然用
得上你的帮助的人 作布施——不管是金钱上的捐赠，还是时间、知识上的贡献。一次不需要做很
多。一开始你可以着重帮助那些平常接触不到的人。你还可以找一位朋友加入你的这项活动，这

样可以帮助你坚持下去，直到看见自己心态开始发生好转。
        第二步，去野外停留一段时间，走出你的旧环境，从新的角度省视人生。如前所述，你可以
找一位同情你的益友结伴同行， 使你在野外的时间里思路不致重蹈覆辙。(传统上，这是比丘或
比丘尼们在禅修遭遇障碍时的对治法门，不过我发现它对在家者的多种抑郁心态也同样有效。) 
        第三步，等到你的精力与心理专注力开始恢复一些，接下来要学会把抑郁症拆成小零件，分
而治之。换句话说，不把“抑郁”作为一个沉重的大难题来对待，而是学会识别抑郁发作的具体症
状。这就要求学会观察症状的显现与消失。一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注意什么样的呼吸最
有滋养感。随着你试着维持那股滋养性的呼吸，将会开始注意到，抑郁的阵发症状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消失的，它们是怎么影响呼吸和体内总的能量感，身体方面的症状接下来又怎么能够引
发一系列的心理症状。(我曾经有一位患抑郁症的弟子，在抑郁开始发作时，先是在胃部有一种
特别的感觉。他竭力抵制那种感觉，想把它推出体外，然而那样做，却使自己十分疲劳。随着身
体的疲劳，心理症状成为主宰。因为这种交战极其消耗精力，结果那一天他就会卧床不起。我告
诉他，不要抵制那些症状，而是试着使呼吸保持一种舒适的节奏，同时让这些症状在全身消散开
去。他发现，随着胃部那些不适感的消散，抑郁的症状也缓解了。藉着回避硬战，他没有让自己
陷入疲劳。逐渐地，这些发作变得不那么难以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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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要点是，学会如何观察症状，又不与之认同。抑郁症与一切有害情绪一样，你与
之认同、指称为我时，它便赢得力量。这意味着，你不仅必须观察症状的发生与消失，而且还必
须观察你在这场抑郁症中投入了多大的自我感。一旦你能够看见(1)你从抑郁中得到的是什么;(2)
它怎样不值得你的付出;(3)设想出另类思维方式，质疑以往构造自我身份的方式，改换方式，构
造一个新的、更善巧的自我，也就是，成为一名观察者，既能够与这些症状共存，又不为之压

倒。这里的关键是，不仅观察症状，而且观察给这些症状增添力量的那些思维假设与思维模式。
这使你能够质疑那些假设，并且设计出新的思维方式，使你对那些假设的质疑生效。 
        因此这第三步当中，你对抑郁症的内在问题的对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既透过身——学习

新的、更有滋养性的呼吸方式，引导体内能量的流动; 又透过心——学习新的、更有滋养性的方
式，思考与构造自我感。 
        也祝福你。 

 
2.elizabethg问: 佛教如何帮助戒除酒精与尼古丁的瘾习? 
答: 瘾习的对治与抑郁症的对治，方式差别不大。因此你不妨参考对TK321提问的答复。 
        禅修——特别是观呼吸——能使你在身体出现某些症状、引发酒精或尼古丁的瘾欲时，为你
提供身体舒适感的替代性渠道，不跟着那些症状走。它也给心提供一个安居处，让心得以从那个
角度， 对推动你屈服旧瘾习的那些症状如何升起做观察。你可以寻找线索，看某种渴求如何开
始、它的发展阶段、 以及你对旧瘾实际上可以说“要”或“不要”的那些选择点。具体地说，这样的
观察，能让你质疑“我现在有这种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唯一的办法是屈服于瘾习”的逻辑。
如果你正确地禅修，它会助你在应付这种感觉的另类方式上，增长起素养。这种素养的一部分来
源只在于，你允许自己设想: 其他途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你能够把握它们。瘾习常常由缺乏想
象力造成。你不能想象另类途径，或者你不能想象自己能够采纳另类途径。正确地培育禅修，能
够为你提供开启这两种可能性的坚实基础。同时随着观呼吸培养起来的这种新素养对你表明，那
些另类新途径当中，有些是真实可行的。 

 
3.raymm问: 佛教对于培养良好的新习惯，放弃旧时的坏习惯? 
答: 我在对TK321与elizabethg的答复中讨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因此不妨参阅。在此再讲几条原
则: 
        首先，亲近持良好习惯者。 
        第二，向这样的人请教，他们是如何培养那些习惯的。坦率告知自己在戒除陋习时遇到的困
难。 
        最后，学会客观地审察你自己的行为[业]，注意你的行为何时有害，何时有益。如果你看见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Q&A.htm (2 of 17) [12/31/2010 10:50:49 PM]



问答-尊者罗坦尼沙

它们有害，不要严责自己，也不要自陷于过度的悔恨与否认中。只是注意自己对其果报感到不
乐，因此需要改变那个因。接下来，针对同样情形如果再次发生时你将如何思考与行动的问题，
设想出另一种方式。把习惯的培养与放弃问题，当成一门技能来把握。回忆你擅长的任何一门体
育或手工技能，观想当初你是如何对那门技艺精通起来的。接下来，把同样的态度，带入到你的
一切行动当中。在中部61当中，佛陀对他的幼子罗喉罗给予了一些忠告。他的教导看似简单，如
果你坚守这些原则，它们是行之有效的。

 
4.Justinhoneyford问: 佛教如何帮助我彻底戒除大麻，不再犯瘾? 因为老实说，我现在宁可抽大麻
也不愿熬着，三年来我一直尝试戒除，可一心只想大麻。 
答: 试着不把你自己想成渴求的受害者。反之，试着看你正在做什么，使这股渴求保持其活力。
渴求通常仰仗这样一句说词:“我有如此这般的一组不舒服的身体或心理感受，能够去掉这种感受
的唯一方式，是抽点上好的大麻。”你看见这种想法升起时，就要试着换一套说词。 
        首先，把那“一组”感觉拆解开来。它们非得一起来么? 或者只你是习惯地把它们凑在一起? 试
着对每一种感觉分而治之，它就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善修呼吸禅定，特别是阿姜李所传授的呼吸禅法，可以使人从中学会单凭着调息，对体内能
量流加以调整，在面对身心的诸多不适感时，就有一个应付它们的支点。掌握这门技能，有助于
拆解另一半说词: 为了消除那种感受，唯一的方式是麻痹自己。因为你已经有了证明，存在另一
种干净的能量源，那种能源的过患少多了。 
        有时侯，你可能发现自己退回到刺激渴求增生的旧习惯中，特别是当你未保持全副的念住或
警觉时。不过，一旦发现自己这么做， 就可以用上述办法连续拆解。那样，它就不那么有说服
力，你也不那么感到被牵制了。 

 
5.TK321问: 大家好。有什么办法在日常世界中有效地生起耐心? 
答: 首先，确定你不在给当下，增添过去与未来的重负。换句话说，不要一味想这个不可忍受的
情形已经持续了多久 ，也不要推测它还会持续多久。否则，你会使当下沉重不堪，趋向崩溃。 
        因此，只专注你当下面对的事件。此时此刻，你能忍受么? 
        那样就把问题引向第二点: 你在专注当下时，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能忍受的地方。那样，不可
忍受的那些侧面在心里就不会那么沉重了。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对减轻这个状况能够做什么的问题

上——哪怕只做很小的一件事——而不是放在对那些挡路石的困扰不安上。 
        你做的善事有一天必有善果，哪怕它看起来微不足道，哪怕当下没有显示果报，将来必然会
有结果——试着对此培育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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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215y问: 我们为什么说谎? 故意的谎言，被揭穿的恐惧，继续欺骗的需要，对真相的回避: 我们

为什么这么做? 
答: 因为有时候我们从说谎中获得近期利益。未修练的心有一个普遍倾向，那就是，选择凡是它
能找到的权益之计，也就是寸光之利。 
        正如佛陀所说，智慧不单是一个了解某件事给出的果报将会是善是恶的问题。它更是指一种
决策能力: 某件事即使你不爱做，但自知将引生善果，你能够说服自己去做。某件事即使你爱

做，但自知将引生恶果，你能够说服自己不做。 
        当你想摆脱某个不善巧或不健康的陋习时，不能只看它的过患。还必须观察，直到你看清
楚: 自己从中得到的即刻便利是什么。假若你看不见那个便利，你不会领悟。如果不领悟，你不
能超越它。 

 
7.3wishes问: 有人告诉我，佛教中没有神; 又有人告诉我，佛教一直是有神的。许多西方人似乎被
那个无神说所吸引，但这是否是西方人的误解? 
答: 神祗在早期经文中是有的，但不是作为崇拜的对象，也不是必须服从的权威。他们与佛教所
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如何修心，使之不再造苦——基本上是无关的。 
        早期经文中提到的神祗，范围之大，从类似于[西方传说中的]仙人、天使的树精与天人，一直
到自以为是宇宙缔造者的梵天大神。这些神祗是因为过去的福德而投生于所在的境界，当他们的
福德耗尽时就坠落了。(你过去也可能是一位神，现在又回来做人了。记得这一点，有助于你对

神祗不那么有敬畏惶然之感。) 
        有时神祗有助益，有时没有; 有时他们被形容为多智，有时却被描述为无知、虚伪。(有一段
经文中提到，一位女树精见到一位比丘从河里沐浴后上岸，便从树丛中出来向他求偶。另外一段
经文中，一位比丘在视相中看见一位自称宇宙缔造者的大梵天，便问他色界在何处终止，这位梵
天反复说:“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可征服者、无所不见、无所不能、全权之尊主、制造
者、创造者、主宰者、任命者与统治者、一切已生与来生[有情]之父”。这位比丘——不同于约伯
[译按:见圣经约伯记]——答道: 此非我之所问。最后，那位梵天抓着比丘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
承认自己不知如何答复，但不想当着崇拜他的下属之面承认自己的无知，令其失望。) 
        因此，根据早期经文的描写，诸神祗同我们一样，并未脱离贪、嗔、痴。这一点上，他们远

不及佛陀与他的阿罗汉弟子们。早期经典建议我们，礼遇神祗，祝其幸福，这同我们对其它众生
的态度是一样的。但经典并不建议我们服从神祗，或者只因为某个神灵在你面前显现并主张某种
教说，便加以信奉。佛教注重的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否带着对业力原理的适度信心，运用自己
的智性。神祗是佛教宇宙风景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不一定是圣道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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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harmabum问: 我有一个关于祷告的问题。当我们想要把某人牢记在心，祝愿他们得到护佑与
安宁时，我们应当祈祷么? 我们应当向谁或什么作祷告? 
答: 佛教——至少是佛陀教导的佛教——没有任何你对之祷告的对象。然而，佛教的确建议你，
应当把把他人包容在心，祝愿他们幸福、安宁。这项愿望——特别是心处于高度入定状态下发愿
时——力量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它在世界上制造出更好的气氛，当你有意识地给他人以良好祝
愿时，你会发现更容易找到机会，真正地帮助他们。 

 
9.Wondering问: 我想把我的行为或思维的福德，转送给另一个人，是否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我
怎么做? 谢谢。 
答: 一般来说，福德的转移要求: 
        (1)行福德者把一件善业的福德回向给另一人。 
        (2)而另一人，在得知前者的善行时，有赞同之意。          
        如果另一人不知道、或者不赞同，该福德就没有得到转移。不过，你可以祝福他人，不论他
们知道与否，都能够利益他们。如果你与另一人的关系，可以让你不带尴尬或难堪地告诉他(她): 
“我昨天禅修了，”或者“我上星期为慈善事业捐了一笔款，把福德回向给了你，”那么尽管告诉

他。如果关系不是那样，你或者可以建议那个人同你一起行福德事，或者对那人传佈慈心。
        只有一种情形，不需要当面转告，受者自动知道该福德的转移: 那就是当后者已死亡并往生
饿鬼界的情形。回向给饿鬼的福德，如果他们赞同，据说可以自动收到。这是他们那个境界的食
物。该教导来自一部经(增支部10:177)。其中有一位婆罗门来见佛陀，说自己一直在把福德回向
给死去的亲戚，他想知道那些福德是否真的送到了他们那里。佛陀回答说，如果他们是饿鬼，那
么就收到了。至于被供奉的亲戚投生其它域界的情形，他回向的善意本身，导致他自己的福德的
增进。那位婆罗门于是问: 如果我的亲戚当中没有饿鬼呢? 佛陀答: 每一个活人都有饿鬼亲戚。因
此，要注意把你所有善业的福德回向给你已故的亲朋。 

 
10.Juliana问: 我妹妹对我既嫉妒又竞争。她的孩子们需要我时，我都帮过忙。她比我小十六岁; 
我感到自己被当作了负面母亲的投影。她过去敌视我的母亲，如今母亲年老有病，于是妹妹对她
讲和了……

答: 试着安慰自己，你为她和她的孩子们所做的善事，从长远来看，将不会白费。不要让她态度
里的毒素，毒害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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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cabitza问: 假定恶行既已造成后，其业力不能够影响生命。在佛教的道德观里，是否存在一
种“公平”[justice]的概念(指类似于一报还一报、各人受其应得之回报意义上的公平)? 鸽子在老鹰

的欺压下如何保护自己(或者如何回应)? 
答: 我们有时谈论业力的公平性，不过业力的运作形式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公平性并不对应。以下
稍作解释。 
        业是动机[意志]。每一时刻体验的业力由三部分构成: 旧业的果报、当下之业、以及当下之业

的果报。这就意味着，当下并非完全由过去缘定。例如，面对旧日的恶业果报，你可以采取一种
善巧的互动方式，那样做感受的苦，较之你若以不善巧方式作出回应将可能感受的苦，程度上要
缓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从未说某人因某个特定的业而“应得”苦痛。该业必然依其动机的质量
生起果报，但是为了那些果报被体验到，需要在它们结果的过程中，与之互动。这就意味着，过

去作了坏事的人所受的业报之苦，在程度上不及被他伤害者所受之苦，是有可能的。如果他或她
回心转意，善修禅定，那么当那些有害的业开始结果时，这位禅修者的新技能将会减轻该果报的
痛苦一面，甚至有可能把它完全遮去。 
        另一方面，我们一般的公平感所依据的概念是: 整个事件存在着有始有末、情节明确的线

索。在那样的明确限定之中你可以计算，是谁挑起事端，谁作了数量为X的善事或恶事，谁做的
事多于或少于X，等等。接着你可以作一个清算。不过，轮回的初始点连佛陀也不能确定，事件
的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谁从他人那里受了数量为X的苦，谁又必须赔偿数量为X的苦，
这笔帐你是算不清的。某些业在结生果报，另一些业在结生果报，两者以某种方式在互动，就是
这么回事。由于我们在一天当中按照如此繁多的动机在行动——对于这些动机，我们有时完全清
醒、有时只是半醒——因此每个人的业力种子库当中存储之业，量巨而 质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
说，你要想追究业力运作的全部，不免会陷入精神困境。 
        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不怎么以确立公平为职志。常常我们所做的纠错之举，本身亦不正确。
因此，与其试图纠错，不如你尽量做对——以尽量无伤害的形式——并且尽量防止错事的发生。 
        至于被老鹰攻击的鸽子问题，佛陀允许比丘们在受威胁时，为了自卫可以还击，但是他忠告
说，不要屈服于嗔怒，不要对威胁者升起恶意。最重要的是，他们回击时不应带着杀心。同样原
则也适用于居士。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保护自己——只要你不破坏杀生、偷盗等戒律、只要你能
够保持心智清醒，把注意力放在终止他人的不善巧行为上，而不是放在报复上。做起来必须十分
小心，但是随着修练，并非是我们人类所不可及的。 
        重要的是必须记得: 如果你能够想到的打败老鹰的唯一办法是破戒，那么就让他们赢得那一
场战役。如法句经所说，战胜千人，不若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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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ark问: 感谢您藉着写作与开示提供的教导。我是一名癌症科医生，正在试图理解: 如何把业

力的教导应用于疾病的苦痛? 儿童晚期癌症的痛苦，如何与过去的动机相关? 
答: 事情并非是，各人有一份业力的单本帐目，我们看人时，看见的是他们过去所有善业恶业的
总帐。而是，我们应当把每一件旧业看成一粒种子，并且记得人人都有一个巨大的种子库。有些
种子发芽快，有些长久随眠。同时，每个人随着每一个有动机的行动，又在继续制造新的种子。
任何一个时刻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当下正在发芽与结果的种子。我们不了解那个果报会持续多
久，是否还会有与之相克的其它种子正等着压倒我们当下所见的种子。  
        就疾病来说，这意味着，疾病的痛苦是那些正在异熟结果的旧业与现业的种子的总和。该种
痛苦可能很快终止，也可能长久持续。我们并无先见。我们不能说，此人活该痛苦，因为，在他
或她的种子库里，可能有许多尚未发芽的善业种子。我们自己的种子库或许也储存着种 种尚未发

芽的怪异种子，因此即使我们现在没有痛苦，也不能藉着业力原理，判断自己高于正在受苦的
人。这只是某个时刻谁的种子碰巧发芽的问题。 
        佛陀在讨论自己的导师角色时，曾经以医生自比，他面临的疾病有三类: 一类病无需药物亦
将消退，一类病用药亦不能消退，还有一类病惟用医药方见消退。如他所说，面临某个疾病时，
医生无法了解它属于哪一类，因此必须把它们都当作第三类加以治疗。换句话说，你必须假定此
人有带来该疾病之痛苦的业——或许是前世的业——然而，它也许是即将终结的弱业，另一个在
适当治疗下允许此病消退的种子即将取而代之。 
        因此作为一名医生，你应当视每一个病例有 痊愈潜力，加以治疗，哪怕那些明显是晚期的病
例。尽量使痛苦保持最低，因为患病不意味着那个人“应得”痛苦(见对fcabitza的答复)。你自己要
造善业，使得你将来万一处在同样情形下时，也能找到一位明智而有同情心的医生为你治疗。 

 
13.DrJonno问: 对待囚犯，您的立场是什么? 最恶的人，难道也有一粒善种么? 这又如何影响您对

死刑等方面的思考? 
答: 有关业力的教导表明，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动机。这就意味着——潜在地
——任何人都可以从他/她的错误中学习，作出改变自己行为[业]的决定。 
        如何对待囚犯，可以从佛陀对僧伽成员设置的罚过方式中找到相应的态度。这些方式包括: 
批评、卸职、强制道歉、与整个僧伽隔离等。每一种情形下，处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违犯者改
过，而不是为了报复。换言之，我们希望被处罚的人学会改正自己的行为。我们不是要让他为自
己的错事作出“偿还”。然而，佛陀也知道有些人尚未准备好改过自新。这种情形下，他们被隔离
出僧伽，一直等到能够吸取教训为止，这样他们不会伤害僧伽的其他成员，把后者拖入其妄见之
中。与囚禁对应的，是那些实在不肯悔改的人，那些人需要被关到不能伤害他人的地方。 
        至于死刑，故意杀人(或任何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没有藉口的。杀死一个人，就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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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改邪归正的一切可能的机会。 

 
14.Cassandra问: 如果对轮回重生持怀疑态度，是否仍可以视自己为佛教徒? 
答: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怀疑论者。如果你心里对轮回重生之说彻底关闭，认为那件事绝对不可
能，那么就佛教当中你信奉的那部分，你可以视自己为佛教的同情者。如果你开明地认为轮回重
生有可能成立，但自己还不确定，那么你可以视自己为佛教团体的成员。 
        顺便说一下，对于轮回重生，佛陀从未给出过经验性证明。他只给出了一个务实性证明: 把
轮回作为工作假设，来做一项实验。你在作日常选择时，把轮回当作实有，在这个背景下作选

择。看一看，这个实验促使你培养的意、语、行是善是恶，养成的心理素质是善是恶。负责任的
怀疑论——指对事情不确定、但愿意化工夫了解其真相的那种——应当愿意试一下那个实验。 

 
15.fcabitza问: 西方式的佛法(指更多怀疑论成分、以禅 修为中心、较少侧重仪轨与上师)，是否有
可能? 从东方角度看，常以之为不如法。什么时候会有一乘，拥有足够的生命力，助禅修者灭

苦? 
答: 正如不存在一种纯粹泰国式或中国式的佛法，对于是否会有一种纯粹西方式的佛法，我表示
怀疑。例如，泰系佛教当中就有广泛多样的修法。我选择林居传统是因为，与其它形式的泰国佛
教相比，它的绝大部分行持就是禅修，仪轨形式较少。(就上座部总体来说，不存在传心印/灌顶

[Dharma transmission]的传统，这意味着它不以上师为中心，这一点与藏传或禅宗教派中可见的形
式不同。) 因此，你所主张的西方式佛教的特色，在一些亚洲佛教传统中本来就存在着，并且已
显示其有效性。 
        你的主张当中未受检验的，是怀疑论那部分。“怀疑论者的佛教” [Agnostic Buddhism]这个词实

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佛陀”的意思之一是“觉悟者”。佛陀觉悟了什么? 他觉悟了因果律，也就
是动机[意志]在造作体验当中的作用——简单说，即是业力原理。你若想从修持中获得最大利
益，那么在修持早期、初尝觉醒之前，必须把这项原理作为工作假设。业力原理解释了修心的理
由——动机[业]来自心，因果律确定了动机的可训练性——并且，它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动机本
身，也就是作为修练焦点的心元素。不把这些原理当成工作假设来接受，你的禅修很容易被杂念
带偏。 
        接受业力教导的基本假设，以之为信念，并没有什么真正难点，也没有什么反西方之处，因
为接受这些假设所需的信念，并非是公然违背逻辑推理的那种。它们完全合乎情理，不过除非加
以检验，你并不真正了解它们。所谓业是真实的，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的行为必有其果
报，那些果报由行为所包含的动机所决定，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使自己的行为更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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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多多少少遵循的原则。佛陀只不过建议我们在一切意、语、行当
中一贯奉行而已。对这个原理的信念要求你承担责任，同时也赋予你改变人生轨迹的力量——这

股力量可以一直把你带到苦的终结。 
        具有西方特色的佛法途径将会逐渐发展出来，其中一些将行之有效，这一点我不怀疑。不
过，怀疑论者的那部分——特别是不愿一试上文中我对Cassandra建议的实验的那种怀疑论——是
走不了多远的。 

 
16.diheaberlin问: 我如何与一位导师确立师生关系? 是否直接问他愿意做我的导师吗? 
答: 首先，你对这位导师要有充分了解，确信他/她体现了四种素质: 信念、布施、戒德、明辨。
这就要求你仔细观察他的行动，你自己也努力培育这些素质。同时，把他/她的教导付诸实修，看
看得到什么果报。如果遇到困难，就去问他。要注意他对认真的提问如何答复，因为这是对一位
良师的重要检验。一旦你得到解答，就把它用于实修。再遇到困难，回去再问新的问题。只要你
觉得这样的关系对你有助益，就继续下去。那样，你不需要问，就已经确立了师生关系，假若后
来发现出了错，也可以以最少的责难终结这个关系。 
        还有，对那些在你还未充分了解他们之前坚持要你作出终身承诺的导师，要谨慎。 (相关连

接: 经文选读——如何判断导师)

 
17.stefan问: 禅修会使我成为更好的人吗?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读到，在亚洲，居家人禅修是
很少见的。 
答: 你这里涉及了三个问题。 
        第一:“亚洲佛教居家弟子是否禅修?” 这取决于你所说的是哪一种佛教。在上座部国家中，认

真的佛教居士都作禅修。至于绝大多数对个人佛教修持不十分认真的，他们当中也有人禅修。对

每一个佛教居家弟子来说，无论亚洲也好，西方也好，问题只是: 对真正幸福的追求，他想多认

真? 
        第二:“多数人不做的事，是否就是有益的?” 有许多善良、有益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少
见——布施、持戒、明智的自御，就说这几样——不过那不说明它不是好东西。你不能把多数人
做什么当成你在心智领域的指南。 
        第三:“禅修会使我成为更好的人吗?” 当你正确地禅修时，你会变得更有念住、警觉、慈悲、
明辨，因此随着你的禅修，你变得更好，也更喜乐。禅修成果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非是自动的
——就好比某人去健身房锻炼，却不用他练成的体力在家里帮忙一样——不过如果你决定把你修
得的内在力量付诸于你的其它活动时，你会得益，你周围的人也会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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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owardmass问: 是否存在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征兆，引导你进入更佳的禅境，或者让你知道你
走对了路子? 
答: 当你专注呼吸[气]时，对哪一种呼吸对身与心有滋养、健康效应，要试着敏感起来。学会自由
地调息——使它长些、短些、快些、慢些、深些，浅些，等等——直到你发现一种恰好的节奏。
接下来，学会如何维持那股“恰到好处”感。接下来，观想自己允许它在全身传播。当你能够维持
那种全身觉知感时候，你在身与心两方面都会得到禅定的滋养，那就是你的路子走对的征兆。至
于此后“下一步是什么”，这个“下一步是什么”来自于学会在任何情形下维持这股滋养感，既在禅
修坐垫上，也在离开坐垫之后。这好比给果树浇水。果子成熟起来，不是因为你停止浇水，把果
子漆成熟状。它成熟起来，是因为你继续浇灌，同时对那株树除了水之外还需要什么，培养起了
敏感度。 

 
19.chris_gimblett问: 亲爱的坦尼沙罗比丘，我一直在禅修，至今两年了，最近我的坐禅时间增加
到[一日]两次，每次半小时。我开始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梦，有时让人烦恼。这个情况是否不正常? 
慈心祝福。 
答: 一个有用的比喻是，把你的心看作一池水。早期阶段的禅修使表面平静下来，这就使陷在池
水深处的毒气上升、逸出。这个阶段也许会继续一段时间，不过完全正常，它会过去的。 

 
20.denenbsa问: 假定你发现修持中的禅定那部分使生活的其余部分更糟(例如更不耐烦、发怒)，
是否停一段时间比较有益? 
答: 把你的禅定方式拿来仔细审视一下是有益的，既要检查你带入禅定的动机(是否是为了逃避日
常现实?)，也要检查你的具体修法。有些禅定修法，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指导，有可能激发起不善
巧的情绪，因此你不妨以试一种比平静或舒适的法门，例如给howardmass讲过的观呼吸修法。 
        至于你的态度: 你来禅定，目的不应是逃避生活的其它部分，而是学习一些技能，用来面对

生活的挑战，不受其苦。拿观呼吸为例: 一旦你在坐垫上学会如何以滋养性方式呼吸，在你离开
坐墊，面对当日事务时，要试着维持那种滋养性呼吸。如果你失去那种滋养感，不要责怪当日的
事件。只是告诉自己，对自己的执取在何处，你学了一堂重要的课。接下来，下决心在那类事件
再次发生时，更为谨慎、明察。 

 
21.blueblessed问: 我刚从第二次为期十天的内观密集禅修班回来。不但平时那个宽容的我不见

了，而且不管谁抱怨生活事件，我都不耐烦，以至于他们才讲半句就被我打断。我这是怎么了? 
答: 看一看我给denenbsa的答复，那一位问的是同样的问题。下次你去密集禅修，在最后一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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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花些时间培育慈心。 

 
22.DharmaSeeker问: 佛教与佛教徒似乎在禅修时观想身体的可厌、肮脏。为什么? 既然它只是无
常的俗定。 
答: 问题的关键不是身体，而是淫欲。想一想人们的心被淫欲控制时做出的种种愚蠢、害人之
事。如果你想把自己从那种奴役中解脱出来，就有必要褪除旧的习惯——即把淫欲的对象看成富
有吸引力的旧习——把那个对象看个完整，看清楚皮肤下面是什么。那样，当你的淫欲试图影响
你时，你可以质疑它的真伪，你可以转过来直接看淫欲本身，学会观察它的运作。接下来，当你
看见它如何地不可靠，它的诱惑与其过患相比得不偿失时，你就能超越它。一旦那个禅修法门完
成了它的工作，你就不再需要它了。 
        顺便说一句，俗定的观念无关紧要这个想法，要小心对待。误用了它，会造成大损失。因此
找一找身体的正面用途，也就是，身体的呼吸能量[气能]是可以把握的，它引生强烈的喜感充满

全身，滋养心智，为圣道修行提供力量。同时，要审慎面对心藉用身体促生淫欲感与执取的倾

向。佛陀总是要你从两方面看事物，让你善用俗定事物获得最大利益，又不陷于它们的危险。毕

竟，如果没有俗定，就没有终结俗定的圣道。故当善加利用。 

 
23.meditator问: 我修的是“无选择的觉知”[choiceless awareness]。据我的理解，只有体验，没有体
验者。然而当我专注宁静时，似乎还是有一个与宁静分立的“我”。我怎样才能与宁静 合一，不再
有“我”? 
答: 除了一位彻底觉醒者，否则自我感在所有禅定层次中都以细微的形式存在。即使当“我”已经

与对象融为一体时，仍然存在一种细微的自我感。因此，在禅修时你所要做的，是确保你的自我
感有善巧性: 明智、慈悲、纯净。 
        此外，你应当了解，佛陀从未说过体验者不存在。他也从未说过体验者存在。反之，他建议

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升起的任何动机的品质上，明察哪些动机激发苦、哪些不激发苦。如果你学会
避离造苦的动机，这样做让你对更细微的动机所引生的更细微的苦处，越来越敏感起来，那么你
的善巧的自我感，将会把你引向最终不需要造作自我感的地步。 
        与此同时，懂得动机包含着选择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当你选择不专注任何特定的对

象，不围绕该对象造作“我”时，那里仍然有动机，仍然有选择。因此对你如何理解“无选择的觉

知”， 要作一些更细致的观察。如果实际上存在着选择，你却不以之为选择，你将永远不能从它
们当中解脱。 

 
24.mfranowicz问: 佛教的目标之一是以平和心面对一切境遇，无情绪反应吗? 还是说，能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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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情绪，但不执取它们? 
答: 有关情绪，佛陀最详尽的讨论是在中部137。他一开始，描述了如何利用悲哀、喜悦、舍离等
情绪作为圣道助缘。(是的，哪怕悲哀也可以作为助缘，比如，当你想到自己尚未达到目标而为

之难过时，该情绪激发你对修行付出更多的精力。)接下来，他描述了自己作为导师的相关情
绪。他说，当他的听众不听从他的教言时，他既无满意感，也无不满意感，他的心住于无扰、警
觉。当他的听众听从他的教言时，他有满意感，但即使那时，他的心住于无扰、警觉。因此总结

起来说，彻底觉醒者是完全没有造苦的情绪的; 当正面情绪升起时，他/她亦不受牵扰。 

 
25.herbert W Smith问: 怖畏的本质是什么? 是否有明智的怖畏? 怖畏是否总是关乎未来? 如果处

在当下，是否会有怖畏? 
答: 怖畏有三种成分: 对危险的辨知，对面临该危险的虚弱感的辨知，以及逃脱的欲望。有些怖畏
是明智的，比如当你意识到自己未脱老、病 、死，为将来不受苦迫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时升起的
怖畏。这种怖畏是明智的，因为它激发你审慎，投身于修行，使你能够放开置你于虚弱与险境的
那些执取。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可以遮蔽怖畏——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那么做——但是
它不能斩断执取。为了斩断执取，你需要增强心的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明辨力，使它能
够牢固独立，无需任何执取。 
        若想多了解这个主题，我写过《远离怖畏》一文，不妨一阅。 

 
26.klimax问: 作为一位富有洞见的多产作者，您对于如何促进西方人接受上座部佛教有何看法? 
在《破碎的佛陀》一文中，达弥卡法师提供了详细的看法，您是否有所共见? 
答: 有两点必须牢记在心: 
        (1)上座部佛教不是一件我们试图贩卖的商品。这是一套修练心智、达到灭苦的体系。这个传

统历经多少个世纪传了下来，是因为它行之有效。如果人们不受其吸引，也许是因为他们尚未准
备好修练。这不意味着修练系统需要改头换面。 
        (2)上座部佛教并非是一个统一体。上座部佛教当中，有不少分枝似乎已失去原始的修练法门

而迷失方向。自古至今接触这个传统的人当中，对它有所曲解、有所滥用者为数不少。据我所
知，这种情形在任何人类机构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曾经发生过。作为个人，要看我们自己的决
定，是做一个拾粪人，收集滥用本传统者的错误，还是把时间用在寻找修练系统中仍然保存着的
金子上。我鼓励的是后一种，因为它助我们按照本传统存在的目 的对其善加利用。我们可以把其
余部分，留给其他愿意采纳的人。如果我们出去纠正他人，结果并不能收拾自己真正应该负责的
那一摊，也就是我们内心的不净。 
        我在泰国与上座部佛教的最初接触，并不那么激励人心，不过我有幸遇见了一位导师——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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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放-育提可——他本人的非凡范例，显示出上座部佛教包涵着我在别处未曾值遇的宝藏。他的
榜样也激励我相信，那个古老的传统仍然行之有效，并且对我也可能行之有效。他从未自称代表
整个上座部佛教，在我成为上座部佛教僧侣时，也未被要求宣誓忠实上座部佛教的一切。我现在
主要考虑的，是延续这个修练系统，把它传给其他可能从中得益者。有关上座部佛教的误解不胜

枚举，因此我的文字着重于对本传统作尽可能准确的阐述。人们选择这个修练系统与否，是他们

自己的选择，不过我所要做的是确保人们至少在讯息充分的情形下作出选择。 

 
27.justinhoneyford问: 在上座部佛教里，我常有这种感觉: 作为在家修行者，就像是二等公民。我
们只是做供养食物之类的事。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连佛陀在他的经文中也给人这种感觉。 
答: 上座部佛教没有公民，而是有自愿者。布施是自发自愿的。作为居士，假若你想把自己布施
给禅修，是完全可以的。圣典中记载佛陀给居士作禅修开示的经文为数可观; 还有的经文记载佛
陀谈到他的许多居家圣弟子。相应部还有一系列有关家主质多的经文，他是一位不还者。其中有
的还提到他曾为比丘们说法。这部经不仅被比丘们记载下来，而且多少世纪以来由比丘们代代传

续。因此，这个传统对居士并无不敬。 
        上座部佛教传统当中，僧侣居士之别与内在潜力或价值并无关系。这是一个礼物经济当中不
同的角色与分工的问题。僧侣为了全力修行，放弃了金钱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角色。居家人支持他
们修行，是因为他们作为居家人，得益于周围有全职修行人的存在。当社会的价值观混乱起来
时，他们得以亲近另类传统——圣者的传统——之中的修练者们，这个传统崇尚人的内在善德，
而不是他们的美貌、财富、社会地位。实际上，多数上座部居家护持者们认为参与这样的交换是
一种殊荣，较之不参与这种交流、没有机会亲 近那些全力修行者的人来说，他们更富足。 

 
28.MrKif问: 我可以信任一个收费教授佛教“课程”的组织吗? 还是佛教应当免费传授? 我不介意付
钱上禅修课，但是想对佛教了解得更深入。 
答: 法起始于布施。佛陀免费传法，把它作为布施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位导师不能对他/她所传授
的布施之法身体力行，你要想一想他/她所把握的高深佛法又有多少。 
        当然，佛法免费传授时，也不能保证是真品——某些经济富裕、无须依靠他人的导师对佛法
有奇思异想亦不无可能——不过免费的佛法，较之于包装贩售的佛法，更有可能忠实原始教义。 

 
29.b215y问: 为什么很难找到像诺亚-列维这样的导师? 他与听众的沟通方式很有特色，让你不觉

得自己是一位正欲入门的外人。他的语言带着泥土的质感，使得一般的老百姓都能听懂。 
答: 良师不能够批量生产。做一位良师需要诚实、正直——具备你在一位善知识身上应当找到的
一切良好素质。佛陀对此列出了四项: 信念、布施、戒德、明辨。这些素质是不可能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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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你发现一位导师拥有这些素质，应当为之庆幸。常常有一位就足够了。只是要确保你充
分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位导师学习。多数人度过一生，未觅得任何良师。 

 
30.bapanda问: 作一位小说家，因为言语不真，是否是妄业? 根据想象构思故事，是否等于说谎? 
答: 小说的写作，只要你做到以下两条， 即可算是正业。 
        (1)你表明自己的文字是虚构的(譬如小说开端常见的“本文所有事件人物纯属虚构”的免责声
明)那样，该小说就不算是妄语，因为你一开始就承认描述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2)你在写作时，带着不刺激读者的贪、嗔 、痴的动机。反之，你尝试激发起他们心中良好
的素质，令他们在读完后不仅有所娱乐，而且更有智慧、更具慈悲等等。 

 
31.pema2问: 我喜欢做白日梦，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尽管这样做增进我的创意，却似乎不
怎么有念住。您对于念住与想象在灵修道上的价值，有什么看法? 
答: 想象的最佳用处是，想象你如何克服人生的困难、修行的困难。换句话说，你试着想象行动

的可能性，接着加以实践，看是否引生你希望在内心深处找到的真乐。这样的想象有目的性，因
为它开启新的可能性。没有这种想象，禅修就变成一个枯燥、机械的过程。  
        至于“失念”的想象，你得问一问自己，除了短暂的快乐之外，你从中实际能得到什么。生命
太短促了，不要迷失在不能提供持久幸福的活动中把它虚掷。 

 
32.Rond问: 我了解佛教有关世界是幻觉的概念，不过，既然物质存在与在其中的行动是不可忽略
的事实，那么对于在现实的虚幻之中确立意志奉行他的法，佛教徒又怎么解释? 
答: 佛陀从未说过世界是幻觉。他的言教当中看上去离那句话最接近的，是他说，如果你在受、
想、识等东西里寻找任何实质性的精髓，就好比在一团泡沫、一个气泡、一座海市蜃楼、一株香
蕉树、一场魔术表演当中寻找实质性东西一样。他并未说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即使香蕉树也有
其真实性——而只是说，你不能把长久的幸福建筑在那些东西上。 
        关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他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是我们的行为与动机的产物，而且我们

透过非善巧行为造成的痛苦，是一个真谛。它不是虚幻性的。以灭苦的方式行动的潜力，也同样

是一个真谛。这就是他的四圣谛之中的两谛。因此，我们必须确立意志，使我们的行为与动机尽
可能善巧，这样做，既使得我们能够在世界内部活命却不造苦，也使得我们最终能够从行为与动

机当中解脱。那是件善事吗? 它真正可能吗? 除非你真正确立探索的意志，是不会知道的。 

 
33.AUGUSTpg2问: 虽然我似乎懂得了缘起和空无内在实质性的概念[缘起性空]，我却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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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空性]这个词。您能建议别的词吗? 我想到 ephemeral[瞬逝]和insubstantial[无实质]，那两个
词怎么样? 我爱读您翻译的众多经文，谢谢。 
答: 不谢。 
        佛陀以两种方式使用“空性”这个词。从禅修角度，他讲的是定的精细层次，在其中空无低等
定力层次里存在的细微张力与扰动。从感官体验角度，他讲的是，我们的官感与其对象都是空
无“我”或“属我”——换句话说，那里没有什么内在的“我”或“我的”。 
        至于蕴涵“空无内在本质”[性空]的那种“空”，那是后来由龙树提出的。当时他与另外一些佛教
哲学家辩论，那些人说，每一种体验都具有内在本质。他的反驳是，假若事物有内在本质，就不
会升起、消逝。更重要的是，假若苦有内在本质，就不可能从中获得解脱。基本上，他想要表达
的，就是佛陀已经用更简单的话说过的: 事物依缘而起。(龙树本人，当他把常规层次上的空性等
同为缘起[dependent co-arising,十二因缘]时，就绕到了这里。)如果你想从苦中解脱，只要终结它
的缘，那么作为果报，它就会止息。 
        因此，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语境里的empty[空]，可以用conditioned 依缘]替代，因为这个词有
一个实用性。它把你指向那些因与缘，特别是你力量所及范围内的因与缘，你可以朝着正面方向
改变它们。Insubstantial 与ephemeral的意思无非是: 事物变化得快速。它们没有告诉你，朝哪里看
才能获得解脱。 

 
34.equalizer问: 您对印度教的“不二”之道[Advaita path]有什么想法? 其精髓:“我就是那”。换言
之，我，融合在真、觉知、纯净的意识、梵、或佛性当中。且不论它是哪个教，它与您所代表的
修行道之间，本质上是否存在调和性? 
答: 佛陀教导说，以任何方式定义自我——哪怕以纯净的意识、或是佛性、还是别的——等于是
限制你自己。而且这样做，妨碍你观察自己内心因果的运作方式。你若自认性恶，就不会相信自
己有培育善法的内在资源。如果你自认性善，则难以理解心的善恶状态何以不稳定、有赖缘起: 
常常这导致自满，以为你内在的善将会照应一切。 
        因此，把关于本性或认同的思考放在一边，佛陀建议说，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即刻当下的问题

上: 出于自身无明，不懂得苦因及如何改变行事方式达到苦的止息，你在给自己造成无谓的苦
迫。当你沿着这条道走到终点时，将会证得彻底、非缘起、超越时空的幸福。正如我的一位导师

阿姜苏瓦特曾经说，达到非缘起的幸福时， 究竟是谁在体验、或着它是什么，就不成其问题了，
你不会为此议辩。 

 
35.ananda问: 当今这个时代，彻底觉醒是否可能? 现在那些高年资导师们，多数人老老实实地
说，他们仍然走在修行道上。现有的教导和对经典的诠解，难道不因此值得严肃质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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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我不能替其它传统发言，不过在泰国林居传统当中，有数位阿姜——有些相当年轻——被承
认已证得彻底觉醒。因此它仍然是可能的——如果你全力以赴。 

 
36.jumpalagi问: 经常看见awakening [觉醒]、enlightenment[开悟]、nirvana[涅槃]，这几个词被替
换使用。它们是否真的可以互换吗? 如果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了解这一点重要吗? 谢
谢。 
答: Awakening和enlightenment，这两个词都被用作巴利文/梵文bodhi一词的英译。菩提尊者[Ven.
Bodhi]或许可以说对这个词具有专门的兴趣☺，他选用 enlightenment，因为巴利圣典中bodhi一词

经常与光的比喻相关。我选择awakening，既因为它最接近bodhi的巴利词根的涵义，也为了避免
与十八世纪European Enlightenment[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用词混淆起来。 
        Nirvana是彻底自由。Bodhi是趣向它和发现它的体验。 两者区别的重要性只在于，趣向自由
体验的体验，对于估测该自由是否彻底，有其重要性。正如一部巴利经文中说，首先是法住智[直
译:法的有规则性]，接着是涅磐智。在佛陀对自身觉醒的叙述当中，法住智包括了宿世智、生死
智、漏尽智[直译:对前世的智识、对众生如何随其业力死亡重生的智识，对欲、见 、有、无明如何止息
的智识]。在其它经文的记载中，法住智意味着缘起智，简要说是 知见了，对因果的"无明"如何引
生不善巧的动机[intentions]， 而对因果的明了又如何导致一切动机的善巧，直至一切动机[业]的
终结。只有对动机获得此等洞见，觉醒[awakening/enlightenment]才是真实不虚的。只有那时，才
会有彻底的自由，即，真正的涅槃。 

 
37.millionmeditatorsit: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全世界超过一百万的人将为和平而静坐。请您加
入我们，并且邀请您的朋友加入好吗? 
答: 我和朋友们每天为和平而静坐。不过谢谢你的邀请。 

 
38.bohemeanne问: 我丈夫对色情材料有瘾癖。有不少基督教网站为戒除这种瘾习提供帮助，但我
找不到可以帮助他的佛教网站，您可否介绍一二? 
答: 传统上，佛教对淫欲的对治是观身不净: 看清楚，一切人体——即使是表面上最具吸引力的人
体——是由种种丑陋部分构成(想象把你的所有内肠取出，展示于餐桌的情形); 并且，观想一切人
体都不免将化为 死尸。若想更多了解这个禅修法门，可以在www.accesstoinsight.org[通往内觉网
站]检索“Body”[身体]、“Asuba”[不净]、“Sensuality”[感官欲乐]等条目。除了上述查阅涉及的内容
外，该网站还有一份《身随念》的经文选读，以及阿姜苏瓦特开示集《一握之沙》里的一篇《我
的这个身体》。(那份经文选读显示出，早期佛教谈到身体这个主题时 ，并非完全采取负面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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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无互联网连接，不过有人告诉我，www.luangta.com网站有一组死亡腐烂的尸体图

片，作为这类观想的辅助材料。传统上，不净观是在一位有经验的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因为如果
做的不善巧，可能引生一些极其压抑沮丧的心理状态。 
        对治淫欲的一个不太传统的做法是，修练无量慈心。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一见某人的图片，
就祝愿此人找到真正的内在宁静。一旦这个修持成为习惯，再看色情图片会有不乐感，因为，眼
看这位你衷心祝愿拥有真正幸福的人在 作这等糟蹋自己的事，会升起极度的不谐合感。 
        若想更多了解无量慈心的修法，可在“通往内觉”网站中检索“Metta”[慈心]及名为“Merit”的经

文选读。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7-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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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was like a doctor, treating the spiritual 
ills of the human race. The path of practice he taught 
was like a course of therapy for suffering hearts and 
minds. This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Buddha and 
his teachings dates back to the earliest texts, and yet 
is also very current. Buddhist meditation practice is 
often advertised as a form of healing, and quite a 
few psychotherapists now recommend that their 
patients try meditation as part of their treatment.

佛陀好比是一位对治人类精神疾症的医者。
他教导的修行之道，好比是治愈心意之苦的
疗程。对佛陀及教说的此番解意，可上溯至
最早的经典，却又相当地应时。佛教禅修常
常被人们宣传为疗愈之道，如今颇有几位心
理诊疗师建议病人尝试禅修，以之为疗法的
一部分。 

Experience has shown, though, that meditation on its 
own cannot provide a total therapy. It requires 
outside support. Modern meditator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so wounded by mass civilization that they 
lack the resilience, persistence and self-esteem 
needed before concentration and insight practices 
can be genuinely therapeutic.M any teachers, 
noticing this problem, have decided that  the 
Buddhist path is insufficient for our particular needs. 
To make up for this insufficiency they have 
experimented with ways of supplementing 
meditation practice, combining it with such things as 
myth, poetry, psychotherapy, social activism, sweat 
lodges, mourning rituals, and even drumming. The 
problem, though, may not be that there is anything 
lacking in the Buddhist path, but that we simply 
haven't been following the Buddha's full course of 
therapy.

然而经验表明，禅修本身，是不足以成为一
套完整疗法的。尤其是，现代禅修者受大众
文明的创伤之深，以至于缺乏必要的坚韧、
精进与自尊，达不到真正有疗愈性的止观境
界。不少禅修导师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断
定，佛教禅修之道不足以满足我们的特定需
要。为了弥补这项不足，他们尝试了种种辅

助形式，还添加了神话、诗歌、心理疗法、
社会活动、[印第安人的]发汗屋、哀悼仪轨、
乃至鼓艺等形式，把它们与禅修结合在一
起。然而，问题未必出在佛教之道有什么缺
陷，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贯彻佛陀的整套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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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s path consisted not only of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insight practices, 
but also of virtue, beginning with the five precepts. 
In fact, the precepts constitute the first step in the 
path. There is a modern tendency to dismiss the five 
precepts as Sunday-school rules bound to old 
cultural norms that no longer apply to our modern 
society, but this misses the role that the Buddha 
intended for them: They are part of a course of 
therapy for wounded minds. In particular, they are 
aimed at curing two ailments that underlie low self-
esteem: regret and denial.

 

佛陀的修行道不仅包括了念、定、内明的修
练，还包括以五戒为起点的持戒。实际上，
戒德构成了行道的初阶。现代人往往把五戒
当作[基督教]主日校规加以排斥，认为这些戒
律来自已不适应我们现代社会的旧式传统规

范。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佛陀制定戒律的
本意: 戒律是受伤心灵的对治疗程的一部分，
特别是针对自卑心理的两种病根——悔恨与
否认。 

When our actions don't measure up to certain 
standards of behavior, we either (1) regret the 
actions or (2) engage in one of two kinds of denial, 
either (a) denying that our actions did in fact happen 
or (b) denying that the standards of measurement are 
really valid. These reactions are like wounds in the 
mind. Regret is an open wound, tender to the touch, 
while denial is like hardened, twisted scar tissue 
around a tender spot. When the mind is wounded in 
these ways, it can't settle down comfortably in the 
present, for it finds itself resting on raw, exposed 
flesh or calcified knots. Even when it's forced to stay 
in the present, it's there only in a tensed, contorted 
and partial way, and so the insights it gains tend to 
be contorted and partial as well. Only if the mind is 
free of wounds and scars can it be expected to settle 
down comfortably and freely in the present, and to 
give rise to undistorted discernment.

当我们的行为未能达到某些操行标准时，我
们或者为之悔恨，或者作两种形式之一的否
认，一是否认该行为确实发生，二是否认该

标准的有效性。这些反应，就像是心的诸种
伤创。悔恨的伤创是开放性的，一碰就痛;  否
认的伤创则好比是某个痛点周围的痂疥，硬
化扭曲。心以这些形式受创之后，就难以安
住当下，因为它发现自己停歇之处，不是生
疼外露的血肉，就是钙化坚硬的纠结。即使
强迫它住在当下，它也只能以一种紧张、扭
曲、片面的方式呆在那里，那么它得到的洞
见，往往也是扭曲、片面的。心只有去除了
伤创与疤痕时，才能够指望它舒适、安适地
住于当下，升起真如明辨 。 

This is where the five precepts come in: They are 
designed to heal these wounds and scars. Healthy 
self-esteem comes from living up to a set of 
standards that are practical, clear-cut, humane, and 
worthy of respect; the five precepts are formu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provide just such a set of 
standards.

这便是五戒的用处所在:它们是为了治愈这些
伤创与疤痕而设计的的。健康的自尊来自于
践行一套实用、明确、合乎人性、值得敬重
的准则;  五戒的制定方式，正是为我们提供了
这样的一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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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precepts are 
simple — no intentional killing, stealing, having 
illicit sex, lying, or taking intoxicants. It's entirely 
possible to live in line with these standards. Not 
always easy or convenient, but always possible. I 
have seen efforts to translate the precepts into 
standards that sound more lofty or noble — taking 
the second precept, for example, to mean no abuse 
of the planet's resources — but even the people who 
reformulate the precepts in this way admi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up to them. Anyone who has dealt 
with psychologically damaged people knows that 
very often the damage comes from having been 
presented with impossible standards to live by. If 
you can give people standards that take a little effort 
and mindfulness, but are possible to meet, their self-
esteem soars dramatically as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are actually capable of meeting those standards. 
They can then face more demanding tasks with 
confidence.

 

实用: 戒律所定的标准可谓简单——不有意地
杀生、偷盗、行不当性事、说谎、用醉品。
遵照这套准则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
并不总是容易、方便，却总是可行的。我见

过有人把戒律译解成听起来越发崇高、圣善
的标准——举第二戒来说，把它读成不滥用
地球的资源——但是，就连那些如此另解戒
律的人自己也承认，奉行那些标准是不可能
的。凡是与心灵受创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
道，那种伤创常常来自被要求奉行一套不可
能达成的标准。如果你能够给出一套需要付
出一些努力和念住，但有可能达到的标准，
那么当人们发现自己的确有能力达到那些标

准时，他们的自尊感将会大幅度提升。接下
来就能够怀着自信，面对难度更高的任务。 

Clear-cut: The precepts are formulated with no ifs, 
ands, or buts. This means that they give very clear 
guidance, with no room for waffling or less-than-
honest rationalizations. An action either fits in with 
the precepts or it doesn't. Again, standards of this 
sort are very healthy to live by . Anyone who has 
raised children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y may 
complain about hard and fast rules, they actually feel 
more secure with them than with rules that are vague 
and always open to negotiation. Clear-cut rules don't 
allow for unspoken agendas to come sneaking in the 
back door of the mind. If, for example, the precept 
against killing allowed you to kill living beings 
when their presence is inconvenient, that would 
place your convenience on a higher level than your 
compassion for life. Convenience would become 
your unspoken standard — and as we all know, 
unspoken standards provide huge tracts of fertile 
ground for hypocrisy and denial to grow. If, 
however, you stick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precepts, 
then as the Buddha says, you are providing 

明确: 戒律的条文不带假如、而且、但是之类
的虚词。这意味着给出的指南是极其明确
的，无可适从的含糊与不足诚实的强辩，在
此并无余地。一件行为要么符合戒律，要么
违背戒律。如前所述，这类标准奉行起来是
十分健康的。凡是有过教养孩童经验的人都
知道，孩子们也许会抱怨严格刻板的规矩，
但实际上，这种规矩比 起那些含糊不明、多
有回旋余地的规矩，他们觉得更有安全感。
明确的规矩不允许隐秘用心的存在。举例来
说，假设杀生戒允许你在其它生灵的存在对

你不便时把它们杀死，那样就把你的方便放
在了高于你对生命的慈悲的位置。方便与否
即成为你的潜在标准——我们都知道，秘而
不宣的潜规则为虚伪和否认的滋长提供了大
片的沃土。不过，你若是坚守戒律界定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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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mited safety for the lives of all. There are no 
conditions under which you would take the lives of 
any living beings, no matter how inconvenient they 
might be. In terms of the other precepts, you are 
providing unlimited safety for their possessions and 
sexuality, and unlimited truthfulness and 
mindfulness in your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When you find that you can trust yourself in matters 
like these, you gain an undeniably healthy sense of 
self-respect.

准，那么如佛陀所言，你就给众生提供了无
量的安稳。没有任何条件能让你夺取生命，
无论机缘何等不便。你所持的另外几条戒，
也让你对众生的财物安全和性安全，提供了
无量的保障，也让你在与众生的交流之中，
为他们提供了无量的诚实和念 住。当你发

现，自己在这类事情上能够信任自己时，便
获得了一种自尊感，无可否认，它是健康
的。 

Humane: The precepts are humane both to the 
person who observes them and to the people affected 
by his or her actions. If you observe them, you are 
aligning yourself with the doctrine of karma, which 
teach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s shaping y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re the intentional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you choose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is means that you are not insignificant . Every 
time you take a choice — at home, at work, at play 
— you are exercising your power in the on-going 
fashioning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inciple allows you to measure yourself in terms 
that are entirely under your control: your intentional 
actions in the present moment. In other words, they 
don't force you to measure yourself in terms of your 
looks, strength, brains, financial prowess, or any 
other criteria that depend less on your present karma 
than they do on karma from the past. Also, they 
don't play on feelings of guilt or force you to 
bemoan your past lapses. Instead, they focus your 
attention on the ever-present possibility of living up 
to your standards in the here and now. If you are 
living with people who observe the precepts, you 
find that your dealings with them are not a cause for 
mistrust or fear. They regard your desire for 
happiness as akin to theirs. Their worth as 
individuals does not depend on situations in which 
there have to be winners and losers. When they talk 
about developing loving-kindness and mindfulness 
in their meditation, you see it reflected in their 
actions. In this way the precepts foster not only 

合乎人性: 戒律即对持戒者，也对受其行为影
响者来说，都是合乎人性的。你若持 守戒
律，就等于是遵奉业力原则。根据业力原
则，在影响你如何体验世界的力量当中，最
重要的是你在当下选择的动机的 思考、言
语、身行。这意味着你并非是无可作为的。
每作一次选择——在家、在职、游戏时——
你都在世界的持续造作当中行使着你的力
量。同时，这项原则允许你，从完全由你掌
控——即你 的当下动机——的角度，衡量自
己。换句话说，业力原则并不迫使你从相
貌、气力、脑力、商业才干等等更多地依赖

你的旧业而不是现业 的角度衡量自己。再
者，戒律不刺激负疚感，也不逼着你痛 悔旧
时失误，而是令你把注意力放在即刻当下一
直存在着的圆满持戒的可能性上。如果你与
持戒者共同生活，就会发现同这些人交往，
不会是引生不信任或恐惧的因缘。他们把你
对幸福的欲求视为己出。他们的个人价值不
依赖于那些必须分出输赢的场合。当他们谈

论在禅修中发展慈心和念住时，你发现这也
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以这种方式，戒律滋
养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个体，而且也 滋养着一
个健康的社会——一个自尊与互敬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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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individuals, but also a healthy society — a 
society in which the self-respect and mutual respect 
are not at odds.

的社会。 

Worthy of respect: When you adopt a set of 
standards,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ose standards 
they are and to see where those standards come 
from, for in effect you are joining their group, 
looking for their approval, and accepting their 
criteria for right and wrong . In this case, you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group to join : the Buddha 
and his noble disciples. The five precepts are called 
"standards appealing to the noble ones." From what 
the texts tell us of the noble ones, they are not 
people who accept standards simply on the basis of 
popularity. They have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to 
see what leads to true happiness , and have seen for 
themselves, f or example, that all lying is 
pathological, and that any sex outside of a stable, 
committed relationship is unsafe at any speed . Other 
people may not respect you for living by the five 
precepts, but noble ones do, and their respect is 
worth more than that of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值得敬重: 当你采纳一套准则时，了解它们由 
什么人制定、看清其出处，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在效果上， 等于你是在加入那些人的团

体，寻求他们的赞许，接受他们的对错标

准。在这里，没有比佛陀和圣弟子的团体更
值得加入的了。五戒被称为“圣者赞许的准
则”。根据经典对圣者的描述， 他们不是那种
因为某种准则普遍流行便予以接纳信受的
人。为了觅得真乐之道，他们投注了自己的
生命。并且，对于一切妄语都 是病态，稳

定、负责的性关系之外的性事俱不安稳等等
诸如此类的例子他们已经亲眼见过。别人对

你持守五戒也许不以为然，但圣者们必然会
敬 重此事。他们的敬重较之世上任何人的敬
重，价值更高。 

Now, many people find it cold comfort to join such 
an abstract group,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not yet 
met any noble ones in person. It's hard to be good-
hearted and generous when the society immediately 
around you openly laughs at those qualities and 
values such things as sexual prowess or predatory 
business skills instead. This is where Buddhist 
communities can come in. It would be very useful if 
Buddhist groups would openly part ways with the 
prevailing amoral tenor of our culture and let it be 
known in a kindly way that they value 
goodheartedness and restraint among their members. 
In doing so, they would provide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the full-scale adoption of the 
Buddha's course of therapy: the practice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cernment in a life of virtuous 
action. Where we have such environments, we find 
that meditation needs no myth or make-believe to 
support it,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a well-
lived life . You can look at the standards by which 

诚然，不少人觉得加入这么一个抽象的团

体，得到的慰勉温暖不足，特别是当他们还

没有亲自遇到一位圣者时。在周遭社会公然
讪笑善心、布施等素养，推崇性能力和商业

霸略的情形下，维持自己的善心和布施确不
容易。佛教诸团体的价值正在于此。如果它
能够公开地与环境中的不良主调分道而行，
善意地肯定对本团体成员的善心和自律的珍
视，那将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做，他们将为

全面采纳佛陀的疗程——那就是，在行为守
戒的生活之中，修习定力与明辨——提供了
健康的环境。哪里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就会
发现，禅修不需要神话或假想的辅助，因为

它扎根于正善而活的现实。你可以看一看自
己奉行的标准，接下来舒适地修练呼气、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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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live, and then breathe in and out comfortably — 
not as a flower or a mountain, but as a full-fledged, 
responsible human being. For that's what you are.

气——不是像一朵花或一座山那样[1]，而是
像一个成熟、负责的人那样。因为你就是那
样的人。 

[1]译注: 此处意指持戒者无需前文所述的种种辅助手段,而是藉观想自身的戒德,升起喜乐满足,修出入息
念 。 

最近訂正 10-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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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婆夷清-那那容笔名高选隆[Khao-suan-luang]，可说是二十世纪泰国最杰出的女性佛法导

师。1901年出生于曼谷以西叻丕府一个华商家庭，她在一母所生的五个子女中排行老大，加上继

母后来所出，则居八子女之首。母亲信仰甚笃，从小便教给她晚课、守戒等基本的佛教行持。据
她后来回忆，六岁时目睹母亲孕期与分娩时经受的苦难，满心怖畏厌离，以至于初见那新生儿
——“一个安睡著、头发黑黑的红色小东西”——竟逃家三日之久。她在年岁不大时即立意绝不屈
就在她看来无异于奴役的婚姻生活，个中缘由与这段经历、加上后来父母离异必经之痛不无关
系。 
        青少年时期，她靠经营小生意赡养年老的父亲，余时专心阅读佛法，修习禅定。她的禅修卓
有进展，在老父命终那年教他坐禅，居然成效可观。父亲死后，她继续经商，期待有足够积蓄后
退隐，余生全力修行。她的姑母与姑丈在叻丕城外皇苑山 [泰语高选隆.原注] 的丛林附近有一栋小
屋，两人亦有志于佛教修行，她时常去该处闭关。1945年二战后生活渐趋正常，她结束生意，与
姑母姑丈迁居山林，三人开始全力禅修。一处废弃的僧寮原是他们为自己准备的小小闭关之地，
后来逐渐发展为女众禅修中心，至今仍有活力。 
        当时这个闭关之居的生活甚为节俭，因早期罕有外来资助。不过，即便后来该中心远近闻

名、颇有建树之后，同样的简朴生活仍保持著，以其益于克服贪欲、骄慢等杂染，又使心有卸重
之乐。在该中心修习的女性皆食素，戒烟草、咖啡、茶叶、槟榔等刺激物。她们每日聚会、诵

经、集体坐禅、讨论修行。优婆夷清体力尚健时，会主持一些专门的参修晤谈，成员们汇报各自
的修证，之后由她开示其中要点。本书收集的多数谈话便是这类聚会的录音记载。 
        中心成立的早期，亲友们在特别的日子里结伴前来护持并听优婆夷清说法。她的开示与修持
有高水准的消息传开后，来访者越来越多，加入这个团体的女性也越来越多。1950年泰国引进磁
带录音后，法友们开始为她的说法录音，1956年其中一群人把她的录音整记印刷成一本小册子，
免费发行。至60年代中期，以高选隆为笔名发行的免费佛法文献——优婆夷清的诗偈与说法——
已势如潮水。更多的人受吸引前来她的中心，自此确立了她作为泰国著名的佛法导师(无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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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地位。 
        优婆夷清可说是位自学成就者。虽然在青年时代常常拜访寺院，从中学得禅定入门，她以独
自修习为主，从未正式求师。她所受的教育多来自阅读——巴利经文与当代导师的著作——并以
绝对诚实之心，亲自体证，严格检验。她的后期教导显示受佛使比丘著作的影响，但将其见解加
以演变，独具个人风格。 
        她在晚年患白内障终至失明，但仍修行不懈，同时继续接待有志于佛法的来访者。她于1978
年去世，身前指定人选，把中心交付一个小组。她的妹子优婆夷宛当时已担当起中心的主要护持
者与协调者，在优婆夷清过世几个月后加入该团体，不久成为负责人，直到1993年去世。如今该

中心再次由集体管理，已发展为可容纳60人长住的修行团体。 
        近来有关女性在佛教中的作用论著甚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优婆夷清虽在个人修行与为其
他女性提供修行机会方面卓有成就，有关泰国佛教女性的社会历史类书籍中却未提她的名字与她
所创建的团体。这就说明，作为修道的佛教与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主流佛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
的，我们在讨论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问题时，有必要记住这个区别。 
        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主流佛教，无论居士僧侣，在所传入的各类社会中流变适应——如
此彻底，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原始教义已被完全扭曲。从佛教传统最早的几个世纪起直到现

代，一些群体既受佛陀教导的感化，同时又宁可改造那些教导以方便一己之需、而非以教导为标

准改造自身，于是创造出所谓的“品牌佛教”。这就解释了当我们在比较各类佛教——譬如日本佛
教、西藏佛教、泰国佛教等时所发现的大幅度差异，同时也解释了何以不同国家的众多佛门女性
屈就于多样的社会角色。 
        不过，真正的佛教修证，即便在名义上的佛教社会中，历来是逆世间观念而行的。无论何
地，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自身的延续。其世间价值的设计，乃是以维持其成员在持续的经济中
直接间接地有用与多产为本。多数宗教透过强调利他主义为其最高的宗教情操，允许自身为这些
价值观念本土化[domesticated]，主流佛教亦无例外。所传之处，本土化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僧侣

与居士投身于形式不一的社会服务，以博爱与事奉他人的成功度，衡量个人的灵性价值。 
        然而，佛陀指出的实修并未赋予利他主义以如此之高的价值。实际上，他对那些专为个人的
灵性福利而修持者的赞扬，胜于对那些为他人牺牲个人灵性福利者(增支部4.95)——这一教导是
主流佛教特别是大乘传统中的主流佛教倾向于抑制的。修行的真道在于寻求出世之乐，一种内心
独有、彻底超越世间、不一定以任何社会功利形式表达的不灭之乐[undying happiness]。成就此道
者或有担教，或有不教。担教者被认为高于不教者，然而那些不担教者，又被称高于自身尚未有
成即演教宏化者。因此个人修道所成，非其社会功能，方为衡量个人价值的真正标准。  
        主流佛教，以其易被本土化之程度，常与佛教的真修实证背道而驰。女性对此的感触主要在
于，她们没有与男性均等的出家机会，面对现存的机会，又多受阻挠。比丘尼僧伽传统由佛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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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上座部承传近千年前因战事与饥馑而遭中断，佛陀对其复兴并未提供机制。(同理于比丘僧
伽的承传。万一中断，也是无可恢复的。)因此在上座部佛教国家中女性仅有的出家机会是成为

八戒女或十戒女[指离家梵行的女居士，译注]。 
        由于这类持戒女无正式组织，她们的地位与修行机会因地点不同，差异颇大。在泰国，最有
利的地区是叻丕府与邻界的佛丕府——或许是受当地孟族文化的影响——传统上长期存在一些深
受尊敬的独立女庵。不过即便在那里，教育质量随庵不同也有大幅度差异。不少女性宁可选择附
属于[男]寺院的持戒女团体，这也是泰国其它地区的基本模式。 
        寺院为持戒女提供的机会，就修行的自由时间与教学质量而言，也同样因地而异。对附属于
寺院的持戒女团体来说，一个主要的过患是，持戒女的地位明显地处于男僧之下，不过在好一些
的寺院里，这种情形因重视佛陀对座次的教言而有所改善: 这仅是为僧团决策过程的次第连贯性
而设计的社团规范，座次并不意味著个人的价值，因此这种排列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持性别歧视态度的比丘固然是存在的，他们把男性处境的优越误解为男性性别的优越，不过

所幸的是，持戒女无须起誓服从，若发现气氛压抑，可自由转换团体。在较好的寺院里，修持精
深的持戒女得到住持的公开同意，可以摄受大批个人弟子。例如当前曼谷最活跃的佛法导师中有
一位名为阿玛若-玛立拉的女性，放弃医师生涯，加入了一个附属于泰国东北禅修寺院的持戒女
团体。经过几年的修习，经寺院住持的支持，她开始担教，如今出版的书籍数量可观。不过，这

样的个人实属罕见，不少持戒女发现自己沦为独身主妇[意谓忙于寺院杂务，译注]——在她们看来
虽比实际的家庭主妇自由得多，仍远不能满足全力修道之愿。 
        尽管泰国女性的禅修机会远非理想，也应注意到，主流佛教对男众修行亦多有障碍。出家之
门对男性虽敞开无阻，比丘们发现自己很少受到鼓励，全力投身禅修。村居寺院的比丘长期以来
被敦促学医，以便担当起村内郎中之职，或者被鼓励研究占星术，以便为村人卜相算命。这两项

活动虽受戒律禁止，却极受居家人欢迎——以至于直到近前，一位村居比丘若非承担两者其一，
则不免被视为逃避职责。城市学院僧们长期以来被告知，涅槃之路已不复存在，全力修行无异于
浪费时间，把主要精力投入行政职务，余时略习禅定，方为最有收获的僧侣生涯。 
        除此之外，父母们虽从小鼓励其子短期出家，然而当他们加入僧团后一旦流露出放弃家业、
永为僧侣的意向时，常转而施压，令其还俗。即便是乐见其子永久为僧的家庭，也常劝他们放弃
林居修行的艰苦生活。 
        在某些情形下，主流佛教之状态对修证的障碍已如此显著，人们开始尝试体制改革。在上座
部传统中，这类改革仅在高阶比丘得到在位政治力量的支持，从上到下引进时方见成功。这个模
式的经典范例为第一次集结，这是在佛陀入灭的第一年内，为把世尊的教导标准化以便记诵传

世，由王权护持，专门召集的聚会。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这类模式的改革可以做得相当彻底，有
时简直是铁面无情。不过近代这种改革在范围上有限得多，并且只在以下情形下取得一定成效，
即: 倡导时不以强制，而以增进机缘为形式——例如，提供更可靠的经文版本、改进教育水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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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支持戒律的严格持守等。当然，无论这类改革如何实施，它们只限于外相，因涅槃的证悟
非法令所能饬知。 
        泰国持戒女协会为这类改革运动的一个现代实例，它在泰国王后与全国高阶僧侣的主持下成
立，目的是为全国的持戒女提供一个组织架构。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为少数女众提供了受教
育的机会，然而它的建会目的并未达到。协会负责人员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持戒女，我个人了解
的持戒女当中多数却回避入会，因为她们不觉得协会的领导本人值得敬仰，也因为在她们看来，
入会并无显见之得，却牺牲了个人的独立性。这个观点也许源自于泰国边远地区人们的常见态度:
与中央官僚权力机构的接触越少越好。 
        至于从下至上引入的冲突式改革，它们从未受到上座部传统的认可，在上座部佛教史上也从
未记载过成功之例。经典中仅有一次提到这类改革，那就是提婆达多分裂僧团事件，起因与加严

某些戒律标准的改革要求有关。经典中对他这项尝试的记载，采用了如此强烈的负面措辞，以至
于该事件在上座部心态中记忆犹新，使得绝大多数佛教徒不愿提倡冲突式改革，无论看上去何等
合理。这也是有道理的: 任何需要以冲突方式迫使他人接受一己之见的人，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无
欲、谦逊、不与人纠缠、淡泊知足、退隐等素质——这正是佛陀制定的、衡量某个动议与其倡导

者是否如法的标准。 

        此外，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人们为政治动机作幌而推行宗教改革，当他们的野心受挫时，
便抛弃其追随者使之无所依恃。即便某些事例中的对抗型改革者本质上似有利他之心，他/她总倾

向于夸大该项改革的社会效益以赢得支持，因此就损伤了这项改革与实修的关系。此类事件的经

验使上座部佛教徒对冲突性的改革总体上持谨慎态度。 
        因此，既然体制改革的机会有限，对那些为数不多、不惜脱离主流佛教决意修行的男女来
说，唯一所剩的途径，便是追随佛陀本人的足迹，走上一条可称为个人或者说独立的改革之路: 
放弃社会流行的价值观，独自出走，忍受社会的非难与边缘地带的艰苦生活，寻找任何生活与行
持于主流价值之外的可靠的禅定导师。若无这等导师，专意求道之士则必须单人匹马地修练，尽
己所能恪守经文之教——这是为了防止被自身的杂染引上歧路——从根本上依止佛、法、僧。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颇具常识性智慧。但凡只肯在物质资粮、地位与赞誉——佛陀称之
为世间诱饵——有保障的条件下修道者，多半是不能够付出修证本身所要求的奉献与自律的。 
        因此，从修证角度上讲，主流佛教所起的功能是激励真正专意求道者离开主流、走进丛林，
那里是佛教的发源地。至于那些宁愿居于社会者，主流佛教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与宗教需要，同时

使他们对那些出世求道者，倾向于有某种敬畏与尊重之感，非单以迷失者视之。 
        这就意味著真正的佛教修证，历来徘徊于社会与历史的边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佛教
史历来徘徊于修证的边缘。查看佛陀第一代弟子之后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只有少数几则修行僧
尼的轶闻。载入史册的僧侣唯有学问僧、争议事件的参与者、以及传教僧。当前有人把尼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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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上]的默默无闻视为第一代弟子之后杰出的比丘尼师不复存在的证据。然而，印度山奇上
座部佛塔上的铭文所罗列的主要捐资者当中有一些比丘尼的名字，这仅在该尼师拥有大批弟子信
众的[Sanci,现存最早的佛寺遗址,其中最早的佛塔由阿育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译注]情形下才有可能。
因此可以公平地认为，著名比丘尼导师固然存在，然而她们专意修行，不事学术，并且——亦如
专意修行的比丘——由于禅定上的成就乃是史家无从评判之事，她们的名字与言教在历史记载中
被忽略了。 
        因此，从原典到现代的这段时间里，对于某个特定年代中男女的修行机缘，我们只能作一番
推测。尽管如此，根据对泰国状况的考察——在它受西方显著影响之前——可能存在著以下动

态: 禅修传统倾向于维持至多两三代，它们起始于甘愿忍受开拓佛法修行道之艰辛的魅力型先
驱。由于精进成果的正确性需要多年的检验——并非所有的开拓者皆已灭尽愚痴与不诚实——他
们的角色要求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大规模的护持若来之过早，可能使该运动流产。假
如时间证明，先驱者们的确忠实体现了正道修行，那么随其教导与修持之名声的传播，会开始吸
引弟子与护持者。有了护持，艰苦不再迫人;生活轻松起来，修持也随之松懈，一两代之内便衰退
到不再激发护持的地步，最终该传统，连同开创者言教之记忆，一并消失。 
        在某些情形下，这类传统在消失前，其榜样可能形成一股影响力，促进广泛变革，主流宗教
在惭愧与激励之下，至少暂时对真修实证转持正面态度。其它情形下，修行传统只影响一个有限
的圈子，之后无波而止。当然对受益者来说，历史影响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即便仅有一人得益，
证得涅槃之法，该传统便成功了。 
        当前在泰国，我们正目睹这个过程以数条线索展开，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媒体为我们提
供了各修行传统中多位导师的说法与行持记录。在僧伽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修行传统乃是由两位农

家之子阿姜索-堪塔西罗与阿姜曼-布里达陀于上世纪末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下确立的林居传统，当
时泰国的中央官僚集权正积极地压制任何政治与宗教上的独立运动。我们手中无阿姜索说法的直
接记录，仅有一两本阿姜曼的开示小册子，但却有著两人承传弟子成卷成册的教导。女众当中主
要有优婆夷清的修行传统。尽管她本人已去世，该中心的女众每夜聆听她的录音，继续免费印发

她的开示，使她的言教活跃于世。 
        这两个传统皆有其脆弱性: 林居传统正因其盛名，示现出不久可能趋向消失之相，高选隆中
心的女众们则面临著魅力型领导去世后禅修水准能维持多久的问题。此外，大众媒体的出现——
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倾向于使形象比内涵更具影响，使性格较品格更显份量——必然改变佛教主
流与佛教修道的动态，其趋势不尽乐观。虽如此，这两个传统至少都保存了一份记载——其中一
部分以本书形式体现——既可激励后代，也启示我们，无论何样的品牌佛教把握主流，不可避免
地引向歧途，佛教修证之道仍可被任何男女行者重新开启。 
        (本文为英译优婆夷清的开示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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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訂正 11-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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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无常观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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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1]为佛家洞见之焦点——众所周知之下，已经衍生出一句耳熟的快语:“佛教不就是讲无
常么?”不尽为人知的是，这一焦点有其框架; 无常既不是洞见的发端，也不是它的终结。本著追
求真乐的愿望，评估无常，进发一问，乃是洞见之起点; 成就一种超越无常的福乐，方为洞见之
终结。当这个框架被遗忘时，人们为此教说自创语境，并且常以为佛陀的上下文与之等同。目下
归托于佛说的语境有以下两种: 
 

        无常的洞见，教会我们不带执取地接纳我们的种种体验——在即刻当
下充分品尝其力度，藉之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亦完全懂得，不久我们必
须把它放下，转而接纳下一个体验，无论它是什么。 
 
        无常的洞见，教给我们希望。因为无常包含在事物的本质当中，没有
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哪怕我们的自我身份也一样。无论处境何等恶劣，任
何事都是有可能的。无论想做什么的事，我们都能够做到; 无论想住于什
么世界，我们都能够创造; 无论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成就。 

 
        上述第一种诠解提供的智慧，是指当你有现时、个人的愉快体验时，虽宁其无变，却懂得如
何消费; 第二种无常诠解提供的智慧，是指当你希望变化时，懂得如何去生产变化。这两种解释

虽然有时被当作互补的洞见并列提出，其间却存在一个实际性的冲突: 假若诸体验如此瞬逝可
变，生产它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 对于良性的变化，我们若不能够全然安住于它们带来的果
报，又如何能找到真正的希望? 我们岂非是在自造失望? 
        或者，这正是人生无可回避的悖论之一? 来自多种文化传统的古语民谚似乎同此一说，劝告
我们以谨慎的欢悦和冷静的舍离应对无常: 修练自己不执取自己的行为果报，接受继续尽善地生
产瞬逝之乐的必要性，不要质疑，因为除此之外的选择惟有怠惰与绝望。这一观点时常也归托为

佛陀之见。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AllAboutChange.htm (1 of 5) [12/31/2010 10:50:59 PM]



观佛教无常-尊者罗坦尼沙

        然而，佛陀并非是不加质疑接受一切之辈。他的智慧在于意识到，生产喜乐的努力，只有在
该变化[无常]过程可以被善加经营，达到一种不变之乐时，才有其价值。否则，我们便是强制劳

动营里的终身囚犯，被迫不停地生产着可娱的体验来平息饥饿，同时却发现它们如此空无实质，
永不能令我们满足。 
        从此番领悟出发，引发以下一问，在佛陀的看来，方是洞见之起点: 
        “什么事，当我做时，将引向我的长远的福乐?” 
        这一问，可谓是衷心真切，发问的动机是一切行动背后的那个欲求: 达到付出所值的福乐层

次。因为发问者领悟到，活命需要付出精力，如若不慎，多少次生命可以虚度。正是这一问，连

同其中蕴涵著的领悟与愿望，为佛陀的无常观提供了背景。仔细审视，我们就会在其中找到他对

无常之生产与消费的一切洞见的种子。 
        “什么事，当我做时，将会趋向……”此问的前半句，注重的是人的业[行为]的生产，及其潜
在的果报。觉悟前的佛陀离家走进丛林，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人之业[行为]可以成就的最高极限
是什么? 它是否有可能引向一个超越无常的维度? 他的觉醒即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证实——前提
是，如果能把业发展到适当的善巧层次。他于是教导说，存在著对应于四种善巧层次的四类业: 
其中的三类，在时间与空间的周期之中，分别生产出乐、苦、两者混合的体验; 第四类业则引向
超越业、达到时空维度之外的一个福乐层次，从而便消除了进一步生产任何福乐的需要。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诸种活动要求有时间与空间，那么超越时空的福乐，据其本质，则既不是
造作的，也不会消费掉。因此，当佛陀达到了那种福乐，走出了生产与消费的种种模式之外时，
他就能够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活动在常规体验之中究竟起著何等泛滥的作用。他看见，我们对

当下的体验是一种活动[an activity]——是某种每时每刻地、从旧业提供的原材料当中造作或者说

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甚至还造作出自我身份，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感。同时，我们试图在自产品
中消费但凡可 以觅得的任何喜乐——尽管在消费喜乐的欲望支配之下，我们往往吞下了苦痛。每
时每刻，生产与消费相互交织: 我们一面生产体验，一面消费体验; 一面在消费体验，同时又在生
产体验。我们消费乐与痛的方式，根据我们的善巧程度，在当下与未来，又可以产生出进一步的
乐与痛。 
        佛陀之问的后半句当中，“我的/长远的/福乐” ——这三个词组，为衡量我们追求真乐或者说

真福的善巧层次提供了标准。(原注: 巴利词 sukha 在此可译为乐、福、适意、喜。) 把这几个标准
应用于我们消费的那些体验: 它们若非是长远性的，则无论何等愉快，都不是真乐。若非真乐，
便无理由称其为“我的”。 
        这一洞见构成了佛陀教导之三相的基础，目的是为了对受缚于时空之常规体验引导出一种离
欲感。三者之首的 anicca ——无常——为此说之轴心。 Anicca 适用于一切变化的事物。该词常
被译为 impermanent——不永久，实则它是 nicca ——可变/善变——的否定，意思是: constant
——恒稳; dependable——可靠。一切善变的事物自非恒稳。“不永久”与“不恒稳”，两者的区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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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只是语义上的，不过这一区别对于 anicca 在佛陀教导中的用法来说，却是至关重要。正如早
期经文中反复指出的那样，如果某事物是 anicca ，那么其它两个特征自动跟上: 它便是 dukkha 
——苦，便是 anattā ——非我，也就是说，不值得称之为我或我的[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即非我
所]。 
        如果我们把 anicca 译为 impermanent——不永久，那么这三相之间的关联性似乎有争论余
地。不过，我们若把它译成 inconstant——不恒稳，并且从佛陀原来的那一问出发审视三相，个
中的关联性便清晰起来。如果你想为长久的福乐寻求一个可靠的基础，那么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善
变的事物上，显然是寄托到了苦处——就譬如坐到一把不稳定、随时可能折腿的椅子上试图放松
一样。如果你领悟到，你的自我感是某种由意志与造作生成的东西——而且是你选择制造了它
——那么就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围绕任何无常、苦迫的体验，继续制造“我”、“我的”了。你将
转求上善。你不会把制造那种体验作为你的修持目标。 
        那么对那些无常、苦迫的体验，又如何处置? 你可以视其为一无可取加以摈弃，不过那就浪
费了。到底你已经劳烦把它们造作了; 况且实际上，正是藉著对这类体验的应用，你才能够达到
目标。因此，你可以学著把它们作 为达到目标的工具; 它们的作用，则取决于生产这些体验所付
出的活动是什么种类: 其中一类生产出有助于达到目标的福乐，另一类则于目标无益。有益的活
动，佛陀名之为“道”，它们包括布施的动作[业]、持戒的动作[业]、禅那或者说定的动作[业]。尽
管这些活动也服从三相，但较之一般感官欲乐的生产与消费之业[动作]， 它们生产出的福乐相对

地更为稳定、安全，具有更深的满足与滋养。因此，如果你瞄准的是一种无常循环之内的福乐，
那就应当在布施、持戒、禅定的活动中生产那种福乐。不过，如果你宁愿瞄准一种超越无常的福
乐，这些活动藉著发展觉悟所必要的心智的清晰度，也同样有助于你。总之，它们是值得作为技
能加以掌握的。它们是你的一套基本工具，因此你要使它们保持性能良好，随时可用。 
        至于其它的乐与痛——譬如涉及感官欲乐之追求的，以及纯粹随身心之存在而来的乐与痛
——可以把它们作为你用诸工具加以处理的对象，作为趋向觉醒的明辨所利用的原材料。从三相
角度细心审视——观察它们究竟何以无常、苦、非我——你对继续生产与消费这些东西的倾向会
渐次减弱。你会看清，造作它们的瘾习性冲动，完全源自于爱、嗔、痴等诸态中体现的饥饿与无
明。当这些领悟对造作出来的体验与造作的过程升起离欲时，你便进入了趋向不死[the Deathless]
的第四种业道。 
        这条道包含两个重要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来到的情形是，对感官乐痛的一切爱与嗔已被离
弃，仅余下对定境之乐的执取。到了这一步，你就转过来同样从你过去用来审视感官体验的三相
角度，审视定境之乐。此处的困难是，你已对定的坚实性已依赖过强，不愿寻找它的过患。同
时，入定之心的无常[不恒稳]，较之感官之欲，远更为精细。不过，一旦你克服了寻找那种无常
[不恒稳]的不愿感，探得的那一日必然来临。那时，心就能够倾向不死。 
        那便是第二个转折的发生点。如经文中指出，心在遭遇不死时，可能视其为心之所缘[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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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即一种心理素质 [dhamma,法]——接著造作一股对它的贪爱与喜悦之受。于是，生产

与消费这股贪与乐的那个造作起来的自我感，便阻碍了彻底觉醒之道。在这一步，三相的逻辑必
须作一个新的转折。原来的逻辑——“凡是无常的皆苦，凡是苦的皆非我”——开放的可能性有: 
凡是恒稳的可以是(1)安适; (2)我。前一种可能性确实成立: 凡是恒稳的，确实安适; 不死实际上正
是终极的安适。不过这第二种可能性却非是对待恒稳事物的善巧方式: 抓紧恒稳作为自我，便卡
在了执取上。为了超越时空，必须超越对自我的生产与消费的造作，这就是何以圣道的终结洞见

是:“一切法”——无论恒稳与否——“皆非我”。 
        当这一洞见完成其工作即克服对不死的爱或乐时，彻底的觉醒便达成了。那时，即便圣道也
被放开，而不死则继续著，不过它不再是心的一个所缘。它就在那里，根本就先于时空的造作，
又远离时空的造作。一切为自己的幸福而生产和消费的动作终止了，因为已经找到了一种无时相
的安宁。并且，在此福 乐之中，一切心所都已经被放下，恒稳与无常、苦与乐、我与非我，都已
不再是问题了。 
        因此，佛教无常观的语境是这样的: 它是逼近目标的一个途径，这途径既看重[2]人的努力的
潜在效能，也看重人的那个基本欲求，即期望力有所值，期望无常[的业]有可能引向一种超越无
常的福乐。洞见无常的焦点，在于发展趋向真乐的善巧技能。它对三相——无常、苦、非我——
的应用，不是为了对存在作几句抽象断言，而是为了引导对[求乐之]技能的掌握，为了指点对行
道进展的估量。以这种方式应用时，三相便引向一种超越三相、超越诸种生产与消费活动、超越
整个时空的福乐。 
        当我们理解了三相的这个语境时，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常常误托于佛陀的有关无常的生产与
消费的洞见，仅有一半的真实性。就生产来说: 尽管以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我们可以从当下的原
材料当中，生产出几乎任何东西，包括惊人的一组自我身份，问题是: 什么才是值得生产的? 我们

执迷不悟，用生产和消费无常的喜乐和无常的自我，已经把自己囚禁住了，然而，却存在这样一
种可能性: 利用变化[无常]，逃脱这个牢狱，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福乐。我们是想善用那种可能
性，还是想在射入囚室的阳光之中吹肥皂泡以度过余下的时光，试图从它们转瞬破灭的飘旋模式
中得到喜乐? 
        这个问题与消费的智慧是相关的: 从我们无常的体验中尽量有所收获的意思，并不是接纳或
者汲取其力度。反之，它意味著面对它们所提供的乐与痛，不将其本身作为瞬逝的追求目的，而
是当作觉醒的工具。随著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被提供著原材料——有的可爱、有的可厌。与其
欣喜地接纳它，或者厌恶地抛弃它，我们可以学著善用它，来生产出开启狱门的钥匙。 
        至于所谓对业之果报不予执持的那份智慧: 在佛陀的上下文里，这个观念只有在我们深切关
注自身行为的果报，希望把握趋向真正自由的因果过程时，它才讲得通。换句话说，我们不幼稚
地强求自己的业无论善巧与否一律有即刻的乐果，塞入锁中的每一件物事定然能自动地把门打
开。假若我们过去造就了不善巧业，并且导致了不良的果报，我们要坦承过失，发掘出那些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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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过失的缘由，从而能够学会如何在下一次发生时加以改正。只有当我们具备了耐心，能够客
观地看待自己的业果时，我们才能够藉著对无效之钥的研究，最终造出那把有用之钥。 
        以这个态度，我们可以尽善地利用无常的过程，发展出把自己从无穷无尽地生产与消费的牢
狱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技能。随著解脱，我们便投入真乐的自由之中，这种福乐如此真实，它超越
了把我们引向该境界的那原始一问的言辞之所及。再没有什么是我们必须作的了; “我的”和“属
我”的感觉已经弃绝; 甚至那意味著时间的“长远”一词，也被无时相所抹去。余下的福乐远远超越
了受缚于时空的福乐概念可以描述的范畴。彻底独立于心之诸所缘，它不可污染、不可改变、无
限、清净。经文上告诉我们，它甚至超越了“全部”与“一切”所描述的范围。 
        佛教的整个修持目的正在于此。 
(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文集《清净之心》) 
 
译注: 
[1]无常，巴利语 anicca,英译多为impermanence, inconstancy,有干脆译成change者。本文中作者是对流行于
西方佛教圈子里的若干无常观的演绎所作的一番评说，因此延用的是change。尊者本人对 anicca 的英译
是inconstancy,理由在文中已作解释。 
[2]此句的看重，原文是take seriously，意为重视，严肃对待，还可以解释为较真，不以之为虚谈。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三辨识》 
                  《非我相经》

最近訂正 11-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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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入这个世界时，不曾随带一本手册。没有谁给我们解释生命中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
事有必要了解。什么时候感到痛苦，什么时候感到相对安适，这我们是知道的，不过，我们知道
的大概就是那么多了。随著年龄渐长，会有人给我们解说。人类较之动物的一个优势就在这里。
没有谁给一只狗或一只猫解说生活之道。在马克－吐温那篇绝妙的小说里，倒是有那位狗母亲给

她的孩子们解说人类的世界。那当然是文学的杜撰。故事的有趣之处是，那位狗母亲的知识混淆
不堪。“ Presbyterian” [长老会教友]是狗的一个品种;  “heroism” [英雄行为]的意思是“农业”——诸如
此类。实际上，讯息混淆，也是人类世界的危险之一。父母从小教给了我们一些事，他们也可能
把那些东西全搞混了。 
        因此，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而我们又必须在没有确定讯息的情形下作出许多决定。生命之
中，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这一生又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漫长故事中的一段，还是只有发生在此
时此地的生、老、死——这一个故事，全部的故事？我们的业[行动]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似乎是
在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似乎是在作某些选择，那些选择似乎产生一些果报，那些果报又似乎
存在某种规律。有些业似乎引生善果，有些业似乎引生恶果。不过，真相实如所见吗？我们真不
知道。　 
        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在按照什么引生乐、什么引生痛的假设行动——乐与痛，那两件事，我们

在体验时确实是知道的。不过问题是，对喜乐的追求是否真正值得，还是我们该去找别的东西？
这些问题，无一有可靠证明，于是我们按照种种假设[无确证的行事逻辑]行动。 
        你来禅修时，已经是在按照某些假设行动了。假设之一是，修心是值得的。那就意味著你相
信，你的业[行动]是重要的，知见和修练将对自己如何行动，起关键性的影响。那就是相当大的
几个假设，不过，审视自己的生命，你知道，过去按照那几个假设行事时，曾经给自己带来了至
少是部分的福乐。 
        那就叫做一个务实性的证明。它不是一个经验性的证明。经验性的证明，应该能够跟踪从我
们作出决定，到付诸行动，又从该行动，到体验果报的那股能量的轨迹。你必须带著对照组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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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验，还要能够以极其准确的方式测量喜乐。不过那是做不到的。所有那些号称已在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不同收入层次者当中做过的幸福感测验：你要人们在1到10的范围

内，给自己的幸福感打分时，那算什么科学？你的8与另一个人1到10范围内的8相比，又是什
么？ 
        因此，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都不存在真正的经验性证明。然而却存在着一种个人的务实性
证明。你会发现，当你按某种假设行事时，似乎会产生某种特定的果报，而某些假设会比其它假
设，引生出更好的果报。佛陀要你照之行动的就是那类证明。他教导了业的原则，他说，业是真
实的，是你的动机决定了业的果报。在佛陀的时代，有些人说，业是不真实的，它只是貌似存在
而已。不过佛陀却说，看一看那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按照业不存在的假设生活的吗？他们

在不同的行动轨迹中，挑选择取，就此舍彼，这表明，在务实层次上，他们仍然相信业[行动]是
重要的，某些业比其它业可取，某些业比其它业善巧。诸业[诸种行动]对你的福乐[喜乐,幸福,安适]
的确是有影响的。 
        当时还有人说，你的业并不真正引生乐与痛。乐与痛是自生的、是随机的。然而，那些人偏
又推究出一个理论，解说为什么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有必要信这个理论，怎样循照那个信仰生
活。换句话说，他们还是相信知见是重要的，业是重要的，某一种业比另一种业更可取。 
        佛陀所建议的业的看待方式是以下这种：是什么样的一组信仰，引导你以某种善巧方式行
动，得到了善果报？有一种你自己才能知道的或大或小的福乐感。你不能把自己的福乐与他人的
福乐作比。不过，你可以朝内观省。 
        因此，佛陀从未试图为他的业的教导、轮回的教导提供一个经验性的证明。那些声称科学已
然证明两者之一、或者自己已然用某种经验方式予以证明的人们，并非是在帮衬佛陀的教言。这

些东西实际上是不能证明的，真正懂得经验证明的人将会因为那种声称而看低佛陀的教言。佛陀
本人没有试图给出一个经验性的证明。但是，他的确说过，如果你以某种方式行动，将会在生命
中得到一种更大的安适感、更大的福 乐感。而这些行动[业]必然是要依赖某些特定假设的。 
        譬如，轮回的问题：如果你相信这一生，就是我们的一切，而且生命的结局并无确定，你会
坐在这里禅修吗？也许会，也许不会。那都是相当随机的。你会慈心待人吗？也许会，也许不
会。不过，如果你确实遵照这样一个假设行动——即，此生是一个更长的故事的一部分，该故事
由你的业塑造而成，而你的业又是由你的心塑造而成——你一定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修心，使它更
仔细、更谨慎。你会付出但凡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把心置于良好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建议我们把他的业与轮回的教导当作一个工作假设的道理之一。他说，他
在觉醒的过程中得知，此生实是一个由许多次生命构成的更长故事的一部分，那个故事已经进行
了漫长的时间，而且有潜能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继续下去。换句话说，轮回的原理是真实不虚
的; 修心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最终止息那个故事的说法也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当轮回不复存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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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来一种更大的福乐。不过，他也说，即使这件事不是真的，藉著假设它是真的，你仍然会度
过更喜乐、更美好的一生。 
        因此，当你对佛陀在这些主题上的教导有疑思时，要记得，我们大家都按照假设行动。问题

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那些假设没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或者照之行动的假设已被表达，但对

其种种后果我们还没有弄懂厘清。这就意味著，当我们遇见一个表达完整清晰的假设时，也许反
而感到怪异。我们必须回顾自身：对业、对生命、对福乐、对因果关系在生命中的作用，我们自
己的假设是什么？接著再问，有哪些假设，当我们照之行动，当我们使自己的行为与那个信仰一
贯一致时，真正引生了最大程度的福乐？ 
        那就是信仰在佛陀教导中的作用。对我们西方许多人来说，信仰这个词已担上了一个恶名。
某些圈子里，它被作为一种美德推给我们：某个特定的主张或思想越不合理，你对它越有信仰，
则越优秀——这是对人类心灵的折辱。我们必须把不合理、不自恰[自相矛盾]的教说当作信仰，
对它们的信任程度，必须超过对显现在眼前或内心的证据的信任——这种告知不啻为一种折辱。 
        所幸的是，那不是佛陀教导信仰的方式。对他来说，即便经过推理接受某些事物，也仍然是
一种信仰。仅仅因为某事合理，不能保证它就是真的。不过，当某件事合理时，照之行动而无内
在冲突，就容易多了。他还要你在信受某事时，提醒自己你真正知道的是多么少。你照之行动的
那些假设也许看上去是最合理的，而且至今为止在你的经验中以之为行动准则也许给出过最好的
果报，然而，你越明白这不构成真正的知见，越会促使自己继续修练，直到获得真知。 
        佛陀举过一个林中猎象人的例子。那位猎象人想抓获一头大公象为自己做工。于是他进入森
林，看见了一些大号的象足印。正因为他是位经验丰富的猎象人，他没有即刻冒然得出结论：这

必然是大公象的足印。毕竟，还有一些大足的矮雌象。它们干不了他的活。不过，他懂得那些足
印有可能属于大公象，于是继续跟随。 你注意到，他是在跟随。他没有说：“哎，我不确知，不
如放弃吧。只有当我知 道它将引向一头大公象时，我才愿意跟随下去。”他要一头大公象，但不
确定它在哪里。这条线索看上去最有可能，于是他就追踪下去。接著，他看见树干的高处有一些
擦痕。再一次，他没有冒然作出那必然属于大公象的结论，因为还有一些带牙的高雌象，可能是
它们留下的。不过他继续跟踪那些足印。最后他来到一块空地上，在那里亲眼看见了一头大公
象。那时他才确知，自己已经找到了想要找的大公象。 
        佛法修证也是同一个道理。当你体验到禅乐时，当你证得神通时：那只是一些足印和擦痕。
真实的东西是当你体验不死之时。你意识到，你照之行动的那些假设——业的力量、因果的真谛

——从佛陀时代到现在，一直是有效的。你假设，自己如果以某种方式行动，果报倾向于服从某
种模式，你假设，在这短暂不定的生命之中把时间尽量用在修心上是值得的：你发现，那些假设

生效了。它们把你引入一种你自己确知的真乐。你知道这种喜乐不依赖五蕴，不依靠时空。这种
喜乐将不会被身体的死亡触及。那时你才知道，自己找到了那头大公象。 
        那时你才真正知道，佛陀的教导是真实不虚的。因此，你意识到自己对某些事加以信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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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并无真知——懂得这一点，就要激励自己继续修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都不应视为罪
咎或某种必须加以否定的东西，因为那样做会在心里制造出许多不诚实。反之，你承认它们的存
在，以此激发自己进一步修练，直到有一天亲证自知，确定无疑。 
        以这种方式，佛陀关于业与轮回的教导对你的才智不是一种折辱，反是一种激励，促使你运
用自己的才智，把自己从投生在其中的无明状态下解脱出来，知见不死之乐。    
(根据2008年2月2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四集》) 

最近訂正3-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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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教导修证时，把它比作了一条道，言下之意之一是，这条道有一个可达的目标。你走
这条道，是因为它会把你领到你想去的地方。道理似乎明显，不过我们却读到多少人在说，道路
即是目标[the path is the goal]，或者说，那是一条无目标之道[path without a goal]。那是什么道?　
它谈不上是一条道。不知那些话怎么讲。 
        想一想佛陀追求觉醒的故事: 它不是别的，就是一个道与目标的故事。首先，他掌握了若干
极其高等的禅定层次——他的几位早期导师把它们当作目标教给了他。一个是无所有纬度，一个
是非想非非想纬度。然而，佛陀意识到，这两项成就都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于是他离开了那几
位导师，去尝试寻找另一条修练之道，那条道必须把他引向自己的目标——不死，一种恒常不
变，远离老、病 、死的安乐。 
        于是，他一度尝试了极端苦行之道，没有成功——试了整整六年，可想他所寄予的成功期望
有多大。一个人不会让自己经受如此严酷的折磨，除非他相信这样做将会有所回报，或者，除非
他对自己的坚忍生出某种骄傲。然而，六年之后，他意识到，那条道达不到目标，给不出果报。
于是他甘愿放下那份投入，放下那股骄傲，另求上善。 
        就在那时，他忆想起儿时父亲执犁耕作期间，自己坐在树下进入初禅的情形。心 里升起一
问: 这可是那条道? 他的心给出了直觉的答复: 是的。 
        于是他沿著那条道行走，发现它包含的不止是禅那的修练——那只是正道要素[道支]之一。
当他最终达到不死时，意识到这条道另有七项要素。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这些要素共同协作，
把他带到了不死。这条道的确把他领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因此，他所传的第一件事便是道，并
且余生以之为他的教导核心。 
        佛陀后来有一次把自己比作一位穿行於密林，找到一条古道的人。这条道已经被乱草覆盖，
不过他沿道而行，发现它引向一座昔日繁华的古都。楼宇略颓，犹尚可居。仍不失为一座辉煌的
都邑。于是他走出森林，告诸国王: 命手下扫清道路，它将把你带往这座美妙、辉煌的都邑。 
        因此，遍布于佛陀言教的一个比喻是，如果你沿著这条道行走，将会到 达某个极其殊胜的境
地: 远离老、病 、死; 全然无为的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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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佛陀早期的成就，也就是无所有纬度和非想非非想纬度，又当
如何看待? 毕竟，佛陀在其它数部经中的确指出，这些境界也是可以用作修行道的。以之为基
础，可以发展趋向解脱的明辨。那么对待佛陀早期禅定成就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首先要记得，佛陀的几位早期导师把这些成就当成了目标。一旦达到，就停止了，就修完
了。你可以继续练习这些境界，不过除此无他了。你不能沿这些道去任何地方。然而，佛陀把它
们视为引向某种更高远的目标的途径。换句话说，他用它们作为进一步作观的基础。他没有把它
们看成目标，而是把它们当成道。他没有把目标与道等同。他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这就好比某人艰难跋涉，穿过一座丛林，终于来到一条平坦大道上。可是他没有沿著那条道
去一个好地方，而是在路上躺了下来。那就是佛陀过去那几位导师的做法。你知道躺在路上会发

生什么。你会给撞倒。老、病 、死随时会碾压过来。 
        因此，当你到达那条大道时，要沿著道走下去。你发展定，同时发展所有其它圣道的道支，
接著你会发现，它的确引向某种特别的东西。因此，不管你听到什么无目标之道、道路即目标之
类的谈论......就在最近，我读到某位静坐三十年的禅修者写的文章。他自称富有经验，又说，一
直以来什么进展也没有，然而自己觉得很好，因为禅修的整个意义就在于此: 意识到无处可去。
我不知道哪个更教人气馁: 是这么长时间里他修得如此糟糕，还是他做一位糟糕的禅修者感觉如
此良好。 
        那种人，你是不能太信任的。你不能把他们当作向导。佛陀教导的是证果的种种技能。他
说，那就是衡量任何修练的标准——它所引向的果报。在教导卡拉玛人时，他告诉他们，当你亲

自看见，按照某种做法趋向一种无咎之乐时，就继续做下去。如果你看见，某条道受到智者的赞

扬，就继续走那条道。如果某种做法引向根植于贪、嗔 、痴的不善巧的行为，引向杀生等破戒的
行为，引向妄见、恶意等等之任一时: 要意识到那条道会把你引向恶趣，因此不要朝那里走。要
沿著确实给出善果报的那条道行走。 
        因与果、业与报的这整个关系模式，就是我们的指南。它是我们检验什么是善道、什么不是
善道的标准。因此，当有人吹嘘他们有一条不引生果报的道路时，你知道他们不是在走一条善
道。你要找一条引生果报的道、一条不看低欲得善果者的道。你听人说：“你想要安乐？一种无
缘起的安乐？真可怜。”——那种说法是很可悲的。想要一种彻底无咎的安乐、一种不从任何人
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的安乐，有什么错？如果你没有那种乐，你在生命中能找到的乐，就是会从他
人那里拿走什么的那种。 
        前一阵我读到一位[西方的佛教]导师说，他不愿意活在一个没有苦的世界里，因为那样他就不
能发挥同情心——那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愿望。你希望存在受苦的人，因此你可以享受对他们的同
情？你的幸福感需要以他人的痛苦为食？最好的理想是，走一条不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依赖任何人
的修行道。然后你可以把那条道指点给他人。如果他们受到触动，也可以修。那就是佛陀的教导

方式，至今未有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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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一个目标，并没有错。正如佛陀所说，来自意识到自己尚未达到目标的悲哀，远胜

于耽享感官之乐。他讲到世间或家主之悲，与出离者之悲。家主之乐，与出离者之乐。家主之
舍，与出离者之舍。家主之悲是意识到，自己想要愉悦的色、声、香、味、触，却只得到不乐。
对多数人来说，解决的办法是去找乐，也就是家主之乐。 
        然而，佛陀没有建议那样一条道。他建议，如果你有家主之悲，要试著代之以出离者之悲。
换句话说，即使外面的情形不舒适，那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还没有在内心找到一
种不死之乐。当你想到自己尚未达到不死时所来的悲哀，就要激励自己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修练

趋向出离者之乐的那条道。那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内心修成的素质确实引向觉醒时升起之乐。从
那里出发，你走向出离者之舍，也就是当你证得目标时心的平静。 
        人们常常以不成熟的态度对待目标，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导师说，禅修时，要放下一切关于目
标[证果]的想法。对短期禅修[班]来讲这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态度，不过长期下去，会导致这样

一些禅修者: 他们的禅修体验是什么进步也没有，同时又对那个没有进步产生一股反常的骄傲
感。长远角度的解决办法是，对你的目标，培育起成熟的态度，你意识到尽管修道也许费时，但
你懂得这是一条善道，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從中得到欣慰。这才是确然会引生果报的成熟态度。
有一种不死之乐，藉著你的精进能够得到。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不能够。 
(根据2008年2月2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四集》) 

最近訂正3-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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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本可以用几句关于涅磐空性之乐的鼓励性言辞，结束他的传法生涯，但他没有那样做。
他的临终之言是一句告诫: “藉由appamada[1]，成就圆满。”(SN6.15)  “藉由appamada”的常见英译

—— 诸如 untiringly/不怠地、earnestly/热忱地、with diligence/勤奋地，等等—— 转达的涵义是持
续、坚定的努力。这些译法给人的印象是，佛陀的最后启示为“坚持修练”。不过，这个词在数种
亚洲语言中的译意却另有曲折。斯里兰卡注疏中把appamada译成“不松弛的具念”; 泰文将之译成
审慎、警惕、谨慎、当心。圣典本身在另一场合把appamada定义为谨慎地守护心，不落入染垢心
态，同时增强信、精进、念、定、明辨等心理素养(SN48.56)[2]。根据这些诠释，佛陀的最后启
示并非仅是指“坚持”，他的意思是:“不可自满。警惕危险。守护心的良善素质。不可失足于戒备

松懈。” 
        这些诠释同样也有助于理解佛陀强调appamada之重要性的其它情形，譬如他曾经说，
appamada是通往涅磐之道，又说，一切善法[善巧之心理素质]根植于appamada、汇聚于
appamada、以appamada为首。单以“持续的努力”作解，是不能满足appamada一词在这些段落里
的作用的，因为不智的努力有可能造成各种各样的破坏。不过，有了警惕与审慎所提供的必要视

野，则可以使努力不离正轨:  警惕与审慎令我们对自己造苦—— 对己对人造成无谓之苦—— 的潜
力保持警戒;  同时又教会我们信任自己—— 假若慎微得当，我们有能力止息那些苦。 
        谨慎与信任的这一兼行感，乃是以坚信业力原理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坚信我们的诸业不
可轻视，造苦与不造苦的区别事关重大; 坚信善巧与非善巧业的诸原则具有充分的模式，令我们

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有用的教训。同时，正是这种谨慎与信任的兼行感，使得appamada在修
道中的功能如此重要，它既提供了踏上善巧业道的原初动力，也提供了令我们行道不偏、直趋涅
磐的内在制衡。没有对圣道的深度信任，则难以尝试修证; 没有对任何有为之乐的潜在危险的深
刻意识，则易于退失。 
        这主要的危险当然在于，心有自我欺骗的创意潜能。不过，佛陀不同于众多其他的宗教人
物，他并未仅仅建议我们，若不能信赖自己，则应当置信于他。反之，他为我们提供了修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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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长养可信度的方式，也就是审视最倾向于对自己说谎之处—— 即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业报

[行为的果报]。 佛陀在初次教诫幼子罗睺罗时曾经告诉他，在执行动机之前应当首先观想，只有
在看见欲做之事不会造成伤害时才可以实行。在行动过程之中，他应当观想其即刻果报，假若正
在导致任何意外的伤害，他应当停止。在行动之后，他应当观想其长期果报，假若看见造成了伤

害，他应当下决心不再重犯。如未见伤害，他应当以之为乐，继续修持。 
        这正是有关正直[integrity,质直]的基本教诫: 学会看清何处可以信赖自己，何处尚不可信赖，
同时—— 藉著反复亲身地检验业果原理—— 使自己成为可以一贯信赖自己的人。随著你发展出
这种内在的正直，你对遇到的任何教说或导师作一番评估，也就容易起来，因为在这里，佛陀也
同样建议采取警惕的态度，用业果原理加以检验。评估教说的方式，是看你把它们用于实际时是
否造成伤害。评估导师的方式，不是看他们是否具有特殊力量、神圣权威、或开悟传印，而是看
他们的行为[业]是否造成伤害。 
        审慎检验，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粗相行为[业]，而且适用于心的最细微的运作:  你对感官刺
激的反应，你最精深的禅定或非禅定体验。无论你正在做什么—— 特别是当你似乎不在做什么时

—— 不可自满。仔细地、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哪怕最细微的苦或扰动，学
会放开导致该苦的你的现行动作[业]。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不再有什么可以放下。 
        你的审慎感/appamada便是以这种方式，确保你一路走向涅磐。借用一句熟悉的比喻: 假若修
持如同建房，那么审慎/appamada不仅是地基，也是墙与屋顶。 

[1]appamada: 古汉译不放逸。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8-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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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你出生在一个亚洲佛教家庭，父母教给你有关佛教的第一件事，不是某个哲学原则，而
是礼敬的姿势: 见到一座佛像、一位比丘或比丘尼时，双手合十于心前行礼。该动作一开始显然
是机械性的，不过随著时间的推移，你将学得相应的礼敬心态。如果你学得快，父母将把它视为

孩子聪慧的一个征兆，因为礼敬对任何学习能力来说，都是最基本的。 
        长大一点，他们也许会教给你这一姿势的寓意:  双手合拢，形如莲苞，那是代表你的心，你
把它拿出来，接受训练，使它变得明智。父母的期望是，随著你对佛教修证的果报熟悉起来，你
的礼敬最终将转为恭敬与崇敬。以这种方式，他们对西方人的那个老问题——佛教的哲学一面和
宗教一面哪个先行——给出了一个快捷的应答。在他们的眼里，礼敬的宗教态度，对于增长任何
哲学性的理解，都是必要的。对他们来说，两者并无冲突，而是相互促进。 
        这与典型的西方态度不啻为鲜明的对照。西方人在佛教的宗教与哲学这两个侧面之间，看见

了一种根本的差异。哲学的那一面似乎如此理性，给自力赋予的价值如此崇高，佛陀觉醒的核心
洞见——因果法则——又是如此抽象。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理由，从一门开端如此抽象的哲学当
中，会发展出一种虔诚[devotionalism]，其深度不亚于种种奉神宗教里可见的任何相应态度。 
        不过，假若我们看一看巴利圣典中讲述的虔诚——以礼敬、敬服、恭敬、敬拜、崇敬这一词

语群所表达的那个态度——就会发现，圣典中关于礼敬的道理，不仅根植于佛陀觉醒的核心洞见

——也就是被称为此/彼依缘性[Idappaccayatā]的因果法则——并且，为了学会与把握这一因果法
则，礼敬也是一个必备的前提。 
        表面上看，把一种因果论与礼敬联系起来，似乎令人奇怪，然而两者的确是密切交织的。所
谓礼敬，就是你对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事物发展起来的那种态度。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论对你讲述的
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否存在，假若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它又“如何”重要。假若你相信存在
一位上帝，他将赐你幸福，你自然会对那位上帝致以礼敬和恭敬。假若你认为幸福完全靠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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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那么你最大的敬意，将会保留给你自己的愿力。至于礼敬是“如何”地重要:  假若你认为真乐

绝无可能，或者你把它看成是预先注定的，或者全然随机的，那么礼敬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对

你的生命的结局不起什么改变性的作用。不过，假若你视真乐为可能，视其诸因缘为不安稳，它
们取决于、有赖于你的态度，那么为了使那些因缘保持健康、兴盛，你自然会对它致以必需的关
注和敬意。 
        圣典有关礼敬的记载形式也反映了这一点。佛陀在世时，居家弟子对佛陀与僧伽的礼敬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僧伽成员们对佛陀和彼此之间的礼敬方式则较为规范，这在经典中都有详细叙
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法的礼敬仪轨。佛教比丘和比丘尼被禁止对不示以礼敬的人说法。据记

载，佛陀本人对五比丘初次传法时，也是等到他们不再把他当作同侪对待时才开讲的。 

        这一礼敬仪轨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的附属品，一种从佛陀时代的社会中未经甄选沿袭下来
的产物，不过圣典中的一些段落表明，情形并非如此。佛教是古印度宣称奉行自然真实法则、拒
绝主流文化规范的沙门运动之一。这些运动对主流习俗的取舍是相当自由的。佛教文献对其它沙
门运动的描述中，对那些既不敬道外、也不敬彼此的人士不乏针贬。他们的聚会喧闹、嘈杂、失
控，显示出弟子对师尊缺乏敬意。此番描述之后，接下来作为对照，讲述的是佛教徒聚会时的亲

切与礼敬。这表示佛教徒对通用的礼敬习俗是可以摒弃的，但他们有意识地选择没有那么做。 
        这一选择依据的是佛教徒对礼敬作为求学前行的透彻了解。从自己尊敬的人那里学，比从自
己不敬的人那里学要容易。礼敬令心开启，令先入之见松褪，为接纳新的智识与技能腾出空间。
同时，珍视自己的智识的人们，与其把它教给不敬者，也更愿意传给示以礼敬者。 
        不过，佛陀强调的那种学，并非仅仅是获取讯息，而是学一门彻底解脱苦迫的技能。礼敬与
因果的连接处正在这里，因为佛教因果论的核心，讲的正是一门技能如何有可能学会的问题。 
        正如控制论所揭示的，大体上，学，只在有反馈之处才有可能;  而一门技能的学会，则进一
步要求具备这样一种能力:   监视反馈，并且对如何随之修正行为作出抉择。佛陀在因果律上的诸

种发现，解释的正是这些因素“如何”起作用，起的是“什么”作用。至于“如何”起作用，他是以一
个因果公式来表达的;  起“什么”作用，他是藉著分析业——业的塑造因素，业能给出的果报范围

——来表达的。 
        佛陀的因果公式，简单来说就是指:  每一时刻由三件事构成:  来自旧业的果报;  现业;  还有来
自现业的即刻果报。该原理看来简单，后果却十分复杂。你作的每一个业[动作]，在当下都有种
种回应，后者又会影响到未来。根据该业的强度，那些影响可以维持一小段时间，也可以长久存
在。因此，每一个有为体验的形成，都是来自两类效应的综合，一是来自漫长时间跨度内的旧业

的诸果报，二是现业[当下行为]的诸果报。 
        因与果的长期性，给每一时刻设置了某些限制。当下并非是一块未曾涂抹的空白版，因为部
分程度上它的成形受过去的影响。不过，当下即刻的因果效应，却给自由意志提供了余地。并非
一切都由过去决定。任何时刻下，你都可以往系统内添注新的输入，把你的生命朝着一个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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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推挪。尽管如此，自由意志的余地也并非大到可以使因果转为任意。输进系统的每一个“此”会
产生一类特定的“彼”。诸事件依照某些可辨的模式发生，而这些模式是可以掌握的。 
        是什么使这一过程连续运作? 这个“什么”，正是使反馈和监视反馈成为可能的因素。其核心
成分即是动机[intention, 意向,意志,心意]，佛陀指出它就是业的精髓。而动机又是由专注的诸动作
[acts of attention]——对辨识[perception]发问，从问中造出诸见——构成的。由于你可以观察自己那
些动机的果报，于是就有了一个内在的反馈回路，让你可以学。由于专注可以发问，它就能监视

反馈，决定如何善用。再者，由于你的种种动机——它们受诸见的指引，为当下提供著新的输入
——接下来可以重塑你的体验，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可以起到影响性的作用: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作
为，增进善巧技能，然后收获果报——获得越来越高的喜乐。 
        那种喜乐能走多远? 佛陀在自证觉醒的过程中发现，对善巧的追求最终可以趋向超越时空、
超越缘起重生的范畴。根据这个发现，他指出了四种业:  前三种给出的是轮回内部的乐、痛、混
合果报，第四种业则趋向超越一切业，达到重生的终结。换句话说，这一因果律的操作方式，使
得业既可以使轮回继续，也可以使它止息。由于轮回界的极乐也是无常、不可靠的，佛陀教导

说，最有价值的业道是第四种——这种业导致了他本人的觉醒——一劳永逸地终止业。 
        这条业道所需的技能是来自:  调协专注和动机[attention and intention]的诸种构成因素，使之先
趋向轮回界内的乐果，而后，在超世层次上，趋向苦迫的彻底解脱。相应地，它要求你对人生的
因果法则持一定的态度。这就是礼敬的素养起关键作用的地方，因为假若你对三件事——你自
己、作用于你生命中的因果法则、他人对该法则的洞见——不致以相称的敬意，你不可能凝聚起
必要的志向，去把握那门因果法则，并且看清自己的善巧潜力能走多远。 
        敬重自己: 在此/彼依缘性的语境中，它有两个意思: 
        一、由于第四种业是可行的，你可以敬重你的那个欲求——对无为之乐的欲求——不必视之
为不实的空想[指无奈地放弃]。 
        二、由于动机与专注在体验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你可以敬重自己的的能力——发展善
巧的能力——去领悟和把握因果现实，直至证得真乐。 
        不过，敬重自己的内涵并未到此为止。你不仅可以敬重自己对真乐的欲求，敬重成就它的能
力，而且，假若你不想受制于必将把你牵往别处的众多力量——宗教的、世俗的、社会的、你内
在的——你必须对两者致以敬意。 
        尽管多数宗教传统认为真乐是可能的，却不认为凭著人的善巧有能力成就。它们一般都把希
望寄托在神力上。至于世俗文化，它们根本不信无为之乐是可能的。它们教我们去争取有为之
乐，同时对任何来自金钱、权力、交往、财富、社团情感的喜乐的种种固有局限视而不见。世俗
文化对待超世价值往往冷嘲热讽，当宗教偶像倒塌时，当宗教追求者示现出不相称的弱点时每每
哂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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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世俗态度，滋长我们自己的不善巧素质，滋长我们追求易得快感的欲望，也滋长对忠告
我们有能力证得上善的人士的不耐烦。不过，无论世俗态度也好，一般的宗教态度也好，都在教
我们低估自己的善巧心态的力量。诸如念住、定力、明辨等素质，当它们一开始在内心升起时，
也许不怎么特别——又小、又弱，似同生长在杂草丛里的一株株枫苗。假若我们对它们不加以守
护，不致以特别的敬意，那么不是杂草把它们扼杀，就是我们自己把它们踩在脚底。结果，我们

永远不会懂得它们可以提供多少荫凉。 
        不过，假若我们对证得真乐的自力致以高度的敬意，有两个重要的道德素养就将会主导心
智，守护善法:  一是畏恶，对于未竭尽所能发展善巧时将要遭受之苦的关切;  二是知耻，耻于放
弃至高的幸福目标而选择低就。知耻作为自敬的附属，看起来或许怪异，不过两者在健康状态下
是相互配合的。人需要自敬才能识得某种行为轨迹之低下，耻于为之。为了防止自敬转化为顽固
的自骄，则需要对自己的错误有羞耻感。 
        这就是礼敬的第二个侧面——敬重因果律——发挥作用之处。此/彼依缘性并非是一个自由式
的过程。每一个不善巧的“此”都连著一个不乐的“彼”。强扭这一相关性，非让它趋向乐果是不可
能的;  按照一己偏好，设计一条脱离因果体验的自选的解脱之道，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自敬必
须包容对诸因实际如何产生诸果的敬重。传统上，这种敬重是以佛陀在遗言中强调的审慎这一素
质来表达的。审慎意味著深切意识到，假若自己在动机上有所疏失，便会受苦。假若你真正爱自
己，就必须密切关注现实运作的真法则，并且相应行事。你自己的所想所感，并非都值得礼敬。
即便佛陀本人也并未设计了佛教或此/彼依缘性，他发现了它们。他并未依照个人的[好恶]取舍来
观察现实，而是重排自己的取舍，使之能够充分利用凭著细心与诚实自观业果所得的知见。 
        这一点，正反映在他对卡拉玛人的教言中(AN3.65)。 尽管这部经常常被引用，作为佛陀许可
人们跟著自己的对错感走的空白通行证，实际上经文内容是相当不同的: 不可只奉行传统，也不
可只依照自己的偏向。假若你藉著观察自己的业与果看见，依照某种心态行事导致了伤害与苦，
就应当放弃它，下决心不再奉行。这个标准是十分严格的，它要求你把法置于自己预设的偏向之
前，也要求你对任何颠倒次序、置个人偏向于首位的倾向审之慎之。 
        换句话说，对来自你自己诸业的乐与痛，你不能只是享受前者，抵制后者。你必须从乐与痛
两者中学，把它们当作因果链中的事件致以敬意，看看它们能教给你些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佛陀
把dukkha ——痛、紧张、苦——称为圣谛，把入定之心所生的乐，也称为圣谛的缘故。即刻体验

的这些侧面，包含著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把心引向圣成就。 
        不过，《卡拉玛经》并没有停止在即时的体验上。它进一步宣称，你在观察自业之中的因果
过程时，还应当用智者的教导对照证实。礼敬的这第三个侧面——敬 重他人的洞见——也是以
此/彼依缘性的模式为根据的。由于诸因缘与其果报之间往往相隔着漫长的时光，某些重要的相关
性容易看不见。同时，明辨的主要障碍——痴迷——是心理素质当中自己最难探测的。人在痴迷
时，不自知其痴。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对他人的洞见示以礼敬，有可能那些洞见将助你看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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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无明。毕竟，动机与专注对他们的觉知也是即时呈现的。他们的洞见也许正是你破除由自己
的无明之业给自己制造起来的障碍所需要的。 
        关于礼敬他人，佛陀的教言是双向的:  首先显然是对修行道上走在你前头的那些人的礼敬。
正如佛陀曾经说过，可敬者[善知识]的友谊是圣道修行的全部，因为他们的言辞与榜样将助你踏
上解脱之道。这不意味著你必须服从他们的教言，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只是，你若对自己负

责，就必须对他们的话恭敬地听一听，诚实地试一试——特别是，当他们的忠告不顺耳时，你应

当礼敬。正如《法句经》中所说: 
 
看见你的过失， 
       而批评你的智者， 
把他们当成 
        指出宝藏的向导。 
要跟随这样的 
       圣贤，因为 
跟著这样一位圣贤 
        有益无害。 

 
        你对掌握圣道者致以礼敬的同时，也是在对你想在内心培养的那些素养致以礼敬。而且，当
那些人看见，你 敬重他们，也敬重自己的内在善法时，将更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智慧，而且更著
意分享其中的精髓。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传统如此重视礼敬的缘故——不仅重视礼敬的情感，而且
重视它的表达。假若你不能迫使自己对他人以对方能够识得的方式表达礼敬，那么你的心里是有
抵触的。反过来，他们也将置疑你的求学诚愿。佛教的僧伽戒律何以如此重视对导师与上座的礼
敬仪轨，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礼敬的教导也包含着另一方向的内容。佛教比丘和比丘尼被禁止对任何批评他们的人
示以不敬，不论批评者是否已证得觉醒，也不论批评的理由是否充分。对待这样的批评者，哪怕
不值得敬师的礼节，也值得常规的礼节。即便是未觉醒者，也有可能观察到有价值的真相片段。
假若你开明地接受批评，也许就能听见有价值的洞见，隔了一堵不敬之墙，可能就听不见它了。
佛教文献中——从最早期直到现代——记载人们偶然从某个不太可能的来源听到一句话或一首歌
而证悟的故事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个持正确礼敬态度的人，可以从万事中学——能够善用任何
事物，正是真明辨的标志。 
        礼敬之道的最精细善巧，乃是学会如何平衡这三种礼敬:  礼敬自己;   礼敬因果真谛;   礼敬他
人。这一平衡对任何技能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假若你想成为一位陶艺工，你不仅必须求学于师

傅，还必须学自于个人的的作业和观察，还需要学自于陶土本身。接下来，你必须权衡所有这些
要素，亲自把握这门手艺。假若在佛法修道过程中，你的自敬超过了你对因果真谛或他人洞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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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你会发现自己难以接受他人的批评，也难以自嘲自己的愚蠢。这将使你不可能学成。另一
方面，假若你对师尊的礼敬超过了你的自敬或者你对真谛的敬意，就可能受骗，对经典称之
为“由智者亲见”的真谛闭眼不见。 
        在佛教修行和手工技艺的修练这两个过程当中，礼敬所起的类似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不少佛
教导师要求弟子掌握一门手工技艺，作为禅修的前行或组成部分。一个没有手工技能的人，对礼
敬的平衡方式，很少会有直觉性的理解。佛陀所传的技能不同于其它技能之处，在于它引生自由
的彻底程度。那种自由之外，剩下的选择——也就是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之苦——两者的区别如
此极端，我们不难理解，坚心追求那种自由的人对它的礼敬何以也是如此极端。我们更可以理
解，那些已成就解脱者对它的礼敬程度是何等的绝对。他们怀著至为虔诚、衷心的感激，对自己
内在外在的所有导师俯首顶礼。目睹他们以这种态度俯首顶礼，是何等地令人振作。 
        因此，当佛教徒家长教育孩子对佛、法、僧表达礼敬时，他们不是在教一个日后将会消弭的
习惯。当然孩子也需要发觉对那份礼敬的最佳理解和应用，不过至少父母已帮助孩子开启了大
门，让他们得以从自己的观察力、从真谛、从他人洞见中 学。而当那扇门——当他的心——对真
正值得礼敬的东西开启时，所有尊贵、善良的品质都将得以随之而入。 

相关连接: 菩提尊者: 佛法的两面性 
最近訂正 8-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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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中奇缘》[1]一书中有一个角色说，每天早餐前他喜欢思考两三件不可能的事，这样做有
助于给他的心透透气。对我们禅修者来说，那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每天思考两件不可能的
事: 你将能掌握定，你将能尝到不死。 
        当然，严格说来，这些事并非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心里有不少声音坚持说，它们是不可能
的。因此，时不时想想不可能的事，改变一下对话的调子，是有好处的。 
        要提醒自己，你的生命并未在石碑上刻就，你既不是命运的奴隶，也不是大机器上一个无名
的小齿轮。实际上你是一个作为者，一个推动者，一个塑造者。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朝著你希望它
发展的方向塑造。 
        佛陀说，世界上有四种业:  我们爱好做，又给出善果的业; 我们不好做，又给出恶果的业; 我
们爱好做但给出恶果的业; 还有我们不好做但给出善果的业。前两种不消说。无须思考，人们自
然会做好做又给出善果的业。内心不会发生冲突。同样地，自己不好做又给出恶果的业，人们是
不愿做的。[内心]不存在对话讨论。参会成员全体通过。 
        不容易做的，是那些你爱好做但给出恶果的，还有你不好做但给出善果的业。对这两种业，
佛陀有过一句有趣的评论。他说，它们是衡量一个人的智慧与明辨的尺度。他没有说，它们是衡
量一个人的意志力的尺度。人需要明辨，才会去做他不爱做但给出善果的业，才会不做自己爱做
但给出恶果的业。这种明辨不仅在于能够看见每种情形下的因果关系，而且在于能够智胜[内心]
那些只管想做自己爱做之事的参会成员。它学会如何看穿心给自己竖起来的种种障碍，给自己制
造的种种困难，想方设法绕过它们。 
        我们给自己制造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注意到，对自己有益的事做起
来难，对自己无益的事做起来容易，于是便以为自己的本性是懒惰，或者以为心的懒惰那一面是
真正的我，因为它的另一面显然需要付出努力。心的懒惰的那一面随波逐流，于是它必然是真
我。我们是那么想的，但那种想法实在是有自我毁灭性。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Impossible.htm (1 of 3) [12/31/2010 10:51:12 PM]



不可能的事-尊者罗坦尼沙

        我们也许记得自己过去行事端正的那些时刻——禅修、持戒、依法而活——但能想 到到的只
是自己付出了多少辛苦。于是我们说: “那一定不真正是我。它一定是别人。我肯定是做容易做的
事的那个人，我一定是懒惰的，我一定有薄弱的意志力。” 那种态度是一种巨大的误解。难做的
事，对每个人都是难的。不过，有智慧的人，与其围绕它造作起一个自我形象，他们只想:“我怎
样才能智胜这个懒惰? 我怎样才能巧胜这种负面态度?” 他们去实践，尝试不同方式，直到找到可
行的做法。 
        这就是你在禅定中必须尝试做的事。如果你发现自己迎面遭遇这种障碍，要学会把你的自我
形象拆解开来。认识到，你的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个形象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的这个自
我形象: 它是一种模式，一种习惯。假如它妨碍了你真正想要的东西，那么无论它如何大叫 “这是
你的真我，” 你必须质疑它。你必须把它拆开。不要信它。 
        无论心如何说它不想努力，那只是心的一个部分。还有另一个部分确实想尝试付出努力，确
实想得到力量，确实想洞穿诸法。为了破坏那个部分，懒惰的一面说:“那不是真我”。那么，这个
懒惰的一面是谁?  你 为什么要与它认同?  你是有选择的。 
        要试著在它的论据中找到漏洞，学会剖析它们。你必须学会拆卸内心的负面习惯。首先第一
步，就是质疑它们的真实性、有效性。毕竟，佛陀说过，心是可以训练的，喜乐来自训练。如果
人们不可改变，就没有传法的必要了。修练就没有必要了。不过真相是，我们都有改变的潜力。
每一时刻都是新的时刻，一个带著自由[选择]的时刻。 
        可是，心还有那个部分在说: “好吧，你现在可以选择做正确的事，不过你不会坚持太久
的。” 你必须质疑那句话。最好的质疑方式是，至少在下一时刻选择做正确的事，接著下个时

刻，再下个时刻，然后说: “看见了? 我可以做到。”心的那个负面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其它论据，但
你必须下决心不听它们，不信它们。试著想办法削弱听信负面的那部分心。 
        这就好比内政纠纷。有某些声音不停地前来冲你大喊大叫，你已经习惯于妥协，有时只因为

它们叫得响。不过，如果你停下来真正观察它们，就会看见，那里没多少你真正愿意对之妥协的
东西。因此你必须在心里造作出其它声音。毕竟，修行道是你造作出来，是你合成起来的东西。
用一个术语来说，它叫做sankhāta dhamma，造作法，就是你合成的东西。 
        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自然地喜欢或不喜欢。那是美国佛教当前常见的主要误解之一: 你随便选

择哪条道都没关系，因为所有的道结果都一样。其实，有的道可行，有的道是不可行的。你碰巧
喜欢的一条道，不一定把你引到你真正想去的地方。  
        因此，必须有一种奋争的成分。必须有一种合成某种新东西的成分，一种不重蹈旧辙的成
分。当你静下来思考时[即可知]，当你重蹈旧辙时，存在一种造作的成分，你每次妥协，都是在
一次又一次地造作那个旧我。那是你想制造的自我吗? 你有选择造作别的。 
        对许多人来说，我们之所以不喜欢责任，是因为如果我们肯负责，就意味著得对自己的错误

负责。因此，你必须问一句:“那又怎样?” 每个人都会犯错。即使佛陀成佛前，他也犯过错。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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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经历的。 
        这就是为什么僧随念，sanghanussati，是如此有用的思索。有时，拿自己跟佛陀作比较太困
难，不过你可以拿自己跟圣僧伽成员们作个比较。追随佛陀教导的人有各种各样。有麻疯病者、
穷人、富人，各色人等。其中著名的一对叫做摩诃盘陀加和周利盘陀加。他们是兄弟。 摩诃盘陀
加是兄，周利盘陀加是弟。 摩诃盘陀加十分聪明，周利盘陀加十分愚笨，但两个都成了阿罗汉。
圣僧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每一个人，就其心的强弱程度来说，都曾经处在过你现在的位
置。不同的是，他们最终决定，要利用自己的那些强点，克服那些弱点。首先第一步只是思考这

件事是可能的。如果他们能做到，你也能。也许看上去不可能，但你可以把思考不可能的事培养
成习惯。 
        毕竟，佛陀曾被告知，不死的理想是不可能的，存在某件好过他已有一切的事是不可能的。
看看他: 富裕、多闻、容貌好、有权势。凡是任何人能想象到的感官对象和愉乐，他都拥有。然
而，他仍不满足。亲友们说: “别开玩笑了。不死是不可能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他说: “假若没有比这更好的，那么生命是十分可怜的，因为有一天一切都会破坏。” 于是他
出发去寻找那不可能的东西——而且他找到了。我们也许自觉不可与佛陀相比，但一定存在许多
圣僧伽弟子，在某个时期觉得真乐是不可能的，改变人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决定去
做那件不可能的事。那就是他们如何最终成了圣僧伽的成员。当然，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以为不
可能的，不一定就是不可能。我们只不过允许自己被限制而已。       
(根据2002年11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中译注: 
[1]《镜中奇缘》: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续篇，讲的是爱丽丝好奇镜子里的世界，梦中发现自己穿过镜
子，在另一个世界游历一番的故事。作者路易斯-卡罗尔，真名查尔斯-道森，同时是一位数学和逻辑学
者。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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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构成了道的核心。圣道的其它要素，作用有两个。一个是使你入定; 另一个是确保你不
滞留在那里。换句话说，定本身是圣道上需要用到的一种“有”的状态。即便你最终要超越一
切“有”，如果你不先把握这一个“有”，你就会在其它“有”的状态里漫游，在那里很难看见心的动

态。正如佛陀所说，心在定中时，你可以亲见四圣谛如实发生。心不定时，这些东西你看不清。
他说，非定是悲苦之道，不通往任何有用的地方。 
        因此定是关键的要素。只有当心稳定、寂止时，它才能真正看见里面在发生什么。为了进入
正定，你需要道的其它要素: 从正见，一直到正念。正见的出发点是对业力原则的信任，也就是
善业、恶业给出善果、恶果——不仅此生，而且来世——有人从直接经验中真正知道这些事。它
不只是一个理论。 
        这里有趣的是，佛陀在引介他的业力教导时，专门讲了两种善业——感恩父母和布施——以
强调其重要性。父母生下了你，不仅仅是偶然发生，与个人无关的一组过程。在经受分娩的所有
痛苦把你生下来后，父母再把你养大，对此你并非是不欠任何恩情债务的。那里自己的确是欠了
债的。他们作了选择，有时是艰难的选择，让你活了下来。 布施是你偿付那笔债的方式之一，也
是你与其他众生之间互动的宝贵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和他们都会受益。 
        佛陀对布施的态度很有教育意义。当他告诉你应当做什么时，这个“应当”是基于一个条件[因
缘]，这一点他是很明确的。毕竟，佛陀并没有创造你。也许你会对他的“应当”生起抵触的想法: 
“他是谁，告诉我该做什么?” 
        多年前，我旁听了一堂讲授慈经的课程。慈经的第一句是: “欲达宁静者，应当如此做。” 老
师刚开始讲那一句，马上就有一只手举了起来。有个听课的人说: “我以为佛教里没有任何‘应
当’。” 于是剩下的那个上午，他们来来回回讨论的就是那一个问题。 
        实际上，佛教的确有许多“应当”。你查一下法句经，就会看到里面的“应当”俯拾即是。不
过，每一个“应当”都基于一个条件，就像慈经里的第一句那样: “ 欲达宁静者，应当如此做。”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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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并没有告诉你，你必须追求宁静，你必须想要真乐。那是你的选择。不过，假如那的确是你想
要的，那么这是你应当做的。根据因果性质，这些是你必须遵循的修练。佛陀并不是说: “嗯，这

对我是有效的，也许对你也有效，不过我不确定，因此你得去找自己的方式。” 他不会那么说。
他会说: “如果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有效方式是这个。” 然后由你决定是否想要达到那个目标。如
果想要，你就得这么做。 
        在一段经文里，波斯匿王来见佛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一件礼物该送到哪里?” 佛陀答: “凡
是你的灵感所至。” 换句话说，除了你自己的灵感——你觉得这件礼 物将会被善加利用，或者你
只是想赠送——此处没有“应该”。这个布施的动作没有被赋予任何限制。不过，接下来，波斯匿
王发出另一问: “一件礼物送到哪里时，结出大果报?” 于是佛陀说: “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这就
是因果法则进来施加必要条件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礼物结出大果报，你应该赠给一个心纯净[清
净]的人，或者修练净化心的一个团体——也就是僧伽。 
        因此，佛陀的教导里是有“应当”的，但是那些“应当”是建立在成就真乐之有效原则基础上
的。至于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想做什么，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要求。它是你的选择。但是一旦你识

得布施原理，懂得它确有价值时，你已经作了选择，开始走上圣道。正如佛陀所说，吝啬的人是
不可能证得禅那、证得任何圣成就的。 
        因此，你从布施是好事、你的业举足轻重这个原则出发。等你对业力原则挖掘得再深入一
点，就会意识到，你的业当中，关键的是你的动机。这个洞见引生出圣道的下一步: 正志。你希
望避开将会使心难以入定的那些动机，因此你想学会如何超越立志于感官欲爱、立志于恶意、立
志于伤害——因为所有这些事搅动心，干扰它入定。 
        圣典中有一段经文讲到，胜军王子有一天在森林里步行锻炼，遇见居住在野外小棚里的一位
沙弥。他对那位沙弥说: “我听说比丘们真正用功时，可以使心进入一境。这是真的吗?” 沙弥说: 
“是的。” 王子说: “给我解释一下。” 那位沙弥大概了解王子的名声，就说: “你不会懂的。” 王子
答: “也许我会懂。” 于是沙弥答: “如此，我就解释给你听，不过如果你不懂，不要再拿更多的问

题来骚扰我，好吧?” 于是王子答应了。可是当沙弥为他解释之后，王子说: “那是不可能的。没有
人能够使心那样入定。” 他起身离去。于是沙弥去见佛陀，告知这件事。佛陀说: “你指望什么? 
那个人在感官欲爱中沉浸，在感官狂热中燃烧，被他的感观欲念吞啮: 他怎么会懂得这件事——
这需要藉著出离才能证得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要你把感官欲爱放到一边，因为它妨碍心入定。它妨碍你哪怕思考入定的
可能性。恶意和伤害意也同样如此: 如果你对某人持恶意，如果你想伤害那个人，那么心一旦在
当下安定下来，那些想法一定会燃烧起来。它们令你受到困扰。因此佛陀要你立志把它们放到一
边。 
        当你想要按照上述诸项正志行动时，这就是正业、正语、正命发挥作用之际。有些人觉得佛
陀的戒律严格得难以持守，又有人说它们的内涵不够广泛。说戒律范围不广的人坚持说，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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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如果有一条戒杀生的戒律，则你不应食肉。如果有一条戒偷盗的戒律，则

你不应滥用地球资源。他们把戒律一直引申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不可能成就，大到不
可能修练圆满。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圆满持守是可能的，但是佛陀说，没有必要走那么远。我们

修练戒律，是为了助心入定，那就是为什么它只走那么远。换句话说，你不可按照一个不善巧的
动机行动，你不可唆使其他人按照那些动机行动。不过，在你不知情、或并非有意的情形下，是
不算破戒的。毕竟，动机是定的重要部分，你要在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动[诸业]能够有所掌
控的那些地方训练心，使它能够把握它的种种动机。 
        一旦你为修道造起这样一个背景，奉行圣道中直接与正定有关的那些部分就比较容易了。首
先是正精进，它的意思是，制造这样的欲求: 弃绝不善巧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诸如五盖等妨碍
入定的东西——而后，生起诸如七觉知等善巧的素质。这就是欲求在圣道中起作用的地方。它给

你修练心所需要的能量，并且令你意识到，你必须作出种种选择。内心升起的东西有的善巧、有
的不善巧，然而正见——从业力原则角度出发的正见——提醒你，不善巧的那些素质将引生不良
果报，善巧的素质将引生良好的果报。因此，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完全被动地看著它们升起、消
逝，因为那样不会引向定。你必须滋长好的素质，弃绝不善巧素质。 
        圣道的下一步，佛陀把正精进用正念环绕起来——之所以说“环绕”，意思是，你把另外两个
素质加入到正精进当中。正如经典中说到，要把三种素质运用到禅思当中: 你必须精勤、警觉、
具念。这里的精勤就是正精进。念，意思是在心里保持你的参照框架[念处]——就像我们现在，
把气牢记在心。警觉的意思是，看见当下正在发生什么，看见你是否真正与气呆在一起，心是否
安顿在气中，当你忘记时，马上逮著。你在这里是在尝试确立一个参照框架[念处]，因为这四种
参照框架——身、受 、心、法[心理素质]——是正定的主题、专题。念的修练和定的修练在佛陀
的圣道上是携手并趋的。接下来，随著你试图使心在它的框架里安定下来，你必须开始评估它，
看看什么有效，什么无效。随著你的参照框架变地越来越牢固，实际上你就进入了禅那的要素[禅
支] 之中。 
        因此，那就是进入禅那当做之事——假如你想要。再一次，佛陀并没有说，你必须修禅那，
不过假若你想修，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禅那本身不导致苦的终结。有许多经文段落描述了证得不同层次禅那并能够维持在那个层次
上的人，但是假若不超越它，死时就会重生于各种梵天世界。然后，当他们从那里跌落时，谁知
道会降临到哪里? 有一段经文讲到有人从梵天界跌落下来，做一些极其愚蠢的事。他们久住于禅
乐之中，已经忘记自己的业是有后果的，于是在行事时肆无忌惮，草率疏忽。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心牢固确立于禅那，你必须开始再次运用正见。只不过这一次是从四圣
谛角度的正见:  寻找你的动作中的苦，看看它来自内心的何处。换句话说，你单单从因果角度、
从善巧与不善巧角度，观察心的事件、心的状态。那是四圣谛所代表的基本分类形式。 
        因此，随著我们在这里禅定，要提醒自己，我们在这里追求的，我们在这里专注练习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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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定。道的其它一切要素，目的或者是为了助我们达到这个定，或者是为了确保一旦达到定，我
们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真正如实观察事件的发生。特别是，我们要看到，心是如何一直
在制造所有这些不必要的苦，要看到，如何才能终止它。当然，如果你只想走圣道的一部分，那
是你的事。要记得，佛陀从未强迫我们做任何事。不过，假若你想得到最好果报，这就是你必须

做的。 
(根据2008年1月6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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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一本有关佛教的书都会告诉你，三相[三特征]——无常相、苦相、非我相——是佛陀
的核心教导之一。不过奇怪的是，你去查巴利圣典，“三相” 一词的巴利文 ——ti‐lakkhaṇa——
却是查不到的。不管用圣典的哪一种电子版本，检索栏中输入比如 anicca‐lakkhaṇa[无常相]，一
概是查无所得。这个词在巴利圣典中不存在[1]。至于 dukkha‐lakkhaṇa[苦相]和 anattā‐lakkhaṇa 
[非我相]，检索结果也一样: 这几个复合词是查不到的[2]。这不等于说，无常、苦、非我的概念在
圣典中未曾出现，只是它们不叫做相。它们没有与“相”构成复合词。与它们复合的单词，一个是 
saññā——辨识[认知,想]——复合起来就成为: 无常辨识、苦辨识、非我辨识; 一个是 anupassanā
——随观——意思是，随著事件的发生，作观想或连续察 看。例如， aniccanupassanā——无常
随观——意思是，随著它的发生，察 看其无常。 
        的确，在圣典中，诸行无常、皆苦、诸法非我之说随处可见——诸法指心之一切所缘。既然
诸事物本来如此，为什么不干脆说，这[无常、苦 、非我]就是这些事物的固有相? 为什么要在语言
表达上作文章? 这是因为，文字如同手指，必须确保它们朝正确的方向指点----特别是，当这三辨
识是用在指点咎谴的情形之下。再者，出于若干原因，三辨识所指的方向于我们的修行有其重要
性。  
        一者，佛陀的本意，并非是对外在事物的终极本质作一番分析。他更有兴趣的是对事物的行
为如何影响我们追求喜乐作一番观察[3]。 正如他曾经说过，他所教的唯有苦和苦的止息。苦的问

题，基本上是心在错误的地带、以错误的方式寻求喜乐的问题。我们在无常的事物当中寻求一种
恒常的喜乐; 在苦迫的事物当中寻求喜乐; 在自己控制不了的非我事物当中寻求“我们的” 喜乐。无
常、苦、非我这三辨识专注的是我们的心理，专注的是当求乐之道走错时我们如何能够识别谬

误，学会在正确的地带、以正确的方式寻得喜乐。对这三个主题的观想，对这三种辨识的运用，
目的是为了找到一种真实、持久的喜乐。 
        所以说，就这一点不断地自我提醒，是件好事，因为禅修的主要焦点始终应该是心。我们不
是在对外在事物本身试作分析。我们是在观察心对喜乐的追求如何与事物的行为方式相关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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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这里，放在心的追求上，哪怕你在观呼吸时也一样。 
        当气变得越来越精细，有一种安适感充满身体时，便达到一个心与气似乎融为一体的阶段。
心与其动态，在禅定中越来越凸显出来，而气——随著它越来越精细——就淡入背景之中。这正
是禅修必经之道[4]。因为心是肇事者; 气不是肇事者。无常、苦、非我的事物: 指摘的对象不该是
它们。 
        问题出在心在这些事物当中求取喜乐的方式。即便当心以相对明智的方式寻求喜乐时，这些
问题仍有其相关性。正如佛陀所说，智慧的发端在于当你寻访已觅得真乐者时求问:“是什么，当
我做时，将引向我的长久的福利与喜乐?” 注意那几个字: 我的。长久的。福利与喜乐。那三类直
接与三辨识相关。“我的”对应“非我”;“长久的”对应“无常”;“福利与幸福”对应“苦”。三辨识的功能
是用来检验你觅得之乐，看它是否符合你确立的那三个标准。不过，它们跟在“是什么，当我做
时”后面。那一句必须先行。 
        换句话说，在寻找喜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专注去作的是念、精进、定等虽不构成终极喜
乐、但可作为道的业。在那个阶段，佛陀没有要我们过于专注这三特征。他要我们把注意力主要
放在作上。作为作的一部分，我们稳持别的辨识: 譬如对气、或者对你另选的禅定所缘的辨识。
我们使那个辨识凸显出来。我们朝著那个辨识努力，使它成一种牢固的定境——这就意味著我们

的努力是在促进它向恒常、自在、为我们驾驭的方向发展。  
        以此，我们尝试把心领入定境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逆著三相而行。我们朝那个方向努力，看
在缘起事物的基础上寻找喜乐，我们能够走多远。这样做，一个原因是，如果你对某个真谛不力
推到它反推回来，就不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再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那股有为之乐、那股相
对牢固的安宁感，才能够把自己置于可以随著事物的升起仔细作观察的境地。到了我们不再使力
时，那句“随著事物的升起”就会开始起作用。不过我们必须首先出力。 
        因此，你就在你的一切活动中连续修定，无论外面的状况如何，试著使心尽量保持恒常地静
止。你造作内在寂止、内在安适的因缘，并且面对周围的一切状况，试著维持这股寂止与安适。
你学修更多的技能、更多的驾驭。 
        在这个阶段，无常、苦、非我的评估，主要是放在那些会干扰定的事物上。你尝试看见，无
论其它主题具有何等的吸引、诱惑、趣味，作为喜乐的来源，与定比较，它们是及不上的。它们

更无常、更多苦、更难以掌控。因此，你把它们放下，转求定的大乐。你维持它，得到这些洞
见，直到完全把握了定——佛陀曾经说过，该成就是远在初尝不死体验之后发生的。 
        这就意味著，将会有很长一段时期内，至少就定而言，基本上你是在逆著三相而修。你要用
这三辨识，对那些会把你拉出定境的所缘，譬如淫欲、嗔怒、嫉妒、恐惧等，进行分析。这些辨
识的相关性在于，它们是几种提醒自己的方式，告诉你在那些所缘当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的。
在修定的时候，你就是那样运用这几个观想的主题。 
        再一次，我们的焦点所在，与其说是试图揭示这些外在所缘的终极本性，不如说是把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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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治一种心理倾向的解药。这些辨识的本意毕竟不是对外在事物终极本质的一个陈述——你
想想看，外在事物终极本质的问题，实在不是那么切身相关的。我们抓紧种种事物，并不是因为

我们觉得它们具有某种内在本性，或者根本上存在、不存在。我们抓紧它们，是因为觉得它们能
够提供喜乐，为了获得这种喜乐不管做什么都是值得的。而佛陀指出的是，外在事物并没有提供
那样的喜乐。它们所提供的东西质量实在不高。不值得付出的代价。 
        因此，你对定境之外的事物应用这三种观想，接下来看一看在哪个地方心有所抵制。换句话

说，有什么东西是它拒绝看成无常、苦 、非我的? 当你能够这样逮住心的抵制时，你就对它的执

取获得了洞见。你找到了一个需要挖掘下去、质疑这个抵制的地方。这里有什么痴迷的幻想是心
试图保护的? 是什么态度它在遮掩、试图躲过你的监视? 三相便是以这种方式，随著彰显你的执

取，告诉你哪里还需要修练，因而不停地回到心。 
        当你想进入更深的定境时，也可以把这三种观想应用于初阶禅定。当心在一个初始层次定
止、静止下来时，它是否静得不能再静了? 还是那里仍然存在一些无常? 如果你看见哪个定的要
素造苦、无常，就把它们放下，那就会把你带入更深的定境。 
        最后，随著你放下对定境之外的事物的执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定境本身应用这三辨识

上。随著这种禅观越来越精细，你看见，即使你证得的最稳固的定层次——也就是构成你对喜
乐、安适的最高体验的那个层次的定——在极其精细的层次上仍是由五蕴构成的，即使在这个精
细的层次上，它们的行为在一切时刻都示现著这三相。你把三辨识应用于它们，来撬开自己对定
的执取。那时候你就使心倾向了不死——并且，如经文中所说，那种倾向可以把你带往两个方
向。一个是不还，在那里你把涅磐的滋味作为一种法、一种心的所缘为之愉悦。另一个是圆满的
阿罗汉，那是当你连那种喜悦也已超越之时成就的。 
        正是在行道的这个分岔口，适于应用 sabbe dhammā anattā——诸法非我——的分析: 也就
是，在你可能把涅磐看成一种法、一种心所的地方。只要你对它还作那样的辨识，就会有执取，
就会有一个抓住的法。因此，你必须学会藉著对不死之法，应用非我的辨识，来学会克服那个执

取。接下来，经文中说，你放开一切法，那样得以让你以另一种形式看见涅磐——不是以一种
法，而是以离弃一切法的形式。那就是终极。在那时，这三辨识便失去其功能。它们大功告成，
你可以把它们放开了。毕竟，它们是有为的现象。当你把一切法放在一边时，也把它们放到一
边。阿罗汉们能够继续利用这些辨识作为心的乐住之境，提醒自己为何证得此终极喜乐，不过已
经不再需要以这些辨识作为解脱功能了。 
        因此要记住: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推断事物的真实本性，只除了需要看清其行为如何使之不
足以成为真乐的来源。这里的重点始终指回到利用这三辨识对治内心不善巧的倾向，因为心的问

题是最重要的。 
        阿姜放曾经有一位在新加坡的弟子，在来信中描述自己的禅定已达到对遭遇的一切事物只观

其三相的境界。阿姜放要我给他写回信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在事物上。要不停地回过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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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看是什么在一直咎谴它们是苦、无常、非我——因为错误不是出在事物上，而是出在心上，
是它在寻找喜乐时找错了地方。” 
        因此，那里才是你应当一直专注的地方。利用凡是能斩断心的不善巧习惯的诸种辨识与观想
方式，以一种趋向非缘起之乐的目标的方式加以应用，达到之后，你可以把一切辨识，无论善巧
与否，全部置于一边。 
 (根据2007年8月21日开示录音整理)
 
中译注: 
[1]Ti-lakkhaṇa直译三相、三特征。文中坦尼沙罗尊者解说的是它在禅修中的用法。关于巴利语 ti-lakkhaṇa
的出处、译法、及与汉语佛典中“三法印”一词的关系，笔者曾请教过菩提尊者。据尊者的解释，巴利三
藏中出现过一次 tilakkheṇa (系tilakkhaṇa 的具格)，是在 Apadāna(小部譬喻经)当中，但不是指无常、苦、
非我，而是指多闻的婆罗门的三个特征。但是 tilakkhaṇa 在注疏当中却多次出现。因此，它是圣典集结后
出现的一个表达(post-canonical)。 
        佛光大辞典对汉语“三法印”的解说是: “可作为佛教特征之三种法门。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
寂静等三项根本佛法。此三项义理可用以印证各种说法之是否正确，故称三法印。……此语未见于巴利
语系经典。” 对“四法印”的解说是: “于三法印，再加上一切有为法皆苦之苦法印。” 
        据通晓汉译阿含与阿毗达摩的菩提尊者，“三法印”一词在汉译阿含经中不存在，在汉译阿毗达摩中
也很少用到。“三相”一词倒是出现过多次，内涵各异，故是泛指三特点。尊者说:“Ti-lakkhaṇa 与汉语三法
印(或四法印)，似乎代表不同的用法。Ti-lakkhaṇa  可能是对观禅诸主题的一种方便统称，这几个主题(指
无常、苦 、非我——译按)在经文中出现过无数次，特别是在中部和相应部，只不过没有概括在单一术语
之下。而汉语佛教中三法印的作用是指明真法的特点。不过其确切用法尚需审视多种文本才能决定。对
熟悉汉传佛教的读者来说，三法印是一个久已有之、意义明确的术语，翻译 ti-lakkhaṇa 时最好避免套
用……” 
        本文把 ti-lakkhaṇa 及其英译three characteristics或three marks 译成“三相”(若有突出该巴利词独特内涵
之必要，则另择它词会清楚些)。 
[2]诸如 Anattā-lakkhaṇa Sutta ——《非我相经》的经文名是根据注疏赋予的。 
[3]此处之意是，如何利用事物的行为寻找喜乐。例如，对某事物，从它影响我们五欲的方面寻找喜乐，
是会有苦、不长久的。观其三相，却是可以作为道的一部分，影响自己的修持，达到长久喜乐之目标
的。 
[4]即为修行道的自然组成部分，到某个阶段，应当尝试把注意力从观息(属于观身)转到观心。据作者，
尤其是自知五盖发作时需要观察心的动作。观身与观心可以交替修练。 

相关连接: 
        《非我相经》

最近訂正 1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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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国，通常一位阿姜来到一座过去从未驻足的寺院，想察看比丘们修行有多用功时，就去
看行禅道。如果那里扫得干干净净，并且明显地被踏出痕迹，他就把这作为一个好征兆。原因之
一当然是，如果你去看坐禅的地方，是看不出久坐的迹象的，而行禅却会在土径上走出一条凹
槽。不过还有一个原因: 行禅往往是被人们低估的一个禅修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多数人强调坐
禅，把行禅只看成是坐禅之后变换节奏、站起来伸展一下腿脚的机会。 
        然而，那却不是行禅的唯一目的。圣典中佛陀讲述行禅的利益时，其中一些是健康方面的利
益，但在心的方面，他说，行禅中发展的定不容易被破坏。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要点。静坐，是
为了修练心静止，我们保持身静止，是作为心静止的助益。不过，我们也需要能够在动态中保持
心的静止。那就是行禅的用处。 
        当你坐禅后起身行禅时，要试著继续维持坐禅时的那股定。你可以把它想成端著一碗油，从
座位上起身，向行禅道走过去，继续行禅。一滴也不要泼出去。那样做，需要你对维持定的地点
作重新调整。平常情形下，我们睁眼时，第一倾向是让觉知流出眼外，进入你的视觉域场的世界
当中。你在身内的存在感[the sense of being inside the body]就失去了一部分。 
        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那股身内的存在感。即使你睁开眼，也要继续维持它。你也许会发

现，第一次尝试这样做时，可能会失去平衡，因为这意味著找到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平衡。但重
要的是，你发展这个新的平衡、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完全在你的身内，完全在气之中，即便是在
行走，即便是在移动，即便是在行走中穿越环境，因为最后你要达到能够在一切活动中——言
谈、工作、吃饭，等等——维持那同一股定的地步。行禅是朝那个方向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它
是把你的坐禅与在日常生活中具念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走上行禅道时，发现自己的定已经散开，要立即把它带回来。接著，以正常的速度
——或者略慢一点，如果你发现这样有助于定的话——走到行禅道的尽头，但不要以一种异乎寻

常的慢速度行走，否则你就得不到把凝聚的念带入你的平常活动所必要的练习了。不可顾盼树木
或周围的其它景色。双目保持下垂，聚焦在身前几步远处。你可以两手握于身前或身后，重点是
手臂不可来回甩动。到达行禅道的终点时，略停一下，重新确立念住，以恢复行走时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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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念，接著转身，略停，朝回走。转身时向同一个方向转，或者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这样就不
需要到终点时一再作决定朝哪个方向转身。 
        此外，试著维持与闭眼坐禅时同样的那个定感。换句话说，专注于气。尽管你人在行走，眼
在朝前看，确保不给障碍绊著，你还是要尽量保持那股定于气中的感觉。不要让眼看与脚走把你
从定中拉出去。在动态中保持定， 这需要修练。 
        这种修练的重要性有两条。一是，如我刚才所说，这让你习惯在其它活动中维持定，以至于
哪怕你在从事复杂的活动时，哪怕你在思考问题时，仍然能够有一种住于身内、定于气中的感
觉。你也许事务繁多，不能够一直跟踪何时入息、何时出息，但是你对体内那股能量的品质——
哪里松弛、那里紧张、你能够做什么才能在一切情形之下保持松弛、舒适——应当能够保持敏感
度。你住在身内。你进入某个别的思维世界时，不完全离开身。这就使你保持著基地，使你在该

思维世界中完成需要做的事之后有一个回返之地。否则，你就像一个流浪者一样换著车跳，从一
辆思维快车跳到另一辆、结果一下跑到了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反之，如果你定在这里，那个思
维世界的工作一做完，你就回到这里、与气呆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活动当中保持[定
的]基地，整日不散乱。 
        发展这种动中定的另一个重要性是，行禅中，你开始观察心是怎样溜出去的。你在行禅中得
到的洞见往往多于坐禅，因为坐禅时，你觉得一切都应该完全静止。不需要注意其它事。你可以
压制一切，达到极其专注、极其寂止的境界。但行禅时，你还得看、还得动，即使在简单的行走
当中也得作出决策。你打算把眼光往哪里投、把脚往哪里放、注意离小径终点有多近: 这些事虽
然简单，却是心的动作。心在那样动时，其它的动机很容易悄悄地钻进那个动态当中、把它转为

己用。如果你不仔细，它们就会把你拉走。但是，如果你养成搜索它们的习惯，就会懂得心如何
有流出[心漏]的倾向。 
        龙波敦在他对四圣谛的简短定义中讲到了这一点。他说，往外流的心，是苦因。能够当场逮
住那个外流、看见那股流、看见它怎么动、为什么动、练习怎样才能不跟它一起流，是件好事
情。阿姜李在讨论心念处时也讲过这一点。他说，你从静止、明亮的觉知出发[看]。接著一股[心]

流从那个觉知流出、前往感官所缘[客体、目标]。有时侯它是在找个什么目标对之发怒，有时候是
在找个什么目标对之贪爱。我们注意不到这些事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倾向于跟那股流一起走。不
过，如果把自己放在与行禅时一样的那个境态——也就是，尽管其它事物必须动，你仍然要保持
静止——就能够发展出保持静止的这个技能，尽管心流往外流，你却不跟著去。你看它走一小
段，因为你不住到里面，它就到不了目标，于是就消逝了。 
        于是，你得以观察心的即刻行动，又不被该行动给载走。这样一来，对穿流于心的一切事
物，不随之行动，也就容易多了。你对那位能够把心的动作看成[与个人无关的]事件、不当作世界
进驻其中的观察者，会有更深的领悟。如果你进入那些世界当中，它们就会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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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节，把你载到曼谷郊外某个暗处，朝你开枪，再把你扔出车外。不过，当你把它们看成是事
件，自己不参与，除非你看清楚它们确实有益。这就把你更好地置于不随波逐流的境地。 
        这种观察动态但不随之而动的能力，也同样帮助你分析自己的定。圣典中提到，要在掌握一
种定之后，发展从该定中略退一步的能力。在修定的初级诸阶段，佛陀建议学会耽于定、享受
它、沉浸于它、彻底被吸摄其中。换句话说，你把心完全植入该所缘、与之合一。你那样做时，
是根本不能分析性地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你完全专注于一个所缘、一种辨识。也许你可以这

里那里稍微调节一下，但是调节够了之后，就让自己沉浸到其中。你在那个状态里，是不能做什
么分析的。然而，佛陀又说，略略后退一步。他给出的比喻是一个坐著的人看一个躺著的人、或
者一个站著的人看一个坐著的人[2]。你比另一个人的位置高一点，可以观察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他或她正在做什么。 
        以同样方式，你可以学会在心静止时观察它。你没有那么完全地植入所缘，但同时，你也不
完全离开定。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你已经藉著行禅，发展了作为观察者面对心的少许动作，仍
能保持静止的能力。这样，你就可以观察自己的定境。 
        定的观察方式，佛陀建议了不少。在该定境中寻找凡是你能够认出的形色、感受、辨识、思
维造作、意识，接著静观其行为。简单的一种方式是静观辨识的活动。你用来作为定的标志的那
个辨识，在多大程度上给心造成苦或扰动? 学会把你加诸事物的那种辨识、那个标签，看成是心
的一个动作。它的背后存在一种动机[意志]的成分。或者很多情形下，对那个特定的辨识，存在
一套完整的观察框架、整个一个背景世界。不过，如果你能够把该辨识看成是有起始、中段、终

结的一场活动，你就会看出，该辨识是一回事，辨识的真实所缘又是另一回事了。 
        佛陀给出的经典比喻之一是海市蜃楼。你看见其中有一棵树，尽管真实的树比幻景中的树离
我们要远得多。 幻景里的树是一回事，那株真树又是另一回事。它们相互关联，但各自有别。当
你能够看见辨识与真实所缘的区别时，你就能开始看见动态的辨识，看见它作为因果链的一个组

成部分，具有什么样的果报了。那样，你可以看见，哪些种类的辨识是有益的，那些是无益的。 
        阿姜李在他的呼吸禅定指南当中指出了这一点。你在初禅中对气的辨识方式，与你在二禅、
三禅、四禅中的辨识方式将会是不同的。在第四禅，你对气的辨识是一种静止的能量。你所做到
的是挑选频道，到达体内早已存在的一个静止的能量场[3]。你之所以能够选到它，透过的是这个
辨识。你现在的觉知范围内有什么是气能但又是静止的? 如果你还不能够定在那个上面，就把辨
识定在出息入息上，试著把出入息的长度、品质调节得当。那样将有助你入定、寂止下来。但以
后会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助你入定的气的理解方式妨碍你移到更精细层次的定。于是对体内之
气，你需要另一种辨识方式。 
        与其专注出入息，试著专注穿过血管、穿过神经的那些精细的能量。它们是一种极其细微形
式的出入息。接下来，还有一种更精细的快速移动的能量。你一开始想入息，它已经从头到脚在
体内周转、在体内贯通。再接下来，还有一种静止的气能，无论是入息还是入息，它一直都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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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阿姜李提到过可以达到那里的能量中心之一，是横隔膜与前胸骨的交接地带，但还有别处部
位，在那里你也可以初次达到它。出息入息可以触击、挤压这种静能[4]，但如果你决意不让出入
息干扰那股静止的能量感，你就能让那股静止感渗透全身。你移入更深的定，那里的一切，有辽

阔、静止、自由之感。 
        你所做的，是透过把辨识当作事件来专注，检验果报，然后作改变，得到更佳的果报。随著
你对此熟练起来，就可以开始观察这整个过程，看诸种辨识如何影响你的整个体验。那是发展无
欲与厌离的一种做法，你看见，原来以为是体验的那些原始素材，早已被辨识揉捏成型。这是在
修定过程中发展洞见的一种做法。 
        这一切都有赖于观察心的活动，又不陷入该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行禅如此重要，因为它给予
你修练的机会，助你完善那种能力。 
        因此，不可把行禅当成仅仅是累得不能坐禅时才做的事，或者单单是活动一下，等你准备好
再次坐禅。它不是禅修的休息阶段，而是禅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发展出另一种技能，这种
能力让你不仅在身体静止时，而且在身体移动时，也能够在处在定中。行禅教会你在动中寂止，
对那个作为观察者，又不与它所观察的事物一起动的心，有更深入的了解。 
        记得那部有关礼敬定[奢摩他]的偈诵。它不仅适用于坐禅的定，也适用于作为定学基本技能
的行禅。正如佛陀所说，对这些修练培育礼敬感，会把你置于涅磐的面前。 
中译注: 
[1]见增支部5.29《经行》:“比丘们，有这五种经行的利益。哪五种? 它使人有耐力旅行; 它益于精进; 它益
于健康; 饮食、咀嚼之后[经行]助益消化; 经行所得之定持续长久。 比丘们，这就是经行的五种利益。”  
[2]见中部57《定支经》:“正如一人观照另一人，一位站者观照一位坐者，或者一位坐者观照一位卧者，
更如此，比丘们，该比丘藉着明辨，对他的观照对象善把持，善专注，善思虑，善格知。此为五支圣正
定的第五种发展。”  
[3]挑选频道，原文是tune in，这里的比喻是调节收音机的频率，对准那个频率接受讯息就可以听到。 
[4]这种触击挤压与辨识有关。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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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first went to stay with Ajaan Fuang, one of 
the questions I asked him was, “What do you need 
to believe in order to meditate?” He answered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thing: the principle of kamma. 
Now when we hear the word “kamma,” we usually 
think, “kamma-and-rebirth,” but he meant 
specifically the principle of action: that what you do 
shapes your experience. 

我跟随阿姜放之初，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

是:“为了禅定，需要信什么?”他回答，信一件
事: 业的原则。不过我们听见“业”这个词，常
常想到的是“业与轮回”，他所特指的却是行
动的原则，即: 行为塑造体验。

If you’re convinced of this, you can do the 
meditation because, after all, the meditation is a 
doing. You’re not just sitting here, biding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e accident of Awakening to happen. 
Even in very still states of meditation, there’s an 
activity going on. Even the act of “being the 
knowing” is still a doing. It’s a fabrication, a 
sankhara. In one of the suttas, the Buddha says that 
all the different khandhas, all the different 
aggregates that make up experience as a whole, have 
to get shaped into aggregates by the process of 
fabr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ere’s a potential for a 
form, a potential for a feeling, potential for 
perception, fabrica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act 
of fabricating is what turns these potentials into 
actual aggregates.  

如果你确信这一点，就可以作禅定，因为毕

竟，禅定是一种作为。你并非仅是坐在这里
守候时光，等待觉醒的偶发突现。即使在极
其寂止的禅定境界之中，仍然有一种动作进

行着。即使“成为觉知”的动作，仍然是一种
作。它是一种造作，一种行[sankhara]。在一
篇经文当中，佛陀说，构成整个体验的所有
蕴，所有聚集体[khandhas]，必须被造作的过

程塑造成诸蕴。换句话说，有一种色的潜在
可能性，一种受的潜在可能性，有想、行、
识的潜在可能性。正是造作的动作，把这些
潜在可能性转为实际的诸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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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ounds abstract, but it’s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for the meditation ev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sit here in the body—and of course, that’s a 
fabrication right there: the idea that you’re sitting in 
the body—but given all the many different things 
you could focus on right now, there’s the possibility 
of choice. This possibility of choice is where kamma 
comes in. You can choose any of the sens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to your awareness. It’s as if there were 
a buzz in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There’s 
a potential for pain here, a potential for pleasure 
over there. All these different sensations are 
presenting themselves to you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and you have the choice as 
to which ones you’ll notice.  

听起来抽象，但它对禅定来说，甚至从一开
始，就是极其重要的一课。你在这里，坐于
身内——当然，那里就有一个造作: 你坐在身
内的这个想法——不过，既然有许多东西你
现在可以专注，那就有选择的可能性。这个
选择的可能性，正是业力因果发生作用的地
方。你可以选择来到你觉知范围内的任何觉

受。就仿佛体内所有不同的部位都在滋滋作
声。这里有痛的潜势，那里有乐的潜势。所
有这些不同的觉受都把自己放在你面前，让

你对它们做点什么，你将会注意其中的那
些，是有选择的。

Doctors have done studies showing that pain isn’t 
just a physical phenomenon. It isn’t totally a given.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messages coming into 
your brain right now that you can’t possibly process 
them all, so you choose to focus on just some of 
them. And the mind has a tendency to focus on pain 
because it’s usually a warning signal. But we don’t 
have to focus there. In other words, there can be a 
slight discomfort in a part of the body, and you can 
focus on it and make it more and more intense, more 
and more of an issue. That’s one thing you can do 
right now, but—even if you may not realize it—you 
have the choice of whether or not to do that. You 
can choose not to make it more intense. You can 
choose even to ignore it entirely. Many times we 
have habitual ways of relating to sensations, and 
they’re so habitual and so consistent that we think 
there’s no choice at all. “This is the way things have 
to be,” we think, but they don’t.   

医生们做过一些研究显示，痛不仅仅是一种
身体现象。它不完全是先决的。当下来到你
的大脑中的讯息如此之多，你不可能全部处

理，因此你选择只专注其中的一部分。心有
专注痛感的倾向，是因为通常它是一种预警
讯号。不过，我们并不是非得专注那里。换

句话说，可能在身体的某处略微有点不舒
适，你可以盯着它，使不舒适感越来越激
烈，越来越成问题。那是你当下可以做的一
件事，然而——即使你或者没有意识到——
做与不做，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不令
它更激烈。你甚至可以选择彻底漠视它。很
多时候，我们对觉受有一些习惯性的反应，
它们如此习惯化，如此常规化，我们以为不
存在选择。“事情只能这样，”我们这么想，
然而，它们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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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the other im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kamma: You can change your actions. If some parts 
of experience are dependent on choice and 
fabrication, you can choose to change. You see this 
really clearly when you focus on the breath. The 
breath is always there in the body, and if you look 
carefully you’ll discover that it has many levels. It’s 
like looking up in the sky: Sometimes you feel a 
breeze coming from the south, but you look up in 
the sky and see a layer of clouds moving east, and 
another higher layer of clouds moving west.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wind in the atmosphere 
and, in the same way,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breath in the body. You can choose which 
ones to focus on. 

那就是业的原则的另一个寓意: 你可以改变你
的行为。如果体验的某些部分随选择和造作
而定，你可以选择改变。这一点，在你专注
气时，可以看得很清楚。气在体内始终存
在，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有许多
层次。就好比观测气象: 有时侯，你察觉一阵

轻风从南方吹来，然而抬头观天，看见一个
云层在朝东移动，另一个更高的云层在朝西
移动。大气层中存在许多层次不同的风，同
样地，身体内部存在许多层次不同的气。你
专注其中的那些，是可以选择的。

It’s like having a radio receiver: You can choose to 
tune-in to different stations. The radio waves from 
all the nearby radio stations, all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are all in the air around us. There are 
radio waves from Los Angeles, radio waves from 
San Diego, even short wave radio waves from who-
knows-where, all over the place. They’re going 
through this room right now. They’re going through 
your body right now. And when you turn on the 
radio you choose which frequency you want to 
focus on, which one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same 
with the body. You sort out, of all the possible 
sensations, just one type of sensation to focus on: 
the breath-ness of the breath. Wherever you feel the 
sensation of the in-and-out breath most clearly, you 
focus right there. Now some of us have a radio we 
haven’t taken very good care of, and as soon as we 
tune it in to one station it slips over to another. So 
you’ve got to keep tuning it back, tuning it back.  

这就像是无线电接收器。你可以选择调收不
同的电台。来自附近所有电台的电波，所有
不同的频率，都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空中。有
来自洛杉矶的电波、来自圣迭哥的颠簸、甚
至有不知哪里来的短波，到处都是。它们现

在正在穿过这间屋子。它们现在正在穿过你
的身体。当你打开收音机时，你选择想专注
的频率，想聆听的频率。身体也同样。你在
所有可能的觉受中分捡，单单挑出一类觉受
——气的气性——专注于它。你在哪里最清
晰地感受到出入息，就把注意力定在那里。
我们有些人有一台保养不佳的收音机，一调

到某个频率，它就滑到别的频率上。因此，
你必须不停地把它往回调、往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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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problem isn’t just the tuning. It’s what you 
do with the sensation once you’ve tuned-in to it. 
Again, you can focus on the breath in a way that 
makes it painful, or you can focus on it in a way that 
makes it comfortable. You’re not faced just with the 
given-ness of the breath. What you do with it can 
make it more or less painful, more or less 
comfortable. To continue the analogy, it’s like 
having a volume control on the radio: You can turn 
it way up loud so that it hurts your ears, or you can 
turn it way down soft so that you can hardly hear it 
at all. But as you get more skillful with your volume 
control, you get a sense of what’s just right so that 
you can adjust the level and the pressure of your 
focus for maximum enjoyment.  

不过，问题还不单单是调频。还有一旦调进

去了，对那个觉受做什么的问题。再一次，
你专注气的方式，可以令它痛苦，也可以是
令它舒适的。你面临的并非仅仅是前定不变

的气。你对它做什么，可以使它多痛或少
痛、多乐或少乐。延续先前的比喻，就好像
收音机上有个强度调纽: 你可以把它调得巨
响，以至于耳痛，或者，你可以把它调得极
弱，以至于几乎听不见。不过，随着你对强
度的调节熟练起来，就会懂得什么是恰到好
处，这样就可以调整你专注的层次和力度，
获得最大的享受。

As you get tuned-in more and more precisely, you 
discover there are other subtleties as well. Again, 
like the radio, when you really get tuned very 
precisely onto the frequency, the static goes away 
and you can hear subtleties in the signal that you 
couldn’t hear before. You can play with them, turn 
up the treble, turn up the base, whatever you want. 
So even though the radio signal is a given, you can 
do a lot with it. That’s the element of kamma in 
your meditation right now: It’s what you’re doing 
with the breath.  

随着你的调入越来越准，你还会发现其它的
细节。再一次，以收音机作比喻，当你极其
准确地调到那个频率上时，杂音消失了，你
就可以听见讯号中过去听不见的微妙之处。
你可以操纵它们，把高音成分调响，把低音
成分调响，随心所欲。因此，尽管那个无线

电讯号是先决的，你对它可以有很多作为。
那就是你当下禅定当中业的因素: 就是你对那
个气做什么。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more skillful in how you 
relate to it so that you can sense not only the very 
obvious breath of the air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lungs， but also the sensations that go through the 
whole body as you breathe in, as you breathe out, 
the patterns of movement in the body that actually 
bring the air into the lungs and let it go out. There’s 
a wave going through the body each time you 
breathe. As you become sensitive to it, you begin to 
sense where there’s tension in the body, and where 
there’s not; where the subtle breath flows properly, 
and where it doesn’t.  

你可以学会以更善巧的方式应对气，使得你
可以不仅感觉到极其明显的出入肺部的空
气，而且感觉到随着你入息，出息而穿过整
个身体的诸种觉受，感觉到体内真正把空气
带入肺中、又让它呼出的那些动态分布。每
一次你呼吸，都有一阵波动贯穿身体。随着
你对它敏感起来，你开始感觉到，身内哪里
有张力，哪里没有; 哪里精细的气流动正常，
哪里不正常。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Tuning-in.htm (4 of 8) [12/31/2010 10:51:24 PM]



入气中调-尊者罗坦尼沙

And, again, it’s not just a given. You can do things 
with that flow. You can improve the flow. If you 
notice tension in a certain part of the body, you relax 
it; and oftentimes doing this improves the breath 
flow not only at that one spot but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as well. You begin to have a sense of the 
body as a whole series of different interconnected 
energy patterns. A tightening up here may lead to a 
tightening up over there, and it all gets connected in 
a feeling of overall constriction, of bands of tension 
squeezing the body. Or you can loosen it up. That’s 
your choice. You can relax this bit of tension here 
and find that it leads to an unraveling of tension 
over there. Or you might find that everything gets so 
loose that you drift off. This means that you’ve got 
to learn how to gain a sense of “just right” so that 
you can stay with the sensation, keep your focus, 
and even if the radio signal begins to drift a little bit, 
you can follow it precisely and stay right with it.  

再一次，它不是先决的。对那股气流，你可
以有所作为。你可以改善它。如果你注意到
体内某个部位存在张力，就放松它; 这样做，
往往不仅改善了那一个部位的气流，而且也
改善了其它部位的气流。你开始把身体理解
成一大堆不同的、相互连接的能量分布系
列。这里的某个紧绷，可能会导致那里的紧

绷，这一切都被系结起来，成为一股总体的
紧压感，成为挤抑身体的一条条紧勒感。或
者，你也可以把它们松开。那是你的选择。
你可以放松这里的一点张力，发现它导致了
那里张力的解开。或者，你可能发现，一切
变得如此松弛，你游移而去。这说明，你必
须学会一种“恰到好处感”，使得你可以长住
那种觉受，维持你的专注，即使那个无线电

讯号开始稍有移动，你可以准确地跟着它，
不懈地随着它。

At this point you can let go of the sensation of the in-
and-out breath—the coarse breath, the obvious 
breath—and focus more on the subtle breath flow in 
the body. As you work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it feels tense or blocked or sort of 
squeezed out, you let the breath sensations fill all 
those little nooks and crannies, and there comes a 
greater and greater sense of fullness, refreshment. 
That’s what piti means. It’s the drinking-in of the 
good sensation. We normally translate piti as 
rapture, but it’s also related to the word for drinking, 
pivati. You drink-in this nice sensation. It feels full, 
it feels refresh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body 
because you’ve opened up all the little cells in the 
body and allowed the breth to enter. When you get 
that sense of fullness, it’s easier to relax.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开出入呼吸之感——也
就是粗糙的气感、明显的气感——把注意力
更多地放在体内精细的气流上.随着你对体内
所有那些感受到张力、阻碍、或外挤的部位
加以彻底耕作，你让气感充满所有那些细小
的角落，一股越来越大的充沛感、清新感就
会出现。那就是喜的意思。它是良好觉受的
饮入。我们一般把 piti 翻译成 rapture——
喜，然而与它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词， pivati
——啜饮。你饮入这股良好的感觉。整个身
体感到充沛，感到清新，因为你已经开启了
体内所有的细孔，让气入内。当你得到那种
充沛感时，放松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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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y not be a pretty image, but the mind at this 
point is like a mosquito when it’s finally hit a big 
vein in your body. It sticks its little proboscis in and 
just stays right there, bathed in bliss. Its wings go 
weak, its feet go weak, and no matter how much you 
try to brush it away, it just doesn’t want to go. It’s 
just drinking-in what it wants. The same with the 
mind: As soon as that refreshing breath sensation 
begins to fill the body, you let go of everything else. 
No matter what other disturbances come, you’re not 
the least bit interested because you’ve got something 
really satisfying. You could almost say that it’s a 
sensation to die for. You let down your guard, let go 
of everything else, because this sensation is so 
totally absorbing. You’ve opened up every part of 
the body, every part of your awareness for this 
sensation to come in.  

下面这个比喻，形象也许不甚美观，不过这

时候的心，就像一只终于找到你体内一根大
静脉的蚊子。它把小小的长吻伸了进去，就
在那里呆着不动，沐浴在极乐之中。它的翅
膀失去力量，它的细足失去力量，不管你怎
样推它，它就是不想走。它就在饮入它想要
的东西。心也同样: 一旦那股清新的气感开始
充满身体，你就把一切放开了。无论来了其
它什么干扰，你毫无兴趣，因为你已经得到
某种令你极其满足的东西。几乎可以说，它
是一种可以为之而死的觉受。你放下自己的
防护，放开其它一切，因为这种觉受具有如
此彻底的吸摄感。你已经开放了身体的每一
个部分，你的觉知的每一个部分，让这股觉

受入内。
As you stay there and the mind grows more and 
more still, you become aware of a deeper sensation 
of absolute fullness with no sense of flowing back 
and forth—a real stillness in the body. There’s a 
slight sense of air exchange on the very surface of 
the body, the surface of your awareness, but deep 
down inside there’s a great stillness. There’s no 
longer the sense of drinking-in because you’re 
absolutely full. Ajaan Lee uses the image of an ice 
cube: A vapor is coming off the cube—a very 
vaporous movement around the edge of your 
awareness—but everything else is solid and still.  

随着你呆在那里，心越来越寂止，你开始觉

察到一种更深的、没有来回流动的绝对充沛
之感——体内的一种真正的寂止。在身体的
表面，在你的觉知的表面，有一股微微的换

气感，但内部深处，是巨大的寂止。饮入感
不复存在，因为你已经绝对充满。阿姜李用
冰块的形象作比喻: 一股水汽从冰块上冒出
——也就是，在你的觉知边缘附近，有一种
极其雾状的动态——然而其它的一切坚固、
寂止。

And then finally even that vapor stops, and the 
solidity fills your whole awareness. It’s 
accompanied by a sense of brightness,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sense this brightness as a light. It’s a 
peculiar quality: a physical sensation, a feeling tone, 
of brightness, clarity, filling the whole body, and 
you’re just sitting there in the middle of it.  

接下来，到最后，连水汽也停止了，那股固
性充满了你的整个觉知。伴随着的，是一股
明亮感，尽管你也许不觉得这种明亮像一盏

灯。它是一种奇特的素质: 明亮、清晰、充满

全身的一种身体感，一种觉受基调，你只是
坐在那里，在它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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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no need to rush through these stages, no 
need to go jumping through hoops. In fact, it’s best 
if you not try to rush. Just find one sensation you 
can tune-in to. Stay right there and it will develop on 
its own, simply because of the consistency of your 
focus. When you finally reach that sense of solid 
stillness and stay there, you begin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choose to give a shape to it or not. You can 
focus on the sensations that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shape of the body or you can choose to ignore them. 
This i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principle of kamma 
coming into play in the meditation. It’s almost as if 
the various sensations of the body have turned into a 
mist. There are these little breath droplets just 
shimmering there, and you sense the space in 
between them. The whole body is filled with this 
space, which also extends outside the body in every 
direct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little droplets, 
you can focus on the space. This gives you a really 
clear lesson in how much choice you have in how 
you experience the present moment. Just the simple 
sensation of having a body here comes from 
subconscious shape-giving choices you’ve made. 
You realize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sensations you 
can focus on, and there’s a skill in how you choose 
your sensations, in how you magnify the ones you 
want, and how you just put aside the ones you 
don’t.  

没有必要匆忙地穿过这些阶段，没有必要大
费周章地赶超。实际上，最好是不试图快
赶。你就找一种可以调入的觉受。呆在那里
不动，正因为你的专注[定]的持恒，它自己会
发展。当你最后达到那股固性寂止之感时，
你开始意识到，你可以选择给它一种形状，
或者不给。你可以专注那些给你一个体形的
那些觉受，你也可以选择忽略它们。这就是
你真正看见业的原则在禅定中起作用的地
方。几乎就好像种种体感[色]已经转变成了一
团雾。这些小小的气粒在那里闪烁，你感受
到粒子之间的空间。整个身体被这个空间所
充满，后者还朝各个方向，延伸到体外。一
反专注这些微粒，你可以专注[定在,盯在]空间

上。这对于你如何体验当下拥有多少程度的
选择，给你上了极其清晰的一课。你在这里
有一个身体的简单觉受，来自你已经作出的
赋予形状的诸种选择。你意识到，你可以专

注许多不同的觉受，如何选择你的觉受，如
何放大你想要的觉受，如何把不想要的觉受
放在一边，存在着一种技能。

So even though this is just training in concentration, 
there’s also a lot of discernment involved. As the 
Buddha once said, both tranquility and insight are 
required for getting good strong states of absorption. 
And he never talked about insight without framing it 
in terms of kamma, in terms of the skillfulness of 
what you’re doing.  

因此，即使只是定的训练， 这其中仍然包含
着许多的明辨。如佛陀曾经所说，止与观两
者对证得良好、有力的诸种定境都是必要
的。他在讲到洞见时，从来没有脱离过因果
的角度，脱离你所行之事的善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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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is practice is what lays the groundwork so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o consider issues of 
inconstancy, stress, and not-self—you’ve got the 
proper context. You’ve created a good space inside, 
a good space in the present moment, so that there’s 
no hungry sense of having to grasp after this or 
grasp after that. When you’ve drunk your fill of the 
fullness and stillness, you’re in a much better mood 
to consider things for what they actually are—so 
that when insight comes it’s not destabilizing. 
Without this solid foundation, thinking about 
inconstancy, stress, or not-self can get really 
disorienting. But when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what you’re doing in 
the meditation, they make it even more stabilizing. 
This is where concentration, tranquility, insight, and 
discernment all come together in a healthy and 
balanced way.  

因此，这场修练是在构造基础，使得——当
思考无常、苦、非我等问题的时机到来时

——你已经有了合适的背景。你已经造筑了
一个内在的良好空间，一个当下的良好空
间，使得你没有需要抓取这、抓取那的饥饿

感。你已经饱饮了充沛和寂止，这时你的心
态好多了，可以对事物如实作观——以至于
当洞见来临时，它不会令你动摇。没有这个
坚固的基础，无常、苦、非我的观想有可能
令你极度迷失。不过，当你在禅定中正在做
什么的背景之下，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它
们就使定更加稳固。定、止、洞见、明辨，
正是在这里，以一种健康、平衡的方式，全
部融合在一起。

(根据2002年12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最近訂正 1-2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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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对技术高手做过研究，试图了解为什么对于某种技能，有些人只是擅长，另一些人
却是真正地精通。他们发现的规律之一是，为了真正地精通某项技能，它必须捕获人们的想象
力。他们喜欢思考它。他们喜欢尝试不同的构思方式和著手方式，喜欢以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
方式运用这种技能。虽然我们往往不认为禅定涉及到想象力——甚至以为禅定是抵制想象的——
实际并非如此。与其它技能一样，为了精通定，它必须捕获你的想象力。 
        当你修定时，你在做什么? 你在造作一种心态。那是需要想象力的。八圣道，总体上是一个
造作起来的、合成起来的东西。它把你带入当下。不过当你进入当下时，你发现，自己对每个当
下时刻，输入了多少的动机。圣道的修练过程，就是为了使你对这件事越来越敏感： 看见自己怎
样合成、怎样以造苦的方式合成，或者，怎样可以以更善巧的合成方式，造作越来越少的苦，直
到整个过程被拆散，不再有苦为止。 
        不过，为了达到最后一步，你必须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你不能单单决意不涉入当下、不参与
一切，只当观察者。因为那样一来的结果是，你的参与就转入了地下。你看不见它，但它仍然在
那里。因此，你必须对自己藉著对专注对象的选择，正在影响[塑形]当下这件事开放不讳。就在
那里，那是一个决策： 你选择专注的那些觉受、你的专注方式，都将影响你对当下的体验。你正
在造作一种“有” 的状态——该词的巴利语是bhava。尽管我们试图学会克服的事物之一正是
造“有”的过程，它却不可能被一扔了事。 我们必须理解它，才能够放得开它。我们必须对它理解
到无欲的程度，然后放开。为此，我们必须连续地一造再造这些状态，不过制造出来的，必须是
可以舒适安住、易于分析、易于拆解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修定的目的。 
        有一位曼谷高阶比丘曾经问阿姜李：“当你修定时，难道不是在心里制造‘有’的状态吗?” 阿姜
李回答说：“是的，正是如此。”接下来他说，除非你精通这个“有”的制造过程，否则你是不可能
真正做得好它的拆解过程的。他说：“这就好比有一只下蛋的母鸡。那些蛋，你吃掉一部分，另
一部分你把它们敲开，解散。”换句话说，定的作用之一，是使心在修行道上获得滋养。另一个
作用是给你提供拆解的材料，同时又把心放到一个能够拆解这些当下状态的位置。 
        因此，当你意识到这回事时，就要看一看你合成当下的方式。要知道，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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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不同的专注对象、不同的专注方式。如果你专注气[观息]，你会发现，构想和观察气的方式
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你自己对气感的标记方式;  你如何决定某个入息何时算够长、何时算太长、
何时算太短。这些决策，很多被放到了自动驾驶仪上[指任意不究］，不过禅定当中，你有机会对

它们作一番检验。你可以对它们作仔细的审视、调整，看一看是否存在一些更善巧的办法，来决
定入息多长算是够长，有什么迹象显示它正好够长。对出息的判断――它的长度、节奏、质感
――也是同样。 
        这其中有许多可以摆弄［游戏，把玩］的余地，“摆弄”[play]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得以
享受这个过程。否则对禅定便无热衷： 你做一遍动作，只不过是因为禅定时间到了而已。当热衷
不存在、喜乐不存在时，坚持下去就难了。心将会失去兴趣，转为厌倦，试图找别的东西来思
考，找别的填料来充塞时间——干草、纸片、泡沫塑料颗粒——其有益程度实在比不上了解气。
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投入时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看见，心是如何给它自己制造不必要的苦，
并且学会终止这种做法。 
        理解这个过程的一个有益办法是，看一看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分析想象力的。他们发现，想象
的过程包含著四种技能。首先，是能够在心里产生一个意象——想象出这种或那种形象。第二，
是能够维持住那个意象。第三，是审视它，观察它的细节，探索它的分枝。第四，是能够对那个
意象作出变动，作出改变，接著再审视它，看看你变换它时会发生什么。尽管发现这四种技能的
心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心造的图像，你会发现，任何创意活动——写作、作曲，等等——都包含
了同样这四步。 
        当你用这四步对照禅定时，会发现，它也适用。实际上，它们对应著四神足： 欲、勤、心、
智。 
        就禅定来说，第一步对应的是，在当下此处升起一种舒适愉悦的状态。你能够做到吗? 如果
你想，是可以做到的。正如佛陀所说，一切现象根植于欲。那么，你如何利用欲来升起那个愉悦
的状态?你可以调整呼吸[气]。你可以调整你的专注。以一种能够在身体至少一部分升起愉悦之受
的方式呼吸。 
        一旦你学会制造那个状态，下一步是维持那个状态，使它继续下去。你会发现，你需要念
住、警觉、平稳才能后做到。有时侯，你发现这就像冲浪： 身下的水波在变，但你学会维持平
衡。换句话说，身体的需要会变，但尽管在变，你可以做到维持那股乐感。刚开始坐下时，身体
也许需要比较深重的呼吸才能感觉舒适，不过随著它舒适起来，身体的需要会发生变化。因此你
必须学会骑在波浪的形变之上。调整呼吸的频率，使得它恰好符合当下、当下、当下身体的需
要。它使你对身体的需要会发生变化这件事越来越敏感，不过，随著你越来越敏感地回应那些需
要，越来越敏感地给提供身体它需要的呼吸方式，你可以学会维持某种特定的平衡。当然身体不
会坐那里说：“我要这。我要那。”但是你可以对那些征兆，对告诉你身体某些部位缺乏气能的那
些觉受，越来越敏感，你可以有意地把气输入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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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是审视。观察身内你所处的状态： 哪些地方仍然不舒适、仍然有张力、有紧张感? 那
么你可以想办法改变呼吸［气］。那就是第四步。第三和第四步是这样相互依赖的： 一旦你作了
变化，你再审视，看那个变化是造成了良好的效果，还是使情形更糟。如果它使情形更糟，你可
以再作改变。继续审视，继续调整。在巴利文中，这叫做vicara，即 ，评估[伺]。随著情形越来
越舒适，你会发现，你能给自己制造的舒适范围开始扩大。你的入息方式，可以使身内的气能在
各处相互连通。你的出息方式，可以使气能相互连通： 你的觉知连续地填满全身，饱和全身。 
        过了一阵，你达到了实在不能再改良气的地步。它就是那样了。正如阿姜放有一次说，这就
像是倒水入罐，最后罐 满，到了无论加多少水，也不能再满的地步。于是你停止加水。气也一
样：当你达到充满的地步，就可以终止作这么多调整、这么多变动了。你可以只与气住在一起。
从这里开始，问题主要变成是：心与气如何相关，它是否觉得它是独立于气而在作观察，还是沉
浸在气中。随著它越来越沉浸在气中，呼吸的频率会发生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你决意改变，而只
是因为你已经改变了你与气的关系。 
        随著你更完全地沉浸在身内和气内，你会发展出一种牢固的合一和安适感。气会越来越精
细，以至于最后停止，不是因为你迫使它停止，而是心已经减慢到足够程度，使得它的需氧度越
来越低。皮肤表面的氧气交换足以维持身体功能，不需要继续把气泵进泵出。阿姜李把这个状态

比作一块冰，水汽从上面蒸发出来：身体感觉极其寂止，不过在［身体］边缘，随著出入息，你
会感到一种不费力的蒸汽。接著，再过一阵，连它也停了下来，一切全部寂止。 
        这一切，都发源于在身内制造出一个呆著有舒适感的地方。然后学会维持它。接著审视它，
看看在哪里你可以扩大它，在哪里可以使它更稳定。然后，以种种方式调整它：运用你的想象
力，至少思考一下气可以更舒适，气可以饱和身体的可能性。你可以观想身内所有细胞浸浴在气
中——总之，任何气的构思方式，只要能使它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变成一个好居处。 
        正是以这种方式，想象力的四个侧面适用于你正在这里做的事，尽管你不是在试图构造一个
心的图像。有时，它的背后会有一些心的图像，不过你更关心的是气在进来时、出去时、你在摆

弄它时、你在这里制造出一种高度的康乐感时，气的实际觉受。尽管它是制造出来、造作出来的
东西，它却是制造出来的好东西，造作出来的好东西。正如佛陀所说，正定是圣道的核心。其它
的因子是它的配备。为了使明辨在当下作观，道的核心必须保持健康强壮。你必须透过定，制造
和维持一个良好、牢固的基础。 
        因此，正因为它是造就的状态，你必须有创意，有想象力。你会发现，你的想象力对现存的
诸种可能性越开明，它就越能够开启更多的新的可能性。只要你坦然面对这个过程，懂得你在制
造这个状态，你不必担忧自己会粘取它——尽管你很可能会粘取它——因为内心深处，你知道它
是你制造出来的、最终必须拆解开来的东西。不过，与此同时，你要学会善加制造。定越牢固，
你就越想住在这里。你越住在这里，你会对地盘越熟悉。正是透过那种熟悉，定的修练转为观

［洞见］的修练，就是能够令你解脱的那种观。没有这种稳定和熟悉，你的洞见只不过是你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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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开示中听来的、从书里读来的想法，从外面拾来的观念而已。它们不会深透地渗入内心，因为

心尚未软化当下这里的地盘。只有透过定的修练，当下的坚硬才能够开始软化，给观赋予渗透得
越来越深的机会。 
        因此，当你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有了这等领悟时，你会发现做起来容易多了。你开始意识

到，这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创意的过程。那样，它就能捕获你的想象力。当它捕获了
你的想象力时，你对练气，就会越来越有兴趣，不仅当你闭眼坐在这里时，而且在一天当中的任
何时候。懂得如何操纵气，如何定在气中，就可以帮助你对付嗔怒。你会更敏感于嗔怒的身体效
应，你可以令气贯穿嗔怒的身体诸症状，而不觉得被它们占了上风。 
        当恐惧存在时，你可以尝试用气对付它。你设法找到恐惧的身体效应，用气贯穿它。你会注
意到，气如何可以帮助你对付厌倦、对付疾病、对付痛感。这里可以探索的地方有很多了。随著
气的种种可能性抓住了你的想象力，你会发现，这种技能，不仅在你闭眼入定时有用，而且不管
当下在哪里，不管当下你在哪里，都是有用的。无论背景是什么，无论处境是什么，你会发现气
都有可用之处——假如你探索它的用处。为了探索它，你必须对它可以捕获你的想象力这件事有
所领悟。它会给你那样一种挑战，同时，随著你的探索，发现某种新东西、新技能，它也会给你
一种报偿感。 
        这就是禅定如何可以渗透你的整个生活。当它渗透你的整个生活时，当你对它越来越熟悉
时，那就是洞见升起之时：意想不到的洞见，你不总能在书本里找到、然而是及其私密、与身心
事件极其相关的种种洞见。你会意识到，它们之所以来到你这里，是因为你对如何应用当下的原
材料，开启了你的想象力。 
(根据2003年4月20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1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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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有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与“为何”——如何做，还有为什么做——因为禅修
不仅仅是一门技巧。这场修练有个背景，只有当你在这个背景下审视修练，才能够真正懂
得你是在做什么，才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关于“如何”，是相当简单的。就出入息念法来说，身体坐直，手置于大腿根，右手在
左手之上，两腿盘起，右腿在左腿之上，把眼闭上。以上是令你的身体就位。令你的心就
位，意思是，使它专注当下。观想气息，接著注意入息时，它感觉怎样，出息时，它感觉

怎样。觉知呼吸的动作。那就意味著有两种素质在发挥作用: 一个是思维或者说念住，它
提醒你在哪里呆著; 一个是警醒，它告诉你，气正在发生什么。那两种素质都是你需要
的。 
        第三种素质是佛陀所说的 ātappa——ardency——精勤，意思是，你真正放进一股努
力。你真正专注自己正在做的事。你不是在游戏而已。你给出全部的注意力。你试 著精勤
地念住，精勤地警醒。 
        精勤地念住，意思是，你试著使你的念尽可能地连续，不留任何空缺。如果你发现你
的心已经从气上溜走，马上把它领回来。不让它在这里闲混，到那里嗅花。你有工作要
做，你想尽可能快、尽可能彻底地完成它。你必须保持那样一种态度。如佛陀所说，就好
比你意识到自己的头在著火。你会尽快地把火扑灭。[1]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是严肃的问

题，紧急的问题: 老、病、死。它们就像在我们内心燃烧著的一堆堆火。因此，你必须保
持那股精勤感，因为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火将会突然爆发。你要尽量完善、迅速地做
好准备。因此，当心游荡出去时，要精勤地把它领回来。 
        精勤地警醒，意思是，当心与气呆在一起时，你调节气息，使之感觉良好，你对这个
调节动作，对其果报的评估，要尽量地敏感起来。试试长呼吸，看它感觉如何。试试短呼
吸、重呼吸、轻呼吸、深呼吸、浅呼吸。你能使觉知越精细，禅修就越成功，因为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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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气越来越精细，成为心的一个越来越舒适的居住处。接下来，你可以让那股舒适感传遍
全身。不要把气简单地想象成出入肺部的空气，而把它想成是贯穿全身的能量流。你的觉

知越精细，对那股气流就会越敏感。越敏感，气就变得越精细，作为一个居住处，它就变

得更愉悦、更有吸引力。 
        这就是使心定入当下的基本窍门——你必须给它一样他喜欢呆在一起的东西。如果它
被强迫呆在这里，它就会像一个摁入水里的气球。只要你的手抓著它，它不会跳起来，不
过，你一略略松开，它就从水中蹦了出去。如果心被强迫呆在一个它实在不喜欢的所缘

上，它是不会呆久的。你的念只要滑开一点点，它就跑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比作父母养育孩子。如果父母老是打孩子，一有机会，他就会从家
里逃走。即使把门窗锁起来，他也会找到出口。父母一转身，他就跑了。不过，如果父母
善待孩子——给他好东西玩，给他有趣的事在家里做，给予许多温暖与关爱——即使门窗
大开，那个孩子也愿意待在家里。 
        心也一样。要友善待它。给它好东西陪它呆在当下——比如舒适的气。你也许还不能
够使整个身体舒适起来，不过起码使身体的一部分舒适起来，然后跟那个部位呆在一起。
至于痛，让它们呆在别的地方。它们当然有权呆著，因此你跟它们达成协议。它们呆在一
处，你呆在另一处。不过，基本要点是，你有一个地方，当下心在那里感到稳定、安全、
舒适。这就是禅修的初始步骤。 
        这种禅修，可以有各种用途，不过佛陀意识到，最重要的用途是使心脱离整个老、
病、死的轮回。想一想，再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的了。那是生命的大问题，然而，社会倾

向于对老、病、死的问题弃置不顾，倾向于把这些问题推到一边，因为别的事似乎更为急
迫。挣大钱更重要。美满的亲密关系更重要，等等。而生命的大问题——就是你在走向由
一个将老、将病、将死的身体所带来的苦痛和屈辱这个事实——却被人们推开，被人们推
到一边。“还早，还早，以后再考虑。”当然，等那个以后到来时，等这些东西冲进来时，
它们是决不会接受你的“还早”，决不肯再给推开的。你若还没有为自己准备好应对它们，
将会陷入困境，一筹莫展。 
        因此，这些是你需要准备应对的最重要的事件。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其它事，是不定
的，然而有几件事却是肯定的。衰老会来。疾病会来。死亡肯定会来。因此，当你知道某
件事肯定会来时，必须作好准备。当你意识到这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件时，你必须对自
己度过生命的方式，作一番审视。 
        禅修——佛陀教导的修练——并非仅仅是偶尔闭上眼睛坐一坐的问题。它是一个你如
何安排事务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如佛陀所说，当你看见，存在一种更高层次的幸福，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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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低层次的喜乐可以达到它时，你会放弃那些低等的喜乐。看一看你的生命和你抓紧的
那些东西，看一看从中心觅求喜乐却得不到任何真正满足的那些小地方: 那是你真正想抓
住的东西吗? 你打算让它们成为主宰你生命的因素吗? 
        接下来，你可以思考大一点的问题。有一个得到超越老、病、死的幸福机会: 它会成
为你生命中的首要追求吗? 
        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在心里自问。佛陀并未迫使我们作答。他只是把情形明摆出
来。他说，一种超越了吃吃睡睡、照顾身体、舒适度日的幸福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可能
性，乃是佛陀教导中的善讯，特别是面临世上的多数人说: “哎，生命就是这么回事，尽量
享受吧。用这些即刻的快乐满足自己，不要想其它。不要让自己对已经得到的东西升起不
满。”想想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压抑，因为它的意思无非是，你在死亡之前，能抓到什么尽
量去抓。当你死去时，它们是带不走的。 
        然而佛陀却说，存在一种喜乐形式，存在一种内心的觉知形式，它超出老、病、死之
外，它可以藉由人的努力达到——假如你有足够的善巧。因此那既是善讯，也是挑战。你
打算让自己度过碌碌的一生，把时间耗费掉吗? 还是你打算接受这个挑战，投入到更重要
的事情上，投入到这个可能性? 
        佛陀是舍命求道的那种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可能性的存在，然而他想到，生命若要
有任何尊严、任何可敬，唯一的办法是找到一种不老、不病、不死的幸福。面对他拥有的
种种东西，为了找到那种幸福，他必须放弃。于是他放弃了——不是因为他想要放弃那些
东西，而是因为他必须放弃。作为果报，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因此，他的生平
和他的教导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将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 
        我们在这里一起坐禅。一旦心寂止下来，你打算用一颗寂止的心做什么? 如果你愿
意，可以把修定只作为一种放松的手段，一种镇静的方式。然而，佛陀说，修定不止有那
种用途。当心真正寂止时，你可以深入挖掘，到达心的内部，开始看见里面深埋著的种种
暗流。你可以开始把它们分拣开来，领悟是什么驱动著心。贪在哪里? 怒在那里? 怎样才能
把它们斩断? 
        就是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难题，可以在禅修中对付——只要你懂得它们的重要性，懂
得它们是你真正的紧要大事。如果你没有那个领悟，就不要去碰，因为它们是些大难题，
你靠近时，会对著你咆哮。不过，如果你真正深挖下去，就会发现它们只是些纸老虎。我
曾经在一本禅修手册里看见一幅老虎图。它的脸极其逼真——种种细节十分吓人——可是
它却有一个用纸折叠出来的身体。那就是你心里许多事的真相。它们作势攻击你，看上去
极具威胁，然而，你若迎面把它们击败，它们就变成了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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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了迎面击败它们，你必须领悟到，这些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为了它，你
愿意放弃很多东西。你愿意放弃凡是必须放弃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有进步、有终点的、能
够真正击垮心中墙垛的修练，与一种仅把屋里的家具重新排列一番的修练，两者间的区
别。 
        因此，你在练习禅定时候，要意识到既有“如何”，也有“为何”，而“为何”那个问题是
极其重要的。常常人们把“为何”推到一边。你单单学这个那个技巧，接著拿它做什么，随
你的便——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如此，不过，它没有把种种可能性考虑进去。当你把那些可
能性放进佛陀教导的背景中时，就会看见这场修练的价值。你会看见这场修练涉及的深
度，能够成就的高度，还有你工作量的巨大。它的确巨大，然而果报也同样巨大。 
        而且，这些问题十分紧迫。老、病、死随时将会来临，你必须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你
对死亡准备好了吗?” 以绝对的诚实问自己。假如没有准备好，问题出在哪里? 你还缺少什
么? 你还抓著什么不放? 你为什么想抓著? 等到心安定寂止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挖掘这些问

题了。你越挖掘，在内心发现的东西越多——一层又一层，你过去从未猜疑过、谁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主宰著你的生命。你把它们挖掘出来，如实作观，从中解脱。你会了
解那些左右著你的生命的、谁知道从哪里拣来的愚蠢的东西。你不能怪任何其他人，是你
把它们拣了起来，是你一路与它们合作。 
        当你意识到，合作什么也成就不了——最好是不与之合作，你也不是必须合作——那
时候，你就放得开它们了。它们也放开了你。剩下的是彻底的自由。佛陀说，这种自由如
此彻底，甚至不能够用言语描述。 
        因此，那就是禅修指向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打算朝那个方向走多远，我们

对自己真正的幸福，自己真正的安宁，究竟有多关心。你以为人人会说:“当然，我关心自
己的幸福和真正的安宁。”不过你看一看人们度过生命的方式，就知道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把
多少精力或思索，投入对真正幸福的追求上。人们通常是看见别人以这种那种方式行事，
于是就跟了上去，并不亲自探索，仿佛真正的幸福如此不重要，可以让别人替你选择。不
过禅修是一个机会，让你自己探索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然后对它有所作为。 
 

(根据1996年11月14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中译注: 
[1]AN 6.20: “有此情形，一位比丘，随著日去夜来，观想：‘我的[可能的]死因有许多。蛇可能咬到我，蝎
可能刺到我，百足虫可能咬到我 。那可能就是我死亡的由来。那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障碍。失足之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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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摔倒；食物消化时，可能造成不适；我的胆液可能被激发；我的粘液可能被激发......劲厉的风力可能
被激发。那就可能是我死亡的由来，那就可能是我的一个障碍。'接著那位比丘应当审视：‘我若在夜里死
去，是否有任何恶的、不善巧的法［心理素质］，尚未被我弃绝，可能是我的障碍？'假若观想之下，他
意识到，他若在夜里死去，还有恶的、不善巧的法，尚未被他弃绝，可能是他的障碍，那么他应当付出
更多的欲望、精进、勤奋、努力、不散的念、警醒，弃绝那些恶的、不善巧的素质。正如当一个人的包
头或头部著火时，他会付出更多的欲望、精进、勤奋、努力、不散的念、警醒，扑灭他的包头或头部的
火，同样地，那位比丘，应当付出更多的欲望、精进、勤奋、努力、不散的念、警醒，弃绝那些恶的、
不善巧的素质。不过，假若观想之下，他意识到，他若在夜里死去，没有恶的、不善巧的法［心理素
质］，尚未被他弃绝，可能是他的障碍，那么为了那个理由，他应该住于欣愉、喜乐，日夜修练善巧之
法［素质］。”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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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你正在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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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夜夜，飞驰而过，飞驰而过，我现在正在作什么?” 
        佛陀要你每天问那个问题，既为了防止自满，也为了提醒自己这场修持是在“作”[doing]。尽
管我们静坐在此，仍然有一种“作”在内心进行著。有专注气的动机[意志]，有维持那个专注的动

机，有连续监督气与心的作为的动机。禅修总的来讲，是一种“作”。即使你在修练“无反应”、“成
为觉知”时，仍然存在一个动机的成分。那就是“作”。 
        佛陀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就在于此: 即使你坐著一动不动，意欲一事不做，那个动机仍然存
在，而那动机本身是一种“作”。它是一个 sankhāra——造作。任何时候我们都和它在一起。事实

上，我们的一切体验都基于造作。你之能够觉察你的色、受 、想、行、识[身体、感受、辨识、思
维构造、意识]——所有这些蕴: 为了能在当下体验到它们，你必须把一种潜势，造作成一个实际

的蕴。你把色的潜势造作成一个色的实际体验，把受的潜势造作成一个受的实际体验，等等。这

个造作的成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于背景之中。它就像大爆炸的背景嘈音，那股嗡嗡之声在整个
宇宙到处持续不绝。造作的成分是一直存在的，它塑造著我们的体验，它的存在如此一贯，以至
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我们觉察不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你在禅定中尝试做的，是把事件拆开，使得你能看见内心正在进行著的元造作，也就是你每
时每刻正在制造的业。我们令心寂止，不是单为了有一个美好、休闲的地方呆著，有一场舒适的
体验来安抚我们紧绷的神经。也许它是禅修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另外那个部分是，看清正在
发生什么，亲见人的业的潜力: 我们一刻不停地都在做什么? 在这个“作”当中，包含著一些什么潜
势? 接下来，我们应用这个对人的业的理解，看一看在解卸不善巧业[行动]所生的无谓的苦迫上，
我们能够走多远。 
        禅定时，把这一点常记在心，是十分重要的。要记得: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理解人的业，特别
是自己的人的业。否则我们一边坐在这里，一边希望什么也不作，只等什么超大银幕式的体验来
头上重击一下，或者什么美好、放光的合一感在内心涌现一番。有时候，那样的事件可能不期而
来，不过如果它们来时，你不懂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而来，就不那么有用了。它们令你休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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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子，惊奇一阵子，接著就走了，你就得面对想要它们回来的欲望。当然，没有理解，多少欲望
都不能使它们回来。 
        你不可能完全放下人的业，除非你懂得了业的本质。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都愿意认为，自
己可以简单地停作、停作、停作，事情就会沉静下来，安定下来，对空性开启。然而那样做，与
其说是禅定，更像是失神。禅定当中，的确存在著一个“停止”的成分，一个“放开”的成分，然
而，除非你懂得自己正试图停止的是什么，放开的是什么，你不可能真正把握。因此，要警惕这

一点。当你离开一场良好的禅定时，不可简单地起身，回到厨房，喝一杯可可，然后回去睡觉。
要观想方才你作了什么，理解其中的因果效应，看看把心领入定境的过程当中，自己究竟造作的
是什么。毕竟，修行道是一条造作起来的道。它是终极造作。如佛陀所说，世上一切造作之中，
最高等者即是八圣道。这正是我们现在在走的那条道。它是某种合造起来的东西，除非你看见自
己在作它时的那个合造动作，你是不会理解的。 
        因此，要始终把这点放在你的心里: 此处你正在做某件事。有时候整个一小时，似乎就用在
把心拉回、拉回、拉回到气上，简直令人沮丧。它游荡开了，于是你再把它拉回来，接著它又游
移了——什么时候宁静、安静才会到来? 是这样，在它到来之前，你得培养一点理解。因此，你
在把它拉回来时，要试著理解自己正在作什么。当它游荡开时，试著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是你作
了什么，鼓励它或允许它游荡出去的。特别是，试著揭开这场来回拉锯过程当中注入的所有善巧
和不善巧的动机。当你领悟到心是怎样去去来来的，你就会达到能够防止它去去来来的地步。同
时，你将会发展出禅修中我们期望的那种洞见: 也就是对诸业的洞见。 
        佛陀说，明辨要求的是，理解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造作过程，也就是业[行动]的过程。
业的所有基本构件，就在这里。这里有引生业的身造作[身行]——换句话说就是气[1]。没有气，
其它什么身业也造不了。接下来，有语造作: 寻想和评估[寻与伺]。没有这两个因素，你不能够说

话。再接下来，是心造作: 辨识与感受[想与受]。没有它们，心造作就没有构件。这都是最基本的
活动形式: 身、语、意[的造作]。因此，当我们使心与气呆在一起时，就把那些造作一起都带到了
这里。我们专注气，把思维指向气，评估气，觉知标记气的所有心理标签，觉知所有来自气的
乐、痛感。所有基本构件，都在这里。 
        这些构件不是物件，它们是一些活动。你或者可以把它们叫做基本活动单元。你必须把这些
东西带到一起，才能使心安定下来。否则它会出去，另外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居住世界，把注意力
从基本活动单元上拉走并希望住进制造出来的那些终产物当中。因此，你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回
到这个层次、这个层次、这个层次，这里的构造是基本的，你试著善巧地操纵这些构造单元，令
心寂止。这是一种由意志造就的寂止，因此即使在“寂止状态”，仍然有“作”的成分，不过这是一
种为了觉知而进行的“作”。我们多数的“作”，是为了无明，那种“作”出自无明，趋向无明，把我
们的动机掩盖起来，使得我们忘记为那个“作”所注入的精力，而单单享受我们“作”成产品的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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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以为佛教是一种体验的宗教。我们来这里时，想要得到某种宗教体验，我们想要一个
解脱的体验，或者一个宁静的体验。不过实际上，法正是为了带领我们那个超越不停地生产和消
费种种体验的习惯。为此，我们必须懂得生产和消费的动作所蕴涵的业的本质，看一看，做一个
作业[行动]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的意思是什么? 心是怎么“作”的?　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心
有诸种动机? 这些过程真是愉快的？还是累赘的? 如果我们不必“作”它们，又会怎样? 我们需要研
究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过程，才能够到达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如果不理解人的业，就
探索不到人的业的最高境界。你不可能懂得人的业能把你带到多远。因此，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研
究，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从自己的业当中学。 
        有关业的这个教导——业是什么，业能够走多远——是佛教特有的。人们可以轻率地说，所
有伟大的宗教都专注那些言语不可描述的体验。听起来十分优美，十分友好，十分泛宗教性。然
而，比较一下各个宗教对业的说法——作业的意思是什么，人的业的潜势是什么——你可以看
见，它们之间差别巨大。有些教导说，我们并不真正在行动[作]，有一种外来的力量透过我们在
行动，一切都是前定的。又有教导说，我们的确在行动，然而我们的行为没有真正的后果。再不
然，有的说我们在造就真乐方面，有许多限制，因此需要某种外来力量的帮助。我们不能把这些
各自不同的业力教说，笼统地堆在一起，然后假装它们的分歧无关紧要。事实是: 它们各不一
致。它们对立牴牾。它们相互妨碍。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佛教徒坚持说，业的教导是佛教独立于其它教派之处，是人们必须对之
作出选择、采取立场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佛陀的最后遗言是，我们必须审慎。他没有对

空性或涅磐作什么美好的老生常谈，以结束他的传法生涯。他要我们审慎——也就是，重视我们

的业，把它的重要性随时牢记在心。 
        因此，你必须作出选择的地方在这里: 你是打算把希望寄托在哪个业的理论上? 当你归依三宝
时，你需要承诺的就是它: 行动的教导，业的教导。归依不是一种温吞、含糊、胆怯的逃避。它
是对你的种种选择和种种动机，承担起全部的责任。你打算随你的业走多远? 你愿意挑战极限到
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我们都得自己作答，没有人能够把答案强加于我们。不过，只要记住: 佛陀
说过，人的业，有可能达到业的终止——换句话说，到达一个心的纬度，那里最终不再有任何动

机。他说，那是最高的幸福。当然，我们可以把该指称只当成历史上的一桩趣闻，或者，我们也
可以把它当作对自己的一场挑战。我们自作选择。 
        最最起码，当你在这里坐禅，而事情进行得不顺时，不要怪罪天气。不要怪罪时间。直接看
你正在做什么。看你必须对付的那份原材料，还有你把它塑造作成静态的技能。从佛教观点来
看，那份原材料来自诸种旧业。它是你手头的原材料这件事是不可改变的，不过，你可以把那份
原材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塑造。那个选择的自由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如果你的禅定进行得不顺

利，审视你的诸种动机，看看可以改变什么。审视你的诸种辨识，审视你在心里提出的问题。作
实验。灵活改变。看看是什么造成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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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良好时，要试着善加维持。看看怎样才能把那股良好感进一步展开。这就是正精进。就
是在这里，我们会直接遇到动机的成分，业的成分。如果你在这坐著抱怨禅定如何不顺利，那是
你的选择: 是你选择了抱怨。是否那是最善巧的作法? 如果不是，那就试点别的。你总有那个自
由。 
        进展良好时，你总有选择自满的自由。如果你自满起来，它会把你引向何处？你可以选择对

那些构造单元操纵得过多、过少、恰好。种种选择都在这里。把这点牢记在心，是很重要的。否
则我们会发现自己陷于某个窘境，却想不到什么出路，因为你不清楚存在着的种种可能性的分布
范围。 
        那些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知，要尽量保持它的活力，使得禅定的“作”成为一种善巧
的“作”，而不只是乱动。你观察，你审视，你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动机[意志]是什么意思？怎
么才能看见我的诸种动机的果报？它们在那里显现果报？”它们既在你的心态当中，也在你的气
当中显现果报，因此就看这里，就在这里作调整。 
        即使你不在有意识地思考人的业的本质，随著你的调气，试著使心住于气，试著使气成为心
的一个善居处，你对自己的诸业，也将获得大量的了解。你是在人的业的基本元素这里搅和。就
像一个小孩在鼓捣一把吉他：如果他观察敏锐，过了一阵，瞎鼓捣就会转变成音乐。你对气的处

理观察越敏锐，你的搅和将越能够变成一个启明的过程。 
(根据1993年8月1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中译注: 
[1]MN44 : 『出入息属於身，缚於身，故称出入息为身造作[身行] 。寻想与评估[寻与伺] 之后口发言语，
故称寻想与评估为语造作[语行] 。辨识与感受[想与受] 属於心，缚於心，故称辨识与感受为心造作[心
行] 。』 

最近訂正 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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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入定很容易；有时候，它很难。不过无论难易，我们必须保持心的平稳。容易时，
不可自满。如果你自满起来，禅定就会松弛，像车上的 螺丝松了一样。过一阵，它们开始格格作
响，然后就掉落下来。另一方面，如果禅定不顺利，不要烦恼。对付这两种情形的首要原则都是
保持心的平稳。要有一种极其明显的观察者——也就是心里只在观察发生什么的那个部分——的
感觉，尽量与那个部分认同。 
        阿姜苏瓦特曾经提到过，自己最初亲近阿姜曼时，心似乎到处跑。常常在坐禅时，想这、想
那，又不敢告诉阿姜曼，怕阿姜曼会说什么。不过后来他意识到:“我是来学的。”于是他就去见阿
姜曼，看有什么建议。 
        阿姜曼的回答是这样的:“起码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比起根本不知自己散乱要强。”接著他援
引了念处经: 当心散乱时，觉知它的散乱，算是一种念。 
        阿姜苏瓦特对那一课的理解是恰如其分的。他懂得阿姜曼并不是在夸他，只是给他一些安
慰，给他一些鼓励。意思并不是他修得还可以，而是提醒他，那不算是最糟的，他还在禅定，这

比起根本不禅定要强。 
        人们经常发生这种情形: 禅修进行得不顺，他们就说:“哎，今晚不是修 练的好时光。我不如
停下。”不禅修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哪怕修 练不愉快，坚持坐完一段糟糕的禅修，也强过不
修。禅修过程当中，也许到了某个时刻，你会终于明白过来，在那里看见了过去从未看见的东

西。这就是为什么那股观察者的感觉如此重要。 
        经典中提到过那种对他或她的禅定主题把握良好的人，其中所用的比喻是，一个坐著的人正
在观察一个躺著的人，或者一个站著的人正在观察一个坐著的人。换句话说，你把自己放在比正
在发生的事略略高一点的地位，进行观察。你退后一步，从更好的视点观察正在发生什么，从而
懂得心在哪里失去平衡，审视你正在做什么，思考可以换什么别的做法。 
        究竟为什么禅定进行得糟糕？是缺了什么？阿姜放有一次曾经建议，记住阿姜李在方法二当
中列出的七个步骤，接著对照你的禅定，看看缺了什么。如果你七个步骤齐全，心肯定会安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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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念住，牢固，寂止。因此，查一查缺了什么。你是否不清楚呼吸的长度？你是否不清楚呼吸
是否舒适？你是否没有传播那股舒适的气感？你是否没有给心和气在体内一个安歇的地方？这样

一路检查下去，发现哪个因素缺失，试著弥补。 
        不过再说一次，为了这样做，你需要那股观察者的感觉，就是那个一直在观察，对正在发生
的事不焦躁、不给带走，而只是站在完全中立的位置上观察的那部分感觉。你做到这样观察时，
那么即使一场糟糕的禅定也不算彻底失败。你把它作为一场挑战。今晚的禅定与昨晚相比可能略
有不同。昨晚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今晚一开始，情况似乎不那么顺利。你不因之慌乱，只是
问:“这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是气有什么毛病吗？是能量层次有什么毛病吗？你是否太狂躁？太
抑郁？”许多不同的因素可能在这里发生作用，或者是心的因素，或者是身的因素。如果你的能
量层次过低，可以改变呼吸方式，给自己补充能量。如果你的能量层次太躁动，可以换一种令你
安静的方式呼吸。 
        试著使你的观察尽量敏锐。许多时候，禅定质量不同，问题是出在细节上、出在小事上。如
果你不注意细节，光做一遍动作，你会漏失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也许你却错过了重要的东

西。试试一丝不苟地把每一个部分仔细过一遍，试著深入观察，密切观察。 
        泰语中有一个词，thii，用来形容梳子的密齿、栅栏的板条等任何一系列物事的那种靠近
性。它也用来形容无线电讯号的频率。频率越高，出现间隔就越近。因此，要使你的那一系列念
住动作，那一系列警觉动作，极其绵密，不出空档。否则，如果你留下许多空档，心里就会有充
裕时间让那块帷幕落下来。后台员工可以改变背景，等到帷幕再次拉起时，你已经到了另一个地
方。不过，如果你的念住如此绵密，他们就没有时间放下帷幕。如果在他们改变背景时，你看著
它发生，那就摧毁了否则会把你载走的那种幻觉。 
        因此，凡是禅定当中发生什么时，都要停下来，检查一下:“那个观察者现在哪里？”——换句
话说，就是指心的那个能够只观察而不被事件左右的部分。我们如此习惯于住在心的那个被事件
不停地推来推去的部分，以至于后退一步，住到任何东西推不动、触不到的那个部分里，反而像
是背叛。心的内部那个角落总是存在的。因此，试著找到它，熟悉它。学会使它成为你的立足基
点，使得无论发生什么，你会如实明见。你会明见因果关系。那就把你放到了可以用你的才智作
出改变的位置，你可以调节这里、调节那里，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即使尝试的东西没有成功，
你已经学到了东西。你已经知道那个办法在这里行不通，这个认知是值得的。 
        如果你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无论禅定如何顺利，如何糟糕，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根据1993年8月5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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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nglish we have a very limited vocabulary for 
describing how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 We 
feel “tingly” or we feel “heavy.” We have ants 
crawling on our skin or butterflies in our 
stomachs. There are not that many words, and 
nothing really systematic. This is where the 
Buddha’s teaching on the properties is helpful.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way of categorizing the 
feelings you have in the body—how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along with a sense of what 
you can do with those feelings. This teaching also 
gives you a very clear sense of how much your 
present input shapes the way you experience the 
body, and an immediate, very visceral way of 
using that present input to balance things out, to 
make the body an easier place in which to settle 
down.

英语中，形容从身内感受身的词汇极其稀缺。
我们有麻刺感，我们有沉重感。我们有蚁爬皮
肤之感，胃中蝶动之感[1]。词汇不那么多，也
没有真正的系统性。正是在这方面，佛陀有关
元素［界，属性］的教导就十分有益了。它为身
内的觉受——也就是从身内体验身的感觉——
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同时使你领悟到
对那些觉受可以如何应用。这套教导还使你明
见，你的当下输入，在如何塑造你对身的体验

上，起著多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你提供了一个
直达、亲历的方法，利用当下的那种输入，达
到［元素的］平衡，使身体成为易于定居之处。

The texts list the properties as six: earth, water, 
wind, fire, space, and consciousness. It sounds 
like medieval chemistry. We’d do better though, 
to look at these properties as ways of categorizing 
the sensations that make up the way the body feels 
from the inside. The earth sensations are feelings 
of heaviness or solidity; water would be cool 
sensations; fire is of course warm; wind is the 
motion back and forth; space is the feelings of 
emptiness; and consciousness is the property 
that’s aware of all these things.

经典上共列出六种元素[2]：地、水 、风、火、
空间、意识。听起来像是中世纪化学。不过，
我们最好把这些元素看成是从身内对身之诸觉

受的归类法。地即是沉重、坚硬感；水则是清
凉感；火当然是暖热感；风是来回的动感；空
间是空性感；意识是觉知所有这一切的那个元
素。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6Properties.htm (1 of 8) [12/31/2010 10:51:39 PM]



六元素-尊者罗坦尼沙

The theory behind these properties is that they get 
provoked. In other words, as they get emphasized, 
as some incident strengthens them or kicks them 
into action, they get stronger. On the external 
level, natural events occur when the external 
properties get provoked. Floods come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water property; huge fires or 
intense heat,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fire 
property; huge winds, from the provocation of the 
wind property. Interestingly, the texts also 
attribute earthquakes to the wind property. This 
means that wind refers not only to the wind in the 
air, but also to the motion down in the earth. 
Apparently earth was the only property that 
wasn’t provokable, on the external level at least, 
but it would move when the wind property got 
into the act.

元素理论认为，诸种元素是可以被激发的。换

句话说，随著它们被倚重，随著某些事件把它
们壮大或者把它们猛然发动，它们就强大起
来。外在层次上，当外元素被激发时，就会发

生自然界的事件。水灾来自水元素的激发。大
火或强热，来自火元素的激发。狂风来自风元
素的激发。有意思的是，经典上把地震也归因
于风元素。这就意味著，风不仅指空中的风

动，也指地内的动态。地似乎是唯一不可激发

的元素，至少在外在层次，不过当风元素参与
时，它也会移动。

Whatever we may think of these concepts as ways 
of describing external events, they’re a very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internal events, 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as sensed from within. 
Classically, the internal properties are used to 
explain disease. Giddiness or lightheadedness is a 
sign of too much wind property, a sign that the 
wind property has been provoked. With fever, of 
course, the fire property has been provoked. A 
feeling of lethargy or heaviness in your limbs is a 
sign of too much earth property.

不管我们对这些概念作为外在事件的描述方式
有什么想法，它们对观察内在事件，观察从内
部体验到的身感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在古
代，内元素被用来解释病理。头晕眼花是风偏
重的症象，是风元素被激发的症象。发烧当然
是火元素的激发。四肢无力或沉重，则是地元
素偏胜的症象。

These are things you can play with in your 
meditation. That’s where the teaching really 
becomes useful,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see how 
the way you focus on the body has an impact on 
how you perceive the body, how you actually 
sense the body. We think of sensations as being 
primary, the raw material,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experience, but there are conscious 
decisions being made that precede the sensations. 
Look at the teaching on dependent origination. 
Sankhara, or “fabrication” is way down there, 
prior to the sensations you feel in terms of form, 
feeling, and so forth.

这些东西是你在禅定中可以操作一番的。这套
教说正是在此处真正显其有用，因为它让你看
见，你怎样专注身体，会直接影响你怎样辨识

身体，以及你怎样实际地觉受到身体。我们以
为觉受是原生的，是未加工的材料，是体验的
基本构件，然而，先于这些觉受，你已经在作
种种有意识的决定了。看一看十二因缘的教
导。 Sankhāra——造作，早早先于你在色、受
等方面的觉知，已经在那里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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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ow are you going to fabricate the body? If 
there are feelings of tension in the body, 
sometimes that’s a sign of too much earth 
property, so you can think of the breath.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e start with the breath. It’s the 
property that’s most easily manipulated—
classicallyit’s called the kaya-sankhara, the factor 
that fashions the body. It’s also the property that 
most directly works through tension. Wherever 
there’s a sense of tension, focus on it and see if 
you can get a sense of gentle, healing motion 
going through it. The potential for motion is there, 
simply that the percep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tension has blocked it. So you can consciously 
decide that you’re going to perceive motion there. 
Give it a chance to happen, and the potential for 
motion, the potential for movement through that 
part of the nervous system, will get strengthened, 
will get aroused—which may be a better way of 
translating the word that I just translated as 
“provoked.” The breath-potential gets aroused. 
When your awareness of the breath is aroused or 
heightened, it can move through that sense of 
blockage.

因此，你打算怎样造作身？如果身内有紧绷

感，有时那是地元素偏胜的征象，因此你可以
观想气。这是我们禅修从观气［风，呼吸］出发

的原因之一。它是最容易操纵的那个元素——
经典上，它叫做 kāya-sankhāra——身造作［身
行］，塑造身体的因素[4]。它也是最直接地消解
张力的元素。哪里有紧绷感，你就定在那里，
看是否能够使一种温和的、修复性的动性［气］
穿过它。动性[气］的潜势是在那里的，只不过

促成紧绷感的那个辨识把它给堵住了。因此，
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你打算在那里辨识动性
［气］。给它一个发生的机会，那么动性［气］
的潜势，穿过那部分经络系统的移动的潜势，
将会被强化，将会被唤起 [aroused]——比起我
刚才用的“激发” [provoked]，这个译法可能更
好。气的潜势被唤起。当你对气的觉知被唤起
或者说提升时，它就可以穿透那股堵塞感。

When you’re feeling giddy or manic, you can 
think of the earth property to settle things down. If 
there’s just too much frenetic energy in the body, 
you can think of your bones being made of iron, 
of your hands and feet weighing a ton. Wherever 
you have a sense of solidity in the body, focus on 
that and try to magnify it. You find that your 
choice of the image you’re using, your purpose in 
choosing it, will really affect the way you start 
sensing that part of the body. Then you can take 
that sensation and spread it out, connecting it with 
other sensations of solidity in the body. The 
potential for solidity is always there.

当你感到晕眩或狂躁时，可以观想地元素，使
那些感觉平静下来。如果体内有太多躁乱的能
量，你可以观想自己的骨胳由铁质构成，你的
手脚有千斤重。凡是体内有坚硬感的地方，要
专注那里，试著把它放大。你会发现，你所用
的形象，你选择那个形象的目的，真的影响你
怎样开始感受到那个部位。接著，你可以把那
个感受，传播开去，与体内其它地方的坚硬感
连接起来。坚硬性的潜势，一直是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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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re feeling depressed and weighed 
down, think of lighter sensations, of the breath 
giving a lift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When you’re hot, think of the water property. 
Focus on whatever sensations in the body are 
cooler than the others. Really keep your focus 
right there, and think “water, water” or “cool, 
cool.” You’ll find that other cool sensations in the 
body will appear to your awareness. The potential 
for them was waiting, simply that they needed the 
element of present intention to highlight them.

当你感觉抑郁、重压时，可以观想比较轻的觉

受，可以观想气把身体各个部分提升一下。你
感到热的时候，可以观想水元素。专注凡是体
内比较清凉的地方。要把注意力真正定在那
里，一边想“水，水”，或者“凉，凉”。你将发现

体内的清凉感会对你的觉知显现出来。它们的
潜势伺伏著，只是需要那个当下动机的成分把
它们彰显出来。

When you’re feeling cold, focus in on warmth. 
There will be some part of the body that’s warmer 
than the others, so focus in on it. Think of the 
warmth staying there and spread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other warm sensations will get 
aroused.

当你感觉寒冷时，就专注暖热。身体一定有某
个部位比其它部位更暖，因此就专注那里。观

想那个热性呆在那里，并且传播到身体的其它
部位，那里的热感将会给唤起。

You can do this at any stage in the concentration, 
although it’s most effective when the breath is 
still. At that point the body feels like a cloud of 
mist, little points of sensation, and each little 
sens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ny one of these 
four properties. When your sense of the body is 
reduced to what the French would call pointillism, 
it’s a lot easier, simply with a thought, to 
emphasize either the heaviness or the lightness, 
the movement, the warmth or the coolness of 
those sensations, the sensation-potentials you’ve 
got there. This way you accomplish two things at 
once. On the one hand you balance out the body. 
Whenever one type of sensation feels too 
oppressive, you can think of the opposing 
sensation to balance it out. On the other, you start 
seeing the role of present intention in your 
awareness, in your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t 
moment in a very visceral way.

你可以在定的任何阶段这样做，不过在气寂止
时最有效。那时候，身感像一团雾，一团细小
的觉点，每个小觉知都有成为这四种元素之任
一的潜势。当你的身感还原到法语所说的 

pointillism——“点彩”时[5]，要想只用一个意
念，来强化诸身感之中的重性或者轻性，动性
或者暖性、凉性，做起来就容易多了，那些觉

受潜势你那里已经存在著。这样你同时成就了
两件事。一方面，你平衡了身体。任何时候，
你觉得某一种觉受过于压抑，你可以观想对立
的那个觉受，使之平衡。另一方面，你在以一
种极其切身的方式体验当下的过程中，开始看
见当下的动机在你的觉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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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ings grow very still and balanced in terms 
of these four properties, with this mist of potential 
sensations that can go in any direction（any kind 
of sensation?）, you can also focus on the space 
between the points. Realize that the space is 
boundless. It goes through the body and out in all 
directions. Just think that: “infinite space.” Stay 
with the sensation of infinite space that comes 
along with the perception. The potential for it is 
always there; it’s simply that the perception 
arouses it. It’s a very pleasant state to get in. 
Things seem a lot less solid, a lot less oppressive. 
You don’t feel so trapped in the body.

当这四元素达到极其寂止、平衡，存在这股可
以朝任一[身感的，色的］方向转化的觉受潜势之
雾时，你也可以专注那些点之间的空间。你要
意识到，那个空间是无边界的。它穿过身体，
朝向各个方向。你就观想：“无限空间。” 定在
随著那个辨识而来的无限空间感中。该潜势是
一直在那里的；只不过那个辨识把它唤起了。
进入这个状态里是极其愉悦的。那里似乎坚硬
感弱了许多，压抑感弱了许多。被困在身内的
感觉也不那么强了。

Ajaan Fuang once had a student, an old woman, 
who started practicing meditation with him when 
he was getting ready to leave Wat Asokaram. 
After he left, she had to practice on her own for 
quite a while. One evening, when she was sitting 
in meditation with the group in the meditation 
hall, a voice came to her and said, “You’re going 
to die tonight.” She was a little taken aback, but 
then she reminded herself, “Well, if I’m going to 
die, the best way is to die meditating.” So she just 
sat there and watched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as the body dies, to se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here was an actual sensation of the body 
beginning to fall apart. “All of the various 
properties were going their separate ways,” she 
said, “like a house on fire. There was no place in 
the body where you could focus your awareness 
and have any sense of comfort at all.” So for a 
moment she felt lost, but then she remembered, 
“Well, there’s the space property.” So she focused 
in on the space property, and all that sense of the 
house on fire suddenly disappeared.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infinite space. There was 
always the potential to go back to the body. (This 
is something you’ll notice when you’re at this 
point in your meditation: There are the spots that 
could provide a potential for the form of the body 
but you chose not to focus on them. Instead you 
focus on the sense of space in between and all 
around. There’s a sense of boundlessness that 

阿姜放过去有个弟子，是一位老妇人，前来开
始跟他学修禅定时，他正在准备离开阿育王
寺。等他离开后，很长时间里她不得不自己修
练。有天晚上，她在禅堂与大家共修时，有一
个声音来对她说，“今晚你会死。” 她有点吃
惊，不过，她接著提醒自己，“ 好吧，如果要
死，最好是死在禅定当中。”于是她就坐在那
里，观察身体死去时发生什么。真有一种身体
开始破散的感觉。“各种元素都各自分开，走自
己的路，”她说，“就像一座著火的房子。身内
没有一处可以让觉知安定下来，得到舒适
感。”于是，有一阵子，她不知所措，不过接著
她想起来：“噢，还有空间元素。”于是她就定
入了空间元素，所有那些房子著火的感觉突然
消失了。有一股极其强烈的无限空间感。回到
身体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你的禅定达到这

个程度时将会注意到这一点：有些部位可以提
供体形的潜势，不过你选择不专注那里[6]。而
是专注它们相互之间和四周的那个空间感。伴
随著它的是一股无边无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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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s with it.
When she came out of meditation, of course, she 
hadn’t died. She was still alive. But she had 
learned an important lesson, that when things get 
really bad in the body you can always go to space. 
Even though it’s not Awakening, and it’s not the 
unconditioned, still it’s a lot better than being 
immersed in turmoil along with the properties in 
the body.

她出定时，当然没有死去。她还活者。不过她
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当身内的情形实在糟糕
时，总是可以去空间。即使它不是觉醒，它不
是非缘起，它仍然强过住于身元素，沉浸在混
乱之中。

So the properties provide a useful way of looking 
at the potentials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ey also 
make it easier to get to that sense of awareness 
itself that you read about so much in the writings 
of the Thai Ajaas. Once you’re with infinite space, 
drop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see what’s left. 
There will just be a perception of knowing, 
knowing, knowing, which takes its place. You 
don’t　have to ask, “Knowing what?” There’s 
just awareness, awareness, or knowing, knowing.

因此，诸元素提供了一个观察潜势的有用方
式。它们还使我们更容易达到泰国导师们的文
字当中如此频繁提到的那个独立的觉知。一旦
你住于无限空间后，你可以放开“空间”的辨
识，看看剩下什么。那时只会有一种知，知，
知的辨识。你不必问“知什么？”只有觉，觉，
或者说知，知。

Once you’ve got everything divided up into 
properties like this, you’ve got the raw materials 
for gaining insight. The terms of analysis may 
initially seem strange, but once you get a visceral 
sense of what they’re referring to, you’ll find them 
extremely useful. They not only give the mind a 
good place to settle down in the stillness of 
concentration, but they also help you gain insight 
into the way perception shapes your experience of 
the body, shapes your perception of what’s going 
on here in the present moment, seeing how 
fabricated it all is. You’ve got potentials coming 
in from past kamma, but you’ve also got the 
element of present choice, which becomes 
extremely clear when you analyze things in this 
way.

一旦你达到以这种方式把一切归分为诸元素
时，你就有了证得洞见的原材料。这些分析词

汇可能最初看起来怪异，不过，一旦你切身领

会到它们指的是什么，你将发现它们极其地有
用。它们不仅给心一个定止下来的好地方，而
且还帮助你洞见辨识如何塑造身感，如何塑造
你对当下正在发生之事，使你懂得所有这些何
以都是造作的。你有来自旧业的潜势，但你也
有当下选择的成分，那种选择在你用这个方式
分析时，就极其明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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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went to stay with Ajaan Fuang, he 
had me memorize Ajaan Lee’s Divine Mantra: six 
passages dealing with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For 
a long time it seemed very foreign to me until one 
night I was chanting the passage on the property 
of consciousness and Irealized that it was referring 
to the awareness that’s right here. This awareness. 
Right here. When this realization hit, it was as if a 
huge iceberg in my heart suddenly melted. I 
wasn’t dealing with some outside, foreign frame 
of thinking; instead, it was something extremely 
direct, immediate, right here and now. That was 
when I began to get a sense of why Ajaan Fuang 
had asked me to memorize the chant, why he 
wanted all of his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ir 
presen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properties.

我最初去跟阿姜放修习时，他要我把阿姜李的
《神圣咒文》[7]背下来：那是关于各种元素的
六个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似乎
毫不相关，直到有一个晚上，在持诵意识元素
那一段时，我意识到它指的是就在此处的觉

知。就是这个觉知。就在此处。意识到这点
时，仿佛我心里的一块巨大的冰山突然融化
了。我在持诵的不是什么外在、无关的思维框
架；反之，它是某种极其直接、紧接、就在此
地此刻的东西。那时候，我才开始懂得为什么
阿姜放要我背诵这段诵文，为什么他要他的所
有弟子都从元素的角度思考他们的体验。
 

So keep this mode of analysis in mind. Try to get 
some sense of it as you put it to use, and you’ll 
find that it’s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practice. As 
with all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aching is what you do with it, and what it 
does for you in help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how 
stress and suffering are created in the present 
moment—and how you don’t have to create them, 
if you pay attention, if you work at these skills.

因此，把这个分析模式记在心里。在应用它
时，试著领悟它，你将发现它对修持极其有
用。一如佛陀的全部教说，它的重要性在于你
用它做什么，它在获得苦的洞见方面能帮助你
做什么——也就是怎样帮助你看见，苦在当下
是如何被造作起来的，你又如何不需要造作
它，假若你用心观察，假若你修练这些技能。
 

(根据2003年3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中译注: 
[1]胃中蝶动: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习语，尤指因惧怕而神经紧张，胃有微动欲呕之感。 
[2]人的六元素的分析: 见中部MN140。  
[3]十二因缘: 据自说经Ud1:3:『 .......以无明为缘［先决条件］，来造作[行]。以造作为缘，来意识。以意
识为缘，来名色。以名色为缘，来六处［六种感官媒介］。以六处为缘，来接触。以接触为缘，来感
受。以感受为缘，来渴求。以渴求为缘，来执取／维持。以执取／维持，来有。以有为缘，来生。以生
为缘，则老，病，死，忧、哀、痛、悲、惨来运作。这就是这若大一堆苦迫的因缘。』此处是说，造作
排在第二，早于意识、名色、感受等。 
[4]身造作: 据中部MN44:『出入息属於身，缚於身，故称出入息为身造作[身行] 。寻想与评估[寻与伺] 之
后口发言语，故称寻想与评估为语造作[语行] 。辨识与感受[想与受] 属於心，缚於心，故称辨识与感受
为心造作[心行] 。』 
[5]]pointillism: 西洋美术后印象派的点彩法，利用原色独立小点的不同分布构造出各种色调的印象，观者
眼和心的辨识会把色点混合起来看成各种色调。例图见网络维基百科同名词条: http://en.wikipedia.org/
wiki/Pointillism 
[6]不专注体形的潜势: 据尊者对笔者的解释，这是指只把它们当成点，不把点连成线，也就是，不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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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的辨识。 
[7]阿姜李的《神圣咒文》: 阿姜李在引言中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作为修法者的一个净化途径，因为
此处给出的诵文会给背诵者带来利益，因其与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的事件直接相关。平常，我们一旦
出生，便都住于六元素之中。这些元素是被我们自己的业，善业恶业，带到一起的，既然如此，这些元
素对住于其中的人们，可能带来大量的困难，就像一个孩童可能给父母不停地造成麻烦一样。因此重复
此诵，就好比滋养和训练孩童，使他健康成熟；当小孩健康成熟时，父母就可以休息、放松了。重复此
诵，就好比用一首美好的歌曲 Buddhaguṇa――忆念佛陀的功德——来滋养孩童，引它入睡 ...... 
Buddhaguṇa――佛陀功德――的力量，可以对每个人的诸元素施加影响，净化它们，给它们赋予 kāya-
siddhi――身成就[身悉地]，就好比一切物质元素相互之间每秒钟都在施加引力一样 ......』 

最近訂正 2-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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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的平稳 
 

[作者]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The Steadiness of Your Gaze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原文版权所有 © 2006 坦尼沙罗比
丘。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
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
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9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
登载本版权声明。 

        进入禅定的位置是不太难的。首先，使身体就位：腰背挺直，面向前方，闭眼，两手置于腿
根。 
        接下来，使你的心就位：只专注气。气就在这里。你不需要花太多工夫到处找就可以找到。
难的是使心在那个位置上不动，维持一股平稳的觉知。那是需要一些工作的，因为心习惯于不平
稳。它习惯于到处跳。它觉得到处跳有某种娱乐价值。对同一件事物感到无聊了，于是就跳到什
么新的事物上。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自由就体现在那里：他们可以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不过，你真正
追究一下，那样跳来跳去，究竟得到多少幸福？一旦跳到了某件事上，你知道自己还得跳到另一
件事上，接著又是别的事。因此，不管著落到哪里，你会发现自己立即紧绷起来，准备接著再
跳，这就使心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因此，禅定时，我们给它一个良好、坚固的地方呆著，接著提醒它：你可以呆在这里。你不
需要跳。那样，心就可以开始松弛大量的张力，还可以真正融入禅定对象[所缘]。你专注气时，
要与气合一。你专注身时，要让你的觉知与身合一——不是随时准备跳到别处去的觉知，而是渗
入身体、饱和一切、一直到达你的手指脚趾的觉知。 
        正是你的凝视的平稳性，将会帮助那些东西在这里，在当下相互渗透，相互汇合。因此，随
著你跟气呆在一起，要试著使你的凝视——也就是你对气的专注——尽可能平稳，尽可能连续。
你的专注越连续，你越看见，事件是怎样真正连贯、真正相关的。如果你的凝视不平稳，结果你
会在想象中连接事件。 
        这就像是玩连点成线的游戏。这里有一点点觉知，那里有一点点觉知，别的地方还有一点，
至于它们的间隔当中在发生什么，你并不确定。不过你会猜，于是你就自作主张地连起线条，把
那几个点变成一只鸭子，或者一架飞机。那些线条是否真正符合实情，那些点是否真是鸭子的一
部分，还是飞机的一部分，还是根本属于别的东西，你并不真正知道，因为你没有在那里。你跑
到别处去了。多数人对世界的知识就是这样构造起来的：它是一场连点成线的游戏，里面没几个
点，却有很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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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禅定时，是在试著擦去所有想象出来的线条，使觉知本身，成为连接事物的线

条。佛陀之所以证得觉醒，是因为他看见了因和果，并且看见了它们是怎么连贯起来的。此是，
则彼是。由此的升起，来彼的升起。那就是他描述觉醒的核心洞见之一的方式。他直接看见了这

些东西的连贯过程，因为他的觉知是连贯的。 
        因此，我们藉著与气呆在一起，来发展这股连续、连贯、平稳的觉知。如果你发现自己松懈
了专注，要马上回来。 
        开始时，我们的觉知就像是音乐里的乐句：一个乐句，接著是一个休止，再来一个乐句，再
接一个休止。但是，你在禅定中要做的，是发展一种不带乐句和休止，而是连续、连续、连续不
停的那种觉知，就像是气连续不停一样。 
        呼吸动作也许存在一种节奏，但是在出入息之下，另外还有一个层次的气能连续存在著。它
就像是体内一种背景杂音。要使你的觉知连续起来，那就是你要专注的地方：就是这股背景能
量。有时你在入息与出息之间、在出息与入息之间的停顿当中注意到这股身体的能量。呼吸动作
略略停顿，然而身内仍然存在著能量，让你知道身体正坐在这里。它不会完全消解。 
        你越多地调入这股更精细的能量，就越少需要把出入息当作你的专注处。出入息变成只是一
个更大的气能场的一个侧面，那个气能场开始变得越来越静止，越来越静止，因为你往下到达了
另一个层次。你已经调入了另一个层次，它更加连续，它可以作为洞见的基础。当你的觉知连

续，你的气连续时，你就一起呆在那里。那就是我们修练的方向。 
        因此，试著对觉知当中哪怕最细微的空档敏感起来。不要等心已经离开了气，然后才觉察
到。有时你可以感到觉知里的一个搅动。某样东西想动。或者是情形不如先前那么有趣，或者是
这个那个的原因，心开始松懈一点点，还没有真正移到别处。要学会探测到那一步。接著修练

气，修练你的专注，使得你能够避免那种在微微搅动后离开的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气的舒适是如此重要的缘故。它越舒适，跟它呆在一起就越容易。一旦它舒
适起来，接著你就得警惕心将会失去焦点、失去敏锐的倾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练习把气能，传

播到全身，同时觉知身体的各个部位，藉此使自己即使在情形舒适起来时, 保持警觉与警醒——
因为禅定时，我们是在这里工作，不是单为了发呆或者来点儿放松。 
        我们松减了张力，使心更舒适地呆在当下的目的，是为了它在当下有工作必须要做。它有事
情必须弄明白。它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在造苦，究竟它是在哪里造苦。佛陀曾经强调过业和动机
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找，看心里有些什么动机在那里使我们受苦?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它们? 为
什么我们觉得那些选择是如此必要，甚至忘记它们是选择? 
        这就是我们必须弄明白的一些大问题。把它们弄明白的唯一办法，就是连续地定在这里，因
为那些选择往往是在我们跑到别处时留下的觉知的那些空档、缝隙当中作出的。实际上，觉知有
一个缝隙或者空档时， 那就是心里将要作出某个选择的征兆。心就是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把它
的选择全部隐藏在屏幕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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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你觉察到那个想离开的倾向时，要记住: 某个重要的事件正要发生。如果你不在这

里看，就会错过它。不要服从你已经服从了谁知道多少次的老习惯，让心对自己隐藏起重要的事
件。究竟是什么使它不好意思? 是什么使它羞于对自己显示? 是什么它试图否认? 当你从一股平稳

安适感出发时，就比较容易探索这些事情，而不是逃走了。 
        因此这个平稳性是十分重要的。它允许你看见否则看不见的东西。它一路耕犁过去，消灭觉

知里的那些空档，心把种种事件隐藏在其中，不让自己看见，而且，它[平稳性]瞄准心里的那些
大问题直接观察: 为什么心给自己造苦? 为什么它以一种不必要的方式给自己造苦?  
        在三相[三辨识]的语境里，佛陀的确指出，任何造作的东西都是苦，但是在四圣谛当中，他
主要专注的是执取和渴求之苦。渴求导致执取，而对五蕴的执取[五取蕴]是 他对苦迫的基本定
义。我们必须对付的就是它。因为那个部分的苦迫是不必要的。一旦把它处理好了，那么世界上
的其它苦就不是问题了。 
        那么，这个执取是什么? 这个渴求是什么? 我们是怎样，又是为什么把它对自己隐藏起来? 我
们怎样才能学会看穿它? 是无明允许这些东西在心里发生。对付无明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平稳、
持恒地维持你的觉知。 
        这就意味著，保持你的觉知的平稳不单是一个修定的问题。它是让明辨升起的基础——因为

你就在这里，当你就在这里观察正在发生什么时，你不可能看不见。问题是，我们时常不在这

里。我们的凝视被挪开了。我们的注意力溜到了别处。 
        因此，要连续瞄准气观察，瞄准气观察。不要让任何其它东西把你的专注拉走。 

(根据2001年3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 2-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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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典有许多段落提到，佛陀——在解说修行道或讲到圣道修行的急迫性之后——要比丘们回
去禅定。他说: “看，那里有树桩。那里有空居处。去禅定[meditate]。不要以后追悔你们不曾禅
定，不曾修练。”对于去禅定 [to go to meditate]，他的用词是 jhāyati——去作禅那 [to go do 
jhana]。 Jhāyati 是巴利文 jhāna的动词。它与另一个动词同音异义，那就是“烧”，犹如一簇火平
稳地燃烧。巴利文当中有许多关于“烧”的动词——表达烈火灼烧的词，表达闷火熏烧的词——不
过，表达如一盏油灯那样平稳燃烧的动词，就是 jhāyati。同一个动词也被用来表达“作禅那”。随
著你修定，你试著使心以清洁、明亮的火焰，平稳地燃烧。上下颤动的那种火焰，是很难用来阅

读的，然而一簇平稳的火焰，就可以伴著你清晰地读书了。为了让你可以读心，那就是你要尝试

发展的素质。 
        怎样才能造起那簇平稳的火焰? 有两种心的素质是基本的。一个是寻想[寻]，另一个是评估
[伺]。你把思维指向譬如气这样一个特定的主题。连续地提醒自己与气呆在一起。接著，你评估
它。气进行得怎样? 你在那里感到气? 入息时，是些什么觉受让你知道它正在进入? 出息时，是些
什么觉受让你知道它正在出去? 那些觉受舒适吗? 如果舒适，让它们继续。如果不舒适，你可以
改变。这就意味著，你可以专注身内任何一处正在清晰地告诉你:“现在气在进来，现在气在出
去”的地方。注意你是如何维持那个专注的。那个地方可以舒适地连续专注吗? 那些觉受本身舒适
吗? 如果不舒适，你能对气做什么来改变吗? 如果它们确实舒适，你能使它们更舒适吗? 这一切都
属于评估。你就是这样开始修禅那的。 
        有些人把这个过程归为奢摩他或者说止的修持。不过佛陀本人说，正确地作禅那，需要两种
素质。一个是奢摩他，也就是止; 另一个是毗婆奢那，也就是观[洞见]。换句话说，止与观共同构
成了我们正在作的这个修持的两个侧面。并且佛陀建议你做到两者平衡。因此，并不是你只修
止，然后把它放下，去修观。不过许多人是那么想的，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需要多少止
才能作观?”该问题在圣典中从来没有讨论过，因为他们不是从那样的角度看的。他们把止和观看
成是同一个修练过程的两个侧面。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你会发现有时一方先于另一方升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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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者一齐升起，不过理想情形是，两者相互促进。如果你有其一，缺其二，就必须加强缺失的
那一方，使得两者达到平衡。 
        奢摩他这一侧面与寻想[寻]密切相关。怎样使你的寻想平稳? 怎样使你的心平稳? 怎样使它安
定下来，对它的所缘[的把握]获得自信? 这主要是一个使心舒适，同时又维持足够的警醒和觉知，
使你不至于模糊的问题。为了使它舒适，你必须对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敏感起来。这一点极其重
要。你跟气呆在一起时，要尽量与那些觉受直接呆在一起，注意它们的良好程度。你是不是可以
定住进去? 一旦你定入其中，怎么继续呆在那里? 要做什么才能维持它? 
        这就是评估[伺]——它是观开始出现的地方，因为假如没有一点观，你会开始失焦。定不仅

仅是一个意志力，一个强迫自己呆著不动的问题。它必须还有某种领悟。你之能够发展定，凭借
的是评估气，评估你的专注，看看需要调整什么，心才能安定下来，呆在那里，呆在那里，连续

呆在那里，不游荡开去。 
        随著心更趋平稳，接下来你就可以放下评估，让心只与所缘融合在一起。它就是那样进入更
高禅那层次的。不过那不意味著你已经把评估彻底做完了，只不过它变得更加精细。随著你试著
使定更加牢固，更加连续，试著使心在任何时刻都保持那股定，你仍然得处理诸种扰动。你使心
进入一个良好、坚固的定境，接著，等它牢牢地住在那里时，退后一步，评估其中仍然存在的细

微扰动。就是在这里，你的评估功力可以用来处理观的深度问题: 造作——就是这些来来去去的
扰动——该怎么看? 该怎么探索? 怎样用观来看? 怎样看见它们是苦? 当一个想法来到心里时，你
能只把它看成一次苦，而不管那个想法的内容吗?  
        这里面有几个步骤。首先，看见那个想法是无常的。它来了，又去了。它是一个扰动。第
二，看见这个扰动是苦。把你的分析只放在那个层次上: 苦的升起，苦的消逝。不要管那个想法
是什么。只说: “这里来了某个苦。我要管它吗? 不管，它是苦。”那样就比较容易避开它， 比较

容易保持心的专注，比较容易防止自己的卷入。当你看见它是非我时，就不需要参与进去; 不需
要与它认同; 不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了——这也意味著你不需要把它推开。如果它在那里，就让它
呆在背景里。你越快把它看成是一次苦，就越容易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去那里。”随著你对这样

做更加熟练起来，你可以几乎不给它时间形成一个连贯的想法。 
        当某个想法升起时，我们有一种想往里探看的倾向: “这是什么?”假如看不出门道[意
义]，“那，怎么才能看出它的门道[意义]?” 我们越来越涉入，把它拿起来，把它变成一个可识别的
想法，一个聪明的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想法。不过，如果你只把它看成一次苦，越来
越早地看见它，你就会让它作为一个愚蠢的想法，放开它了。下一次，你让它只作为一个半成形
的想法，放开它。你让自己不需要朝里看，不需要把进入心里的每件事都给弄明白。这就使心更
容易保持专注了。 
        至于怎样探索这些造作: 你探索它们是善巧还是不善巧。不是所有思维都是无用的。有些是
有用的，十分有用，但有它们的时间和地点。与气相关的思维对你的当下的目的是有益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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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思维——昨天做了什么，明天打算做什么——是无用的。此刻它们是不善巧的。由于我们如
此习惯于思考、熟练于思考，当下的善巧做法是，专注学习怎样才能熟练于除了气之外不想任何
事。因此，要寻想气。毕竟，气本身是一种造作，是你应该抓住的一种造作。 
        因此，并不是当你看见诸事怎样是苦、是无常，就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放开。首先你必须专注
于维持那些善巧的，放开不善巧的。如果你有困难摆脱某类不善巧的思维时，可以学著分析它，
看它会怎样把你领到你实在不想去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持诵的那段身随念。它在对治淫欲方面是有用的。当你发现自己专注淫欲时，
要提醒自己: 你如此激动的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它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吗? 你真想去淫欲把你
引向的地方吗? 如果你运用那段诵文的看法，就会更倾向于说: “喔，不想去。”那个淫欲会消退。
因此，那种思考是有用的。等它的任务完成后，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回到气上。 
        因此，引升洞见的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 一是怎样不认同你的思维。接下来二是，既然你不
需要认同，那你对它们怎么办? 你就观察它们何时有用，何时无用。这样，你可以懂得，虽然你
也许不想认同任何造作，但有些造作却是构成圣道的一部分。那些造作，是你应该助长的，因为

它们是善巧的。它们最终会把你引向超越造作。这是洞见的一部分。那些使心保持寂止、使心继

续追求善巧的造作，是你应该助长的。 
        因此，这场使心平稳、保持静止平稳的火焰继续燃烧的修练，要求止与观两者具备。当然，
一旦心安定下来，观也会精细起来。止也会更加有力。 
        以这种方式，禅那的修练既有赖于止，也有赖于观，它一步一步为更精细的止和更精细的
观，造就起因缘。它们都是一起的。你要把它们理解成心的不同倾向或者说素养，但是尽量不把
它们看成完全分立。你不需要担忧: “什么时候修观? 什么时候修定?” 它们都一起来。接下来问题

变成: 如果你开始注意到心里有一种不平衡，怎么把它带回平衡? 你如果思维过多，以至于它正在
熄灭你的定，就把思维放下一阵子。如果你的定呆滞起来，要学会用几个问题探它一探。在寻找
平衡的尝试中，你发展出对心的敏感——这就是明辨的基础。 
        禅那修练的整个目的就在于此。它不是为了炫耀:“哎，我已得第三禅。你才得第二禅。”或
者:“我在八天内通过了所有八禅。你怎么样?” 那不是目的。目的是，令心足够平稳，足够持久，
使得它能够看见。当它看见时，它就能够放开。当它放开时，它就自由了。修持就是为了这个目
的。那就是佛陀说“去，作禅那”的用意。它包含了修心的所有侧面。 
 
(根据2004年7月17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二集》) 
中译注: 
[1]PTS巴英辞典中，巴利文动词 jhāyati 的义译包括meditate/contemplate/think upon/brood over。 圣典英译
者多把  jhāyati 译成meditate，坦尼沙罗尊者则译成go do jhana/practice jhana，即『作禅那』/『 修禅
那』。据尊者对笔者的解释，英文词meditation 既可以对应巴利文 bhāvana，亦可以对应 jhāna 。 Bhāvana
一般指四无量心的修习，见于布施、持戒、修心 [bhāvana]这三种福德业的阐述。对应  meditate 的巴利文
动词，佛陀用的是 jhāyati。尊者认为巴利经典中没有证据说明 jhāyati 是修练的泛称[generic]，而是指修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DoJhana.htm (3 of 4) [12/31/2010 10:51:44 PM]



作禅那-尊者罗坦尼沙

禅那，而禅那的修习包含着止与观这两个侧面。古汉译的『禅』，即是梵文 dhyāna[禅那]之音译，但现
已泛指佛教修心或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因此就meditate/meditation的中译，如对应的是佛教其他修心法门
或泛称，则采用『禅修』、『修练』 等译法。如对应的是 jhāyati/jhāna，则倾向于用『禅定』。 阿姜
李、坦尼沙罗尊者的开示中提到的meditate/meditation，笔者倾向于译成『禅定』，因为作者本意即是指
以修定入门、定占重要部分的修练。笔者同意坦尼沙罗尊者的解释，止与观的修练并非泾渭分明，两者
是一起的。用阿姜查的说法，止和观如同一根棍子的两头，拿起来时，两头都起来了。用阿姜李的说
法，就好比走路时两只脚都要走。

最近訂正9-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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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苏瓦特曾经常说，入定就像入睡——只不过你不睡著。那就是需要窍门的地方。换句话

说，怎样把心带入寂止，但仍然保持清醒? 
        入定基本上分三阶段进行。开始时，是普通的、日常的定层次。它叫做“刹那定”: 就是让你
聆听事件、记忆事件、读一本书然后把读了些什么记得有条有理的那种定。那种定是我们都有
的，它持续一刹那[瞬间]或者一系列的刹那。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在溜开、回来、溜开、回来，不
过至少有足够的连续性，使你能够记得。 
        当你修专注气，专注“佛陀”，或者其它禅定所缘时，就是以那种定为起点的。你会发现心溜
了开去，不过你把它领回来。它溜开去，你领回来。存在一种节奏，就好像音乐: 你弹奏一个乐

句，接著停顿一下; 再弹一个乐句，再停顿一下。不过有足够的连续性，使那些乐句得以构成较

大的一整段。尝试与气呆在一起时， 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你也许连续呆上几口气，就溜开了，比
如是在入息与出息之间、或者出息与入息之间，接著重新开始。这是正常的。重点是，你要不停
地回来、回来、回来。 
        随著你操纵这种定，就会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存在停顿了。这个层次的定，不能抵挡不乐、厌

倦、或者疼痛——任何负面的、或者不愉快的东西。哪怕有最细微的不乐，它就被推倒了。心因
此而失焦。这就是为什么，从定的这个阶段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方式，是学会怎样准确地解决不适
感。你不需要从大痛出发，只要解决你在气中感觉到的细微不适感。也许它略略过长、过短、过

深——等等。你学著调整它，你学著解决它。那样就给你自信。你不必怕这些东西。出现一点不
适，你可以解决它。这样让你的定更加连续起来。 
        这就把你带到了下一个层次，它叫做“临界定”、“近行定”或者“邻近定”。它就在真正入定的
附近，不过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心达到相当的平静，不过在这个阶段，它很容易失焦。如我前
面所说，刹那定的毛病是，它不能抵挡不乐。不过近行定的毛病是，它不能抵挡乐。碰上真正的
喜乐时，它就失焦了。心平常就是那样的。它太习惯于放松下来就入睡，于是就放开了[所缘]。
有视相倾向的人，在这个状态会看见视相。没有这个倾向的人，照样发现他们很容易朦胧起来。
他们落入了阿姜放称作痴定—— moha-samādhi——的境界: 事情安静、愉悦、寂止，但是你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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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哪里懵然不觉。 
        因此，这个阶段重要的是，让心在这股愉悦里作工。就像修刹那定时，你把注意力直接放在
解决问题——就是心不能应付痛或不乐的这个毛病上——这里的问题是心有不能应付乐的这个毛
病，因此你就专注乐。这就是为什么阿姜李要你把气传遍全身的缘故: 既给你工作在这股愉悦里
做， 同时又扩大你的参照框架。平常，随著你越安定下来，气越微弱起来、精细起来，它就越来
越难以跟踪。因此，你需要扩大你的参照框架，把整个身体包括进去。哪怕出入息的气寂止下
来，那[指参照框架]也是你可以跟踪的。 
        在身内操纵气，有许多方式。一种是，连续定在你一直专注的同一处，然后把觉知感——也
就是你的觉知范围——扩大，使得它包容全身。接著，你允许气作调整，使得它感觉良好，在全
身尽可能良好。另一种方式是，一节、一节地巡视身体，在每一个节段里调整气能，使它感觉愉
悦，接著让所有节段里的那股愉悦感连通起来。这样，你就习惯于操纵乐感了。 
        这是佛陀教导的突出特点之一。他不把痛或乐本身作为目的。它们各有其用。痛到来时，你
对它作什么? 乐到来时，你对它作什么? 与其简单地受苦或者享乐，你学会操作这些东西，使它
们能把心领入一种更深层次的定。在你操纵那股乐感，扩大你的觉知的过程当中，心如此全副投
入其中，它不能作其它事。就仿佛你把它的手脚钉在了地板上，它只能呆在那里。或者换一个比
喻: 溜到过去未来的那个心必然是一个十分狭小的心。好像它需要穿过一个狭小的管道才能去未
来、过去。不过，当心扩大到这个程度时，它就下不去那个管道了。它给卡住了。如果它要去，
必须得缩小。 
        因此，随著你以这股扩大的觉知坐在这里——定在一处，但填满全身——你是真正安止在当
下。这就是为什么这第三层次的定叫做“安止定”的缘故。从那时起，你要作的，只是维持那个状
态，学会维持你在那里的平衡。气将会寂止——有时看上去几乎停止了。就让它停止。你不再需
要出入息了，因为大脑所用的氧气减少了，并且你正从毛孔 [pores，气孔]中得到所需要的全部氧
气。记得电影《金手指》里的那个金色女人吗? 记得她为什么会死? 因为金漆盖住了她的毛孔，
她不能透过皮肤得到所需的氧。这是说，有许多氧气来自皮肤。因此气停止[从气管的]出入时，
不要担忧。你需要的氧气已经足够了。身体可以充满著觉知，寂止下来。这就是了。这就是既不
被乐也不被痛所阻挡的那种定。它是你要达到的定。你之所以达到这里，既是通过放开其它思
维，也是通过对气的极其专注。 
        这就是入定不同于入睡的地方。你睡著时，事情寂止下来，接著你彻底放开，放开你所有的
念住、所有的警醒，如经典所说，挪到另一个“有”的舞台。不管入睡时心里碰巧显现出来的那些
小小的梦世界是什么，那就是“有”正在发生，它通常是在近行定这个状态。 
        因此，你必须修练过关的就是这个。学会不让那股乐、那股安适给冲走。告诉自己: 有工作
要作。这是需要技能的。如果你不善巧，在操纵乐的过程中就可能造起苦痛，心不愿安定下来。
不过继续一次又一次地练，过了一阵，你将会发展出技能来。你作你的工作，不过是在乐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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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你用但凡引生果报的方式，操纵身内的这股能量感，你构造出一个更舒适的安住之处。阿姜
李给出过一些建议，不过你注意到，在开示当中，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谈论气能。人人咸宜的气
的构想方式是没有的。 
        因此，自己去探索，自己解决问题。毕竟，你定入的是你的身体。你听过这些指南，得到某
些启发，不过你还得运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创意、自己的观察力，才能懂得身内的能量究竟是
怎样地舒适或不舒适，你在哪里可以充分扩大舒适的部位，让一切传播开来，使那股舒适全部连

通。接著，你学会怎样住在那里。 
        不要以为住在那里只是在干等，等到你被许可修观。正是在学习住于定中的这个技能的过程
中，你发展出观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因为你会对心里哪怕最细微的思维造作，越来越敏感起
来。你学会看穿它们，不给带到它们那些小小的世界中去。那正是把造作如实看成造作所需要的
技能。这就好比那个古老的手指指月，然后把它转回来的禅宗故事: 你不是要看月亮，你要看那
个手指——因为是手指在欺骗你。它把你指离它正在做的事。不要看你的那些想法把你的注意力
往哪里指，而是把它们简单地看成是造作。 
        因此，发展定和观的所有重要工作就发生在这里: 先学会对付痛，再学会对付乐，使心能够
以一种寂止、牢固、极其警醒的方式安定下来，不管发生什么。   
(根据2005年4月14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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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观身体作为禅定主题有很多抵触。他们有的人抱怨说、自己已经有一个不佳的身体形
象，为什么还要专注它的负面? 有的人说，观身体是对身体培养恶感的方式，因此是一种不健康
的心态。有的人说，自己对身体不那么执著，为什么还得专注它? 或者他们会提到佛陀对一些比
丘建议观身体，然后进入森林度过数月的故事。那些比丘对自己的身体观到如此憎恶的地步，他
们开始自杀，又有的雇了杀手把自己杀掉。佛陀从森林中出来时，发现僧团人数比先前减少许

多，于是召集剩余的比丘，告诉他们改修观呼吸。有些人就举这个例子，证明观身体是一种不健
康的修练。0; 
        不过，人们抵制这种修练，这事本身就说明它是何等重要。它具有威胁性，因为它直接触及
我们执取的核心。世界上没有比自己的身体我们更对之执取的了。这就是人们有那么多借口不想
专注这里的缘故。 
        如果你不专注这里，将会发生什么? 你将继续维持对身体的深度执取。它是不会自行消失
的。有些人以为能够藉著直接解决他们的自我感，把这个执取过程短路掉，他们以为切断了自我
感，就不需要观身体了，因为他们的修练触及更深、直达根柢。不过，执取就像是藤蔓: 除非你
抓住最近的一根枝干，逆向追踪，否则是找不到根柢的。除非你已经在自己日复一日、分分秒
秒、最突出的执取处——就是在身体这里——审视过了，否则是不能够真正触及我执之根柢的。
身体发生一丁点事，你都忍受不了。一丁点饿、一丁点渴、过热、过冷，都会让你为之奔走。一
丁点小病，你就跑去找药。如果那不是执取，什么是? 
        因此，我们在这里审视是重要的。否则我们会执取身体将会给我们带来的苦痛。我们都知
道，它会衰老、生病、然后死亡。如果你不觉得苦迫将会来临，那就去和一些老迈的人、重病的
人、濒死的人度过一段时间。看看他们在承受多少苦。两周前我回到我父亲家里时，每天帮著做
那件必做的事，替我父亲翻身，好让我的继母为他换尿片。她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得以看见一
个带著褥疮的衰老病体是什么样子，一个老化的身体是怎样运作，怎样出故障，当住在身体内的
人和照顾他的人，对这具身体如此无助时，它带来了多少的苦。我也看见，衰老而未曾修心会是
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心，已经彻底失控，因为随著身体的衰弱，精力也减退了。那些冲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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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念头，如果你没有发展出对付它们的力量，就可能夺取控制权。 
        接下来，还有衰老带来的一切屈辱。人体的设计仿佛就是为了破坏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骄傲
感。别人得为你擦臀，别人得为你翻身，不管过去有什么隐私感，现在都给扔到了窗外。小便失
禁，大便失禁。一切失去控制。对这些事作观想是一件好事，它不是为了发展憎恶感，而是为了
看见这样一种身体状态的普遍性，看见为了维持这个身体付出了多少精力，那些精力到头来又流
往何处，从中发展出一股厌离感。如果你从那里寻找喜乐，那是找错了地方。整个观想的目的就
在这里。如果你不趁著现在健康强壮时学会放弃你的执取，随著身体虚弱起来，随著身体衰老起
来，将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们在观身体时，需要发展一股净信感，一股置信感。如果你不极其，极其仔细地观

察它，是不可能克服你对身体的执取的。我们执取它，原因是没有仔细看。这就是观三十二身分
的目的所在: 从元素角度观想身体，因为它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这里有什么? 只有身元素。风，
或者说能量。火，暖热性。水，清凉性。还有地，坚硬性。它们属于你吗? 不是的，它们都是世
界的一部分。如常言所说: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只要我们还活著，我们随著吃，摄入元素，
随著排便，逐出元素。等到我们死去时，就得放弃整个身体，它都变回了元素。因此，你打算在
那里的什么地方找到真正的幸福? 你对它付出那么多精力之后，这个身体对你忠实吗? 有些时

候，它服从你的指挥，但有很多时候它不听你的。当它开始衰老、生病、死亡时，并不寻求你的
许可。你为它付出那么多的精力，想它也该对你表示一点感恩，但它不会。那不是它的天性。是
我们一直在操纵这个东西。圣典里的一个比喻是身体作为一具木偶。我们把提线拉一阵子，接著
提线断开了。零件破损了。对身体发展出一股离欲感和不热衷感，发展出一股厌离感，是件好
事，这样当它破散时，我们不会也跟著破散。 
        我们如此经常地念三十二身分，那个诵文简直自动化了。你可以诵它一遍，却不知道你在讲

什么。因此，停下来，对三十二身分的每一部分，一个一个的专注过去。随著你往下念那串名
字，停下来，观想每一部分的形状。从头发开始，体毛、牙齿、皮肤、肌肉。随著你审视每一部
位的视相，同时要试著领悟那个部分在你身体内部的确切位置。当你观想皮肤时，要意识到，它
把你的整个身体全部裹住了。你的四周，每个侧面都是皮肤。肌肉到处都有，里面的核心是骨
胳。各部位挨个看过去，直到碰上一个真正令你震动、击中要害的部位。提醒自己:“喔，是的，
这身体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它实在令你感到何等不协调。一天二十四小时，你都有一副
肝、一只胆、一根大肠。你来来去去一直带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不管哪个给你一
种“这个身体何等异常、恶心、不净、古怪”的部位，不管哪个你觉得有助于这个修法的部位。看
你自己为了照料它，付出了多少，结果得到的就是这些。 
        我们不是在讲身体的坏话，只是在如实观察它。最终要学会的是，不带执取，单把它当作一
个工具 ，不过为了对治那个执取，你必须朝反方向走相当远，才能抵制所有那些夸大、所有那些
你已经习惯于对自己兜售的圆滑的广告性口号: 它有多重要、它有多基本、仔细照料它会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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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练那么些瑜珈、给它锻炼、饮食养生。你可以做所有这一切，它还是会衰老、生病、死
亡。 
        当人们发展出体内一股光感时，阿姜放喜欢教给他们的禅定技能之一是让他们观想自己在那
个光之中。有时候他们甚至不需要用意念就能达到。那个形象会自动出现在光中。他们可以看见

自己就坐在自己的面前。接著他会说，“好，观想那个身体五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接著十年、十
五年、二十年、一直到你死去。你死去时，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如果你保存著它，等
死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那时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七天后，把它火化。看著那
个焚烧的火焰。接下来，还剩下什么? 只有骨灰。除了一把粉末，你什么也没有了。”  
        “接著，它就给吹走了。”然后他会让他们把这个电影倒过来放，把整个东西再组合起来，直
到回到当下，再与”你现在拥有的这个身体，不可避免地正在朝你刚才看见的方向走去”的现实连

接起来。 
        所有这一切的利益是，当你对身体存在丝毫的痴迷时，这个观想有助于把它直接斩断。于
是，对理想身体的追求，任何“别人也许会衰老，我要做瑜珈。我要饮食养生。我不会和他们老
的一样快”的想法: 你看见它是何等痴迷，何等无效。这不是为了鼓励不照顾身体，只是要你警惕
任何围绕它堆造起来的任何痴迷，使得你在老、病、死来临时，更有准备。 
        这样观想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问你自己: 老、病、死将要来临——你是否已证得它们到来
时能够不苦的心态? 如果没有，你还有多少时间? 你不知道。那么现在就去修。当你有提早结束
坐禅的催促感时，记得问: 你将来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修? 你是否已经到达想去的地方? 毕竟，我们

的故事都终结在此。老、病、死: 这就是一切归结之处。你必须准备好。否则老来你会躺在床上
滋生幻觉——看见角落里有奇怪的狗，院子里有人在自杀——因为你衰老的事实，你濒死的事
实，对你来说沉重得不能够想它，沉重得不能够面对它。心开始把事件堵在外面。当它那样把事
件堵在外面时，就趋向致幻。它试图尽量逃离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是逃不开。它们就在那里。
你把自己陷住了。唯一脱离这个陷阱的办法是，下掘到心的内部，拔除你的执取。那就是你的希
望所在。 
        当佛陀指出事物的负面时，从来不只停留在那个负面上。它是为了把你指向不死。它是为了
作为警示而提醒你: 事态就是如此，你打算作什么，才能面对那种状态保持安乐? 那种时刻，只有
不死才能给你一个安稳的依止。我们愿意认为生命将会划上一个美好的休止符，那时候松散线索
都会收拢，种种事端俱有结局，就像电影或小说的结尾一样，不过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一切分
崩离析。诸事是不会自行聚拢，圆满结局的。生命临近终点时，随著诸事朝各个方向离散，存在
著一种巨大的不和谐。那就是身体的终结方式。 
        接下来的问题是: 心是否也将以同样方式离去? 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的机会在此——就是这

场修练——因此我们观想身体不美的一面，为了发展出厌离感，为了鼓励自己修练、深掘下去。
如佛陀所说，浸满于身的念[身念处]，如果你作得正确，最终把你引向不死。如果你作得不对，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BodyContemplation.htm (3 of 5) [12/31/2010 10:51:49 PM]



身体观-尊者罗坦尼沙

像那些比丘那样发展出一股憎恶感，那么——如佛陀对他们建议的那样——就回到气上。那将会
帮助他们驱除那股憎恶感，如同雨季的初雨驱散了热季里充满著空气的尘埃。 
        不过，那不意味著你可以停止观身体了。它只是意味著你必须学会善巧地修它，使那股厌离
感常在，激发出一种净信感，它将会你一些安慰，给你提供逃脱，使得——如经文中所说——即
使你在病中，仍然安乐，即使你在衰老，仍然安乐，即使你死去，仍然安乐。不过，由于我们对

身体的执取如此强烈，我们需要下重药对治它。观身体不是你偶尔作一两次的修持。它是你必须

反复练习的业处。你必须不停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因为它是唯一保持你的清醒、唯一提供真正
解脱的主题。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抵制这个修练，审视一下那个抵制，看它究竟是什么。通常是一种伪装起
来的执取。问题不是出在身体; 问题是在执取，不过为了对付执取，你必须专注执取紧紧抓住的
那个对象。当你真正看著它时，就会看见，身体实在没有什么，它不值多少，然而，你的执取却
围绕著它，构造出如此多的叙事如此多的欲望。 
        因此，这个禅定主题是你需要随时放在手边的，因为这些执取随时以各种方式出现。你要准
备好对付它们，制服它们。随著身体继续自行其道——这里劳损、那里劳损、生这个病、生那个
病——你将可以有备以待。 
        在泰国，人们有一个葬礼时印书的传统，每一本书的开头，通常会有一段简传，是关于这个
福德所回向的对象的。泰国有许多最好的佛法书籍，就是在葬礼上印发的，所以你读这些书时，
免不了看一看那些传记。它们的模式是一样的。这个人本来过得不错，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有妻
子、丈夫、孩子，等等。接著他或她就开始生某种病，也许是一点肾病、肝病、也许是心脏病。
起先不太严重，医药控制住了，不过后来它就越来越慢性，越来越麻烦，最后医生束手无策。他
们只好两手一摊，尽管尽了全力，那个人还是死了。 
        说来令人反讽: 人心往往倾向于觉得:“哎，那是他们。反正我是不同的。”不过你没有什么不
同。看看你自己: 看见你周围的所有人。什么病将会把你旁边的那个人击倒? 什么病将会把那边那
个人击倒? 他们体内已经有什么病，终究会把他们击倒? 你的体内有什么病? 那个[病的]潜势始终

存在著，在那里运作。 
        我在曼谷坐公车时经常修练的一种观想是，提醒自己: “这辆车里的所有人，将来都有一场葬
礼。这个人会有一场葬礼，那个人会有一场葬礼，那边那个人会有一场葬礼。他们人人都会遭遇
到，我也一样。”说来有趣: 也许你以为这种观想是悲观的、悲哀的，但并非如此。它令人解脱。
它使人人平等。你不会纠缠于喜欢这人、不喜欢那人，担心生命里的这事、那事。你知道一切将
归结于死亡。那个思维使你能够自由地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比如整个执取的问题。 
        要试著把这个修练看成令人解脱的，因为它就是如此。如果你体会到那一点，就会发现，你
从中得益越来越多。如果你对观身体持正确态度，它会助你达到很远。即使在老、病、死之中，
在老、病、死带来的所有那些屈辱、痛苦、困难之中，它可以提供许多的自由，因为它给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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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向，指向内心自由的那个部分。 
        我在阿姜苏瓦特去世前不久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提到，自己的大脑开始发生故障，给他带

来种种奇怪的辨识。但他加了一句: “不过，我藉著禅修得到的那个东西，它一直没有变; 它还在
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身体的苦迫没有给他的心造成重负，为什么大脑制造的那些奇怪的辨识不
能够欺骗他的缘故。他向我们显示，在衰老、死亡的过程中不苦，是有可能的。当那样一件事有
可能的时候，你真应当把自己全部努力朝那个方向瞄准。正如一段经诵所说，不要做那种事后追
悔没有趁自己健康强壮时修练的人。 
(根据2004年3月1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二集》) 

最近訂正2-12-2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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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eople think that when the Buddha describes the five 
aggregates he’s describing what we are, but that’s precisely what he’s 
not saying. He’s saying that we’re not that. But the mind does 
identify with these things—sometimes with the body, sometimes 
with feelings, perceptions, thought-formations, sometimes with 
sensory consciousness, sometime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sometimes 
all of the above. If you could take a movie of the mind’s sense of 
itself, it would be erratic and mercurial, like a reflection on water—
slithering here and there, identifying with this, identifying with that, 
shape‐shifting all the time. In changing position all the time like 
this, the mind expends a lot of energ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want 
to try to do as we meditate is to get it to stay in one place, to save 
some energy. As long as you’re going to have a sense of self, keep it 
solid—rock solid—immersed in the body. 

有些人以为佛陀描述五蕴

时，他是在描述我们是什
么，然而，那与他的话恰恰
相反。他是说，我们不是
它。不过，心的确认同这些
东西——有时认同的是身
体，有时是感受、辨识、思
维造作，有时是感官意识[色
受想行识]，有时是不同的组

合，有时是上面说的全部。
如果可以给心的自我感拍一
部电影，它的样子会是漂泊
不定、擅变无常，就像水中
的倒影——滑到这里、滑到
那里，认同这个、认同那
个，时时刻刻都在变形。在
这样一刻不停地改换位置的
过程中，心耗费了大量的能
量。我们禅定时需要试著做
的，是令它呆在一个地方不
动。只要你还有一个自我
感，就把它沉浸在身内，保
持它的坚固——如磐石般坚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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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 meditation is one way of staying immersed in the body. The 
term in Pali is kayagatasati,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And 
the quality of immersion is important. You want to fill the whole 
body, occupy the body, inhabit the whole body, as much as you can. 

出入息念，就是浸于身内的
一种方式。巴利语是 
kāyagatāsati——念浸住于身
内[身念住]。浸住这个素质是
十分重要的。你要尽可能地
填满全身、占据身体、遍居
全身。

Where is your observer right now? For many of us, it’s like a weird 
bird perched on our shoulders and peering through our eyes. It 
watches the body as if the body were something separate. But as we 
meditate, we’re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identifying with that 
particular observer; we want to be an observer filling the whole body. 
Your feet fill your feet, your hands fill your hands. Your entire sense 
of who you are fills the entire body. 

现在，你的观察者在哪里? 对
我们许多人来说，它就像一
只栖息在肩膀上的怪鸟，透
过我们的双眼在注视。它看
身体，是把它当成某件分立
的东西来看的。不过，禅定
时，我们是在尝试脱离与那
个观察者的认同; 我们要做一
个占满全身的观察者。你的
脚占满你的脚，你的手占满

你的手。你的整个自我感占
满整个身体。

This puts you in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ecause if you’re leaving big 
gaps of unoccupied territory in your body, other things will occupy it
—different thoughts, different defilements. But if your awareness 
occupies your whole body, other things can’t get in so easily. The 
image in the Canon is of a solid wooden door: a ball of string thrown 
at the door won’t leave a dent at all. Even if things do come in and 
make a dent on the mind, you’re going to know it, you’re going to 
see it because you’re right there. You’re not off in some other corner 
of the body looking at something else. 

这就把你放到了一个有力的
位置，因为如果你在身内留
下大片尚未占据的区域，其
它东西将会占据它——各种
思维、各种杂染。不过，如
果你的觉知占据了你的全
身，其它东西就不那么容易
进来了。圣典里的比喻形象
是一扇硬木门: 朝那扇门扔过

去一个线团，根本不会留下
一点凹痕。哪怕其它事物的
确进来，在心里制造出一个
印象，你也会知道它，你也
会看见它，因为你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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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你没有跑到身体的另一
个角落，去看别的东西。

So as you focus on the breath, try to get past the idea that you’re in 
one part of the head watching the breath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You want to occupy the whole body, bathed in the whole breath. The 
breath and the body should be surrounding your sense of where you 
are. And then you want to maintain that sense of being centered in 
the body like this, filling the whol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as you 
breathe in, as you breathe out. 

因此，随著你专注气，要试

著克服你在头部某个位置看
身内其它地方的气这个观

念。你要占据全身，沐浴于
整个气中。气和身应该包围

著你的所在感。接下来，你
要维持这样定在身内的那股
感觉，随著你的入息，随著
你的出息，把你的觉知填满

全身。
Why? For one thing, this sense of filling the body helps you 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 When the mind goes off thinking thoughts about 
past and future, it has to shrink its sense of awareness, shrink its 
sense of itself, down to a small enough dot so that it can slip into the 
past or slip into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you latch onto the part of 
the body that you use as a basi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or the 
future, whil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get blotted out. But if you’re 
filling th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and can maintain that full 
awareness, you can’t slip off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unless you want 
to. So this is one way of nailing yourself down to the present 
moment. Your inner hands are nailed to your physical hands, your 
feet to your feet. You can’t move. 

为什么? 首先，这股填满全身
的感觉，帮助你住于当下。
当心跑去思考过去、未来
时，它必须缩小它的觉知
感，缩小它的自我感，变成
小到一个点，才能溜到过

去，溜到未来。换句话说，
你攀附到体内你用来作为思
考过去或未来的立足点的那
个部位，与此同时，其它部
位却被湮没了。不过，如果
你用觉知把身体填满，并且
能够维持那个遍觉知，就不
可能闪入过去未来了，除非
你想去。因此，这是把你自
己钉在当下的一种方式。你
的内在之手给钉到你的身体
之手，你的内在之脚给钉到
你的身体之脚。你就不能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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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of the breath coming into the whole body. Every cell of the 
body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breathing process, and you’re sitting here 
in the midst of it. This gives your sense of observing self a greater 
solidity, so that when thoughts come into the mind you’re not 
knocked off balance by them. You’ve got a solid foundation. The 
word they use for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in Pali, arammana, literally 
means “support,” the idea being that your mind is standing firm on 
something. You’re standing here in the body. This is your location. 
This is where you take your stance. And when your stance is solid, 
nobody can kick you over or knock you down. 

把气想象成进入全身。身体
的每一个细胞都参与呼吸过

程，而你就坐在其中。这样

就给你这个正在观察的自
我，赋予了更大的坚固性，
以至当诸种想法进入心里
时，你不会给它们撞得失去
平衡。你有一个牢固的基
地。巴利文禅定对象一词， 
ārammaṇa [所缘]，它的严格
[字面]意义是“支撑”，意思
是，你的心牢牢定立在某件
事物上。这里你是定立在身
内。这就是你的位置。这就
是你确立定姿的地方。当你
的定姿牢固时，没有人能把
你踢倒或击倒。

It’s like riding on the subway in New York City. The subway sways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nd all around. If your stance is 
planted just right—so that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either by the 
acceleration or deceleration of the train or the swaying to the left or 
the riht—you can maintain your balance no matter what. But life is a 
lot more erratic even than a subway train. The things that happen 
around you—sights, sounds, smells, tastes, tactile sensations, things 
that people do, things that people say: They can hit the mind with a 
lot more violence, with a lot more force than the wobbling or sudden 
braking of a subway train. So the mind needs a really solid stance. 

这就好比在纽约市乘地铁。
车厢在那里前后、上下、四
周摇晃。如果你的立姿正确
——你在车厢加速、减速、
或者左右摇晃时不会跌到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你
都能维持平衡。不过，生命
的多变远甚于地铁的摇晃。
周围发生的事件——色、
香、味、触、人们做的事、
人们说的话: 它们撞击你的
心，可能会暴力得多、猛烈
得多，远远超过地铁车厢的
摇摆和急刹的力量。因此心
需要一个极其牢固的定姿。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Immersed.htm (4 of 9) [12/31/2010 10:51:52 PM]



浴于气中-尊者罗坦尼沙

This is why we work on providing this support for the mind not only 
while we’re sitting here meditating but also throughout theday. Some 
people complain that it’s asking too much of th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vents of the day and to the breath at the sametime. Well, if 
you’re sitting in the back of your head watching the breath in the 
body and watching things outside, it does add an extra burden: 
You’ve got two things to watch at any one time instead of just one. 
But if you think of yourself as immersed in your body, inhabiting 
your whole body, this puts you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You’re 
standing in the breath, in a position of solidity, a position of strength. 
From that position you watch things outside, so that instead of having 
extra things to do, you’ve simply got a better place to maintain your 
stance. If your sense of self is inhabiting one little part of the body, 
and things come in from the outside with great force—somebody 
does something or says something that hits you the wrong way—you 
can get knocked off kilter really easily because your stance isn’t 
solid. The mind is so used to flitting around from one position to 
another that it’s very easily knocked off balance. But if you’re 
standing, filling your whol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this is your 
stance, this is your support—then no matter what comes, you can 
keep your balanc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练为

心提供这个支撑，不仅在坐
禅的这段时间内，而且终日
不失。有些人抱怨说，要自
己既关注日常事件，同时又
关注气，太难了。当然，如
果你是坐在后脑勺里，既要
观身内的气，又要看外面的
事物，的确是额外的负担: 任
何同一时刻你要看的东西不
止一件，而是两件。不过，
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浸住在
身内，遍居于全身，就把自
己放到了一个不同的位置。
你定立在气中，定立在一个
坚固的位置上、一个有力的
位置上。你从那个位置出发

看外面，就不是作额外的事
了，你只是处在一个维持定
姿的更佳位置上。如果你的
自我感，是住在体内某个小
小的部位，外面的事物带着
强力冲进来——某人做了什
么、说了什么，惹到了你
——你很容易被撞得失去平
衡，因为你的定姿不牢固。
心太习惯于从一个位置闪到
另一个位置，它极其容易被
撞翻。不过，如果你立定，
把觉知填满全身——这就是
你的定姿，这就是你的支撑
——那么无论来的是什么，
你都可以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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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ry to maintain this sense of inhabiting your body, being bathed in 
the breath, being surrounded by the breath on all sides, not only while 
you’re sitting here but also as you go through the day. Try to 
maintain this quality of being fully immersed in the body, fully 
aware, fully mindful, fully alert. Once you can maintain this stan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n you can start observing the sense of self 
you’ve created here. If your sense of self is flitting all around—first 
with a feeling, then with a perception, then back to a feeling again, 
then to perception and feeling, like those weird amoeba-like shapes 
that flit across the surface of water—it’s hard to observe, to get a 
sense of, “What is this self? Why does the mind need a sense of 
self?” But as you maintain this one sense of self inhabiting the body, 
immersed in the body,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the breath, it’s there 
long enough for you to observe it: What’s it made of? What’s the 
form here? Where’s the feeling? Where’s the perception? Where are 
the thought-formations? Where’s the consciousness? It’s all right 
here, relatively still, enough that you can really observe it. 

因此，试著维持这股住于身
内之感、浴于气中之感、被
气全面包围之感，不仅在这

段坐禅时间里，而且随著你
度过整日。试著维持这个遍
浸身内、遍觉知、遍念住、
遍警醒的素质。一旦你能够
在不同场合下维持这个定
姿，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观察
你在这里造作起来的自我感
了。如果你的自我感闪来闪

去——先是[认同]某一感受、
然后是某个辨识、然后回到
感受、接着是辨识连同和感
受，就像闪动在水面上的那
些古怪的阿米巴变形虫一样

的形影——那么“这个自我是
什么? 为什么心需要一个自我
感?”的问题，是很难观察、很
难弄明白的。不过，随著你
维持这个遍居身内、浸于身
内、周遭被气包围的单一的
自我感，你就有足够长的时

间观察它: 这是由什么构成
的? 这个形色是什么? 感受在
哪里? 辨识在哪里? 思维构造
在哪里? 意识在哪里? 它都在
这里，相对寂止，足以让你
真正地观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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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lots of advantages to having a sense of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your sense of self immersed in the body. 
Eventually you take that sense of self apart, but in the meantime you 
learn how to use it so that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by all the 
winds and currents of the world. You don’t get knocked over by all 
the currents flowing out of the mind either. When they talk about 
taking the body in-and-of-itself as your island, as your refuge, this is 
what they mean: The current of the river flows past, but the island 
stays solid because it’s deeply rooted. It’s made of rock, like 
Manhattan; it’s not a sand-bar. You’ve got your awareness deeply 
rooted in your hands, in your feet,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your body, 
not just in your head, not flitting around from here to there. You’ve 
got a large sense of awareness filling the present. 

有一股念浸于身内之
感、“我”浸于身内之感，是有
许多好处的，最终你要把那
个自我感拆解开来，不过现

在这个时候，要学会利用
它，使你不被世间各种风潮
撞倒。也不被外流的各种心
流撞倒。经典中谈到以身为

岛屿、以身为依止时，就是
这个意思: 河水奔流而过，岛

屿坚固不动，因为它的根基
深厚，它由磐石构成，一如
曼哈顿岛; 它不是一块沙洲。
你已经把觉知深深地扎根在
你的双手、你的双脚、你的
身体的各个部位，而不是单

单住在你的头部，不会从这

里到那里乱闪。你就有了一
个填满当下的扩大的觉知。

This puts you in a position of strength, which you want to maintain 
for as long as you can. It helps ward off the currents that come 
flowing from outside or inside, and it also allows you to see your 
sense of self a lot more clearly,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where 
there’s still suffering even in this position of strength, where there’s 
still stress and uncertainty and inconstancy. But first you do your best 
to make it constant. How are you going to believe the Buddha’s 
teachings on inconstancy until you’ve found some constancy in your 
awareness? You push the limits. It’s only when you really push the 
limits that you can gain a true sense of where things start pushing 
back. When the Buddha gave his teachings, he didn’t simply ask for 
people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He said to push back inside yourself 
to test them. 

这就把你放在一个有力的位
置，你要尽可能长久地维持
它。它助你抵挡各种来自外
在、内在的激流，它也让你
以高得多的清晰度看见你的
自我感，领悟它是什么——
看见即使在这个有力的位
置，哪里还存在苦，哪里还

存在张力、不确定、无常。
不过，首先你要尽量地做到
使它恒常。你怎么能相信佛
陀的无常教导，除非你已经

在自己的觉知中找到了某种
恒常? 你要力推极限。只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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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力推极限时，才能真正
懂得事情在哪里开始反推。
佛陀传法时，并非是只要人
们信他的话。他说，在你的
内心对它们作反推、作检

验。
So. Inconstancy, stress, not-self: How do you test those? By creating 
a constant sense of ease in the body, because this awareness has to be 
relaxed in order to last. And you can identify with it, inhabit it fully. 
It’s only in this way that you can push against the limits and see 
where the principles of inconstancy, stress, and not-self will push 
back even in this state of mind. 

因此，无常、苦、非我: 怎么
检验它们? 是藉著在身内造就
出一股恒稳的安适感，因为

这个觉知必须放松下来，才
能够持久。你可以认同它，
遍居其中。只有这样，你才
能够反推极限，才能看见即
使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无
常、苦 、非我的原则将会在
哪里反推回来。

But work on it first. Remember, this is a skill: taking this stance, 
maintaining this stance, being concentrated in the body, but 
concentrated with an expansive sense of ease so that it doesn’t 
become oppressive. Work at filling the body with your awareness so 
that if they were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r sense of self, of the 
mind’s sense of self, it would be like the image in the Canon: a 
person totally surrounded by a white cloth from head to toe. Or like 
Ajaan Lee’s image of the mantle of a Coleman lantern—all its 
threads bathed in a bright, white, unmoving flame. Try to saturate 
your body with this sense of relaxed but steady awareness, and see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不过，首先要修练它。记

得，这是一门技能: 采取这个
定姿、维持这个定姿、定在
身内，然而要带著一种扩展
的安适感而定，使它不至压

抑。练习把你的觉知填满身
体，以至于达到如果对你的
自我感照一张相，它就会如
同圣典中的比喻形象: 一个从
头到脚被一块白布整个包裹
的人。或者，如同阿姜李的
那个汽灯比喻——它的每根
灯芯都浸浴在明亮、色白、
不动的火焰之中。试著用这

股放松然而平稳的觉知，饱

和你的身体，看看作为果
报 ，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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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4年9月1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最近訂正 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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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心胜喜。这是禅定的一个重要技能。佛陀把它列为出入息念法的一个基本步骤。如果你的
禅修枯燥起来，就会像发动机没有润滑油那样给卡住。因此，你在修持当中，有必要使心保持润

滑，保持清新。 
        做法有很多。阿姜李讲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位家长听见孩子在哭泣，懂得什么时候带他出去
透气、什么时候给他玩具、什么时候喂食。换句话说，你要学会解读哭泣，看看小孩在干什么，
以便了解使孩子转哭为笑的办法。心与孩童极其相似——你必须时常照料它的情绪。 
        办法之一是，放下出入息念，专注佛陀推荐过的其它几种忆念: 忆念佛、 忆念法、 忆念僧。  
        忆念佛陀时，要提醒自己，你正走在一条由一位彻底除灭杂染的人指明的修行道——这个
人，不存在丝毫为一己之满足或乐趣而推行什么的企图或者意图。他找到了成功的途径，他直接
无私地传授。 
        这样的一件事，世界上你到哪里找得到?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在大学里如此盛行，是
因为人们常常为了支配他人而推行某种思想，他们想影响别人以自己乐见的方式行动。解构主义

的目的是为了看穿那些意图。不过，就佛陀来说，他唯一要求的是人们如法修法。在他去世的夜
晚，当天神们为礼敬他而唱起乐歌，撒下花朵和香屑时，他说: “这不是礼敬佛陀的方式。礼敬佛
陀的方式是如法修法”——意思是，为了离欲、为了出离、为了解脱而修练。换句话说，你要凭
著给自己证得苦的解脱向佛陀表达礼敬。他要求的就是那么多。他的动机是最慈悲的。因此，当
你对修行道有挫折感时，不妨考虑一下自己可能走上的其他途径，就会意识到没有一条比得上
它。即使我们还没有达到修行道的终点，我们正在走的仍然是一条善道。 
        忆念法也是同样道理。想一想法要求你在内心培养的所有那些好品质。当然，走在修行道
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圆满修成，不过至少你是在沿著正确的方向走。佛陀提到过尚未证得道果的
悲哀，但是他说，那种悲哀比起追逐色、声、香、味、触求之不得的悲哀——他称为“家主的悲
哀”——要强多了。这种悲哀引向何处? 它把人们引向争斗、打架、抓取那些将会从指隙间溜走的
东西。来自修行的悲哀，是不会引生冲突的，它引向正确的方向。仅仅那么想，就应该可以激励
你继续修行。唯一的问题是，当那个悲哀感太沉重时，当那个挫折感太沉重时——那就是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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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忆念自己在修行道上作过的一切好事，令心胜喜的时候了。 
        而且这条修行道要求你做的，都是些善事，你可以为之自豪的事，给你尊贵、高尚感的事。
它没有要你在修法时损害你的理想。实际上，它要你把自己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接下来，是忆念僧伽。当你的心感觉到充满杂染时，要提醒自己，圣僧伽的成员们都曾经有
过你现在的情形。形形色色的人——男人、女人、儿童、富人、穷人、知识分子、未进学的人、
健康人、病人——他们都能够在内心找到克服弱点的力量。如果你的修行道有一段路漫长、枯
燥，可以读一读《长老偈》和《长老尼偈》，听听那里面比丘和比丘尼们讲述他们修行中那些漫
长、枯燥的路段: 三十年或者更多。然而最终，他们还是证得了觉醒。因此，你可以从那里获得
激励。 
        你还可以忆念自己的布施、戒德——你在修行道上做过的所有那些好事。这也是令心胜喜的
一种有效的忆念，一种良好的忆念。 
        至于忆念天神: 这不是要你坐著观想天神。你要观想令一个人转生天神的那些素质。第一个
是当你想做降格之事时升起的知耻感，意识到自己的人格高于它。第二个是畏惧不善巧行为之后
果的畏恶感——那就意味著你拥有一个统一和谐的自我感，能够为了当前可能不乐、但将来引生
善果的业，抵制未来将会有长期恶果的即刻快感。正是这两种素养，使人转生为神，而你在内心
拥有它们。因此那样观想有助于令心胜喜。 
        圣典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比丘于某个节日夜晚在林间坐禅。远处可以听见人们在奏
乐、玩乐，他感觉十分挫折。这里自己一个人独坐林间苦熬，那里别人都在痛快地玩乐。接著有
个天神过来说:“听著，有很多人实在羡慕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往哪里去; 至于那些玩乐的人，他们

的生命没有任何方向。” 
        因此，当修行道开始令你气馁、你的心开始感觉枯竭时，可以思考这些事，提醒自己，你是
走在一条善道上。它也许是一条漫长的道，但它远远好过根本没有一条道，或者走的那条道要求
你损害自己的理想，损害你的正直感和高尚感，所得的却是对你一笑而去的[短暂]快乐。 
        另一个令心胜喜的好办法是用气: 找到给身与心在即刻当下同时带来安适感、健康感、清新
感的呼吸方式。不要怕那些觉受，以为它们是执取。你当然是在执取它们——但是执取好东西，
比执取以有害的方式搅乱心的那些东西要强。开始时，这些清新感和喜乐感似乎来来去去没有规

律。不过随著时间的推移，你开始意识到，其中确实是有规律的。当你对它们越来越熟悉时，就
可以越来越经常地从中汲取[喜乐]。 
        以气令心胜喜的另一种办法，是探索不同的呼吸方式。试著设想一种你过去从未想到的呼吸
方式，看看它对你的身感会做什么。想象气能不是从外面进来，而是从内中涌起。或者，用身体
的不同部位呼吸: 用你的腿呼吸、用你的臂呼吸、用你的手指呼吸。注意身体的哪个部位是一直
没有人照管的继妹——也就是得不到气能——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尽量给它气能和关注上。换句话

说，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如果你感受到身内的张力形式，可以想象有一把大刀，过来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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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切掉所有那些张力形式。 
        换句话说，把你的想象力用在这里——不是在幻想世界中游荡，而是探索当下的一些可能
性。试著想象一些不可能的呼吸方式，然后尝试一下——因为那样你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学到很
多: 什么是真有可能的，什么是没有可能的。这就好像读量子力学。人们在实验中注意到的一些
现象，就他们所知，只能在考虑某些粒子可以逆时间而行的想法时，才能够解释。世界上有很多
多东西与直觉是背道而驰的。此处当下你的身感也有许多悖离直觉的潜势。如果你只服从你的常
规知觉，那么你能看见只有那么多: 也就是你期待看见的东西。试试你能否以气的新奇设想令自
己惊喜。 
        因此，令心胜喜有许多方法。正如阿姜李所说，这就像是做一个好家长。你得有各种各样的
锦囊妙计。如果小孩在哭泣，每次哭你只有喂食这一招，结果就会得到一个肥胖、乖戾的小孩。
有时他需要的是如厕、有时他只是无聊、有时他需要一点新鲜空气、改变一下环境。 
        如果一切都不成功，没有一个法子能令你在禅定中振作，那么就出去走一会儿。找点零活做
一做。注意寺院里哪里不干净、哪里不整齐，给它收拾一下。换句话说，学会在任何种类的善巧
工作中找到喜乐。 
        阿姜放有一次说，当他还是一位年轻比丘时，经常躲避寺里的工程建设。往往是稍微帮点
忙，然后就悄悄走开去禅定了。阿姜李对此不置一词，直到佛历2500年纪念准备期间，当时阿姜
李打算在阿育王寺举行一次大型庆祝活动。有一天他对阿姜放说: “要知道，如果你不帮助我，我
快要死了。”阿姜放于是想了一阵，最后对自己说: “好吧，寺院里的建筑工作是一种善巧的活
动。如果我死的时候，手里拿著榔头和锯子——起码我是拿著榔头、锯子在做好事。” 
        因此，要做那种一直在找善巧事做的人，因为人这一辈子如此短促。如果你把时间放在抑
郁、灰心上，就浪费了多少行善的机会。世界上有那么多善事需要人们去做。从小事做起，比如
使我们的环境清洁整齐，然后逐步发展。这都是值得的。你有那么多令心胜喜的办法。 
        阿姜李的开示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老妇去寺院，注意到行禅道没有扫净。于是她打扫了一
遍，又端来一些洗足水。只那么多，就令她升起了喜悦感。碰巧在回家路上，她死于心脏病发

作。醒来时，发现自己成了一位天神，就是缘自把周围环境打扫干净所得的这股喜悦。这个故事
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 任何能做到令心胜喜的有益、善巧法门，都可以是你作为一个善修者所持
技能的一部分。 
(根据2004年9月2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三集》) 

最近訂正 2-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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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曾经打开一本书查阅十二因缘，你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把书合上，因为这个题目太复杂

了。不过实际上，即使从你第一次看到的那些印象当中，还是可以学到某些好的基本课程的。首
要因素是无明。它正是苦的发动者。当你以知见代替无明时，就把这条引向苦的因果链切断了。 
        因此，懂得这里要求的知见究竟是什么，是件好事——它就是四圣谛。这就是为什么提到八
圣道时，正见一直被作为首要因素。正见的开端，是信你自己的业: 你的业是真实的，它们的确
有果报，果报的质量由导致该业的心理状态的质量所决定。四圣谛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意
义。毕竟，苦是某一种心业或一系列心业[心理动作]——渴求和无明位于其首——的果报。如果
心业对你的生命没有影响，那么四圣谛就毫无意义了。 
        这当然就把我们指向有必要修练之处: 我们必须训练心。你注意到，四圣谛的每一谛都要求
完成一个特定的职责，每一谛都是一门必须掌握的技能。你是在尝试全知[遍知]苦，以便能够放
开苦因。你要发展这条道，以便能够实现苦的终结。那都是你必须作为技能加以掌握的。这就是
为什么佛陀的教导当中，没有顿悟与渐悟的重大分歧。我们在这里发展的那种技能，一如任何技
能，都是逐步渐进的。你越修练它，就对它越敏感。最终你达到真正领悟的地步。 
        经典中的比喻是印度大陆架的地势。它是一段渐缓的斜坡，之后有一个陡降。它不是全有或
全无[非此即彼]。这个渐缓积累过程是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积累过程，使你更加敏感起来。只
有当你极其敏感时，才会发生那些直入内心、揭开真相、对一切改变视观的顿悟时刻。这就是为

什么八圣道不仅由正见一支构成，而且还有其它诸支助你增进对心的领悟、了解、觉知，助你放
开蒙蔽心的因素[五盖]。那就是为什么佛陀对圣道的用语之一是“发展与放开。”你是在发展心的
清晰度，你是在放开蒙蔽和垢染心的东西。因此，你是从四圣谛的正见出发，还是从无明的妄见

出发: 那是因果链中的重大因素。 
        你在读十二因缘时，会即刻感触到的另一点是，如此众多的因素排在感官接触之前。事情不
仅仅是从感官接触开始的。对任何体验，你都带入了大量的前缘，而正是对那些前缘的操纵，才
是禅修取得进展的关键。譬如，直接以无明为缘，产生出所谓的造作。你呼吸的方式，如果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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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发进行造作，就会致苦。那是身造作。语造作，包括了你把思维指向事物的方式[寻]，和接
下来对它作评估的方式[伺]。如果这是在无明中进行，它就会趋向苦。心造作包括了辨识和感受: 
如果出于无明而造作这些东西，它们也会引生苦。 
        这就是为什么修持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辨识的训练上: 你怎样标记事物，它们如何纳入你更
大的思维图景。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没有只让人们坐下，然后说:“好，只要住于当下，不要想其
它。”他的禅定指南，一开始经常引导我们理解为什么要住于当下，究竟要试著在当下找什么，
当我们看见它时要对它怎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圣典中存在那么多类比和形象的缘故。它们给你一个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框
架。再一次，这些形象和类比之中，许多与技能有关: 做一位善巧的禅修者，类似于做一位善巧
的厨师、木匠、弓驽手。存在一种善巧的辨识方式;甚至存在一种善巧的感受方式。感受不仅来自
外面流入的原材料，而且有一种造作和心理冲动的成分在内。某个身感[1]冲动沿著神经上传，在
你实际意识到它之前，你的心已经对它作了加工。我们禅修时试著做的，是学习怎样把这些潜意
识过程的一部分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些过程之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就是你辨识事物的方式。
你可以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以更有用、更善巧的方式辨识事物。 
        有一系列被称为护卫禅的禅修法门，极其有助于你在进入当下时，以善巧的辨识，令心端正
情绪、端正态度、端正理解。你会常常发现，坐在这里修出入息念时，困难不是在气，而是在你
随带的心理包袱。因此，你要把那些包袱打开来，把所有不需要的重物扔掉。在泰国，人们用一
位背著巨大一捆茅草的老妇来作比喻。她直不起腰来，因为身上背著那么多草。人们问她为什么
不把它放下，她说:“嗨，总有一天这草会有用。我要一直背到需要的那一天。”因此她走到哪里背
到哪里。当然，她本来可以背许多其它东西，但她背不了，因为那捆草这么大，它当然是毫无用
处的。 
        因此，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包袱，看见你正背著多少草，以便减轻负担。接下来，你代之以更
好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护卫禅就是把它们分捡开来的好办法。 
        第一种护卫禅是佛随念——忆念他的觉醒，想想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多么重大的事件。他的
觉醒表明，藉著人的努力，可以找到一种真乐。牢记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化有太
多讯息是在说:“嘿，你是得不到终极、不死之乐的，不过，你可以得到拥有我们这个打蛋机的快
乐，就在它的把手里设计了一个MP3音乐播放器”等等。换句话说，他们一直把你把注意力吸引
在购买他们的产品能得到多少快乐上，而那种快乐实在是很可悲的。《洋葱》杂志[2]上有太多文
章是基于这类主题:“女性发现，购买那种新式拖把并未得到她原先期待能给人生带来的圆满

感。”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令我们瞄准层次低下的目标:“选择立得快感的东西。选择不需要下
工夫、不需要技能、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他们把那些东西装饰一番，看上去仿佛买了他
们的商品，真会得到快乐似的。 
        因此，记得过去曾经有一个人凭著自身努力找到真乐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如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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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不是因为他是某个了不起的神祗或者什么，只是藉著发展我们大家——男人、女人、儿
童、居家人、出家人——都能发展的素质: 精勤、决意、审慎。我们一定程度上都有这些素养，
只是有待继续发展。同样，戒德、定力、明辨: 这些东西多少我们都有一些，只是还要设法使之
全面[all-around]。 
        因此，当你受到诱惑，想要那种即得而短暂之乐时，提醒自己:“佛陀说，真乐是有可能的，
藉著人的努力它是可以达到的。”因此你是否愿意就此度过一生，而不去探索一下那个可能性? 还
是你打算干脆放弃?  
        以这种方式忆念佛陀的觉醒，是可以带入你的一切体验的一种重要辨识，一个重要视角。你
藉著思考佛陀一生，还可以另得许多收获: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最后遗言讲的是审慎。他是已
经找到真乐的那种人。他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获得任何什么，然而他出来传法四十五年，步行于
北印度。哪里有人准备好受教，准备好得益于他的教导，他就会走去那里。传授此法的就是这样

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开了一间密集禅修中心，需要进账收入，为了吸引顾客愿意说任何话的人，
而是一个行事完全出自清净动机、清净慈悲的人。因此，我们遵循他的路径，所作的是那样一种
修练。在那样一个承传系统中修练，对我们来说，是能够提升层次的。 
        因此，这都是可以维持在心里的善辨识。特别是当你感到挫折，有意放弃修行时，或者
有“唉，我也许没有能力成就它”的想法时: 要记得，觉醒的基本素质，是那些人人可以发展的素
质。但我们必须亲自去发展。我们不能依靠任何外人前来替我们做。那就是佛陀的一生所透露出
的另一种讯息，它使你必须兢兢业业。 
        第二种护卫禅是慈心禅。你要把慈心的态度，带给周围的每个人。佛陀在讲述四梵住里的慈
心时，那不是普通的、日常的慈心。它是遍及周遭的无量慈心。那不是容易的。它不是自然而来
的。我们往往对某些人有慈心，对另一些人却不怎么有慈心。作为果报，我们的业很容易变得不
善巧业。自己不喜欢的人，不在我们觉得“应得幸福者”名单上的人，我们是很容易对之做出伤害
性事 件的。当某种情绪左右我们时，我们也很容易把某些人从那个名单上除掉，甚至以不善巧的
方式对待我们所爱的人。 
        因此，为了护卫自己不做那种不善巧行为，你必须学会使你的慈心每日每时、遍及周遭。那
不意味著，制造一台云雾机，把滚滚云彩朝各方放送，掩盖起自己欠缺的慈心。当你开始传播慈
心思维时，首先把它传向对之容易做到的人——也就是你喜爱的人——然后传向做起来比较难的
人。虽然你不喜欢他们，你可以自问:“我为什么不希望此人幸福? ”毕竟，当人们不幸福时，他们

可能做出残酷、可悲的事。如果人人都能在内心找到真乐，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不管他们是好
是坏，不管他们是否在你的“应得幸福者”名单上，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再说，谁任
命你做国家标准局了? 为什么你的好恶就应该主宰世界? 以这种方式，慈心禅意在挑战自己，让

你实实在在地思考为什么你非要限制自己的慈心，提醒你慈心对待每个人为什么是件好事。如果
你的慈心遍及周遭，你不 可能以伤害性的动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叫做护卫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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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护卫禅是不净观。许多人不喜欢这个禅法。如果我们在西方这里作一个禅法的投票，
它很可能在受欢迎的禅修主题排行表上垫底，然而它却是极其有用的。有人说:“嘿，我已经有一
个负面的身体形象了。为什么你要我使它更负面?” 不过，负面的身体形象，有健康的，也有不健
康的。当你看自己的身体丑陋，别人的身体美丽时，那是不健康的。当你看见人人身体内部都有
同样的垃圾: 没有谁的肝脏会赢得宇宙小姐选美赛，那则是健康的。这个观想之有益，因为它是
一种护卫。外面有那么多的人，你可以对之生起淫欲之心，但你若随之行动，就会造出许多麻
烦。即使你不修独身，你也需要一种护卫方式，抵制那种飘忽不定的淫欲感。因此，下一次你看
见某个有魅力的人，与其从你过去围绕美丽发展起来的种种观念和联想当中，编织起各种各样的
说词，你可以教给自己另外一些说词，另外一些联想，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就在皮肤之下，有什
么? 有这么多血管和神经，恶心! 再往里面去，更恶心! 对那个东西升起淫欲，得到什么? 你为什
么要它? 
        这种观想，实在是违反习惯倾向的，这就是一遍又一遍观想之所以有用的理由之一。阿姜摩
诃布瓦反复讲过这一点: 不要计算你做了多少次不净观。要 一直做到修成。毕竟，正是对人体的
淫欲，牵引我们投生。正是它，令我们不断地想回来，令我们做极其愚蠢的事。因此，这种观想
是你技能中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是应该发展的一套有用的新辨识。我们对美的辨识是危险的，
因此，学会以不美的方式看那个美丽的身体，是一件好事。你只要往里面看一点点，就会看见各
种各样的东西，它们就可以杀死你的淫欲，如果你真正让自己看见身体的全部，而不只是你倾向
于专注的那几个你觉得美丽的部位。 
        第四种护卫禅是死随念。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它极其困扰、压抑，不过它的用意是激励性
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走那条超越死亡达到不死的修行道。提醒你自己，我们有这个修法让我们预

备死亡、超越死亡。你是否圆满修成了? 你是否真正准备好了? 如果回答是没有，那么，你有工
作要做。  
        这是对治懒惰的一个良方。有一篇极好的经文，其中佛陀讲述了懒惰的八个理由和精进的八
个理由，两个列单上，外缘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因为感觉生病而懒惰; 你可以因为将外出旅行而
懒惰; 你可以因为旅行刚归来而懒惰; 你可以因为疾病刚复原而懒惰; 你可以因为没吃饱而懒惰; 你
可以因为吃太饱而懒惰。然而，你也可以用同样情形来提醒自己: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当你疾
病刚刚复原时，与其说:“我还虚弱，我尚未痊愈，让我休息，”你可以提醒自己:“我可能再次生
病。我可能旧病复发，但起码现在我还有点力气，让我把这点力气供给禅修。”如果你没有吃
饱，可以提醒自己: “身体现在轻减; 我的时间和精力没有都放在消食上，因此我有更多能量禅
修。”你正好有条件坐禅，达到极其安静、极其寂止。 
        因此，是你的态度，决定你把所处的情形当成是懒惰还是精进的理由。当你提醒自己，不知
道还有多少时间时，它应该激发你行动起来——使得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当你真正得离去时，你
有了准备，你有了预备。你有定，你有明辨力，你有心力，不管来什么，你能够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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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坐在那里想:“拜托，我不要死啊，拜托，我不要死啊，”不管你怎么求，有一天，你还

是得死。比较明智的态度是:“拜托，当那个时候到来时，愿我有准备。对来我这里的任何困难，
愿我有力量对付。”那样，你就意识到，这是你能力范围内的事: 修练那些力量。毕竟，我们有佛
陀去世的榜样。这是为什么，佛随念和死随念这两个忆念十分合谐的缘故。佛陀向你表明，你可
以怎样准备。你看他去世的方式: 最后一次穿越所有的禅那。死时没有丝毫痛苦，获得彻底解
脱。一个人做到这件事是可能的。如果你觉得把自己和佛陀相比太悬殊，可以想一想僧伽。你可
以读一读《长老偈》和《长老尼偈》。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禅修时，曾经极其痛苦，曾经彻底失
败过，然而，他们仍然能够振作起来。他们能做到，你也能。 
 
        因此，这四种观想是把智慧带入你对事物的辨识——也就是你带入体验的种种标记和观念
——的护卫禅法。你越发展它们，就会把更好的一套联想，更好的一套说词，带入比如当下你正
在呼吸这件事，带入当下你正在看、听 、尝、触这件事。换句话说，你带入当下的东西，将会是
起决定作用的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训练心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修练的缘故——使得当需要工作的时候
到来时，你可以以不引生苦的方式工作。你把知见带入这个场景，使得无论你正在看十二因缘中
的哪个因素——无论它是感受、接触、渴求、执取，等等——你都可以把苦的诸种因缘拆解开
来，代之以趋向苦灭的因缘。 
        因此，要在修呼吸的同时，学会发展这些主题。它们会帮助你把整个修持置入正确的叙述框
架，正确的视点，而且它们护卫你，使你不至于连续地给自己造苦，给你周围的人造苦。那是一
切护卫中最优胜的。 
(根据2007年6月8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四集》) 

译者注: 
[1]身感冲动: 原文是physical impulse.有一种译法是"生理冲动",不过physical在这里应该是"身体的"意思.坦
尼沙罗尊者把rupa[色]英译成physical sensation,就是体感/身感.笔者曾经请教那里的physical究竟是
physiological, material还是bodily? 他说比较对应于bodily.Rupa的另一个意思是form,即视觉可见的身形.  
[2]《洋葱》: 美国出版的一种讽刺杂志。 

最近訂正 3-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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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心何等擅变，是很可以令你自矫自戒的。你下决心做某件事，才过几分钟，就发现自己
在往另一个方向走。有时候，是因为你看见原来的意向不如先前所想的那么明智，不过情形常常
与此无关。那个原初意向无可挑剔，你却直角拐弯走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禅定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明察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你怎么会突然脱轨拐弯，心究竟对自
己作了什么，才会放下一个好端端的意向，去某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禅修好比做
实验。你设置某些条件[因缘]，接著观察它们如何发展。换句话说，一开始，你专注一个自知是
良好的对象——呼吸[气]。毕竟，呼吸即是生命力，并且它极其直接。它既不遥远，也无可疑。
它就在此地此刻。你可以看见，紧粘著气[跟气呆在一起]，允许它舒适，对身与心必然起著良好的
作用，所以那里没什么可疑的。 
        当你把气确立为著意的对象之后，下一步是，觉察那些必然要把你拉往别处的任何其它的杂

乱意向。眼下，你心里的规矩是:  假若念头与气无关，就不参与。因此，一发现自己脱轨，不需
要再多问。假若发现正在被拉离呼吸，不管那个思维造作[行蕴]多么有趣、奇异、重要，把它放
下，回到气上。哪怕句子想到一半，当即放下。你不需要收尾，不需要作个小记号以便回来察
看。把它整个放下，回来。 
        那个念头的回音可能继续一阵。没关系，你不需要听它的。你现在的工作是训练心，使它在
坚持某个意向时能够越来越连贯。接下来，必定会出现第二个念头，第三、第四、第十、或者第
一百个念头，不过，不管出现多少次，你就是不跟。那是你坐下时对自己的承诺。当你发现自己
破坏了那个承诺时，重要的是不可沮丧。爬起，掸尘，回到气上。要记得，我们是在同一种根深
蒂固的习性作战，因此需要下工夫，花时间。如果你认为训犬是件难活，人心更容易偏失，更倾

向于抵制新技能。以这种方式训练心，虽然困难，却是可以做到的。 
        把时间花在训练新习惯上，是十分值得的。毕竟，正是心意[业，行为，动机，意向]的力量在
塑造你的生命。 我们往往以为业力教导与禅定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有人教我们，业力说是一个奇
怪的传统遗赘，不知何故从文化背景中被“走私挟带”，纳入了佛教。不过，情形并非如此。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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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极其明确的业力教导在当时独树一帜，它们与禅定的“为何”与“如何”密切相关。 
        禅定的“为何”，涉及我刚才提到的要点。既然业就是意向[动机]，而且业是塑造你的人生的
巨大力量，你能对它有所掌控，是十分可取的。假若你发心做某件事，你知道那是件好事，那么
能够做到坚持那个意向，不离不弃，是十分可取的。意向在哪里发生? 就在当下。它在哪里改
辙? 就在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当下，这样才能够亲见意向的现行过程，才能够对该意向
往何处去，施加影响。你在当下住得越坚实——也就是你这里的平衡维持得越稳固——那么你能
看见的东西就越多，你对那些意向将把你带往何处，就越有清醒的影响力。那就是“为何”。 
        至于禅定的“如何”， 随著打坐时种种想法的出现，你会注意到，那些杂乱的意向，跟你开头

坐下来禅修，发心紧粘著呼吸时自觉的打算，很少有什么关联。然而，它们突然出现了。这可以
用佛陀有关当下体验由三部分构成的教导来解释。 那三部分是:  过去意向[旧业]的果报、当下意
向[现业]的现行过程、还有当下意向的即刻果报。某些升起的想法，是旧业的果报，未必有多少
意义。它们只是碰巧进来，它们可以是相当随机的。 
        有时候，我们会在禅定的某个特别知见中，找寻一些灵感或征兆。那样的事件是有可能发生
的。不过，那种知见，同样与众多的偶发事件掺杂在一起。这就好比解梦:  有些梦有预示性，有
些梦自命不凡，多数的梦根本是随机的。你不能把它们当作可靠的指南。同样，无论你的心何等
寂止、光明，也不一定要把闯进当下之心的随便什么东西都当成指南，因为许多闯进来的东西，
只是随便哪些过往意向的果报。不过，你可以做的是，藉著牢牢住于当下，牢牢住于你那个紧粘
呼吸的意向[定在那个心上]，久而久之，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在那里可以评估来到心里
的那些东西。假若某个贪、嗔 、痴的念头闯进来，你将能够觉察它，看见它在做什么，因为你对

此处发生的事的敏感度提高了。 
        洞见也许会出现，不过你不必记它。阿姜放曾经说过，假若某个洞见真有价值，你不需要为

了以后参考而去记它。反之，看看能否把那个洞见用在当下内心正在发生的事件上。假若给出善
果报，就坚持下去。假若果报不善，就把它放开。如果是真正有价值的洞见，它会跟著你，因为

你已经从那里得到了善果。你不需要标记它，套上皮索牵回家。 
        诸种洞见的重要性，远不如把心置于引生洞见、并且评估如何将洞见用于当下的能力。我们

尝试使心入定，就是为了这个[指发展这种能力]。 试著对当下此地的因和果，保持高度的警觉。
当你看得见因果之间的连接时，你就处在了可以对那些想法作评估的位置上。因为一个念头的价
值在于它的效果。好比有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你的注意力要放在照料鹅上，而不是放在照料蛋
上，因为这些金蛋如同神话传说里的金子，不马上用掉或者送掉，就会变成羽毛，变成木炭。记

得那些神话么?  你越试图抓着不放，那东西越变成干草。你如果得到什么好东西，就要把它用起
来 ，把它送出去。那时你就会得到更有价值的回报。 
        洞见也一样。假如洞见适用于当下当地，那好，就用它。否则把它放到一边。也许它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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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洞见，因为如我先前所说，来自你的旧业的各种事件都可能闯进寂止的心。不过，寂止之心
的价值所在，与其说是得到什么闯进来的东西，不如说是让你得以对进来的东西作出评估。你可
以亲见因果的现行。当心真正寂止，极其精细时，它可以感知细微少量的贪、嗔、痴的存在，感
知它们在做什么。你的敏感力会提升。你对因果的观察能力会敏锐起来。心在寂止时，你对真金
与假金的辨别能力将会大有提升。 
        因此，对寂止之心里升起的东西，你不需要什么都加以信任。实际上，任何东西你都不可信
任。你应当对所有一切加以检验。寂止之心的价值不在于看见事物，而在于看见事物在行动。当
心的基本意向可靠、牢固、确定时，你对自己的意向的评估会准确得多。这里说的基本意向是这

个:  始终做最善巧的事;  始终选择伤害最小、利益最大的行动轨迹。你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
事，就是学会如何坚持一个简单而良好的意向，就像现在这样，坚持与气呆在一起。 
        随著你呆在这里的本事越来越可靠，就为获得所有其它洞见、所有其它来自修心的善益，提
供了基础。因此，使你的基础有力，确保它坚实，你在它上面发展起来的良好素质就不太可能倒
塌。 
(根据2005年11月14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8-1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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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李有时讲到未能觉知全身之气的问题。他有时会建议，专注某一处，定在那里不动。他
说，有些人觉得观身内不同地方的气感，太容易分散注意力。在观想手、臂、腿的同时，跟这些
部位相关的其它念头可能会溜进来，把你带往别处。 
        他把这个修法比作开垦果园。假若你倾尽本钱，把整个园子一次全给种上，也许会发现自己
做过了头。遇上几天干旱，那些树全部死去，你就一无所得了。这种情形下，聪明的做法是，从
一小块地开始，单单在那里种植，单单照料那里。比如你种下一株芒果树，照料它两年。等到第
一次结果时，收集果核，然后把它们种下去。第二轮收获之后，同样办理。那样，你逐步地扩大
果园面积，直到把整块地种满。 
        因此，假若你发现，禅定之初，专注这里那里的气使你散乱，那么就专注一处，呆在那里不
动。告诉自己:   你哪里也不去。也许你可以默念禅定用词“佛陀”助你控制纷乱的思绪。不过，只
用身内的一处。它可以是双眼之间，或者前额正中，总之凡是你感到最接近身内觉知中心的地
方。就在那里瞪下去。 
        这里有一个告诫: 不可绷紧那个地方。想象那里开放无碍，自由流动。换句话说，血可以流
入、流出。能量可以流入、流出，但是你自己不动。你决意呆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你决意呆
在这块小小的地方。那样可以使心凝聚起来，使它定在那里。你不试图同时照看太多的东西。 
        另外有些人发现，一处不够。如果是这种情形，你可以试试专注两个地方。我认识一位晚年
来学禅定的老教师。退休后，她到阿育王寺长住。早在我出家之前，她就告诉过我，她发现自己
的入定捷径是专注两处:   一处是双眼之间，一处是脊椎底部。她是试著同时定在这两个地方。 她
说，她的情形，就像是在连接电池的两极。 两极一通，里面就明亮起来。那样她就能够使心很快
入定。 
        这都说明，入定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心以不同的方式安定下来。而且在定的
修练方面，是有试验余地的，你可以做一些尝试，看看什么对你合适。人人皆宜的理想办法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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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定的整个要旨，就是让心与某个它所喜欢的、它感兴趣的对象一起安顿下来。 
        四神足[成就的基础]，基本上说的是，藉著强化四种不同素养之一，可以成就定。对某些人来
说，定可以被欲求激发[欲神足]。对另外一些人，是精进，也就是坚持下去的能量[勤神足]。还有
人发现心神足——也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效果最好。还有的人发现辨神足——分析的素养
——卓有成效。正是藉著分析气，使它有趣——而且藉著操纵气，对气作实验，了解气能在体内
的流动方式，了解它与你的预想如何不同，你发现它确实有趣——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被
吸摄在当下。并非是因为你强迫自己呆在那里，只是因为你对它发生了兴趣，就像绘画时往往令
人全神贯注那样。 
        少儿时代，我常常发现画画可以使自己一连几个小时专心一致。画图时，往往对时间的流逝
毫无觉知。一下子就到吃饭时间了。随著你学会分析气，同样情形也会在禅定中起作用。你把自
己拉入当下，靠的不是强迫力，而只是你的好奇力。 
        不过有些人发现，像这样分析事物令自己散乱:  一开始观想气，然后想到胃，然后想到护理
你的胃的医生，接著突然发现自己在三十里外。如果是那种情形，你的禅定也许可以依靠欲神足
——坚持定在这里;  勤神足——致力于只观一处; 或者心神足——专心一致地呆在一处或两处，
但凡有效就予以采纳。 
        阿姜李讲到过，你可以在身内找到适合你的一个地方，然后把注意力定在那里，不过有些人
错过了这一步，因为它来自要你在全身各处探索气的步骤之后。不过，这些步骤也不是非要按部
就班地执行。你把它们当作修定的不同的构成部分。也许对你来说，只能从定在一 处开始。一旦
那里确立起来，你可以再开发其它部分。换句话说，你定在自己选的那一个地方，然后看它与紧

邻区域的关系。接下来从那里辐射出去，再看那个地方周围的诸区域，直到把整个身体纳入你的
觉知范畴，尽管你真正瞪下去的地方还是同一个。你不可能觉知不到全身。换句话说，你不使自
己对身体的其余部位的觉知彻底空白。毕竟，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全方位有觉知，以此作为明
辨的基础。明辨的升起，只有当你觉知全方位时才有可能。如果你的定只是把事件堵到觉知外面
的那种，它将不会是明辨的良好基础。你会看不见意料之外的相关性。你的觉知范畴内会有大片
大片的盲区，各种东西都可能隐藏在那里。 
        因此，一种初始修法是，直接专注一处，然后从那里逐渐展开。不过，假若你发现那样太局
促，假若心对被强捺在一处有所反抗，那么你可以让它在全身漫游。注意脚趾内的气感如何，手
指内的气感如何，臂部、背部的气感如何，你的姿势如何影响气，你的气如何影响姿势。换句话

说，把禅定当作一个探索的机会。 
        这就是把气作为禅定焦点的好处之一。你可以同时把它用作瞪[stare at]的对象和分析的对象。
如果你发现，心需要更多的止，禅修才能有所进展，那么你就安定下来，达到极其的静止。仿佛
你不在观气，你专注更多的是你的觉知的辐射方向。你专注于使那束辐射保持平稳。当然那样做
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危险，那就是你可能会压制那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因此，要警惕这个问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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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东西进来、出去，但你尽量连贯地定在那一个地方。 
        不过，当你利用气，作为明辨的所缘时，你能够看见的相关性，是无穷无尽的。今天早些时

候我们在讨论名与色，讲到它们在苦的升起当中怎样起作用。不过，它们在灭苦之道上也有作
用。你这里有色，也就是身体形状、四大元素——气正是其中最显著的那个。你这里有辨识

[perception ,此属名——译注]:  也就是你对气的辨识，你对气的构想方式，不管内容是什么。使心安
定下来的一个有效方式， 就是把那个辨识在心里维持住 [holding that perception in mind]。你付出专

注，那是名的另一种形式。你有继续定著的意向[动机]。接下来你有受，那是你在试著造作一种
安适感受的过程中升起来的。换句话说，与其让这些东西未经甄选地升起来，你对它们把心带入
寂止时如何起作用，试著带入尽可能多的觉知与明晰。 
        因此，这些成分——假若让它们在无明的基础上放任自流，就将会导致苦——现在你是在操
纵它们，同时对它们之间如何互动，保持相当的觉知。了解这些成分之间如何互动的最佳方式之
一，就是操纵它们。你调节你的专注，或者调节你的动机，看那个受会发生什么。 你改变你的辨
识，然后看它对心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拿住苦的诸项基本集因，把尽可能多的觉知带进去——特别是以四圣谛

为形式的觉知: 苦在哪里，你正在做什么导致了苦，你可以改变什么，使那个苦离去?  从觉知自
己坐在这里呼吸的相关之苦开始——那是几种明显层次的苦——试著使心安定下来。接著从那里
出发，你对层次越来越精细之苦的敏感度，会增长起来。 
        你所在的此处，正是一切业的发生之处。只是每个人需要个别地摸索出究竟著意哪个部位才
对这些东西初步有所掌握。把那里确立为你的登陆点，从那里出发，你的领悟将会铺展开来。有
时候，在禅定中你会开始想，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有点傻。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你会好奇下一步
是什么。那时你要问自己: 谁在说傻? 为什么你需要催促“下一步”?   那都是辨识。就在那里你有
一些问题需要理顺。 
        你为了灭苦必须了解的一切，就在这里头。只是你需要带入高度的警觉、高度的念住;  并且
注意到什么能使你有效地入定。 这正是洞见升起的方式——藉著看见什么有效。这正是佛陀检验

自己的一切洞见的方式——看它们是否有效?  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务实性的真谛，也就是能够
造成实质性改变的智识。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智识，他把它们放在一边。他对自己的求索是一心
一意的。凡是灭苦的必要因素，他专注那里。凡是不必要的因素，尽管他可能也懂，但他不让它
充塞自己的心。 
        正如佛陀在描述自己的觉醒时说过，他了解的智识好比林中之叶。他拿出来教给弟子的内容
——苦、苦因、苦的止息和止息之道——好比是掌中之叶。但这一掌叶，正是你需要的。假若把
它比作药材，林中药材繁多，只有这一把药才是治你的病所需要的。至于其它的树叶，如果对你
的病无益，当下何必管它? 心有这个无明、渴求、贪、嗔、痴的病。我们如果不照料，它就会泛
滥开来，导致未来长久深重的苦。因此，要专注能够治病的这些叶。至于林中的其它药材，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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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到把这个病治好以后再去关注。 
        因此，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就在这里。只是你必须注意观察，看哪些辨识有用，哪些无用，哪
些专注的方式有用，那些无用，哪些动机有用，那些无用。正是藉著对这些东西的探索，你才能
够深入了解心——并且使它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根据2007年8月18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9-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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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定入当下时，有时会发现枯枝、石块和尖刺。或者在身内，或者在心内，你必须尽自己
的力量对付它们。假若可以简单地遵循某种按部就班的指南——1、2、3、4，先做这步，再做那
步，不需要你自己分析果报就会到来——那当然好。有时候，一些禅定书籍里的确有那样的指
南，不过，心却往往不能够与之步调一致。理想情形下，你应该可以让心安定下来，静止下来，
然后对付难题，不过，有时侯，在能够定下来之前，你必须先行迎对某些困难。 
        明辨[慧]需要定，但并非仅仅如此。定也需要明辨——也就是，学会在你能够令心安定下来
之前，绕过可以绕过的问题，正视必须对付的问题。 
        假若内心存在著猛烈的淫欲或嗔怒，你必须得对付它。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不能把它往角
落里一推，因为它会不停地从那个角落，对著你跳回来。因此，你要提醒自己，看一看，那种思
维当中，缺乏推理、缺乏逻辑的地方在哪里。很多情形下，那种思维只不过以声势夺人，就像一
个好斗者对著你气势汹汹，以此掩饰自己的无理。 
        因此，你要审视自己的淫欲，审视自己的嗔怒，试著看出：“它们究竟在说什么？” 有时候，
你必须听一听它们说的话。如果你真正仔细地听，过一阵就会看出来，那些话实在不通。当你能
看懂那一点时，把它们放到一边就容易多了。等到它们再攻击你时，你说：“你们根本毫无道
理。” 那样，应付它们就有点把握了。 
        身体的痛受也同样如此。有时侯，你坐下来禅定时，身体会有痛感，而且它与禅定的姿势无
关。不管你采取哪种姿势，它就在那里。因此，你必须学会对付它。你把专注力放在身体的其它
部位，使得自己在当下起码有占领了一块滩头阵地的感觉，起码有一个地方，你在那里可以安住
下来。接著，你从那个有力的位置上展开。一旦觉得气变得平滑、舒适，就让它从那个地方扩大
到身体的其它部位，穿过痛处，从足部、从手部出去。 
        你会开始意识到，当下的那些尖刺并非仅仅是固有的。你自己一定有一部分，在与它们合
作，令它们成为麻烦。一旦你看见了这一点，那些尖刺就容易对付了。 
        有时侯，身内有痛，实际上正是你的呼吸方式在维持著它。有时侯问题在于，你怕那个痛扩

大，于是在周围造起一个小小的张力壳——那个张力壳尽管也许会制止痛的扩大，它也维持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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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气能在那里不顺，就帮著维持了那个痛。当你逮著自己做这件事时，就会得到一个有趣
的洞见：当下并非是固有的。你正在参与它。有一个你自己的动机成分，在对当下塑形。 
        接下来，你可以转过来，把同样的原理应用于心。淫欲或嗔怒存在时，它的一部分也许是来
自旧习，不过另一部分，是来自你当下的参与。就淫欲来说，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你正在享
受它，所以你想要它继续。实际上，心的一个部分在享受它，同时另一个部分正在受苦。你要做
的，是把受苦的那个部分带出来，给它发言权，给它一点表达自己的空间。 
        这一点，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尤其有必要。那些不肯屈从自己的淫欲的人，被说成是压

抑，还说他们的心灵深处隐藏著种种怪兽。于是，心灵当中，远离淫欲时生机蓬勃的那个部分，
就得不到机会了。它被推到心灵深处的那个角落里。它变成了那个被压抑的部分。不过，假若你
可以把正在享受淫欲的那个部分挖掘出来，说：“嘿，等等，这算什么享受？你怎么不看那边在
受苦？怎么不看那边在难受？你怎么不看随着淫欲而来不满足感？怎么不看由于淫欲造成的心的
浑浊？——怎么不看？” 你可以开始把心里并不真正享受淫欲的那个部分，照亮起来。接下来，
你对付淫欲、从它的压迫下挣脱出来的机会就增大了。 
        嗔怒也一样：试著找到心里正在享受嗔怒的那个部分。看一看它从耽溺于嗔怒所得的喜乐是
什么样的。看一看那种喜乐是何等的可怜和卑微。那样，你就增援了心里不想合作的那个部分。 
        对付诸如畏惧、贪婪等其它情绪，也同样道理：一旦你逮住了心里正在享受它——参与它，
使它继续——的那个部分，要学会切断它。学会增强心里不愿意合作的那个部分。 
        接下来，你可以开始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正面的心态上，也就是你试图发展的那些心态。如
果你意识到心里有不愿与气呆在一起的那个部分，就要试著找到心里那个想跟气呆在一起，愿意
有机会安定下来，放开重负的那个部分。那个潜势是存在的，只是没有被强化而已。 
        因此，要学会给自己打气。容易气馁的人，是没有学会那个本事的人。你必须学会鼓励自
己：“看，你成功了。你把心带回来了。看看你下回是否能够再次成功。看看能否做得更快。” 你
需要的鼓励就是这种，它使你能够继续参与定境的维持。毕竟，当下如果不是固有不变的，为什
么不学会塑造一个良好的当下？要强化正面的素质，使它们真正壮大起来。那样，你会发现，自
己越来越不会成为事件的受害者。你在当下体验的成形当中，起著更有力、更正面的作用。 
        我们多次谈论过，最终是要止息当下的那种参与，使得你可以对不死开放。不过做那件事之
前，你必须对如何参与当下，修练起善巧的技能。你不可能从不善巧的参与出发，直接跳过[上面
那步]，学会对不死开放的终极技能。你必须经历改善当下体验的所有学习阶段——藉著你的出入
息方式，你对气的专注方式，你对内心出现的种种正面负面状态的处理方式。在你有可能发展出
解 卸所有这种参与的越发精细的技能之前，你必须学会如何更好的把握当下。 
        因此，当你坐下来禅定时，你必须意识到，不是一切都是固有的。你现在就在参与。你想培
养什么样的参与？你想终止和放下什么样的参与？ 
        这些痛——石块、尖刺、所有其它令你难以入定的东西：它们不是本来就有的。你的参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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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以帮助制造那些石块，帮助磨锐那些尖刺。如果你能抓到自己正在做那件事，并且能够褪除
那个习惯，你会发现，安定下来，维持定境，就容易多了。你对正在发生什么，可以看得更明
白，你对付当下的技能也会越来越精细。  
        
(根据2002年8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最近訂正 1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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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读过，禅定的修练如何可以藉著对自己认同为“我”或“属我”的那些东西作如实细

致的观察，解卸自我感。你在禅定时，本当进入当下，放下一切涉及过去、未来的主题，单只随
著事件的升起，对之作观。不过，过去、未来之事，有些比较不容易放下。即使你可以在禅定中
暂时放下，你出定时，还得回来，继续与之共存。 
        我们对人生事件的那些自叙，我们自言自语的那些说词：假如可以把它们整个放下，就此不
再牵挂，我们的人生将会十分轻松。入定也不会有困难。不过，有些说词比另一些说词更粘糊。
我们知道，佛陀的教导要求学会放下许多事，不过有些情形下，在你能做到把它们放下之前，必
须学会善巧地造作它们。你如何给自己讲你的生命故事，就是你必须学会善巧造作的事情之一。
否则，你从一个美好宁静的定境出来，又会遭遇同样的烂故事。你会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用同样

的方式讲述，受同样的捆绑。再不然，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入定，因为不管你如何尝试放下那
个故事[你那套说词]，它继续粘在你的手上。 
        因此，禅定的相当一部分，往往不只是与气呆在一起。假如你发现有一套说词在不断困扰你
的心，翻搅出贪、嗔 、痴、畏，等等，就要学会对付它，学会给自己讲新的说词。对那些旧说

词，要学会一套纠正的话语。一个基本做法是，观想我们刚才持诵的那段经，培养慈、悲 、喜、
舍的思维。为了能给自己讲一些引生解脱、易于放开的新说词，你对那些事，要尝试发展出这样

的态度。 
        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旧说词生硬地推开。你编织一套新的说词，讲到能让自己安定下来修
禅。如此，这件事就不会干扰你。等你出定时，它还在那里，但它不是会使你激动起来的那种说

词。它已经给修改过了。 
        你要学会越来越善巧地在心里给自己说事，以慈心作为开端。首先，对自己有慈心。你意识

到，假如你坐在这里一遍又一遍给自己讲不良的故事，你就会受苦。你想受苦吗？不想。你想别
人受苦吗？也许。你也许想到那些曾经待你不公的人，你多么希望他们得到公平的报应。这种情
形下，你必须问自己，你从他们的受苦当中究竟得着什么？他们受苦，你毫不受益。你坐在这里
希望他们受苦，这件事正在伤害你自己，正在妨碍你的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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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要的是一种结局让你幸福、同时也让他们幸福的说词。那是你的愿望。它是其它几
种梵住心态的基础。 
        不过，某些情形下，你看见别人正在伤害自己、伤害你、伤害他人，那里就是你需要悲心[同
情]的地方。想想看，你实在希望他们停止那样做。当然，同样的道理也对你适用。当你正在伤害
自己时，你希望自己可以停止那种伤害。“不发生那种伤害就好了。那些人不受伤害就好了。”要
提醒自己采取那样的态度。 
        至于随喜，你提醒自己，要记得自己的善德、他人的善德，记得你过去做过的使你值得为之
喜乐的事、他人过去做过的令他们值得为之喜乐的事。你对他们的喜乐不嫉妒，不怨恼，你不低
估他们的优点。 
        最后是舍离，当你意识到，有些事根本超越了你的掌控：无论你对他人有多少慈心，无论你
有多少随喜和同情，有些事完全处在你能够改变的范畴之外。首先，过去是不可改变的。看一看
为了发展舍心，佛陀要你思考的是什么：是业力原则。旧业是旧的业，不可能改回来。重要的是
你的新业，你正在做什么。那个新业，是可以影响一些事的，不过另有一些事也超过了新业的力
量所及，主要是旧业的持续效应。你必须想到那一点，学会在需要舍心的地方培养舍心。 
        佛陀并非是说，舍心优于其它三种心态。只是你要学会什么情形下需要什么态度：哪些情形
需要慈心，哪些情形需要悲心，哪些需要随喜，哪些需要舍离。以这种方式，舍心不仅仅是被动

的接受。它是对你的主次事件的重排，告诉你停止在不可改变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把注意力转向
慈心、悲心、喜心可以影响到的地方。 
        因此，你看一看自己给自己讲的那些说词，试著把这些态度注入其中，特别是业的教导。没
有不受惩罚的恶，没有不受酬报的善。那就是业力原理。因此，你不需要带著账本走来走去：谁

做了这件事，谁做了那件事，生怕失了账本，那个人就得不到他或她应得的报偿。业力原则自然
会关照他们。不过要记得，它也会关照你。 
        当你看一看从这些不善巧的说事方式当中得到的满足时，你意识到，它是十分可怜的。那种
满足当中，没有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没有真正经得起审视的东西。当你懂得这一点时，你发现放
开就不难了。你已经有了其它几种梵住心态，它们会以一种让你感觉良好的方式，把你带入当
下。你没有让自己成为受害者。同时，你也不对任何人发出恶意。你在既有的情形下，尽善而
为。当心需要休息、需要安定的时刻来临时，就应该 马上去做。如此，这套说词就可以把你引入
当下。 
        你应当察看一下自己正在促生的那些心态，确保它们是善巧的――因为业的问题，归结起来
就是这一句：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极其重要。过去做过的事对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也许会有一些影
响，但是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当下善巧行事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坏事来临

时，你把它们当作旧业的果报，接受它，但是假若你意识到，当下自己也正在造坏业，这件事是
不可以以舍心处之的。你必须改变。不管什么情形下，你都可以做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同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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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结果一定会好――那个意思是，如果你继续做、继续说、继续想善巧的事，果报不可能不好。 
        因此，无论情形多坏，你的希望就在于你当下做什么。你越这么想，就越把心带入当下。那
时候，它就准备好禅定了。 
        如果你看一看经典上佛陀讲述过去的事――有的一直上溯到多少劫，多少宇宙的轮回之前，
这件事如何发生，那件事如何发生，这是怎么来的，那是怎么来的：前世轮回的漫长故事――可
是，这些经文结束时，都指向影响了这些事件并且还将影响未来事件的那个基本原则：业力原
则。业在哪里造起？就在这里，就在当下。所以，要把注意力放在这里。 
        有关宇宙观的所有经文也一样。佛陀在描述各个层次的众生时，他的论 述归结为，这些层次
的众生从哪里来。它们来自心，来自当下心正在做什么。就在这里，就在当下。 
        不管是什么事，当你善巧地讲述时，都会把你带入当下。因此，要学会做一个好的说事人，
给自己选合适的说词，那种说词会令你带著对自己的能力一种自信感，带著一种安宁感、一种对

静心的重要性的理解，把你引入当下。不管是些什么事――不管他人做了什么，不管你做了什么
――总有一种说法，可以让心平静下来。因此，要试著找到那种说法：业的所有教导、四梵住的
所有教导，归根到底，用处就在这里。你在心里编织起新的说词，你的心在这些说词当中发生变

化，这些新说词最后在这里汇聚到一起，让你能够带著一种安宁、明晰、定力、念住、明辨的领

悟，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把你扯到过去、拉到未来，你能够安住此时此地，觉知此时此地，
就在此时此地疗愈你的心。 
        以那种方式，你 可以利用心的说事能力，终究把它带到它能够停止说事、观察现状的地步。
你此时此地的现有情形，要学会善巧处理。 
        佛陀的种种教导，归根到底，其要旨就是这个善巧原则。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了你周围人
的幸福，你对付内心发生的不同事件，能有多善巧？禅定并不意味著你把一切心理功能全部切
断。心必须说事。即便阿罗汉也能说事，他们也能回顾过去、计划未来。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以一
种不造任何苦的做法。这不仅是来自把心带入当下，而且还来自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观察事物，把
佛陀的教导当作适当的工具，用来编织善巧的说词。让心对过去、未来、自说、自叙、世界观、
宇宙观――也就是你的一切见――的应对方式，变得善巧起来。让它们不再成为苦因。 
        要把修持当成是对心的全面训练。你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学会“注意”、或者与气呆在一起。
你要使心对它的一切活动，变得善巧起来。当我回去重新出家时[1]，阿姜放对我说，做一位禅修
者，不仅要具备坐在这里闭眼禅定的善巧，而且要具备做任何事的善巧。 
        你做任何事时，都要把它当作一项有趣的挑战：“这件事，最善巧的做法是什么？那件事，
最善巧的做法是什么？” 当你持那种态度时，当你发展、训练出那种态度时，来修禅定，就容易
多了。 
(根据2001年6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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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 
[1]据笔者所知，早年坦尼沙罗尊者出家前获得奥柏林学院某基金会资助，去泰国执教英语两年。回国前
两个月，在阿 逾陀某寺院短期出家，体验僧侣生活，打算之后回美国攻读佛教研究学位，进入学术界。
在此期间遇见林居僧阿姜放，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国。经过一年的思考和准备，再赴泰国，正式在
法宗派的阿姜放座下出家。 

最近訂正 11-3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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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身就位。坐直，双手放在腿根。闭上眼。 
        令心就位。想著气，对气感有觉知。 
        看见了? 那不是太难。难的部分，不在于仅仅“做到”。难的部分是在维持:  令它停在[住在,呆
在,定在]那里。那是因为心不习惯于就位不动，就像身体不习惯于就位不动一样。不过，比起身
来，往往心动起来快得多，也擅变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对训练中真正难的部分，下更多的工夫: 
使心呆在一个地方，在定中维持它。 
        阿姜李曾经说过，修定有三步:  做到定，维持定，然后利用定。定的运用是有趣的。一旦心
安定下来，你可以把它用来当作理解事物的基础。你突然看见了心制造思维的动作，这个过程 ，
无论观看还是拆解，都是引人入胜的过程。 
        不过，定的维持却不那么引人入胜。你在维持过程中，会学到许多良好的课程，修观的工作
更细致，没有这些课程，你是做不到的。不过，定仍然是修练中最难的那个部分。阿姜李曾经把
它比作在河上架桥 。靠近此岸和彼岸的桥墩不难堆造，但河中央的桥墩就真难了。你必须[令定]

成为中流砥柱。你往下挖掘，在河底放几块石头，等到你拉著下一车石头回来时 ，发现前面那车

石头已经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些技巧，让河中央的桥墩牢牢呆在那里，否则那座桥

永远不能跨过河流。 
        因此，我们就在这里下工夫。开始时，只是练习注意何时心溜开了，然后把它带回来。它再
溜开，你再领回来。再一次。再一次。不过，如果你有观察力，就会对告诉你心将要溜开的那些
征兆敏感起来。它还没有走掉，但已经准备走了。它已经紧绷起来，准备起跳了。当你能感觉到
那种张力时，只要放松就可以了。一丝不苟地练。那样练，你就能越来越使心与气呆在一起。。 
        特别要注意，不去追问: 心要往那里跳?  你不能屈服于那种诱惑。有时，心正在准备跳到别
处，你感到好奇: “它要去哪里? 是个有趣的地方吗?” 或者，当一个思维正开始形成: 它只是一股
模糊、莫名的思维感，于是心就在上面贴一个标签。然后，你想知道: “这个标签是否真的合适?”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Maintenance%20.htm (1 of 3) [12/31/2010 10:52:09 PM]



持的工作维-尊者罗坦尼沙

那就说明你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如果你对正在发生的过程更仔细地看一看，就会意识到，不管标

签是否合适，心已经有了一种要使它合适的倾向。因此，问题不在于标签是否合适，而是你是否
想完成令它合适的过程。你不需要完成。你注意到心里有微微的搅动时，不需要给它贴上标签 。
或者，如果已经贴了标签，也不需要追问那个标签是真是假。放开它。那样，该搅动就会散去。 
        当心终于安定下来时，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大喜感，一种成就感。你终于成功地使心与气
呆上长久的时间，呆上越来越长的时间了。在那里真有清新感。接著，你把它当成一场游戏，看
看你达到那里能够有多迅速，能够有多频繁，你在那里时还能同时做什么其它活动。不过——虽
然我不 想破坏你的成就感——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种游戏也会令你厌倦。 
        不过，之所以厌倦，是因为你忘形[失了背景]。一切如此静止，一切如此安定，心有一个部
分厌倦起来。往往这就是你修观课程的第一个所缘:  观察这个厌倦感。为什么心会对一种宁静和
安适感到厌倦? 毕竟 ，心正处在它最安稳的地方，最舒适的地方。为什么你的一部分，想去找麻
烦，想去惹事端? 要审视那个问题。那里，就有洞见的机会。 
        或者，你会开始跟自己说: “光坐在这里，寂止，寂止，宁静，宁静，真傻。这根本不明
智。” 那时必须提醒自己，你是在构筑基础。基础越牢固，到时候造房子时，就能造得越高，越
稳定。当洞见到来时，应该是牢固的洞见。你不希望它们把你撞偏。洞见怎么会把你撞偏? 你得
到一个洞见，激动得忘形，忘记拿起来，看看它的另一 面。遭遇洞见时，阿姜李总是告诫，把它
的里子翻出来。洞见说: “这一定是如此。”他说，那么，试想它不是如此，会怎样?  假如正好相
反，又会怎样? 那样会不会又是一堂课?  换句话说 ，正如你不应该轻信你的思维内容，你也不应

该轻信你的洞见。 
        那样做我需要极其稳固的定，因为许多情形下，洞见来临时，它们是极其惊人的，极其有趣
的。一种强烈的成就感随之而来。为了使你自己不被这股成就感冲走，你要使你的定，牢固到不
为之惊诧 ，不被它压倒的地步。它随时准备观察洞见的另一面。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稳固的定，
才能在回来、呆著、呆著、保持静止、保持静止这项平稳、平稳的工作上下工夫的道理之一。 
        接下来，那个辨识的老问题又开始出来了。对你的心态的整个辨识，变得可疑起来。把那个
问题存档，以备将来考察。正如佛陀所说，一切定的状态，一切禅那的状态，一直到无所有处，
都是辨识的成就。正是你对它们施加的辨识，维持著它们的继续。随著你住在某个特定的层次，
你对相应的辨识的造作性，开始微微有所觉知。不过，等到定达到极其牢固时，再开始质疑它 ，
因为正是该辨识维持那个定态的继续——它确实是你正在心里制造著的造作状态。等到洞见到来
时，你要专注的主题之一，就是造作定境——你一直居住其中——的那个概念的人造性，那个辨
识的人造性。不过，目前你还是把它存档，以备将来考察。如果你太早质疑，一切造成短路，你
又会回到起点。 
        因此，即便维持定的这项工作看起来也许是苦差使——只不过是回来、回来、回来——一切
有赖于恒常性、维持性的这个素养。要把它练得极其精通，极其熟练。你对它越熟练，到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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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运用它，作为洞见的基础。 
        有一段经文里，佛陀讲到心已经达到极其稳固的舍离阶段的禅修者。当你定住在舍心之中
时，你意识到，你可以把它运用到不同的状态。你可以把它运用到空无边处。你可以把它运用到
识无边或无所有处。一旦你能够准确地认得那些辨识在哪里，准确地认得你如何能够长久地定住
在那些辨识上，你会对他们是如何构造起来的，突然获得洞见。 
        一开始，它们如何构造起来是很明显的，因为你正在花大气力构造它们。不过，随著对它们

越来越熟悉，你更有一种感觉，似乎你只是调入某种早已存在的状态之内。你更欣赏该状态的 
“已存在性”。你开始忽略调入的那个动作。 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然——但是它仍然
在那里，那个构造的成分，那个造作的成分，是它维持你停在那里。当定如此牢固 ，你得以审视

哪怕它最细微的状态时，那就是洞见真正来临之际: 这个定境，这个你已学会依赖的状态是何等
的造作，整件事是何等的人为。只有那时，洞见才有意义。 
        如果你在真正依赖这些状态之前，在你真正熟悉它们之前，就开始从三特征的角度分析定的
诸种状态，整个过程就给短路了。“啊，是的，定是不稳定的。” 当然，谁都可以坐下来，定个两
分钟，然后学会说那一句，它没多少意思。不过，如果你发展出那种技能，使得你真正牢固地与
它呆在一起，你就可以检验无常的法则。你能够把心的这个状态修练得有多恒常?  最终，你达到
某个地步，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它修练到不可能更恒常的地步，不可能更可靠的地步，然而它仍
然脱不了三特征。它仍然是制造起来的。 
        那时，心就开始倾向于非制造、非造作了。如果你已经把心带到了足够静止的平衡状态，你
就可以停止造作，情形就会开放。这不只是一个说: “好，我打算停止这么做了”的动机 。这是一
个学会某种平衡，其中不再补充新动机的问题。真正的技能就在那里。我们花这么多时间使心进

入平衡、平衡、平衡，就是为了这个道理，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平衡状态之下 ，你才能够做到彻底
放开。 
        有些人有一种观念，认为禅定就是使心进入一种达到“突破”的极端境界。把心带到不稳定的
临界边缘，然后突然突破，达到某种更深的境界。他们是那么说的。不过我还没有找到佛陀那 样
描述过。对他来说，这更是一个把心带到一种平衡状态，等到停止造作时，心不会朝任何方向倾

倒的问题。它就在那里。 
        因此，恒常、维持、坚持，训练心，使它在世间所有无常之中，能够真正信任自己，依赖自
己: 这些素质，就是决定禅修是否有所成就的关键。  
(根据2002年12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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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持诵了礼敬定[奢摩他]的经文[1]。这一重要原则必须牢记在心，因为心的静止，往
往是我们践踏的。一个想法冲进脑袋里，马上跑去跟踪它。我们飞快地离开大本营，却发现难以
回转 。我们必须学会使定成为心的正常状态:  集中，在场，警觉身体，警觉正在发生的事。这并
非是，你在定中不觉察其它事情，也并非是，你的感官根本不记录它们，只是心不挪出去追随它
们 。心牢牢地定住在气中，那是它的大本营，在那里，它保护定，照料定，维持定。只有这样，
定才能增长，才能发展出我们需要的稳定性，不管来什么，都能够抵挡。 
        太多次我听人们说: “我的心现在静下来了，接着做什么?”  他们太急于跳到下一步，跑去修
观。但是，心得到任何解脱洞见之前，必须克服那股想动弹一下的不耐烦。你需要使心极其坚

固 ，极其安稳，因为等你开始修观，也就是试图理解为什么贪、嗔、痴会控制心时，你会发现自
己迎面遭遇各种各样的风暴。如果你的定不真正坚固、沉稳，只会给吹走。 
        因此，你必须对道的这一部分怀着礼敬。毕竟，它是道的核心。佛陀曾经说过[2]，正定构成
了八圣道的核心，而道的其它要素，只是正定的前提和支持，保持定为正定，保持定在正轨上。 
        因此，对心的这一素养，要有礼敬。照料它。我们专注于令心处在恒常、安适、自我的状态

时，有时仿佛 是逆着佛陀关于无常、苦 、非我的教导而行。我们完全被吸摄于这股合一感之
中，开始与它认同，既与那股静止、也与静止的所缘认同。一切合为一体。因此，似乎我们是与
洞见该告诉我们的 内容逆向而行。不过实际上，我们是在检验人类努力的限度。 与其对五蕴

——色 、受、想、行、识这些聚合体——与之认同，我们是在把它们用作工具。作为掌握这些工
具的过程的一部分，必须有某种认同感。你认同定境，认同定中但凡存在的身感[色]、辨识

[想]、思维构造[行]、和意识 。那就是为什么你对它们如此投入的缘故。它们全部合为一性。  
        不过，与其单单与之认同，你也把它们当作道。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此。 
        你把 它们带到一起，一旦被带到一起，你可以把它们如实分捡开来。如果所有那些东西在四
处摊着，就很难看清它们如何互动，很难看清相关性在哪里，相互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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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带到一起，那么一旦它们长久处在一起，就会开始相互分离开来。 
        阿姜李有一个把石块投入火中的好比喻。当石块里的各种元素达到熔点时，它们就从石中逐
一熔化出来。它们就是这样分离的。你讲要试图理解，获得洞见的一切现象也是一样。一旦它们

在这个合一感之下，长久地处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会开始分离开来。你要做的只是问: “这是
什么? 这个与那个是一样的吗?” 接着你只管看。你开始看见，这些东西之间有一个自然的分界
线。但是，在你把心在定中达到合一之前，你实在是看不见的。你看见的所有分界线都是由词语

和观念强加的，由种种先入之见强加的。 
        把那些先入之见放到一边，就只专注于令心入定。你现在坐在这里修定，要试着使定尽可能
精细，尽可能稳固。当你起身离开时，不可把它丢下。试着维持它。经典中用到的一个形象是，
一个人头上顶着一只碗，里面盛满了油。要试图发展出同样的平衡感、细腻感、念住感。随着你
出定，不管去哪里歇夜，要试着维持那种定着感、沉稳感。不可让它溅泼掉。这就是礼敬定的一
个侧面: 试着在全天维持它 ，不让自己被外面扰乱。再说一遍，你会觉知外在的事件: 有人得交
谈、有工作得完成、鸟儿的鸣叫、林中的风声。这些东西都会对你的觉知呈现出来，但是你不会
把注意力送出去追逐它们。要试着把你的注意中心维持在内部、这里。 
        随着你发展出这种连贯性，它就变成你的觉知的习惯中心，你的习惯参照点。其他事物相对

于那个中心的移动，就十分清楚起来。换句话说，出去看看的那个冲动: 你会准确如实地看见

它----它就是追着事物跑出去或流出去的身内某些部位的一股流或一种身感 。如果你能逮见它，
就会明白: “噢，当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外面时，就会发生那件事。” 参照点的变 动，既包含了心的
一面，也包含了身的一面。当你的明晰的觉知感足够寂止时，就能看见这些东西的移动 。参照框
架越寂止，你在心里能注意到的动态就越精细。因此，这个寂止的成分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它，
洞见只不过是词语，观念，你从书里拾来的东西。但有了它 ，洞见就是观察事件的实际发生和实

际动作。 
        因此，这是洞见来临的基础，它是引生解脱的洞见。你开始观察到过去习惯于骑在上面跟着
走的那些动态，因为现在你不再骑了。你随时看见心的这些闪出动作，但你不会跟它们一起闪出
去 。关键的不同就在这里。如果你乘势跟它们出去了，那只是凡常之心的做法。但如果有一种内
在的定感，你就可以看见心出去，思维出去，辨识出去，攀上事物的过程。你如实观察它们 。你
开始想:“为什么我竟然要与那个东西认同?” 
        那就是解脱可能性来临之时。不过，这只有在当你极其，极其寂止时才会发生。为了寂止，
你需要在当下此处有一种安乐感。否则，心不愿意呆着。为了使定保持牢固而不受强迫地呆着 ，
你要在这里感觉良好。你用但凡有效的方式练气，帮助你安定下来，保持明晰，集中。随着你用
气，对付身内的痛感，你会发现，有些痛你可以消解掉，有的不能，但你只能藉着实践 ，才会懂
得。如果有痛，你不能只用调气来驱散它，你学会与之共存。你学会不与它认同。你对它们有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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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在觉知和痛之间存在一种分离感。那样它就可以忍受了。 
        如果你打算与身体的某些部位认同，要与好的部位认同。找到身内你能够藉着调气，维持一
种安乐感的部位。专注那些地方。在这个动荡的世界 当中，那里会成为你的定心处 ，你的参照
点。  
(根据2001年7月某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 

中译注: 
[1]AN6.32 偈语:  “敬佛、敬法、诚敬僧，敬奢摩他而精勤、诚敬训练，敬审慎、敬宾客: 这样的人不会退
堕，与涅槃同存。”  
[2]MN117:  “比丘们，什么是带着支持与必要的圣正定? 任何心的单一性，配备着这七要素——正见、正
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即称带着支持与前途的圣正定......这其中 ，正见先行.正见如
何先行? 正见者，生正志。正志者，生正语。正语者，生正业。正业者，生正命。正命者，生正精进。正
精进者，生正念。正念者，生正定。正定者，生正智。正智者 ，生正解脱。”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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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经常问到，如何把修持带入日常生活。答案比较简单。很多人不爱听这个答案，但它确
实简单: 那就是自戒[约束]。 自戒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在行动上自戒。一种是在看、听、嗅、
尝、触、思方面自戒——换句话说，既约束出去的东西，又约束进来的东西。这两种戒都需要相
当程度的技巧。 
        拿感官约束来说:  怎样看，怎样听，是有技巧的。你要以不激发贪、嗔、痴的方式看事物。
你要以不激发贪、嗔、痴的方式听声音。 诸种感官依此类推。这是一门技能。你要能做到既约束
感官，又不至于缺少愉悦，饥饿到崩溃的程度，突然发现自己站在敞开的冰箱跟前狼吞虎咽，吃
下一加仑冰激凌。你需要懂得如何给心提供优质食物，哪怕你正在给杂染断食。在掌握这门技能
的过程中，有定作为基础是有益的。经典中常常提到感官约束为定的前提，不过，这两种素质实

际上一路相辅相成，这样的情形在佛陀的教导中是常见的。 
        看事物时要试著留意: 你的心[注意力]在往外流吗? 你是否失去了身感? 如果是，这说明你看
那件事物的方式不那么善巧。你要能够做到，在看时、听时，住在身内，维持你那股贯穿全身的
气感。如果做不到，就说明或者你看的目的是为了忘记气——换句话说，你是为了贪、嗔、痴的
目的在看——或者，你根本是疏忽大意，色、声、香、味之类乘虚而入。 
        那就是多数人看、听、嗅、尝、触、想事物的方式。他们忘记了自己内在的中心[定]，接著
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外面，试图抓住某个色或声，然后加以发挥——或者使它更具吸
引力，或者给它赋予超出实际的意义——从中得到一些喜乐。假若心正处在需要一点嗔怒的情绪

之中，你就会专注触发嗔怒的那些事物，然后就可以借题发挥，尽情繁殖。 
        我们的本事往往就在那些地方。我们对思维繁殖驾轻就熟。不过，假若你把感官输入当作心
的一种食物——这就是佛陀的看法——你得问自己: 你是在给自己准备营养食物，还是垃圾食物? 
还是有毒食物? 那就是我们的习惯煮法。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做美食，然而那些东西是致病的。所
以你必须学会用一种新的做法给心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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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把感官输入归入识的四种食物之中。实际上它包括了其中的三种: 感官上的接触[触食]; 
感官上的动机[意食]——也就是你根本为什么在看，在听这些东西; 然后是对感知动作的意识[识

食]。感官输入的这三个侧面，就是心一直在吃的东西。  
        为了学会烧煮这种食物的新方式，基本技能就是专注气，使心定在其中。实际上当心以这种
方式住在身内时，你是在改变心的层次。与其住在欲界，它突然到了色界层次，高过了欲界。即
便也许有住在色界的欲求，它是一个善巧的欲求，因为它提升了心的层次。你的喜乐不那么依赖

外面的东西了，于是你就处在了一个可以从上往下观察感官欲乐的位置。 
        同时，你在学习如何尽量善用现有的东西。如阿姜李所说，这就好比学会在自家地里种庄
稼，而不是入侵到别家地里种庄稼。要学会就在身内、此处，发展出一种安适感，一种充实清新
感。把它当作你的食物。试著维持和保护心的那个层次。你看事物，听事物，技巧就在这里: 不
管外面发生什么，维持这股定于身内之感，维持一种安适、清新、充实之感。那就把心放到了一
个较高的层面——一个好得多的位置。 
        当你以这种方式进行感官约束时，你不是在剥夺心[的食物]。你只是在学著给心提供更好的
食物，以一种更健康、更无咎的方式滋养它。有时，你听见人们谈论执取禅那的危险，好像它是
埋伏在圣道旁边等著你的一头巨兽。可是禅那的危险相对并不大。不过，粘著在欲界层次的危
险，才是巨大的。当你的喜乐，有赖于感官欲乐必须是某种式样时，随著你试图不停的给心提供
它喜欢的那种色、声等等食物，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善巧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世界上
有这么多杀人、偷盗、不当性事、谎言、和醉酒现象。五戒之所以被破坏，都是因为人们执取感
官欲乐。你不会看见任何人因为执取禅那而杀人或偷盗。 
        因此，尽管这是一种执取，它是比较好的一种。当你的喜乐不依赖于外在事物必须是某种样

子的时候，外面那些人对你的控制力就降低了。这种现象如今实在太多了。他们只要摇起红色警
旗: “有危险; 有恐怖份子。他们会伤害我们。我们必须做各种恶事来阻止他们。” 他们是那样告诉

我们的。假若心的唯一滋养是外在事物，你会受那些言论的影响。不过当你能够退后一步说: 
“不，我有外面的人碰不到的内在的喜乐源头 、幸福源头，” 那么你被引入歧途的可能性就小多
了。 
        以这种方式，你在内心找到滋养的能力，是对心的保护。外面世界的喜乐，对你的毒性就小
多了，因为你不再试图去吃了。它们仍然在那里，你可以学会比较善巧地对付它们、利用它们，
同时你试图把心练得更有力。 
        譬如说，你在禅定中，有时会发生进展不如意的情形。那种情形下，到外面去看一看周围的
自然美景——云层、日落、夜间的星月——可以是有益的。圣典中有的段落里记载了佛弟子当中
持戒最精严 、性格最严肃的摩诃迦叶对自然之美的描述。诗偈叠句反复讲的是，山峦如何沐浴在
雨中，森林如何令他清新。世界上一些最早的野外诗篇就存在于巴利圣典之中——它欣赏的不止
是自然之美，而是野外自然之美。那种欣赏是学会令心胜喜的技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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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结起来，正如佛陀所说，即便像看或听这种简单的事，也可以用来发展技能。你一边看和
听，一边试图维持你那股定在身内的感觉。这是衡量有多少贪、嗔、痴潜伏在心里，把它推来推
去的最佳尺度。假若你逮住心朝外面某个特定的所缘[对象]流出去，就知道: 你找到了一个杂染。 
        在西方，我们很多人不喜欢“杂染”这个词。我们不承认自己心里有任何染垢，然而，当心被
欲望蒙蔽，被欲望逼窄时，那就是佛陀[所指的杂染]的意思。随著你的注意力[心]流出去，你的内
在觉知就变得模糊、狭窄起来。据阿姜李的说法，朝外流向事物的那种倾向，正是“漏”——外流
或升扰——的意思。你的心朝外流向该所缘的那种看和听，是不善巧的看，不善巧的听。如果你
善巧，就可以在看和听的同时，住在身内。当你逮住心正在外流的动态时，就学到了重要的一
课: 心里仍然存在贪、嗔、痴。你想找，它就在这里。只有当你看得见它时，才能对它做点什
么。你开始感觉到被那些外流欺骗的危险。你发展出想对此做点什么的欲求，使自己再也不像这

样给推来推去了。你会找到在根源上中断外流的办法。 
        正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住于色身之内，的确是高一等层次的心食，高一等层次的喜乐，高一
等层次的居住地。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会想尽一切方法住在这里。当野火从山坡上朝你蔓延过

来时，你要待在这个位置。当然你可能要挪动身体，不过你要使自己的定力中心就待在这里，待
在身内。当生命中的失望事件降临时，你还是要待在这里，不让外来的失望事进入内心。当冷空
气来临时，当热浪来临时，你要能够在身内、此处，找到你的清新，你的健康感。  
        这就是为什么约束感官并不是剥夺。实际上，它是给心提供更好的食物，给心提供更高层次
喜乐的一种方式。不过，人不可能拥有一切。假若你出去找比较危险的食物，就错过了更好的食
物。你必须作出选择: 或者健康食物，或者垃圾食物。在那个意义上，感官约束确是某种形式的
剥夺。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交换。你换回更好的东西。 
        随著你度过一天，要一直问自己那个问题: “我现在正在吃什么? 这说明心的状态是什么? 我
藉著观察自己的进食方式，对心有什么了解? ” 以这种方式，简单的看或听的动作就是修练的一
部分。如果你善巧为之，它就是修练的滋养。它使修练继续进行。 
        圣道不只是在你闭眼坐在这里时，或者当你在做行禅时，给心提供滋养。当你懂得如何行使
自戒时，就可以全天得到滋养。修练就有了一种连贯性。等到你闭眼坐禅时，它就在这里。不需
要像牵猫一样，整个一小时用在把心拉进来上，因为它已经在这里了。你一直在发展守护心、使
它定在这里的智慧与明辨。每次坐禅时，就不需要从头开始发展了。 
        因此，把你在全天所做的一切事，都当作一门技能[来练]，包括你自戒的方式。有时，它意
味著对你尚且不知道如何对待的东西不看、不听——就像一个初级拳击手起码懂得不去迎战世界
冠军一样。不过随时带著眼罩生活是不必要的。你可以教自己如何看过去会触发你的嗔怒、或触
发你的淫欲的那些东西，但是你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不会触发你的方式做。假如对某件事物你
感到贪意，就要去看获得那件东西的不良一面: 为了得到和保持那件东西，将会涉及到什么。假
若有淫欲，就要思考身体不美的那一面: 自己的、周围每个人的身体。如阿姜李所说，要用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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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事物，不只用一只眼。  
        再者，你一边在做看的动作时，一边定在这里，就可以检查自己在看和听的时候，是确实远

离杂染了，还是你偷偷带它进来，或者跟它流了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自戒是监控心的好办法，监

控有两个意思: 不仅是控止它[的流动]，并且监督正在发生什么。假若杂染在你坐禅时似乎十分安
静，那好，现在就是你检验的机会。 平时你不在坐禅时，它们是否外流? 
        正是自戒，为修练提供了连贯性。如果你善巧为之，你的看和听都会成为修练的一部分。它
们可以使你全天走在圣道上。 
(根据2007年12月7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四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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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像一场市民大会: 有很多人，有很多观点。有时，那个市民大会秩序良好——人们通情
达理，和气礼貌——但经常情形是，它会失控。人们开始叫喊，于是一种暴民心态控制了局面。
如果你站在暴民的外面，很容易看出那些人的癫狂，可是如果你加入到暴民之中，有足够多的人
相信，比方说，某人是女巫，结果有可能你会去点火烧她。等到一切结束之后，你会说: “哎呀，
那是怎么发生的?” 
        心也同样如此。时不时会有些癫狂的主意进来，攫住心的每一个声音，你能够不被卷入那种
癫狂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离其外。不幸的是，你的头部，大脑之外没有什么小隔离区，可以让你
进去躲避那些声音。你就跟它们在一起。不过，你的觉知有一个侧面，与这些声音是分开的，找
到它，是禅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技能。 
        有一些心态，佛陀称之为“盖”，它们有可能会来席卷内心。每一个盖——感官欲望、恶意、
昏眠、掉举[焦虑]、疑——毛病都在于，它令你盲目。你开始跟著那个盖障看事物，什么是你真
正的福利就看不见了。换句话说，当感官欲望来临时，那个对象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不追逐根本
忍不住。当恶意来临时，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实在坏。看著就是那样。当睡眠来临时，你可以哄自
己入睡，多补眠一会，醒来时翻个身再睡，因为身体当时确实需要睡眠嘛。五盖如此类推。然
而，等到那个盖过去了，你回顾一下，意识到当时并不是非得跟著它那么做的。不去追逐淫欲或
贪欲的那个对象，你本来照样也可以过的很好。不对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做任何恶事，本来也可以
过的很好。只不过，当时你的辨识偏移了。 
        佛陀把五盖的每一个，比作不同类型的一种水。感官欲望就像是夹杂著颜料的水。比方说，
水里有红颜料: 水里的东西看起来是红色的，等你把它们拿出来看，却不是。恶意就像是沸水。
如果你试一下朝沸水里看，什么也看不清，因为水在翻搅。昏眠好比长满藻类的水。掉举好比被
风吹皱的水。疑好比黑暗中的水。尽管水质也许是清洁的，它所处的状态，使得你对里面什么也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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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被这些盖障抓住时，你不能够如实地观察事物。因此，当五盖来临时，你必须学会认出
它们，意识到你不想卷入其中。如果你能够在它们还处在萌芽阶段时及时认出来，如果你能够意
识到: “这是盖障。 不能介入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自己分离出来。这就是你需要的最基本的技
能之一，不仅作为一个禅修者，而且为了生存。 
        我最后一次拜访阿姜苏瓦特时——他在车祸后脑部有些损伤——他提到，自己的大脑功能不
正常，由于具念，因此知道这件事。他说，大脑在给他各种怪异的辨识。但由于一直善修禅定，
已经发展出念住，不会受到迷惑。我父亲的情形就很不同 了。晚年他患了帕金森氏痴呆症。他会
看见房子里有大动物，院子里有人在自杀——各种让人心慌意乱的事。试着跟他解释，那都是幻
觉，他不信。如果他说起居室内有只大黑狗，那一定是这样，不管你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说明它
不存在。这就是修练过和未修练的心，两者的不同。 
        因此，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及早制止在萌芽状态，这不仅是指你头脑里大喊大叫的声音，而且
也指[随之而来的]体内的变化。血液开始猛冲，心跳在加速，各种紧张和压力感在体内不同的地方
升起。发怒时，胃部会有一股怪异感。由于这些身体方面的症状，你会说: “哎，这肯定是我的真
实感受。” 但情况并非如此。这只是你的荷尔蒙在乱窜。某种荷尔蒙进入你的血液，即便某个心
态已经离去，它继续在血液里循环。你已经习惯于认为，如果你之前在发怒，并且发怒的身体症
状仍然存在，那么自己一定还在发怒。那就给嗔怒的思维回过头来再次控制你，留下了余地。因
此，要提醒自己这样想: “这只是血液里的荷尔蒙，实际的嗔怒思维是来来去去的。” 同理于其它
盖障。 
        仅仅因为存在身体症状，并不说明那个情绪特别真实。就像人们立论。我现在一直在读一篇
对那本比丘戒律书的评论，作者的论点有强有弱。力度强的论点，正是那些他简单指出: “这是个
误译，” 就完了的。  
        当论点弱的时候，他就变得好斗起来，投入许多情绪。 
        这就是心的作用方式。当某个杂染知道它没多少道理时，就会大喊大叫，就会想尽花招，逼
迫你服从它。因此，当那些东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时，要学会认出，这只是杂染的炒作而已，就
像你学会看穿广告的炒作那样。如果一切无济于事，你干脆沉潜下去，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的势

头实在大，非走一遍不可。你能做的只是，下决心绝不跟随它们，绝不在它们的逼迫下行事。你
沉潜下去，跟气待在一起。不介入那些对话，不被拉进去参与一场争吵比赛。 
        这就好比几年前我们这里的一场风暴，风速高达每小时一百哩。除了在你的帐篷或小棚里等
风暴过去，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早上风静下来，你就可以出来检查损失，估算一下需要做什么，
不过大风呼啸之际，是很难估算什么的。因此，当这些强烈的情绪冲击心时，你要试著保持距
离。沉潜以待。 
        如何看这些东西，阿姜李有一个好办法。他说: “你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你的心里说话。你的血
液里有那么多小菌虫。也许你心里的想法是那些小菌虫经过你的大脑时它们的想法。或者，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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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见过人被鬼灵附身。也许这是一个鬼灵过来试图支配你的心。” 换句话说，要学会不认同这

些癫狂的声音。你要问自己: 如果真的服从那个声音去行动，它会把你引到哪里? 对那个问题，如
果你开始得到癫狂的答复，你就会意识到: “这里没法交谈。” 干脆沉潜下去。等那场风暴过去。
等那个暴民心态疯完了再说，但重要的是，你不成为暴民的一部分。 
        如果你对自己的思维能够站到这个角度上看，就可以给自己省许多麻烦。就像汽车保险杠上
贴的那个标语: “不可相信你想到的一切”，不可认同扫过你的心的一切。对种种杂染的竭力鼓
吹，不可受其僭惑。当这些东西势力大 增时，你就紧抓著气不放 ，仿佛你的性命全指靠它那
样。风暴过去后，你会为此感到喜悦，没有让自己被吹走。 
(根据2005年9月6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1-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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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姜李的最后一次说法中，他把生命比作驾一艘小船跨越大海。海上的困难是，没有淡
水。对我们多数人来说，禅修就像是停靠港口，找到一些淡水，存到船上。然后我们到海上去，
发现水用光了，于是又得回到港口。结果是，我们走不远。如果不仔细，海风会把我们吹离海
岸，那时我们会发现，一点水都没有了。 
        换句话说，禅定时，我们找到一种良好的安适感，一种内在的清新感。这就好比把淡水储存
起来。不过，接着，我们却把那个水拿出来，从眼、耳 ，等等地方，倒了出去，洒得四处都是。
因此我们必须回来，再修一点禅定，再得到一点水——就这样来来回回。我们从来不能够真正储

存起足够的水去跨越大海。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的重要一课就是，如何不把那个水倒出去。这里
的意思是，学会维持定住在身内、气中，即便你去外面接触其他人。 这对任何一位禅修者来说，
都是必须关注的一件大事。 
        阿姜李的开示中还有一段，把禅定比作令心合一，之后把它变成零。如果你有零时，可以拿
来作两件事。你可以把它们放到数字的前面，那样，它们就毫无意义了，它们不入数，它们不作
数。或者，你可以把它们放到其他数字之后，那样，1就变成10，然后100、1000、10000。把零
加到后面，你的事就多了，不过如果加在前面，不管有多少零，它们不添加任何东西，不给心添
加任何负担。 
        心也同样如此:  你把它变成零，然后把零放在前面。然后，等到你接触其他人的时候，他们

说什么就不作数了。有意思的事，阿姜李专门把其他人说什么，当成检验心是否真正平静[的 标

准]。 法句经中佛陀也讲过类似的要点: “如果其他人对你说凶恶的话，你不共震，就像一面有裂
缝的锣那样——这表明你已经真正得到了心的宁静。” 这也许看起来奇怪，为什么检验的标准是
你如何对其他人的话作反应? 
        心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得知，我们的喜乐将有赖于他人如何对

待我们。作为孩子，我们的周围都是些力量比自己大得多的人，因此我们与周围人们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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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存在着一种畏惧感。我们对他人的情绪，对他们会做什么，变得敏感起来。结果是，我们的重
心放到了外面，因为我们畏惧他们，试图在外面造起一堵墙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威胁]。 
        这个意思是，我们的心灵重心被挪到了身体之外。如果你上过武术课，就知道，如果你的重
心在身体之外，就麻烦了。你就处在了弱劣的位置。 
        佛陀并没有说，不要管别人，只顾自己就可以了。他说，对幸福这整件事的追求，存在一种
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你去找一个幸福的源头，它不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此你不必
惧怕其他人。当你不惧怕他们时，你会发现，你可以对他们更具同情。因此，发展和维持这个内
在的定，并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情。佛陀并不是在教你麻木不仁。他只是说，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更
有力量的位置，而且要相信，增强力量的方式不是试图到外面去做改善人们的情绪等等所有其它
我们自以为在接触他人时可以对他们做的事。你就待在里面。毕竟，你的幸福的来源就在内心。
因为它不在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你就不需要怕他们。 
        特别是，当你可以做到使觉知充满全身，当你可以做到使气在全身通畅流动时: 这股平滑的
能量流会建造起某种力场。圣典中的一个形象是，能做到把觉知填满全身的禅修者，就像一扇实

木大门。如果拿一团绳索朝门扔过去，不会在门上留下任何凹坑。被觉知所填满，被平滑流动的
气能所充满的心，就像这扇门那样。它坚实牢固。它会抵制外来的影响。 
        不过，当你的觉知没有像这样填满身体时，佛陀说，它就像一团湿润的粘土，被人扔一块石
头，那块石头就会在粘土上面造一个大坑。换句话说，你的处境比较弱，并且你直觉地自知处境
弱。其他人可以侵入你的内在空间。于是你手忙脚乱，试图建造起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由于把
这么多能量放在了防御上，而那些能量都在身体之外，这就打乱了你的平衡。以这种方式，你把
禅定的那个水，禅定的那股清新感，很快用完了。 
        正如阿姜李所说，对付的技巧在于，船上有一个小小的蒸馏器，使得你可以把海水放到蒸馏

器里，把它变成淡水。 
        那样一来，你随便去哪里，都会有淡水。换句话说，不管你去哪里，你就在这里: 定在身
内，觉知填满全身。你没有离开身体，让它失防，你没有把所有能量用在外面那些虚假的防卫

上。你是在身内制造起一种能量感，一种清新感，同时它也在保护你。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周游
世界了，因为海水到处都是。如果你把握了这个技能，就可以把它变成淡水——想要多少就有多
少。  
        因此，你出定时，重要的一点是，要观察: 这个心是怎么动的? 它是怎么从你的眼和耳流出
去，到身体之外的空间的? 如果你逮住它，把它领回来，它会怎样抱怨 ? 对试图住于身内，将会
有一种畏惧感，一种不确定感。一开始也许你会觉得防卫空虚。不可听信那些声音。当你还是一
个懵昧小儿的时候，就是那些声音控制了你的心。当时你只能那么做，不过现在你有了更多的技
能，更好的技能，更多的领悟。 
        要学会跟那些声音讲道理: “这里是一个牢固的好地方，一个安全的好地方，一个安稳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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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在身内，此处——你在从一个有力的位置出发行事。” 只要做那么多，就是给自己馈赠 
了一件礼物，而且也给周围的人们馈赠了一件礼物。他们也会感受到那个区别，它会使你跟他们

的互动容易得多。 
        因此，要学会对这股住于身内的感觉有一定的信任。这个填满身体的觉知，这个填满身体的
气，能够以多种方式保护你。它能够为你提供任何时候你都需要的滋养和清新感。同时，它给禅
修发展出一股冲力。如果你不断地在制造自己需要的所有的水，当你的水绰绰有余时，你就可以
与周围的人们分享。你对什么是与他人互动的理解，将会改变——其中的畏惧将会小得多——并
且，你对什么清新感的理解，也将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强。 
(根据2005年9月10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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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曾经把感官输入比作一头被剥去皮的牛[1]。不管到那里，一直有虫子钻进它的肉里。我
们的感官透过眼、耳 、鼻、舌、身，在不停地吸收讯息。再加上心还有自己的感知，它吸收各种
各样的主意。问题是，处在这一切当中，怎样才能够找到宁静? 答案是: 你必须有选择性。 
        佛陀把感官约束作为禅修的基本成分。我们往往以为禅修就是那个坐下闭眼就开始的东西，
不过实际上，它一直在进行著。禅修这个词，bhāvanā，意思是培养 [发展]。你应当停下来想一
想: 自己正在内心培养什么?  
        当你跟随某些思路时，会培养起跟随它们的习惯。你会在心里造出一条条沟辙。当你允许嗔
怒自由横行时，就会造起一条嗔怒的沟辙。当你培养念住时，就会造起一条念的沟辙。下一次你
靠近那样的思维模式时，心就会跌入那个沟辙，沿著它走下去。 这种事我们一直在作。一项又一
项的研究表明，我们的辨识过程是何等的有选择性。它在多个层次上发生。其中有些是有意识

的，有些不是，但总的结果是，在你闭眼坐禅之前，早就处在了一个培养的过程之中。 
        问题是，它是在培养禅修旨在培养的同样的素质吗? 你是在培养宁静，还是在培养混乱? 你
是在培养心定还是在培养掉举? 要一直注意这件事。你做每件事，说每句话，都是在培养某样东

西。它是在心里铺下一条条沟辙。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沟辙? 我们闭眼坐在这里，是在试图造
设那些好的沟辙，不过如果在一天的其它时间里，你一直在造设别的沟辙，那就会发生冲突。  
        当你看事物时，是在找什么? 谁在做看的动作? 是淫欲在看吗? 是嗔怒在看吗? 如果是这些东

西在看，它们会制造出沟辙，让更多的嗔怒或淫欲继续来看。因此，整个一天里，要谨慎注意自
己在看什么。 
        这并不意味著，美观的东西你不能看。只是，当你看见某个美观的东西时，你必须提醒自
己，它还有另外一面。看到自己憎恶的东西时，要提醒自己它也有另外一面。正如阿姜李所说，
要做一个有两只眼的人。对你的听、嗅、尝、触，特别是你的思维，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在这里坐禅时，你试著令心服从调御，不过一起身，它又回到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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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游荡。那样你就不一致了。如果心打算去什么地方，你得问自己: “为什么要去那里?” 就
像二战时期的那条老标语: “这趟出门真有必要吗?” 你打算去哪儿? 你打算把什么带回来? 思考
时，要有目的性。佛陀并不是说，不要思考。他只是说，要懂得为什么思考，它要达成什么目
的。对看和听也同样: 要懂得自己为什么在看某件事物，藉著看它，打算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
你在听某些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是禅修的一部分，培养的一部分，因为你是在内心制造环境，你要确保自己
造起正确的环境。要懂得什么对自己重要，什么次要。这样，禅修就不那么像在急流旋涡当中试

图造起一个宁静的小岛，更像是一个持续过程的组成部分——你意识到心需要被训练，并且这种
训练是一个全日过程。 
        不仅在寺院这里，即便你在外面世界里，也一定要审视自己的心，看它正在往哪里去，它正
在拿起[吸收]什么。特别要注意它正在拿起什么，因为外面有五花八门的荒唐讯息。你一打开电

视， 一拿起报纸、杂志， 总要记得那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要我相信这件事?”——这样可以使
你不受这些讯息，这些暗藏价值观的僭惑。 
        如果这使你变成周围环境里的一个陌生人，那也不坏。有时，做一个陌生人，不吸收一切，
是件好事。去泰国的优点之一正在这里: 不论我多么沉浸在那个文化，那个语言之中，有一部分
的我仍是个外来人。那个外来的视角，始终十分重要。有时，它帮助你保持理智，因为那个外来
人的视角，可以做你的内在指南，你的内在导师。 
        佛陀提到过圣者的传统，圣者的习尚。依照这些传统修练，意味著使你自己成为脚踏两种不
同习尚的人。圣者们看著物质事物，说: “要记得，为了提供衣、食、住 ，必须付出多少苦，因此
不可迷恋于追求多衣、多食、豪宅。记得那些东西有其过患。” 外面的世界说: “买，买，买，”但
圣者们却说: “不。” 聆听圣者之言，可以助你身处两种习尚之中。当媒体把各种拜物主义价值观

朝你推过来时，你有一个部分可以说: “不。” 你不被吸入那些东西当中，结果是，心更独立，心
宁静得多。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疯狂社会里，它可以使自己的的价值观保持正直。 
        法句经里有一句话说: 有的人在不应羞耻的事物中见到羞耻，在应当羞耻的事物中见不到羞
耻。一部分世界，把有道德、有原则、不为了拥有许多物品而血腥争抢，看成是可耻的、丢脸

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出离那种陶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者的陶育。 那个自戒的内在声
音，将会是你的护佑。要学会听从它，增强它，使得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戒，能够辅助禅定中的
自戒。你在试图专注一个所缘，你能够待在那里，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行使自
戒: 懂得你对心的约束可以有多严紧，何时必须放松一点，不令它觉得过于受限、过于受缚，同
时又懂得多少是过分了——这就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你必须学会的事。 
        因此，想一想你正在内心制造的环境，让心安定下来的那个环境，让心安定下来的那些价值

观，这样，当令你散乱的思维升起来时，你不会即刻就跟著走。你可以看一看它们，然后说: “这
不是我想跟著走的思路。” 当你对事物说“不”养成习惯之后，坐在这里闭眼观气时，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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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就比较容易了。反之亦然: 你睁开眼时，可以提醒自己: “这个想法我克服过。我对它说

过'不'，我并没有[因此]死去。” 
        这样，你就能够维持心理健康，禅修则确实会变成一个持续的培养过程——培养你想要的善
巧素质: 念住、警觉、平静感、身与心的健全感。正如佛陀所说: “善修的心带来福乐。” 它之所以
需要善修，是因为它一直在作事，因此你要确保它正在作的事，与你希望它去的方向相一致。  
(根据2005年4月11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中译注: 
(1)SN12.63《子肉经》: “比丘们，触食当如何看? 譬如有一头剥去皮的牛，依泥墙而处. 住在墙里的众生
会啮食它。如果它依树而处，住在树里的众生会啮食它。 如果它依水而处，住在水里的众生会啮食它。
如果它依空而处，住在空中的众生会啮食它。因为不管那头被剥去皮的牛依哪里而处，住在那里的众生
会啮食它。我告诉你们，看触食当以同样方式。比丘们，当触食被全知[遍知]时，三种受[乐,痛,不乐不
痛]就被全知了。当这三受被全知时，我告诉你们，圣弟子再无可作了。” 

相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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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定时，很容易气馁。你在这里观气，就像阿姜李说的: “才只有四禅，你却掌握不了。” 心
不停地溜开去，不管你如何下决心跟气待在一起，你发现自己到了别处。这个禅定经常好像不是
在朝某个方向进展——光在东游西荡——你就会想: “这与涅磐不死有什么关系? 这与真乐有什么
关系?” 这个时候 ，你应当退后一步，从大局看问题。 
        这个大问题，当然就是你的心。不管你住在哪里，不管你去哪里，你这个心就在那里。如果
你对它根本不能有一点掌控，那么你是在和一个极其危险的东西住在一起，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会
对它发生。体内稍微有点化学失调，心就极度忧郁起来。它似乎不能把自己从那个忧郁里拉出
来。或者，它开始出现幻觉。心有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事，大脑有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事。 
        在心和脑之间保持一种分别感，是很重要的。脑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我们感兴趣的心，只
是基本的觉知。我们用那个器官思考，但假若它有任何损伤，有任何失衡，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
跟我们作对 。那时你怎么办? 如果你有足够的念，把自己拉出你的思维世界，你就安全了。如果
你有足够的念，把自己拉出心作的任何事，你就安全了。 
        我们讲心对事物的执取，心对事物的紧抓，不过，并不是它有手去抓。当它“执取”某事时，
只是说它在不停地想那件事，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想。放开那个执取，意思只是，你让它停下来 。
你能够做到让它停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出离其外，把它单看成内心的一个事件。 
        阿姜苏瓦特去世前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提到，他的大脑在给他输送各种怪异的讯息，他
已经学会得对进入心的一切，打上问号。“不过，” 他说，“我从禅修中证得的那个东西: 它没有离
去 。” 正是那个东西，使他能够把自己从那些讯息中拉出来，看懂它们只是些怪异的讯息，自己
没有必要相信。他有一个基地，因此即便大脑在翻搅出不正常的辨识，他仍可以达到一个维度 ，
在那里他无需介入。 
        我们禅定，就是在朝那个维度修练。第一步是，藉著定，确立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受保护

的地方，让我们的觉知[心]一直待在那个基地。为了到达那里，我们付出各种各样的努力，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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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挫折，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是值得的，因为随之而来的那种真实的牢固和安全感
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游荡了多久，被思维误导了多久，过去自己是多么痴迷 ，
它导致了多少苦。等到你能够踏出去——真正踏出去，甚至出离那个定的基地——一个巨大的负

担就被卸除了。代之而来的是，你得到了那个新维度的牢固感，同时也得到了什么也不能碰触它
的自信 ，因为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至于时空内部将会发生什么，那与业有关。即便觉醒者，也
会老、病 、死，但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不老、不病、不死的那个维度。 
        他们是怎么找到的? 是藉著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每一次一个思想出现，这就是你的机会: 
你是要跟随它，还是从它那里退后一步? 那些思想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你不该去想的，不过，
只要你能够从它们那里退后一步，你就处在了一个良好的位置。你现在退到的这个地方，也许不
如你希望的那么彻底牢固，但是它带引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安
全可言。根本没有保护，没有大局角度。没有这个角度，就没有智慧，没有洞见。没有洞见，你
就彻底沉浸在痴迷之中。 
        彻底痴迷是什么样子? 你对事物没有丝毫确定性。内心深处，事情似乎不那么对头，总有一
股畏惧的成分。正如佛陀所说: “只要你对真法不确定，总会怖畏死亡。” 你在死亡时，将会发生
什么? 你能够了解的唯一办法 ，就是观察内心的种种过程，因为它在一个细小的层次上，一直在
经历死亡与再生。它就在不停地回来，回来，回来。但凡你一直在心里鼓励哪些习惯模式，它们

就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不过，所幸的是，你可以从它们当中走出来。 
        这就是佛陀的业力教导的归结所在。内心里的事件，并非都是先决的。在每一个当下，作出
新决定、做出新选择的机会，总是存在的，但我们多数人放弃了那个自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沿
著同样的旧模式在飘流。我们需要学著认出自己拥有退后一步，看一看大局，把自己从思维世界
中拉出来的那种能力。在修练过程中，不管你退出的那一步，时间似乎是多么短暂，每次你那么
做，就是在强化内心的善巧习性，那个习性，实际上就是你的圣道。 
        阿姜摩诃布瓦讲过，阿姜曼去世时，他被一种绝望感所冲击:  现在他的人生该怎么办? 禅定
中出现问题时，他去找谁求教? 他说，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多年依赖某位医生的人，现在那位医
生离去了。那就好比林子里的野生动物，没有医生的照看。不过接著，他回忆起自己过去从阿姜
曼那里得到的所有教诲。如今那些东西就是他的老师了。阿姜曼最强调的要点是什么?  “不管任
何事在你心里出现 ，你对它不确定时，就要退后一步，与那个知者的感觉，那个基本的觉知，待
在一起。不管心里那个东西是什么，它就会过去，你就安全了。” 仅仅作一个监察者、观察者，
似乎太不起眼了，但它能够使你保持安全，因为它就是能够把你拉出来的心的那个能力。 
        即便当风暴在心里扫过时，你也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你的安全港就在这里，只要你不让自
己被拉入那些风暴之中，因为它们可能会把你吹到各种地方。佛陀有一次说: “看一看动物世界。
看它何等繁杂多样——那许许多多种类的动物，它们呈现的种种不同的形状，它们生活的种种不
同的方式。” 接著他又说: “心比那还要多变。” 它可以使自己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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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保护，就在这里。它就在手边。比你的眼睛还要近。禅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会识得它，
重视它。尽管它也许现在似乎不稳定，你要不停地回来，回来，回来。如果你不回来 ，等待你的
是什么? 你在旋风中给吹来吹去，就像但丁《地狱篇》里的魂灵。不过，如果你真退后一步，就
会发现你是在强化一个极其重要的习惯。每一次你记得回来 ，都会在心里造起一条通道。  
        你到这样一个地方来禅定时，就好比你已经让鼻子升出了水面，你已经把自己从洪水里略微
拉出了一点。 经上是那么称的——“洪水”——从心里奔涌出来的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仔细，
它们可以把你彻底淹没。你会给淹死。不过在这里，你已经让鼻子升出了水面。你可以呼吸了。
也许还不是最稳定的位置，不过佛陀说，它可以成为你的洲岛。 
        你在这里有了洪水中自己的洲岛。这片洲岛也许不大，不过足够了。随著你发展它，它就会
开启内心更好的那些东西。 
        没有这股觉知感，你会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抓得住的东西都没有。你会被心造作
出来的风暴吹来吹去。有了这个地方，你就有了希望——这不是遥远的希望。它就在这里。如果
你学会重视它，它将会向你开启，展示它可以提供的一切——多于你的想象。它就像童话里桥下
那个丑陋的特罗尔侏儒，其实他藏著金子。生命中的宝贵东西，往往就在你最没有想到的地方找
到，它们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因此记住这一点。就在这里，你有金子，但它被泥灰覆盖著，那些泥灰可以被清除掉。除了
这块金子，你一无所有。有了这块金子，你不再需要什么。  
(根据2005年5月13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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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念诵的一句——“那些不辨察苦的人”[Ye dukkhaṃ nappajānanti]——听起来有点奇怪，不是
吗? 你以为人人都会辨察苦，不过这里用到的动词很重要。人人体验苦，但并非人人都辨察到
它。“辨察”，意思是如实懂得，如实看见，直到能够放开它，终结它。 
        那就需要极其仔细的观察它。我们在生命中经历那么多苦，对它的仔细观察，偏偏作得那么
少。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对苦有许许多多的观念，但你有没有停下来自问: “那些观念是从
那里得来的?” 它们当中 ，有些可以追溯到你未谙语言之前。 
        你初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哭——除非震惊得哭不出来，他们还得拍打你的臀股逼你哭。甚至
在子宫里，人也体验苦。圣典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小男孩在母亲的子宫里住了好几年，等他终

于给生出来时，已经会说话了。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在子宫里，在那个血牢里是如何悲惨。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受苦，而且，我们应对早期那些苦的方式，仍然影响著我们现在如何应对

苦。比方说你有腿痛。可能你对那个痛有一个心理形象——也许是一个视觉形象，一种触觉形
象 ，对它有一种形状感。儿时信鬼怪时，也许你一直把痛看成鬼怪。它是一个有意志的东西，你
以为它是来找你麻烦的。当时你不懂事。尽管如今你的有意识的心懂事了，你的许多下意识的思
维也许并不懂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禅定的原因之一——即: 使心静止到你能够看见那些下
意识思维的现行。 
        你必须懂得，心并未被隔成两部分:  有意识的心和无意识的心。只是有意识到的作为和意识

不到的作为，意识到的事件和意识不到的事件。禅定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心更寂止，以至于那些
过去是下意识的东西，能够被意识到。这就好比把它们提升到光天化日之下。 
        或者可以把它比作调入某个电台频道。你把频率调得越准，杂音就越少。 杂音越少，讯号就
听得越清楚。你会收听到以往听不到的许多细节，因为之前的杂音使之模糊。 
        你令心静止到开始能分辨出围绕那个痛的苦迫。你会在两个层次上操作。一个层次是身体固
有的痛; 另一个层次是心的苦。医学家们已经证实，我们对痛的辨识实在有赖于多种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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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你在禅定时将会看到——并且它只能各自证知。医生可以作诸项测试，找不到身痛的任何
体内证据，但那个人确实在体验痛。他们可以观察脑部的痛感中心，看它是否被激活 ，但他们说

不清你的痛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此，仅仅身痛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心理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辨识[perception,认知]这个因素
——也就是我们给事物贴标签的方式。有时，sañña 这个词也被译成“ 记忆”，实际上不十分准
确。记忆在辨识中是起作用的——我们把痛的旧辨识应用到新的痛体验上——但记忆针对的是过

去。这里我们在试图专注当下，却用过去的记忆来遮掩当下，来塑形[影响]当下的体验。 
        例如，当你有腿痛、腰痛、背痛时，心对它应用了哪些辨识? 如果你看不见这个过程的现

行，不妨有意识地应用一下不同的辨识。随著修定，你应该在这方面能得到一些练习——因为毕

竟，定的每一阶段，直到空无边处，都被称作“辨识的成就”。 
        举例来说，你在练气时，“气”的标签应该是你的主要辨识。你对身体的体验所应用的标签就
是“气”。不仅对出入息: 要试著对你身体的不同部位，都当作气能的种种类型来体验 。假若你的
手臂真是气能，它会是良好的气能，还是阻滞的气能? 试一试，把那个标签，持续稳定地应用到
手臂的感觉上，过了一阵，你对手臂的体验将会发生变化。试著把它[气的辨识]应用到所有不同
的身体部位，看看那样做，将如何改变你对那些部位的体验。 
        你会看见，对身体的实际体验，因为有那个心理标签，将会有变化。这样的好处是，你对那
些觉受，可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事。假如对某个觉受，你把它辨识成某种硬物，对它就做不了什
么了。如果你把它辨识成阻滞的能量，就有办法解除那个阻滞。你可以想办法疏导它，想办法松
缓那个阻滞。换句话说，那个辨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你可以用它来做事。 
        如果你坚持气能的辨识，尽可能维持该辨识稳定不变，你将学得两件事。一是，你对为了维

持那个辨识，自己正在做什么，越来越敏感。你开始对辨识的过程，明了得多。二是，你能使气
平静下来 ，变得极其，极其寂止。一旦全身各处的气能像是在流畅流动时，它会越来越细微。如
果你坚持那个单一的辨识，你会发现大脑用的氧气少多了。这样，你的呼吸就减少了，直到最
后，达到只需要出入气孔的氧气。[口鼻]呼吸静止下来。 
        气寂止时，你对身体形状的觉受开始变化。身体的内外界限开始融解。只有一团雾点感，就
在那里，你可以改变你的辨识。与其专注那个雾 ，你可以专注那些小觉点之间的空间 ，于是你
突然就与“空间”在一起了。 
        如果你能把那个辨识维持得足够久，它将会改变你的当下体验，改变你对拥有一个身体[色]

的觉受。存在一个色身的潜势就在那里，不过你选择不激发那个潜势。只与空间待在一起。 仅这

些东西，就可以教给你许多对辨识[的洞见]。 
        或者，你去“空间”之前，也可以专注身内的不同元素——暖、凉 、重。把身体辨识为“全
火”、“全水”、 或者“全土”。单持那种辨识，就将改变你对身体[色身]的具体体验。接著，把所有
这些元素辨识为处于平衡态: 不太冷、不太热、不太重、不太轻。一切恰好均匀混合。这也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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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许多对辨别的洞见。你对自己正在应用的那些辨别，开始看清楚多了。随著你对自己有意识

的辨识越来越熟悉，你开始探测到那些不容易觉察到的辨识了。  
        并且，你也准备好拆解痛受了。你观察痛受时，最早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痛，感觉似
乎是体内一团坚硬的东西。这是真的吗? 还是由你的辨识造成的? 试一试改变你的辨识，看看会
发生什么。再一次，要把痛想成是可以动来动去，当中有空间的微小的觉点群。气可以从那个痛
当中轻易地穿流而过。血液可以很容易从那个痛当中穿流而过。要试著区分一下 ，在那些觉受当
中，哪些只是身感[色]，哪些是痛感，你开始意识到，你过去习惯于串在一起的那一切，实际上
是许多不同种类的觉受。只不过，你对它们的辨识方式 ，使之如此具有威胁性。 
        你之所以采取那个旧的辨识方式，可能是你以为给痛加上界限，是对付它的好办法。你以
为，给痛加上界限，也许可以防止它的传播。不过，当你真正看一看制造和维持那个界限的过

程 ，你会看出来，那种方法往往是对付痛的一个不善巧方式。那么，你就可以用比较善巧的方式
来替代那个辨识。 
        然后，你可以看一看围绕那个痛的其它辨识和思维造作——也就是内心的那些说词: 心在自
诉你已经痛了多久，你的人生多痛苦，“你真可怜啊”，这么多苦，这么多痛。你要开始问自己: 
“你真的非得相信那些故事吗? 你能否停一会儿 ，不制造那些故事?” 看看会发生什么。痛是开始
观察到内心各种不同过程的一个好地方，因为你开始看见，它不仅是一种身体的痛。围绕这个
痛，还有许多心理活动，它们有可能导致真正重要的痛，真正重要的苦:  换句话说，就是你围绕

那个痛，构造起来的心理负担。如果你观察得仔细，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说词，这些不同的辨
识，只看成是内心的诸种事件，你就可以放下听从它们、相信它们的习惯。看看那样做会发生什
么。  
        你正在做的，并不是完全放开辨识的习惯。你是在施用一些新的辨识，因为你发现它们比较

善巧。这就是佛陀对所有五蕴的处理方式。你不是在试图消除色、受 、想[辨识]、行 、识——起
码不是现在。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会如何把它们[五蕴]转化为圣道。经上用khandha 的意思
是，聚集体，堆积体。也许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大堆的碎石。你有这个选择: 你可以把那堆碎石
放进袋子，扛在肩上到处走，使自己沉重不堪，或者，你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铺造你的道路的柏
油材料。把它铺到地上，用粘合剂混合——然后，你就有一条平整的路，可以在上面行走了。 
        这里的粘合剂，正是念住与警觉:  学会极其具念，警觉地利用这些不同的蕴。毕竟，五蕴本
身不是实物。它们是活动。它们是内心的事件。你开始看到，哪怕你对色[form, 形状,色身]本身的
体验 ，也受辨识的影响。你开始带著念与警觉对付这一切。” 具念”的意思是，心里牢记你要做
什么，心里牢记你要灭苦的欲望。“警觉”的意思是，观察自己是否真在那么做，同时，看见正在
做的结果 。这两种素养，都需要一些辨识。 
        接下来还有精勤。“精勤”意思是，如果看见自己在造苦，就尽量想办法采取别的行动方式。
这三种素养——念住、警觉、精勤——是把这些事件，这些蕴，粘合成圣道的粘合剂。它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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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需要概念，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不是在谴责制造概念的心; 我们不是在谴责辨识事物，给它们贴标签的那个心。
我们是在学会观察那个辨识过程，想办法做的更善巧。最终，你确实会达到超越五蕴的体验，不
过，达到那里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圣道——把五蕴从肩上的重负转化成脚下一条平整的路。 
        因此，如果你想懂得辨识，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学会如何有意识地去做它。你越有意识地坚

持某个特定的辨识——例如“气” 或“空间”——你越能够懂得心是如何塑形种种辨识的。你开始探
测到，看哪里才能看见那些不容易意识到的辨识，那些导致苦痛的辨识。你看见它们的现行，就
可以把它们放下，代之以其它更善巧的辨识——直到最后，达到再也不需要它们的地步。 
         
(根据2005年8月19日开示录音整理，本文来自坦尼沙罗尊者开示集《禅定——第三集》)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2-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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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解释禅定时，常常援引美术师、木匠、乐师、弓弩手、厨工的技艺作比较。他说，找
到精进的恰当程度，就好比乐师为琵琶调音。解读心在当下的诸种需要——喜乐、稳定、还是激
励——就好比御厨解读王子口味的能力。 
        总体上，这些比喻说明一个要点: 禅定是一种技艺，掌握它的过程，应该如同掌握其它回报

丰厚的技艺一样，是令人愉快的。佛陀对他的幼子罗睺罗这么说: “当你看见，你以善巧方式 ——
也就是引生乐，同时不害己或害人的方式——行动、说话、思考时，你应当从中得到喜乐，继续

修练。 
        当然，说禅修应当是有乐趣的，并不意味著它将一直是容易或愉快的。每一位禅修者都知
道，能够多次忍受长久，不愉快的坐禅，解析心的所有那些难题，这是需要严格自律的。不过，
如果你能够以艺术家面对创作中的挑战的那份热心，去面对困难时，训练就变得有乐趣了。难题

是透过你自己的创意解决的，心得到激励，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这种愉悦的态度，对人们容易带入禅定的较为悲观的态度，是有用的对治。那些态度往往可
分两类．一方面，有人相信，禅定是一系列枯糙、沉闷的练习，没有什么想象和探索的余地: 只
要咬紧牙关，熬过长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的心就会被整成觉醒状态。另一方面，有人相信，精
进与喜乐背道而驰，因此禅修丝毫不应涉及努力: 只要接受事物原本如此——硬要它们变好一点
是愚蠢的——放松地进入当下就成了。 
        禅定中的重复与放松，在追求一方的同时如不排斥另一方，可以带来果报; 对其中一方的追
求到达排斥另一方的地步时，就会进入死胡同，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不过，如果你能够把两者整
合成一门更高等的技能，也就是，任何时候，修行要求什么层次的精进，你都能付出相应的精
进，那么这两者能把你带很远。这门更高等的技能，要求具备高度的念力、定力、辨察力。如果
你坚持下去，它能把你引向佛陀传授禅定的最终目的: 涅盘，一种全无缘起，脱离时空局限的喜
乐。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ThanissaroJoyofEffort.htm (1 of 5) [12/31/2010 10:52:28 PM]



乐之进精-尊者罗坦尼沙

        那是一个激励人心的目标，但它需要修练。要能使日复一日的禅定工作维持下去，关键是把
它作为游戏——也就是，把它当作掌握实用技艺、提出问题、实验、探索的一个愉快机会。这正
是佛陀本人传授禅定的方式。与其构思出一套刻板的模式，他首先训练弟子培养诚实、忍耐等个
人素养，这些素养都是作出可信赖的观察所必需的。只有在作了这种训练之后，他才开始传授禅
定诸种技能，即使那时，他也没有把一切都解释出来。他提出一些问题，建议一些探索的领域，
希望他的问题能够捕获弟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自己发展出明辨，获得洞见。  
        我们在佛陀教导罗睺罗如何禅定的做法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开始他讲述的是忍耐的问

题。他说，修练心智，使得你的心如同大地。秽物被扔到地上，地不为之惊骇。当你使你的心如
同大地时，无论美好的还是可厌的感官印象都不能掌控它。 
        当然，佛陀并不是要罗睺罗变成一团被动的泥巴。他是在教导罗睺罗遇事坚定，他是在培养
他的耐力，那样他就能够观察身心内部的乐与痛这两种事件，既不沉浸在乐中，也不被痛吓住。
这就是耐力的作用。它帮助你坐观事物，直到充分理解它们，能够善巧地应对它们。  
        为了发展禅定中的诚实，佛陀教导罗睺罗作一种进一步的修练．要观察身心内部事件的无常
性，使得你不围绕著它们，发展出一种“我是”的感觉。佛陀在罗睺罗七岁时曾经专门给过他一次
教诫，这里他是在那堂课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指点。之前他说过，要学会在行动之前、在行动

当中、在行动之后，观察自己的动作[业]。如果你看到你的行为方式不善巧，造成了伤害，就要
下决心不重复错误。然后把这件事与你尊敬的人说一说。 
        在这些课程中，佛陀是在训练罗睺罗对自己，对他人诚实。这种诚实的关键是，把你的诸种
行为[业]当成是诸种实验。然后，如果观察到果报不良，你有改变做法的自由。         
        这种态度，对你在禅定中培养诚实素养，是最基本的。如果你把禅修中升起的一切——好的
和不好的——都看成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那就很难诚实地观察任何东西。如果一种不善巧
的动机升起来，很可能你要么会痛骂自己是一个拙劣的禅修者，或者把那个不良动机在否认心态

的盖罩下掩糊起来。如果一种善巧的动机升了起来，很可能你就变得骄傲自满，把它解读成自己
具有美好内在天性的象征。结果，你永远看不见，这些动机究竟是否如初见之下那么善巧。  
        为了避免这些陷阱，你可以学会把事件单单地看成事件，而不是你内在的佛性或恶性的象
征。接下来，你可以诚实地观察这些事件。诚实，与忍耐一起，把你放到了一个较好的位置，可
以利用禅定的技能，探索你自己的心。 
        佛陀教导幼子的主要技能，就是呼吸禅定。佛陀建议了练气的十六步[见页尾]。前两步，是
直接的指示; 其余步骤提出探索的问题。以这种方式，呼吸变成了行使你的创意，解决新的难题

的手段， 成了行使你的敏感性，判断其果报的手段。 
        一开始，只要注意，何时气长，何时气短。不过， 在剩余的步骤中，你训练自己。换句话

说，你必须自己研究出来，如何做佛陀建议做的事。前两个训练是，入息出息，敏感全身，然后
平息气对身的效应。这么做呢? 你要实践。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认知气的方式，才能平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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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的作用? 试著把气，不想成是出入肺部的空气，而是贯穿全身，把气拉进拉出的能量流。
你在哪里感觉到股能量流? 把它想成在颈后、手 、足，沿著神经、血管、骨胳之中流进流出。把
它想成从你的皮肤每个气孔中流进流出。它在哪里给阻塞住了? 你怎样化解这些阻塞? 是使气穿
过它们? 绕过它们? 直接灌进去? 看什么有效果。  
        随著你以这种方式摆弄气，你会犯一些错误——我曾经因为过于强迫气，而有时给自己造成
头痛——但有正确的态度，那些错误就变成学习你的辨识如何影响你的呼吸方式的方式。你还会
逮住自己不耐烦或气馁，不过你也会看见，当你用气贯穿这些情绪时，它们就离去了。你开始看
见，气对心的影响。 
        下一步，是出息入息，带著一种清新感、充满感、轻安感。这里你 同样会需要既实践你的出
入息方式，也实践你对气的构想。要注意到，这些觉受与概念如何对心施加影响，如何你可以平
息那种巨受，使心处于更轻安的状态。 
        接下来，当气平静下来了，轻安与寂止之感令你清新之后，你就准备好观察心本身了。不
过，你不要离开气。你稍微调整注意力，使得心与气呆在一起，同时你在观察心。这里佛陀建议

在三个地方做实验: 注意当心需要喜悦时如何令心喜悦，当心需要平稳时如何令心平稳，当它准
备好解脱时如何令它从其执取和负担中解脱出来。 
        有时，为了令心喜悦、令心平稳，需要带入一些其它的禅思主题。譬如，为了令心喜悦，你
可以修练无量慈心，你可以回忆自己过去持戒、布施的情形。当心被淫欲撞翻时为了令它平稳，
或者当你感到昏睡或自满时为了令它恢复专注，你可以思维死亡，意识到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你 
若想有一点应对技巧，就需要让心作好准备。还有的时候，你可以仅仅藉著专注气，来令心喜
悦，令心平稳。譬如，当心的定动摇起来时，令气往手足方向流进去，真可以把心牢牢定住。当
身体的一个部位不足以容纳你的兴趣时，试著同时专注两个部位。 
        重要的一点是，你现在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可以对心作实验，并且越来越准确地解读实验

果报的位置。你也可以在坐垫之外尝试探索这些技能: 如何在病中令心喜悦? 如何在对付难缠的人
时令心平稳? 
        至于把心从负担中结果，为了准备好涅盘的最后自由，你首先是把心从定的任何当中解脱出
来。一旦心安定下来，要审视是否存在任何方式你可以使那个止境更为精细。例如，在修定的初
始诸阶段，你需要连续把你的思维指向气，评估它，调整它，令它更舒适。不过，到了后来，心
寂止到相当程度，就不再需要评估气了。于是你就想办法令心与气合一，那样，你就把心解脱出
来，达到一种更为集中、清新的轻安状态。 
        随著你以这种方式扩展自己的技能，你一直在用来塑造身心体验的那些动机就变得越来越透
明了。在这个时候，佛陀建议重探无常这个主题，学会在每一种动机的诸种效应中寻找它。你会
看见，即使是由善巧动机制造出来的最佳状态——也就是最牢固、最精细的定境——仍然会动

摇、变化。意识到这一点时，就诱导出对一切动机[意图，意向]的一种离欲感，一种无欲感。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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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超越这种擅变性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一切动机止息。你看著包括圣道在内的一切被舍离。剩下
的正是非缘起: 不死涅盘。你对气的探索欲望已经把你引到了超越欲望、超越气的境界，一路到
达涅盘。 
        不过，圣道并没有把它的一切喜乐都保存到最后才呈现出来。它把成就彻底觉醒的艰难前
景，分解成一些可以掌握的阶段性目标——也就是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挑战，那些目标，随著你达
到它们，会让你看见自己的修道进展。这件事本身使修道饶有趣味，成为喜乐的来源。 
        同时，你也不是在做无用功。你是在发展对因果关系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有助于使身心透
明。只有当它们完全透明时，你才放得开它们。藉著在禅定中体验全身之气，你是在对某个觉知
领域敏感起来，等到你足够敏锐时，涅盘不死将会在其中出现。 
        因此，即便圣道需要精进，这种精进能够不断地开启在当下获得喜乐与安康的新的可能性。 
并且，即便呼吸禅定的那些步骤最终导致一种离欲与无欲之感，它们并非是以无乐的方式进行
的。佛陀从未要求任何人采取一种否定世界——当然也没有要求人们采取肯定世界——的心理框
架。反之，他要求的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态度，你把全身之气这个内在世界，当作实验室，来探
索心在平稳、清明时，那一整个世界将为你提供那些无害之乐。你会学得平息身体，培育清新、
充满、轻安觉受的种种技能。你学会令心静止，令心平稳，令心欢喜，令心从其负担中解脱的技
能。 
        只有当你遇到这些技能的极限时，你才会准备好把它们放下，探索更大喜乐的可能性。这样

一来，离欲的发展，不是出自一种狭窄或悲观的态度，而是来自必有上善的希望性态度。这就像
一个孩子在掌握了某种简单游戏之后准备接受更具挑战性的游戏时所具有的那种离欲感。它是成
熟者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成熟的过程不是藉著从世界中退缩出来被动地观察它，或者强求它娱

乐你。人是藉著探索世界，透过摆弄来扩大可用技能的范围，才成熟起来的。 
 
呼吸禅定16步 
        1. 长入息，他辨察: “我正在长入息;” 或者，长出息，他辨察: “我正在长出息。” 
        2. 或者，短入息，他辨察: “我正在短入息;” 或者，短出息，他辨察: “我正在短出息。” 
        3.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敏知全身。” 
        4.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平息身造作(原按: 即出入息)。” 
        5.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敏知喜。” 
        6.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敏知乐。” 
        7.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敏知心造作。”  
        8.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平息心造作。” 
        9.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敏知心。” 
        10.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令心喜。” 
        11.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令心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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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令心解脱。” 
        13.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专注无常。” 
        14.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专注无欲。” 
        15.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专注止息。” 
        16. 他训练自己: “我将随著出入息，专注离弃。” 
        ——中部62，坦尼沙罗比丘英译 

相关连接:  
最近訂正 3-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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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e with the present-day stress on the need for 
religious teachings to be personally relevant and 
directly verifiable, in certain Dhamma circles the 
time-honored Buddhist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come 
up for severe re-examination. Although only a few 
contemporary Buddhist thinkers still go so far as to 
suggest that this doctrine be scrapped as 
"unscientific," another opinion has been gaining 
ground to the effect that whether or not rebirth itself 
be a fact,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no essential 
bearings on the practice of Dhamma and thence no 
claim to an assured place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The Dhamma, it is said, is concerned solely with the 
here and now, with helping us to resolve our 
personal hangups through increased self-awareness 
and inner honesty. All the rest of Buddhism we can 
now let go as the religious trappings of an ancient 
culture utterly inappropriate for the Dhamma of our 
technological age.

现代人对宗教教导强调有必要与个人相关并
直接可证，相应地在某些佛教圈子里，久经

考验的轮回教说在经受苛刻的重新审查。尽
管只有少数几位当代佛教思想家仍走得过

远，建议将此教说作为“非科学”予以废弃，
另有一种观点已开始流行，意谓不管轮回本
身真实与否，轮回的教说对佛法修持无根本
重要性，因此在佛法教导中 无必要地位。有
人说，佛法只关乎即刻当下，助我们藉提升
自觉与内在诚实，解决个人难题。佛教的其
余一切，只是一个古老文化的宗教性装饰，
作为我们当今科技时代的佛法已彻底不合
宜，如今可以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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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suspend our own predilections for the moment 
and instead go directly to our sources, we come 
upon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Buddha himself 
taught rebirth and taught it as a basic tenet of his 
teaching. Viewed in their totality, the Buddha's 
discourses show us that far from being a mere 
concession to the outlook prevalent in his time or an 
Asiatic cultural contrivance,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has tremend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tire course of 
Dhamma practice, affecting both the aim with which 
the practice is taken up and the motivation with 
which it is followed through to completion.

假如暂时放下个人偏见，直接去我们的来源
查看，便会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佛陀
本人讲授了轮回，并且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
要旨来讲授的。综观佛陀说法的经文， 我们

可以看见，轮回教说远非仅是对他那个时代
的流行观念或者对 一种亚洲文化构想的折衷
接受，相反，它对于佛法修持的整个过程意
义巨大，既影响着起始修持的目的，也影响
著把修持坚持到底的动力。

The aim of the Buddhist path is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and the Buddha makes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the suffering from which liberation is needed is 
the suffering of bondage to samsara,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To be sure, the Dhamma 
does have an aspect which is directly visible and 
personally verifiable. By direct inspection of our 
own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at sorrow, tension, fear 
and grief always arise from our greed, aversion and 
ignorance, and thus can be eliminated with the 
removal of those defilement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irectly visible side of Dhamma practic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it serves to confirm our 
confidence in the liberating efficacy of the Buddhist 
path. However, to downplay the doctrine of rebirth 
and explain the entire import of the Dhamma as the 
amelioration of mental suffering through enhanced 
self-awareness is to deprive the Dhamma of those 
wider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it derives its full 
breadth and profundity. By doing so one seriously 
risks reducing it in the end to little more than a 
sophisticated ancient system of humanistic 
psychotherapy.

佛法之路的目的是从苦中解脱，佛陀多次阐

明，需要从中解脱之苦，乃是受缚于周而复
始的生死轮回之苦。确切地说，佛法有一个
侧面是直接可见并亲身可证的。直接审视个
人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忧愁、紧张、恐惧
与悲痛，总是来源于我们的贪、瞋、痴，因
此是可以藉灭除那些杂染而消解的。佛法修
持中这一直接可证的侧面，其重要性决不能
低估，因为它坚定了我们对佛法之路解脱效
力的信心。然而，对轮回教说不予重视，把
佛法全义解释为藉提升自我觉察以缓解精神
痛苦，便使它失去了那些更宽广的视点，佛
法有赖于后者才得以保持完整的广度与深
度。那样做的严重危险是，最终把佛法缩减
至无异于一门复杂而古老的人道主义心理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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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himself ha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root problem of human existence is not simply the 
fact that we are vulnerable to sorrow, grief and fear, 
but that we tie ourselves through our egoistic 
clinging to a constantly self-regenerating pattern of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within which we 
undergo the more specific forms of mental affliction. 
He has also shown that the primary danger in the 
defilements is their causal role in sustaining the 
round of rebirths. As long as they remain 
unabandoned in the deep strata of the mind, they 
drag us through the round of becoming in which we 
shed a flood of tears "greater than the waters of the 
ocean." When these points are carefully considered, 
we then see that the practice of Dhamma does not 
aim at providing us with a comfortable 
reconciliation with our present personalities and our 
situation in the world, but at initiating a far-reaching 
inner transformation which will issue in our 
deliverance from the cycle of worldly existence in 
its entirety.

佛陀本人已清楚阐明，人类生存的根本矛盾
非仅是我们善感于忧愁、 悲哀与恐惧，而是
我们藉着我执、自缚于生老病死的连续再生
模式，在 其中经受种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他
还说明，杂染最主要的危险在于，它们是维

持轮回继续之因。只要继续存在于心智的深 

度层次不予弃绝，它们会拖着我们继续那“缘
起”的循环，在其中我们的泛滥之泪“多于大
海之水”。对这些要点作仔细思考，我们便可
看见，佛法修持的目的，并非是为我们的当
前个性与在世处境之间提供一项舒适的调

停，而在于启动一个影响深远的内在转化过

程，它将会引导我们从世俗的生存循环中彻

底解脱。

Admittedly, for most of u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entering upon the path of Dhamma has been a 
gnawing sense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routine 
course of our unenlightened lives rather than a keen 
perception of the dangers in the round of rebirths. 
However, if we are going to follow the Dhamma 
through to its end and tap its full potential for 
conferring peace and higher wisdo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motivation of our practice to mature beyond 
that which originally induced us to enter the path. 
Our underlying motivation must grow toward those 
essential truths disclosed to us by the Buddha and, 
encompassing those truths, must use them to nourish 
its own capacity to lead us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诚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佛法之路
的主要动机，一直是对自己无明人生的常规

轨迹有一股啃啮于心的不满足感，而非 是对

轮回重生的危险有著敏锐的警悟。然而，我
们若是想彻底奉行佛法，得益于它的全部潜
力所赋予的宁静与高等智慧，则有必要使我
们修持的动机成熟起来，超越引导我们走上
此道的初始因素。我们的基本动机必须朝着
佛陀揭示的那些根本真理而增长起来，随着
对这些真理的包容，以之滋养潜能，引导我
们实现（解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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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tivation acquires the requisite maturity by the 
cultivation of right view, the first factor of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hich as explained by the Buddha 
includ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kamma and rebirth as fundamental to the structure of 
our existence. Though contemplating the moment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sight meditation, it 
would be an erroneous extreme to hold that the 
practice of Dhamma consists wholly in maintaining 
mindfulness of the present. The Buddhist path 
stresses the role of wisdom as the instrument of 
deliverance, and wisdom must comprise not only a 
penetration of the moment in its vertical depths, but 
a comprehension of the past and future horizons 
within which our present existence unfolds. To take 
full cogniz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rebirth will give 
us that panoramic perspective from which we can 
survey our lives in their broader context and total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This will spur us on in our 
own pursuit of the path and will reveal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goal toward which our practice 
points, the end of the cycle of rebirths as mind's final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我们的动机藉由正见的培养获得必要的成
熟，正见居佛说八正道之首，这其中便包括
对业 力与轮回原理对我们生存结构之根本重
要性的理解。尽管思维当下是内观禪修的关
键，然而认定整个佛法修持只 是对当下保持
念住，是一个极度的错误。佛法之路强调，
智慧是解脱的工具，而智慧不仅必须包括对

当下在纵向深度上的透视，而且必须包括对

过去与未来在横向轴线上的领悟，我们当前
的存在就在其中展开。对轮回原理的充分认

识，将会提供全景视野，我们得以在更广阔

的背景与全副的关系网络下审视人生。这将
促使我们加快在这条道路上的步伐，也将为

我们揭示修持目标的深远意义，即心智最终

从苦中解脱时轮回的终止。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06.html 
最近訂正 5-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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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irst encounter Buddhism confronts us as a paradox. 
Intellectually, it appears a freethinker's delight: sober, 
realistic, undogmatic, almost scientific in its outlook 
and method. But if w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iving 
Dhamma from within, we soon discover that it has 
another side which seems the antithesis of all our 
rationalistic presuppositions. We still don't meet rigid 
creeds or random speculation, but we do come upon 
religious ideals of renunciation, contemplation and 
devotion; a body of doctrines dealing with matters 
transcending sense perception and thought; and — 
perhaps most disconcerting — a program of training in 
which faith figures as a cardinal virtue, doubt as a 
hindrance, barrier and fetter.

初遇佛法，我们面临一个悖论: 在智力上，
它冷静、现实、非教条，令自由思考者心
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它几乎还具有
科学性。但是我们若走进活生生的佛法内
部，不久便发现它还有另一副面貌，似乎
背离了我们对它的一切理性假设。我们仍
不见刻板的教条与随机的臆测，却看见了
出离、冥思与崇敬等宗教理想; 我们看见了
一套教义，阐述那些超越了官感与思维的
事物; 或许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看见了一
个训练方案，在其中信念被当成一个至关
重要的美德，而存疑则是一种妨害、障
碍、与羁绊。

When we try to determine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Dhamma, eventually we find ourselves challenged to 
make sense out of its two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faces: the empiricist face turned to the world, telling us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things for ourselves, and the 
religious face turned to the Beyond, advising us to 
dispel our doubts and place trust in the Teacher and his 
Teaching.

我们在尝试决定自身与佛法的关系时，最
终都会发现受到挑战，需要对这两副看上
去不可调和的面貌作出合理的解释: 经验主
义的那一面朝向世界，告诫我们对万事亲

自作调查与验证，宗教性的那一面朝向超
世，告诫我们遣除疑念，信赖尊师佛陀与
他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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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ay we can resolve this dilemma is by accepting 
only one face of the Dhamma as authentic and rejecting 
the other as spurious or superfluous. Thus, with 
traditional Buddhist pietism, we can embrace the 
religious side of faith and devotion, but shy off from the 
hard-headed world-view and the task of critical inquiry; 
or, with modern Buddhist apologetics, we can extol the 
Dhamma's empiricism and resemblance to science, but 
stumble embarrassingly over the religious side. Yet 
reflection on what a genuine Buddhist spirituality truly 
requires, makes it clear that both faces of the Dhamma 
are equally authentic and that bot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f we fail to do so, not only do we risk 
adopting a lopsided view of the teaching, but our own 
involvement with the Dhamma is likely to be hampered 
by partiality and conflicting attitudes.

我们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一个是把佛法
的一面作为真法来接受，而把另一面作为

伪造或附赘加以排斥。这样一来，在傳统

的崇拜式佛教里，我们包容了信仰的宗教
性与崇敬那一面，却回避了脚踏实地的世
界观与批评探索的任务; 或者，为现代佛法
作辩，我们可以赞扬佛法的经验性、与科
学的相似性，但在宗教那一面尴尬地踌躇
不前。然而在思考了真正的佛教精神必须

具备的因素之后，很清楚，佛法的两个面
貌都是真实的，必须同时兼顾。如果做不
到这点，不仅涉险于只接受部分教导的不
平衡性，我们个人的佛法修持，也可能受
偏向性与冲突态度的障碍。

The problem remains, however, of bringing together the 
two faces of the Dhamma without sidling into self-
contradiction. The key, we suggest, to achieving this 
reconciliation, and thus to securing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our own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lies in 
considering two fundamental points: first, the guiding 
purpose of the Dhamma; and second, the strategy it 
employs to achieve that purpose. The purpose is the 
attainment of 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The Dhamma 
does not aim at providing us with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and thus, despite a compatibility with 
science, its goals and concerns are necessari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latter. Primarily and essentially, the 
Dhamma is a path to spiritual emancipation, to 
liberation from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death and 
suffering. Offered to us as the irreplaceable means of 
deliverance, the Dhamma does not seek mere 
intellectual assent, but commands a response that is 
bound to be fully religious. It addresses us at the 
bedrock of our being, and there it awakens the faith, 
devotion and commitment appropriate when the final 
goal of our existence is at stake.

然而，怎样协调佛法的这两面同时避免自
我矛盾，仍是个问题。我们认为，达成这

两面的协调，从而在个人的观念与修持中
确保内在一致性，关键在于考虑两个根本
问题: 第一，佛法教导的目的，第二，为了
达到该目的所需的策略。目的是从苦中证

得解脱。佛法的本意，并非为我们提供有
关世界的实际知识，因此虽与科学兼容，
其目标与内涵必然有异于科学。佛法在最
主要、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一条通往释放
心智、摆脱轮回之苦的道路。佛法为我们

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解脱之道，非仅寻求智
力上的认同，它指定的态度必然有充分的
宗教性。它直指内心深处，于存在的终极
意义岌岌可危之际，在那里唤醒了相应的
信念、崇敬与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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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for Buddhism faith and devotion are only spurs 
which impel us to enter and persevere along the path; 
by themselves they cannot ensure deliverance. The 
primary cause of bondage and suffering, the Buddha 
teaches, is ignorance regarding the true nature of 
existence; hence in the Buddhist strategy of liberation 
the primary instrument must be wisdom,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al inquiry, cool and uncommitted, constitute the 
first step toward wisdom, enabling us to resolve our 
doubts and gain a conceptual grasp of the truths upon 
which our deliverance depends. But doubt and 
questioning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Once we have 
decided that the Dhamma is to be our vehicle to 
spiritual freedom, we have to step on board: we must 
leave our hesitancy behind and enter the course of 
training which will lead us from faith to liberating 
vision.

但是对佛教来说，信念与崇敬只能促使我
们走上这条路、并坚持走下去; 它们本身却
不能保证解脱。佛陀教导说，束缚与苦的
根源，是对真相的无明; 因此佛教的解脱策
略中，基本工具必须是智慧，即对真相的
如实知见。冷静而不受约束的调查与批判
性的探索，构成了通往智慧的第一步，使
我们排疑解惑，对解脱所依的真理有一个
概念上的把握。但是疑与问不能永久存
在。我们一旦决定佛法是通向灵性自由的
载体，就得走上前来: 把存疑置于身后，投
身于一个修练过程，它会把我们从信仰引
向解脱的洞见。

For those who approach the Dhamma in quest of 
intellectual or emotional gratification, inevitably it will 
show two faces, and one will always remain a puzzle. 
But if we are prepared to approach the Dhamma on its 
own terms, as the way to release from suffering, there 
will not be two faces at all. Instead we will see what 
was there from the start: the single face of Dhamma 
which, like any other face, presents two complementary 
sides.

对那些为了寻求智力或情感的满足而接近
佛法的人，它不可避免地以双重面貌存
在，其中之一必然始终是个难题。但如果
我们做好准备，以佛法本身指定的态度，
把它作为灭苦之道，则丝毫不存在双面形
式。相反，我们看见的是法的单一面貌，
它从起始便这般存在，如一切面貌，皆显

现互补的两个侧面。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信仰与觉醒 
        坦尼沙罗尊者: 开启佛法之门 ——礼敬在佛教思维与修证中的作用 

http://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02.html 
最近訂正 9-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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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我要表达自己参加本次联合国庆典的愉快心情，卫塞节在国际上首获承认，是一个吉
祥的事件。我虽身著上座部佛教僧侣的袈裟，却非是亚洲佛教徒; 我是纽约本地人，生长于布鲁

克林区。在人生的前二十年里我对佛教一无所知，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视其为有
别于现代拜物主义的富有意义的另类选择。之后的年月里，我的兴趣不断递增。完成西方哲学的
研究课业之后，我在斯里兰卡出家，成为一名佛教僧侣。我在斯里兰卡度过了成年生活的大部分
岁月，能够回到故土，在这个盛会上发言，我感到特别高兴。 
        卫塞节是纪念佛陀诞生、觉悟与入灭的日子， 根据传统记载，这几个日子都落在五月的满月
日。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佛陀始终是亚洲之光，作为一位精神导师，他的教化所照之处，西至
喀布尔山谷、东传日本、南及斯里兰卡、北通西伯利亚的广大疆域。在佛陀的卓越人格影响之
下，产生了一个以崇高伦理与人道理想为指南的文明体系、一个富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它使百万
人的生命，因亲证人类的最高潜力而尊贵非凡。他的优美形象，曾经是文学、绘画、雕塑、建筑
诸领域展现其辉煌艺术成就的中心主题。他的温和而神秘的微笑，启示著深邃的智慧，由此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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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卷成库的文稿与论著。随著当今全世界了解佛陀并受其吸引者愈来愈多，一个跟随他的圈子
在不断扩大，已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因此，联合国每年专设一日，纪念这位具有伟大智慧
与无限仁心的人、这位被多少个国家的千百万人尊为宗师与导师的人，我认为是很合适的。 
 
佛陀的诞生 
       卫塞节纪念的第一个事件，是佛陀的诞生。我在这部分谈话里，打算不仅从历史角度，也从
传统佛教的角度回顾佛陀的诞生——藉以表明该事件对佛教徒自身的意义。我们以传统佛教的眼
光看待佛陀的诞生，必须首先考虑这个问题: “佛陀是什么?” 众所周知，“佛陀”这个词非是一个姓
名，而是一个尊称，意思是“觉悟者”、“觉醒者”。这个尊称被加诸于悉达多-乔达摩，一位于公元
前五世纪在印度东北部生活与教化的印度圣人。从历史角度看，乔达摩正是人称佛教这个精神传

统的创始人。 
        然而，从古典佛教的传统意义上看，“佛陀”一词 的内涵，较之一位历史人物的头衔要广泛得
多。这个词所指的，不仅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年代的一位宗教导师，而是指一类人、一类典范，在
宇宙纪元中有过多次先例。正如“美国总统”的头衔不仅指比尔-克林顿，也指任何就任美国总统的
人，“佛陀”的头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类“灵性职称”，适用于一切达到佛陀境界的人。因此乔达摩
佛，只是佛陀的精神承传系列之中一位最近的成员，这些佛陀的生存年代，从幽暗的远古，直趋

无际的未来。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佛教宇宙观有所涉猎。佛陀教导说，宇宙并无可究的
时间起点: 不存在原点，不存在创世纪的初端。在无始无初的纪元之间，有诸多宇宙在产生、发

展、分解，接下来，新的宇宙系统依 照同样的生灭法则继续。每一个宇宙由诸多的存在空间组

成，在其中居住著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有情生灵。除了我们熟悉的人界与动物界之外，
还存在著高于我们的诸层天界，那里有天界的喜悦，同时也存在著低于我们的空间，即那些痛苦
悲惨的黑暗域界。居住在种种域界的有情生灵们，以重复不断的生命，度过一生又一生，这个过

程称为轮回，意为“继续漫游”。这种毫无目的、一生又一生的漫游，受我们自身的无明与执取所
驱动，重生的特定形式取决于我们的业、善行恶行、以及身、语、意的愿力。有一种客观的道德
准则主宰著这个过程，确保善行带来愉快的来世，恶行带来痛苦的来世。  
        在一切生存界里，生命无常，同样经受衰老、腐朽、与死亡。哪怕在天界，虽有长寿极乐，
生命也非永恒。每一种生存终将结束，继之以重生他处。因此仔细看来，一切轮回生存都具缺
陷，带有不完美的特征。它们不可能提供稳定、安全的喜乐与安宁，因此不能为苦的难题给出终

极解答。  
        然而，在轮回缘起的域界之外，还有一个喜悦与宁静的完美域界或状态，有著彻底的精神自
由，这个状态哪怕就在当下不完美的世界里，也能实现。这个状态称为涅槃，指 的是贪、瞋、痴
之火的“熄灭”。并且，从轮回的痛苦走向涅槃的喜乐，存在一条路，一条修持之路，把我们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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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执取、与束缚的循环往复，带到非缘起的宁静与自由。  
        多少纪元以来，这条路已湮没于世、久久无闻，因此涅槃之路不可探寻。然而时不时，世间

有人，藉著独自的努力与敏锐的智慧，找到已埋没的解脱之道。找到这条道后，他一直走到底，
彻底领悟了世界的真相。之后他回到人间，把这个真理传给他人，让这条通往至乐之路，再现人
世。行使这个功能的人，便是一位佛陀。  
        因此佛陀不仅是一位自悟者，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解悟者、一位世界的导师。他的作用，
是在灵性的黑暗年代里，重新发现业已湮没的涅槃之路，达到圆满的灵性自由，并向世界传解这

条路径。他人也得以踏著他的足迹，证得解脱。佛陀并非唯一成就涅槃的人。所有那些跟随他的
足迹走到底的人，也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样的人称为阿罗汉，即“有价值者”，因为他们已灭尽
一切无明与渴求。佛陀的独特，在于重新发现了真相的终极原理——法，并且确立了一个“药
方”或者说精神遗产，把教导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只要这个教导还在，那些接触教导者、走上
正道者，便能按照佛陀的引导，达到目标、成就大善。  
        为了有资格成为佛陀、成为世界的导师，有志者必须经历不可思议的漫长岁月与无数次重
生，方成就预备过程。在这些前世里，未来的佛陀称为菩萨，即有志于彻底觉悟者。在每一世
里，菩萨必须以无私的善行与禅定努力，训练自己成就佛陀的基本素质。根据轮回的教导，我们

出生时的心智非如白板一块，而带著宿世形成的一切品质与心性。因此，成就一位佛陀，需要彻

底完善一切道德与灵性品质。这些品质称为波罗蜜，即超世的美德或完美。不同的佛教传统所列
的完美品质略有不同。在上座部传统中有十项: 布施、戒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耐、诚实、
决意、慈心、平等无偏。无数纪元里，一世又一世、每世生命里，菩萨必须多方培养这些崇高美
德。 
        激励著菩萨成就如此崇高波罗蜜的动机，乃是慈悲之愿，他要把通往不灭与无上寂止的涅槃
之道传给世界。对众生深陷苦网的无限慈 悲之心，滋养著这个愿望，也是菩萨在世世代代里完善
波罗蜜的动力。只有一切波罗蜜具达顶峰，他才有资格证得无上智慧，成为一位觉悟者。因此，
佛陀的人格，代表著十项波罗蜜素质。如精雕细琢的宝石，他的人格体现著一切优秀品质的完美
平衡。在他身上，这十项品质俱达顶峰、融为和谐的整体。 
        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佛诞日对佛教徒具有如此深刻而喜悦的意义。佛陀的诞生不仅标志著一位
伟大圣贤与伦理导师的升起，而且标志著一位未来世界导师的诞生。因此我们在卫塞节庆祝佛陀
的诞生，是庆祝他经过无数世努力，圆满成就一切波罗蜜，使他有能力把这条通往最高幸福与宁
静之道，传授给世界。 
 
求悟 
       我现在从古典佛学的高峰，下行到人类历史的平原，简单回顾佛陀的生平，直至他的证悟。
这样我得以简要总结他的教导要点，侧重特别与今日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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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必须强调，佛陀出生时并非一位觉悟者。虽藉宿世努力，已具足觉悟资格，他首先必
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奋争，才得以亲证真理。这位未来的佛陀出生于喜马拉雅山脚附近、今
为尼泊尔南部地区的释迦小共和国，他的名字是悉达多-乔达摩。我们虽不了解佛陀生平的确切
年代，许多学者相信他生活在公元前563 到前483;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的生活年代要迟一个世纪

左右。传说中他是一位强大君王之子，实际上释迦国是一个部落共和国，他的父亲可能是长老资

政院的首领。 
        作为王族青年，悉达多王子在优裕环境中长大。十六岁时娶了美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在
首都迦毗罗卫过著舒适的生活。随著时间的推移，王子却越来越陷入沉思。困扰他的，却是我们

凡夫习以为常的，也就是那些有关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迫切大事。人活著，只是为了享受感官娱

乐、获取财富地位、执掌权柄? 还是除了这些，另有一类超世的、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追求? 二十
九岁那年，在对生命的困苦现实作出深思熟虑之后，他得出结论，较之执掌王权的前途与世俗责

任的召唤，寻求觉悟更为重要。于是，正当人生青壮年期，他削发剃须，披上土黄色僧袍，开始
了出家者的云游生涯，寻求从生、老、死的轮回中解脱之道。 
        这位王族的苦行者，首先找到当时最著名的灵性导师求学。他掌握了他们的教导与修行传

统，但很快意识到，这些教导并不指向自己所求的目标。接著他走上自我折磨的极端苦行之路，
几近死亡。就在前途渺茫那一刻，他想到了觉悟的另一条出路，一条在适当照顾身体与继续禅
定、深入探索之间达成平衡的道路。他后来称这条路为“中道”，因为它避免了耽于官感之乐与自
我折磨这两个极端。 
        经食物滋养、体力恢复之后，有一天他来到伽耶城附近、尼连河畔一处美丽的所在。他坐在
一株树(后称菩提树)下，发愿不达目标决不起身。夜幕降临，他进入越来越深的禅定层次。根据
记载，他的心完全寂止，在入夜的第一个更次里，回顾了自己的前世，一直追溯到多少纪元前; 
在入夜的第二个更次里，他获得了“法眼”，看见无数生灵入灭，依各自业力走向重生; 在最后一
个更次，他洞察了生存的至深真相，即现实的根本法则。黎明破晓， 树下坐著的已不再是一位寻

求开悟的菩萨，而是一位佛陀、一位完全的觉悟者; 他已揭除了无明最微妙的面纱，就在此生证

得涅磐(the Deathless)。根据佛教传统，这个事件发生在他三十五岁那年、五月卫塞月的满月夜。
这便是卫塞节纪念的第二件大事: 他的证悟。 
        新近觉悟的佛陀在这株菩提树附近停留了数周，从各个角度思考自己发现的真理。之后，他
朝这个世界凝望，看见仍深陷于无明泥沼的世人，受慈悲心所感，决定走出来教导解脱之法。其
后数月之间，他的追随者迅速增长，苦行者与居家者听说有新的解脱之法，便来到觉悟者跟前请

求归依。佛陀每年，甚至在老年，始终在印度东北部的乡村城镇之间漫游，耐心教化所有愿意谛

听的人们。他建立了一个僧伽团体，继续传播他的讯息。这个团体至今活著，或许可与大雄教并
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性机构。他也吸引了许多居家人，成为世尊与僧伽的敬信护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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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导的目的 
        佛陀的教导在印度东北部社会各界何以传播如此之快，这个课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当前
也有著相关性。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佛教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人，无论东方西方，产生著强
烈的吸引力。我相信佛教引人注目的成功与其在当代的吸引力，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 一个是教
导的目的，另一个是教导的方法。 
        在目的方面，佛陀使他的教导内容直指人生的关键难题，也就是苦，而不依赖于典型宗教的
神话与神秘感。他进一步保证说，追随他的教导一直走到底的人，会在即时即地证得最高的喜乐

与宁静。除此之外其它一切问题，譬如神学教条、形而上学的细枝末节、以及崇拜仪轨，佛陀将
其置于一边，认为它们对目前的任务，即心从束缚与羁绊中解脱，并无关系。 
        法的这种实用特点，在佛陀总结的解脱道主要公式中很明确，这便是四圣谛。 
        (1) 生存为苦 
        (2) 苦来自执取 
        (3) 苦的消解来自去除执取 
        (4) 苦的止息有一条道路 
        佛陀不仅把苦与从苦中解脱，作为教导的焦点，而且在解决苦的方式上，表现出杰出的心理
洞察力。他把苦的根源追溯至我们内心，首先找到欲望与执取，之后进一步找到无明，即对真相
的原始无知。既然苦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升起，那么治疗之道必须在内心实现，即弃绝杂染与迷
幻、对现实获得洞见。佛陀教导的起点，是未悟之心，紧攫于自身的疾病、忧虑、悲哀，而终点
则是觉悟之心，喜悦、光明、自由。 
        为了从教导的起点与终点之间建立起桥梁，佛陀提出一条由八个因素组成的清晰、准确、可
修之道。这当然是八正道。这条道起始于(1) 对于生存基本真理的正见。(2) 接受训练的正确动

机。接下来是三个道德因素: (3)正语，(4)正业，(5) 正命，再接下来，是有关禅定与心智培养的三
个因素: (6) 正精进，(7) 正念，(8) 正定。当所有八因素达到成熟时，这位弟子会洞穿生存的真
相、证得道果: 即圆满的智慧与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教导的法门 
        佛陀的教导方法，其特点与目的密切相关。最有吸引力的特点与其心理倾向有关，那就是强
调依靠自己。对佛陀来说，解脱的关键在于心意的纯净与理解的正确，因此他反对依靠他人救赎

的想法。佛陀并不自称有神性，也不宣称是救世主。反之，他称自己是一位向导与老师，指明弟
子必须行走的道路。 
        由于智慧或者说洞见是解脱的主要工具，佛陀始终要求弟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跟随他，而
不是不经质疑地盲从 盲信。他邀请发问者以自己的逻辑与智力审查他的教导。佛法与教导是经验

性的，必须亲证直悟，不是只信即成的口头教条。一个人走上修行之路，他会经历增长的喜乐与
安宁，在沿著标记分明的路上进步时，这些觉受在扩大与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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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佛教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其晶体般的透明度。佛法开放而明晰、简单而深刻。它把
伦理的纯净与逻辑的严格相结合、把崇高的远见与生活经验的印证相结合。尽管对实相的彻底洞
察有阶段性，但是教导的初始原理，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思考的指南，是当即明显易懂的。成功
地掌握了每一步，自然引向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达到至上真理的证悟与涅槃。 
        由于佛陀关心的是人类一切难题中最普遍的苦，他使自己的教导有普遍性，针对一切人类成
员。他为古老的印度社会里各阶层人士: 婆罗门教士、王子、商贩、农夫、甚至贱种姓者，开启
了解脱之门。作为这个普遍性的一部分，佛陀也把教化之门朝女性打开。正是法的普遍性，使之
得以传至印度地域之外，成为一门世界宗教。 
        有些学者把佛陀描绘成世外仙人，对世俗生活的困境根本无动于衷。然而，不带偏见地读一
读早期佛教经文，会看出这个观点缺乏根据。佛陀不仅为僧尼们传授了禅修之路，也为生活在世
间的男女居家众传授了一套尊贵的理念。实际上，佛陀在印度宗教界之外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可
归结为他为居家弟子提供的新模式，即世人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佛法体现的价值观，把它与繁忙的
家庭生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佛陀对居家人提出的道德准则由五戒组成，要求戒杀生、偷盗、不当性事、妄语、及使用醉
品。心灵的内在素质在这些戒律的约束下，体现出伦理上积极的一面: 对一切生灵的慈爱与同
情、与他人相处时的诚实、忠于婚姻誓言、言辞可信、心智清醒。除了个人戒德之外，佛陀还为

家长与子女、夫与妻、雇主与雇工，列出了伦理准则，目的是倡导社会各阶层奉行和谐、平静、
善意的准则。他还对君王们解说他们对民众的职责。这些经文表明佛陀是一位敏锐的政治思想
家，他深刻地理解只有掌权者把民众福利置于私人利益之前，政府与经济才能蓬勃发展。 
 
入灭与后续 
        卫塞节纪念世尊生平的第三件大事是他的般涅槃，即逝世。佛陀最后时日的故事，在大般涅
槃经中有著生动感人的详述。佛陀传法四十五年不怠，在八十岁时意识到即将辞世。临终时他拒
绝任命一位个人继承者，而是告诉比丘们，在他死后，法是他们的指导。对那些悲痛难遏的弟子
们，他重复了无情的真理: 无常主宰著一切缘起事物，包括觉者的色身。他邀弟子对教导与正道
发问，鼓励他们为涅槃而精进修持。之后，他以彻底的平静，安然进入了“不再有缘起的涅槃。” 
        佛陀入灭三个月后，五百名已觉悟的弟子在王舍城集会，将他的教导汇集流传后世。这些经

文的编集，为后代提供了教义的标准版本，作为指导的依据。佛陀入灭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教
导继续传播，其影响大部分依局限于印度北部。接著在公元前三世纪，有一个事件改变了佛教的
命运，使它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在经历了一场导致千万人死亡
的血腥征战之后，转向佛教以平息良知的痛苦。他从佛法中获得灵感，开始贯彻一套建立在公
正、非暴力、非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政策，他把这个新政策的法诰镌刻于石碑石柱，分置于全国各
地。阿育王尽管笃信佛教，却不把个人信仰强加于世人，而是提倡印度人共同拥戴的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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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善行使生活幸福，死后有好的重生。 
        在阿育王的护持之下，众比丘在首都集会，决定向整个印度次大陆及以外地区派遣佛教使
者。这些使命当中于佛教后续历史最有成果的，是由阿育王之子摩晒陀比丘率领前往斯里兰卡的
传法使团，他的女儿僧伽密陀比丘尼随后亦前往彼处。这对王室儿女给斯里兰卡带去的上座部佛
教，盛行至今。 
        印度本土的佛教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历史形式。第一阶段，原始佛教朝
各方传播，教系分裂成十八个宗派，细节上各有差异。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上座部佛教，早期即在
斯里兰卡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埋下根系。相对地远离印度次大陆那些影响佛教变更的因素，它在这

里得以生存发展。在今天，上座部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寮国。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出现了一种新的佛教形式，提倡者自称大乘佛教，表示有异于他们称之
为小乘的早期派系。大乘佛教者把菩萨的事业作了更多注解，并把成为菩萨当作佛教徒的普遍理
想，对智慧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也就是对一切现象的终极本质——空性(shunyata)的洞见。以大乘
经文为灵感，龙树、无著、世亲、法称等杰出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哲学体系。对于普通信
众，大乘经文讲的是天界诸佛与菩萨对虔信者的救助。大乘佛教在其早期的公元一到六世纪传到
了中国，从那里又传至越南、朝鲜与日本。从这些土壤中，佛教孕育起新的派系，较之原始的印
度形式，更适于远东人的心理。这些派系之中最有名的是禅宗，它如今在西方广为流传。 
        在印度，大约公元八世纪，佛教在演变中产生了第三个历史形式——金刚乘，以被称为密乘
(Tantras)的隐密经文为基础。金刚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义，辅以幻术仪轨、神秘象征、和复
杂的喻伽修持，目的是为了加速觉悟的步伐。金刚乘佛教从北印度，传至尼泊尔、西藏及其它喜
马拉雅山地国家，如今盛行于西藏佛教。 
        在佛教漫长的传播历史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能完全以和平方式赢得所有信众的拥

护。佛教的传播始终以师传与榜样形式进行，从不示以武力。佛法传播的目的，从不在于赢得信
众，而在于向人们传授一条获得真正喜乐与宁静的道路。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接纳了佛
教之后，对他们来说，它不仅成为一门宗教，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源泉。以它为灵感，在哲
学、文学、绘画、和雕塑领域曾产生过杰出的作品，其价值不输于任何其它文化的衍生品。它塑
造了社会、政治、与教育机构形式，为统治者与民众提供指南，影响著追随者的生活道德、习

惯、与礼节。从斯里兰卡、到蒙古、日本，不同佛教的文化形式虽各有特点，它们都渗透著细微
然而无可错认的佛教的独特风格。 
        佛教在印度消失后，许多世纪以来，佛教不同派系的信奉者几乎完全隔离，相互间很少了解
对方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不同传统的佛教开始相互接触，了解其共同的佛教特
征。如今在西方，佛教主要三乘的追随者共存于同一地理区域，这是自印度佛教衰退后的首次现

象。这个密切关系注定会产生融合，或许还会衍生不同于所有传统形式的佛教新风格。西方的佛
教依然年轻，难以作长远预测，但我们可以肯定，佛法会在这里久驻下去、与西方文化相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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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希望双方从中得益。 
 
佛陀的教导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在谈话的最后这个部分，我想简略地讨论佛陀的教导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我们正站在
一个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我发现特别有意义的是，佛教对于诸学科，从哲学、心理学、到医
疗学和生态学，均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方法，却不要求采用其资源者把佛教作为一门完整的宗教
来接纳。我在这里打算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佛教原理在公共政策的应用上。  
        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多方面大幅度改进了生活条件，我们仍发现自己
面临全球性困难，即便下最大决心在现有体系中改良，也难以克服。这些难题包括:地区性种族与
宗教的爆发性紧张局势; 核武器装备继续扩大; 对人权的藐视; 贫穷差距继续加深; 毒品、妇女与儿
童的国际性走私; 地球天然资源的衰竭; 环境的衰退。我们站在佛教立场上整体观想这些问题时，
感觉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基本上均属病态症状。外表多样性之下，乃是同一根源的诸多表现，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污染社会机体的精神癌症。这个共同根源或许可以简要描述为，把狭隘、短
期的个人利益(包括我们碰巧归属的那个社会或种群的利益)，置于更大范围人类集体的长期利益
之上。不把人类内心的强烈欲望揭示出来，社会诸弊端便得不到充分解释。太多情形下，是这些
欲望驱动我们追求分裂而有限的目标，哪怕这些目标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佛陀的教导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富有价值的工具，助我们脱离这个陷阱。一个是对人类苦难其
心理源泉的冷静分析; 另一个是籍心智训练解决困难的明确道路。佛陀解释说，人类生活无论在
个人还是社会领域，苦难的隐秘根蒂在于三种心理因素，即贪、瞋、痴的不良之根。传统佛教把
三个因素解释为个人痛苦的根 蒂，不过把这个看法扩大开来，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社会、
经济、政治紧张的根蒂。贪欲的普遍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全球市场，人们退化为消费者、甚至商
品; 我们星球的重要资源被人们无视子孙后代的福利，进行著掠夺。瞋恨的普遍化，使国家与种
族的差异成为猜忌与敌意的酝酿地，暴力与复仇周而复始地爆发。痴迷的普遍化，使人们根据错

误的观念与政治理想，推出以贪与瞋为动机的政策，从而支持了这两个不良因素。  
        面对当今世界如此普遍多样的暴力与非正义，改变社会结构与政策当然是必须的，但只作这

样的改变，却不足以走向真正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新纪元。站在佛教立场上，我会说，最重要的需
求，是一种新的感知模式、一种大同觉知，使我们把他人看成基本上与己类同。这样做也许有困
难，我们必须学著脱离坚持自我利益的呼声，上升到大同的视野，从那里出发，把所有人的福利
与个人福利看得一般重要。那就意味著，我们必须超越当前人们固守的个人与种族中心的态度，
包容一种“世界中心伦理” (worldcentric ethic)，把所有人的福利放在重要地位。  
        这样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伦理应有三个指导方针，以制约那三种不良之根。  
        (1)我们必须以全球性的布施、帮助、合作，克服剥削性的贪婪。  
        (2)我们必须以仁慈、宽容、原宥的政策，替代仇恨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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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整体，任何地方的不负责行为，可能
到处引起有害反应。这些取自于佛陀教导的方针，可以构成一个全球伦理核心，世上一切伟大的
精神传统均易于采纳。  
        在全球伦理的具体条文背后，是我们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政策上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态。其主要
代表为: 慈爱之心与同情之心。以慈爱之心，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人人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
一切众生也都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以同情之心，我们意识到，正如我们人人不愿有痛苦苦，一
切众生皆不愿遭受痛苦。当我们如此理解这个人人共有的感受核心时，便会以期望人们待己的仁
慈与关怀去对待他人。这个心态不仅必须应用于个人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必须应用于团体层次
上。我们必须学会把其它团体，看成基本上类似于自己的团体，有权拥有我们希望自己所属团体
应得的同等利益。  
        这个世界中心伦理的主张，并非来自伦理理想主义或者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牢固的务实基
础上的。长期、扩张地追逐狭隘的个人利益，是在破坏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为这样的方针将
造成社会瓦解与生态破坏，伤害我们自身的生存。把狭隘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下，最终有
利于我们真正的善益，后者极其有赖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与环境可续。  
        佛陀说，世上一切事物之中，影响善恶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
来自于人心的和平与善意。这样的和平仅藉物质进步、经济发展、技术发明是不能赢得的，必须

有道德与心智的培养。只有改进自身，我们方能使世界朝著和平与友好的方向改进，这就意味
著，人类如果要在这个资源减缩的星球上和平相处，我们面临的不可逃避的挑战，在于理解与把
握自身。  
        正是在这里，佛陀的教导即便对那些尚未准备全面接受佛教的宗教信仰与教义者，也有著特
殊的及时性。佛陀的教导把人类苦难的根源诊断为心理杂染，从而向我们指明了个人与团体矛盾
之下隐藏的根源。藉著一条道德与心理训练的实修之道，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世界矛盾的有效方案
——即培养自己的心智，正是这个地方，人人可以直接参与。无论持何种宗教信仰，佛陀的教导

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指导方针，在踏入新千年之际，致力于建造一个更和平、更友好的世界。  
(完) 

相关连接: 
        阿姜李 卫塞礼佛日 
最近訂正 10-26-2008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BodhiVesak.htm (9 of 9) [12/31/2010 10:52:37 PM]



近智者亲-菩提尊者

[首页] >> [作者索引]

亲近智者 
 

[作者]菩提尊者 
[中译]良稹 

Association with the Wise 
by Ven. Bhikkhu Bodhi

原文版权所有 © 1994 佛教出版
社 。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
然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
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
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
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
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The Maha-mangala Sutta, the Great Discourse on 
Blessing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uddhist suttas, 
included in all the standard repertories of Pali 
devotional chants. The sutta begins when a deity of 
stunning beauty, having descended to earth in the 
stillness of the night, approaches the Blessed One in the 
Jeta Grove and asks about the way to the highest 
blessings. In the very first stanza of his reply the 
Buddha states that the highest blessing comes from 
avoiding fools and associating with the wise (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n ca sevana). Since the rest of 
the sutta goes on to sketch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human felicity, both mundane and spiritual, the 
assignment of association with the wise to the opening 
stanza serves to emphasize a key point: that progress 
along the path of the Dhamma hinges on making the 
right choices in our friendships./td> 

《大吉祥经》 (Maha-Mangala Sutta) 是一
部最常为人们持诵、被收录于所有规范巴
利课诵本内的佛教经文。在经文开端，一
位美丽耀眼的天女于静夜降临大地，近诣

柢树园中的薄伽梵，请为说至高的吉祥。
佛陀在应答初偈中宣称，至高的吉祥来自
远离愚人、亲近智者(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n ca sevana )。由于余
下经文叙述的，是包括世间与灵性诸侧面
在内的一切人类福佑，亲近智者被置于经

偈之首，意在强调一个关键点: 佛法之道的
进步有赖于正确选择我们的友伴。

Contrary to certain psychological theories, the human 
mind is not a hermetically sealed chamber enclosing a 
personality unalterably shaped by biology and infantile 
experience. Rather, throughout life it remains a highly 
malleable entity continually remolding itself in 
response to its social interactions. Far from coming to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a fixed and immutable 
character, our regular and repeated social contacts 
implicate us in a constant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osmosis that offers preciou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Like living cells engaged in a 
chemical dialogue with their colleagues, our minds 

与某些心理学理论相反，人类的心灵并非
是一个密闭式的容器，在其中封存著由生
物学规律与婴儿期体验所定型的性格。反
之，个体在整个一生当中始终高度可塑，
不断地回应其社会互动而自我再造。我们

决非是以固有不变的心性踏入个人的交往
圈子，相反，那些定期与频繁的社会接
触，把我们置于一个心理濡染的连续过

程，为我们提供成长与转化的宝贵机会。
正如活细胞与周围同伴进行著化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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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t and receive a steady barrage of messages and 
suggestions that may work profound changes even at 
level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awareness./td> 

我们的心持续地发送与接受著讯息与提
示，它们甚至有可能在潜意识的诸层次
上，造就深刻的变化。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our spiritual progress is our 
selection of friends and companions, who can have the 
most decisive impact upon our personal destiny. It is 
because he perceived how susceptible our minds can be 
to the influence of our companions that the Buddha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value of good friendship 
(kalyanamittata) in the spiritual life. The Buddha states 
that he sees no other thing that is so much responsible 
for the arising of unwholesome qualities in a person as 
bad friendship, nothing so helpful for the arising of 
wholesome qualities as good friendship (AN 1.vii,10; I.
viii,1). Again, he says that he sees no other external 
factor that leads to so much harm as bad friendship, and 
no other external factor that leads to so much benefit as 
good friendship (AN 1.x,13,14). It i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a good friend that a disciple is led along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o release from all suffering (SN 
45:2)./td> 

对于我们的灵性进步特别重要的，是朋友
与同伴的选择，那些人对我们的个人命运
能够起决定性的影响。佛陀之所以反复强
调善友(kalyanamittata,善知识)在精神生活
中的价值，是因为他了解我们的心，何等
易受友伴的左右。佛陀说，他不见任何其
它事，对引生不善巧素质[恶法]，作用之
大，如恶友伴者，他不见任何它事，对引
生善巧素质[善法]，作用之大，如善友伴
者(AN 1.vii,10; I.viii,1)。他又说，他不见

任何其它的外在因素，引生伤害之大，如
恶友伴者，他不见任何其它的外在因素，
引生利益之大，如善友伴者 (AN 1.
x,13,14)。正是藉著善友的熏陶与指点，一
位弟子在灭尽诸苦的八圣道上才得以进步
(SN 45:2)。

Good friendship, in Buddhism, means considerably 
more than associating with people that one finds 
amenable and who share one's interests. It means in 
effect seeking out wise companions to whom one can 
look for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 The task of the noble 
friend is not only to provide companionship in the 
treading of the way. The truly wise and compassionate 
friend is one who, with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of 
heart, is ready to criticize and admonish, to point out 
one's faults, to exhort and encourage, perceiving that 
the final end of such friendship is growth in the 
Dhamma. The Buddha succinctly expresses the proper 
response of a disciple to such a good friend in a verse of 
the Dhammapada: "If one finds a person who points out 
one's faults and who reproves one, one should follow 

佛教意义上的善友，其内涵远甚于结交意
气相投或与之有共同兴趣者。实际上它意
味著寻找能够引导与指点自己的智侣。圣
友的任务不仅是行道的同伴; 真正的智慧、
慈悲之友，乃是一位心怀理解与同情，愿
意批评、责备、指错、敦促、鼓励、视佛
法中成长为友谊之终极目标者。佛陀在
《法句经》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一位弟子
对此等善友的态度:“如果找到一位愿意指
错、批评者，他应当追随这位智慧、贤明
之士，如紧跟一位宝藏的向导。”(Dh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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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 wise and sagacious counselor as one would a 
guide to hidden treasure" (Dhp 76)./td> 
Association with the wise becomes so crucial to 
spiritual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example and advice 
of a noble-minded counselor is often the decisive factor 
that awakens and nurtures the unfolding of our own 
untapped spiritual potential. The uncultivated mind 
harbors a vast diversity of unrealized possibilities, 
ranging from the depths of selfishness, egotism and 
aggressivity to the heights of wisdom, self-sacrifice and 
compassion. The task confronting us, as followers of 
the Dhamma, is to keep the unwholesome tendencies in 
check and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the wholesome 
tendencies, the qualities that lead to awakening, to 
freedom and purification. However, our internal 
tendencies do not mature and decline in a vacuum.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constant impact of the broader 
environment, and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se 
influences is the company we keep, the people we look 
upon as teachers, advisors and friends. Such people 
silently speak to the hidden potentials of our own being, 
potentials that will either unfold or wither under their 
influence./td> 

亲近智者对灵性进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
因为圣者的指点常常是唤醒与培育我们的
灵性潜力使之开启的决定性因素。未修之
心具有广泛多样的潜在可能性，低至自
私、自我中心、侵略性，高至智慧、奉献
与慈悲。作为法的追随者，我们面临的任
务，是抑制非善巧的心性，培育善巧的心
性，长养那些趋向觉醒、自由、清净的素
质。然而，我们的内在心性并非在真空中
成熟或衰退。它们不断地受著环境的影
响，其中最有力者乃是我们的同伴，我们

尊为导师、顾问、朋友者。这些人潜移默
化著我们自身隐藏的潜力，使之或者开
启、或者枯败。

In our pursuit of the Dhamma it therefore becomes 
essential for us to choose as our guide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represent, at least in part, the noble qualities 
we seek to internalize by the practice of the Dhamma. 
This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spiritual development, when our virtuous aspirations are 
still fresh and tender, vulnerable to being undermined 
by inward irresolution or by discouragement from 
acquaintances who do not share our ideals. In this early 
phase our mind resembles a chameleon, which alters its 
color according to its background. Just as this 
remarkable lizard turns green when in the grass and 
brown when on the ground, so we become fools when 
we associate with fools and sages when we associate 
with sages. Internal changes do not generally occur 
suddenly; but slowly, by increments so slight that we 
ourselves may not be aware of them, our characters 
undergo a metamorphosis that in the end may prove to 
be dramatically significant./td> 

因此在佛法修行之中，选择那些起码部分
地体现我们希望藉修法而自摄之尊贵素质

者作为向导与同伴，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

题。这一点在我们灵性发展的早期阶段特
别有必要，那时我们的求善志向尚为新
生、柔弱，易受内在的不决感与非同道之
损友的破坏。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的心
如同变色龙，随著不同的背景变换色彩。
正如这只奇异的蜥蜴入草而身绿，著地而
色棕，我们在亲近愚人时亦会转愚，亲近
智者时也将得智。内在的转化通常非是骤

然达成，而是逐渐地以可能不为自身觉察
的微小幅度递增，我们的品格经历著一场

最终有可能极其显著的形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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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associate closely with those who are addicted to 
the pursuit of sense pleasures, power, riches and fame, 
w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we will remain immune 
from those addictions: in time our own minds will 
gradually incline to these same ends. If we associate 
closely with those who, while not given up to moral 
recklessness, live their lives comfortably adjusted to 
mundane routines, we too will remain stuck in the ruts 
of the commonplace. If we aspire for the highest — for 
the peaks of transcendent wisdom and liberation — 
then we must enter into association with those who 
represent the highest. Even if we are not so fortunate as 
to find companions who have already scaled the 
heights, we can well count ourselves blessed if we cross 
paths with a few spiritual friends who share our ideals 
and who make earnest efforts to nurture the noble 
qualities of the Dhamma in their hearts./td> 

我们若与那些嗜好感官之乐、权力、财富
与名声者过从密切，则不应想象自己有可
能对那些瘾习保持免疫: 我们的心终究将逐
渐地倾向同样的目标。我们若与那些虽未
放纵于道德之不端，然已舒适地纳入世俗
惯习者频繁交往，也将继续沦陷于庸碌人
生之旧辙。我们若向往至高理想，欲达出
世的智慧与解脱的高峰，则必须亲近那些
体现著至高理想的人士。即使我们尚未有
幸寻得已达此等高度的同伴，若能够遇上
几位志同道合、精进努力、在内心培育佛
法尊贵品质的灵性贤友，我们也堪称有福
了。

When we raise the question how to recognize good 
friends, how to distinguish good advisors from bad 
advisors, the Buddha offers us crystal-clear advice. In 
the Shorter Discourse on a Full-Moon Night (MN 110) 
h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bad person and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good 
person. The bad person chooses as friend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are without faith, whose conduct 
is marked by an absence of shame and moral dread, 
who have no knowledge of spiritual teachings, who are 
lazy and unmindful, and who are devoid of wisdom. As 
a consequence of choosing such bad friends as his 
advisors, the bad person plans and acts for his own 
harm, for the harm of others, and the harm of both, and 
he meets with sorrow and misery./td> 

面对如何识别善友、区分善恶导师的问

题，佛陀给予我们的忠告清晰明了。在
《满月小经》(MN 110)中，他解释了非善
士与善士两者的同伴之别。非善士选择无
信念、无惭意、不畏恶行、对灵性教导无
知、怠惰、无念住、少智慧的人士为朋友
与同伴。由于选择了这等恶友为其咨谋，
此人在计划与行动上害己、害人、两害，
他得到忧苦与不幸的果报。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BodhiAssociation.htm (4 of 5) [12/31/2010 10:52:40 PM]



近智者亲-菩提尊者

In contrast, the Buddha continues, the good person 
chooses as friends and companions those who have 
faith, who exhibit a sense of shame and moral dread, 
who are learned in the Dhamma, energetic in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mindful, and possessed of wisdom. 
Resorting to such good friends, looking to them as 
mentors and guides, the good person pursues these 
same qualities as his own ideals and absorbs them into 
his character. Thus, while drawing ever closer to 
deliverance himself, he becomes in turn a beacon light 
for others. Such a one is able to offer those who still 
wander in the dark an inspiring model to emulate, and a 
wise friend to turn to for guidance and advice./div> 

佛陀继续说，反之，善士选择有信念、知
耻、畏恶、于法博学、精勤修心、有正
念、具智慧者为友人与同伴。求教于这等
贤友，敬其为师长、向导，善士以同样的
素质为追求理想，将其吸收纳入自己的心
性。如此，随著他本人越来越趋近解脱，
转而成为他人的灯塔。这样的人，就能够
为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担当起一
个励志的榜样、一位可请得忠告与指点的
智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6.html 
最近訂正 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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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导的灵性修持之道，是一个自我转化与自我超越、最终从苦中彻底解脱的双重过程。
自我转化的过程要求弃绝非善巧心性，代之以利己利人的纯净心性; 而自我超越的过程，则是专

注我们平常视为我与属我的身心过程，洞见其非我本质，由此弃绝自我中心之见。当这个双重过

程达到顶点时苦被止息，这是因为随著智慧的觉醒，苦的本源——由无明支持的渴求——自此消
失，不更复生。 
        由于非善巧倾向与自私性执取乃是来自深埋于内心最底层的种子，为了灭除这些苦痛的根
源，培育如实的解脱洞见，佛陀以次第训练的方式解说他的教导。佛教修行之道需要渐次修练与
逐步成就。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树木等生命形式一般，有机地展开; 它又如阶梯，每阶以下
阶为必要的立足点，自然地引升上阶。这个次第修练过程主要阶段有三: 戒德的修持、定力的修
持、智慧的修持。我们若把整个佛教修证比作一株树，则信念为其种子，因为正是信念提供了修
道的原始动力，又是信念滋养著它的每一阶段。戒德为其根柢，因为正是戒德，如树根为大树确
立基地，也为我们的灵性追求提供了基地。定力为其树干，它是力量、不移、稳定的象征。智慧
为其分枝，从中结生出觉醒之花与解脱之果。 
        修行道的活力，一如树的活力，有赖于健康的根柢。正如根弱、浅植之树难以蓬勃生长，矮
矬、枯萎、无果，灵修生活无强壮的根柢，生长亦将受矬，难以证果。修道中若期望高度成就，
以善育根柢为起点至关重要，否则果报将会是失望、幻灭、甚至危险。圣道的根柢乃是 sila 的成
分，也就是戒德的要素。它们构成了禅定的基础，由此出发引生一切智慧与高等成就。 
        不过，我们说戒德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其意并非如保守佛教圈内常常相信的那样，非戒德圆

满不可开始禅修。这等规定使禅修几不可能，因为正是禅修过程所培育的念住、定力与智慧，带

来了戒德的逐步净化。不过我们说戒德为修持之根柢，确实意味著，禅修的成就潜力有赖于戒德
的纯度。假若我们的戒德根柢弱小，我们的禅修也将同样弱小。假若我们的行为与端正操行的基
本原则反复冲突，那么禅定对调御心智的尝试，也将自取失败，因为那些行为的源泉，正是禅修
意欲灭除的同一堆垢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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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我们以正业的无咎原则为本，获得可靠的滋养，禅定的内在努力才有可能发展、成
就。以正确的操行准则为基础，戒德的根柢将生起定力的主干，入定之心引生智慧的分枝，由智
慧的分枝结生觉悟的花果，最终从结缚中彻底解脱。因此，正如一位善巧的园丁在植树时先滋养
根柢，真诚的求悟者在起步时当照料他的修行根柢——那就是，他的戒德。 
        巴利语 sila (戒德)原意仅指操行。不过在佛教灵性修持的背景下，该词特指一类操行，即正
善操行，并且在引申意义上，指这类操行所代表的良好品德。因此 sila 既指有道德的行为——即
为道德准则统辖的一套习惯，也指道德的德性——即常持这些准则意欲培育的内在素养。 
        这两层意义对理解戒德在佛教修行系统中的位置至关重要。戒德的前一种内涵，指身与语不
逾越主导道德生活的基本戒律。这是行动与言辞意义上的道德纪律，以抑制欲藉身语渠道流出的
不道德冲动为开端，发展成与端正操行原则的习惯性同步。不过，戒德的全副内涵未止于外在行
为的控制，该词另有一重更深刻、更趋心理性的意义。在这第二重意义上，戒德是道德纯净度，
即以道德原则持续规范人生所达到的内在品德的净化。戒德的这个层面强调的是行为的主观与动

机。它的视向，非是外显的动作本身，而是引生良好操行的心的正态。 
        如此审视戒德，揭示其双维性质: 外在维度由操行的净化构成，内在维度由品德的净化构
成。不过在佛陀的教导之中，内外体验的这两个维度，并非是相互分裂、相互隔离的两个自足领

域。它们被认为是单一体的两个侧面、统一场的互补两极，相互映射，相互关联，以各自的影响
潜力相互渗透。从佛教立场上看，身与语所作的种种行动[业]，并非是某个独立灵性精髓的众多
可卸附件，而是其背后作为激活源头的种种心态的具体示现。 反过来，种种心态，也并未封存于
一个纯粹为精神性的隔离体内，而是随著场景的运作，从意识的源泉中升起、外溢，透过身、
语、意的渠道，进入有关人际事件的世界。从行动，我们可以推断心态，从心态，我们可以预测

可能的行动轨迹。两者关系之契合，如乐坛上的乐谱与它所指挥的演奏。 
        由于两个领域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有德的操行与品格的纯净以微妙复杂的关系相互契合。戒
德净化的完成，要求这两个侧面都达到净化: 一方面，身与语的行为必须与道德理想达成一致; 另
一方面，心性必须洗涤杂染，直至彻底清净。无后者，前者不充分，无前者，后者不可能。两者
之间，从灵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内在侧面更为重要，因为身业与语业主要藉表达相应的心理素
养得其伦理意义。不过在灵性修持的进阶中，道德戒律先行。因为修练之初，品德的净化是一个
必须达到的理念，非是一个可作为起点的现实。 
        根据佛教的缘起法，任何给定状态的实现，只有透过造就它的适当因缘才有可能，这既适用
于身与心的自然现象，也适用于修练的各个阶段性成就。无始以来，意识的连续流一直被贪、
嗔、痴的非善巧根性所败坏; 这些杂染正是我们绝大多数想法的起源、是我们习性的根基、是我
们对他人与世界的行为与大体倾向的源泉。单凭意志一举祛除这些垢病，达到灵性圆满的顶峰，
几乎是不可能的。灵修的实用系统，必须从人性原材料著手，既不可只满足于对人类优秀典范的
推想，也不可强求成就却不给予实现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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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使他的教导立足于以下主旨: 以正确的方式，我们有能力改变自我。我们不会永远背著
那付积习的重担，反之，藉著自身的努力，必能摆脱这一切倾向，证得彻底的清净、自由。在正
见的背景之下，具备了适当的手段，我们能够大幅度地改变意识的活动，从自己内心那块似乎不
可变更的东西出发，塑造起新的状态。 
        这条道的第一步乃是净化品德，佛陀以遵守戒德即调控身语操行的一套戒律，作为重塑品德
的有效手段。换言之，以道德纪律意义上的戒德为手段，引生道德德性意义上的戒德。这种方式
的有效性来自于前述的戒德内外两层次的相互契合。由于内外领域相互关联，使得其中一方可成
为工具，给另一方造成深刻持久的变化。正如心态以身或语的作为对外表达自己，同样地，某种
行为的止持与作持能够反过来作用于心，改变心灵生活的基本倾向。如果说，为贪与嗔所主宰的
心态可以导致杀生、偷盗、说谎等行为，那么对杀生、偷盗、说谎的戒离，亦可以产生仁慈、知
足、诚实、真语等心理倾向。因此，道德纯净意义上的戒德，也许不是灵性修练的起点，但恪守
端正的操行原则可使之最终成就。 
        连接 sila 的这两个维度、并协调外在行为向内在纯净转译的媒介，乃是动机或者说意志
(cetana)。动机是每一个体验俱有的心理因素，与每一个意识活动普遍共存。正是这个因素使体验

有其目的性(teleological)，即指向某个目标，因为它的具体功能是引导它的相关诸要素达成某个
特定的目的。佛陀教导说，一切业 (kamma) ，本质上即为动机。因为动作本身，终究是动机透过

身、语、意三种行动之门的体现: “比丘们，我说动机即为业。因为动机既发，他藉著身、语、意
造业。” 
        动机决定著业的种类，由此给业赋予道德意义。不过，既然动机存在于每个意识状态，它本
身并无伦理特征。动机从某些称为根(mula)的别种心理因素得其特定的伦理品质，在主动的体验

情形下它总是与根共同升起。根在道德定性上有两种: 非善巧(akusala)与善巧(kusala)。非善巧根
为贪、嗔、痴，善巧根为非贪、非嗔、非痴。后几种虽然以负面形式表达，其意非仅是染垢素质

之无，还指相应的正面道德素质之有——它们分别是: 施予、慈爱、智慧。 
        当动机由贪、嗔、痴的非善巧根驱动时，它以恶行的形式——杀生、偷盗、私通、谎言、谗

言、谩骂、闲谈——突破身语之门而出。以这种方式，心理杂染的内在世界使时空延展的外在世
界阴暗化。然而，动机的污染倾向虽强大，并非不可逆转。非善巧的动机可以被善巧动机取代，
使精神生活的整体倾向接受根本性的逆转。动机的这种逆转，其发端乃是自愿持守属于一种正态

秩序的操行原则——即愿意戒恶修善。接下来，当有暴发为恶行倾向的动机被约束，代之以相反
的动机，代之以言行有德的意志时，一个逆转过程即已开始，坚持下去，可以使品性的道德基调

发生深远的转变。这是因为动机的诸种作用，非是把全力施行于当下活动，而且还对生起它们的
心流起著反推作用，引导那道心流转向它们本身的趣向: 非善巧的动机引向恶趣，善巧的动机引
向善趣。于是，每一次一个非善巧的动机被其相反的善巧动机所替代，从善的意志即被强化。 
        素质的替代过程，以不相容的心理素质不可能共存于同一个体验刹那的法则为构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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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藉著相关之根的效力达成转化。正如非善巧动机的升起必然带著非善巧根——贪、嗔、
痴——同样地，善巧动机也必然带著非贪、非嗔、非痴的善巧根。既然对立素质不可能同时存
在，善巧动机对非善巧动机的替代意味著善巧根与非善巧根的置换。善巧根性被涌现的动机不断
地唤起，便以其素质——施予、慈爱、智慧——“薰染”著心流; 这些素质随其力量的聚集而凸显

为个性的惯常习性。以此方式，善巧动机在种种场合下的重复，使得个性从原先道德上的易腐
性，转变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纯净，甚至对邪恶的诱惑亦能够安然远拒。 
        虽然动机或 cetana 是转变的主要工具，该意志本身却是无定性的，必须有具体的指南把它的
能量引向善的实现。从佛教观点来看，单有“善意”是远不充分的，因为动机虽然高尚，只要持者
的智力为痴迷的尘垢所遮蔽，可嘉的愿望总是有可能以愚昧甚至毁灭性的行动轨迹表达出来。这

种例子在过去已有太多，至今仍然令伦理泛论者[1]常年头痛。根据佛教的观点，意志的良善必须

转译成具体的行动轨迹[的良善]。它必须受端正操行之具体原则的统辖，这些原则在应用上虽然
灵活，却有其值得作为遵守原则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独立于任何历史上的文明与现存的价值系
统，完全是因为它们符合道德报应的普遍法则[=业力法则]，以及它们在修行道上的重要性，这条
无时相之道引导我们从苦与轮回世界中解脱。 
        为了引导意志追求善德，佛陀以明确的语言给出了道德修练的要素，我们必须完善它们，才
能够确保在觉悟道上获得进步。这些要素构成了八圣道中的三项戒德蕴: 正言、正业、正命。正
言指避免一切伤害性的言语——戒谎言、谗言、谩骂与闲谈; 行者的言谈必须永远真实、利于和
谐、温和、有意义。正业要求停止非善巧身行，即戒离偷盗、不当性事(这对比丘来说意味著非
独身，对居士意味著通奸及其它被禁止的关系); 行者必须常具同情、诚实、纯洁。正命要求避免
对其它有情造成伤害与痛苦的职业，如贩卖肉类、奴隶、武器、毒药与醉品; 圣弟子戒离这些有
害的生计，以和平正当的职业活命。 
        八圣道当中上述几支所蕴含的训练要素，同时既抑制著人类心智中低等、非圣、毁灭性的冲
动，也促进著一切超凡、纯净的行动。尽管以负面词性表达这些规则意欲排除的种种行为，在效
果上却是正面的，因为当它们被纳为行动指南时，激发健康心态的生长，后者终究体现为良善的
行动轨迹。在深度上，这些戒律直趋内心隐僻处，挫败非善巧动机的力量，把意志转引向善德的
成就。在广度上，它们延至人的动荡的社会生存，遏制著竞争、剥削、攫取、暴力、战争的潮
水。在心理维度上，它们赋予心灵健康; 在社会维度上，它们促进和平; 在灵性维度上，它们是成
就解脱道一切高等进阶的无可替代的基础。常规地受持与修习之下，它们制止一切以贪、嗔、痴
为根性的心态，促进以非贪、非嗔、非痴为根性的行为，引导人们度过施予、慈爱、智慧的一
生。 
        可见从佛教角度看，操行的具体规则，并非是良好意愿之外的多余附件，而是对正确行动

[正业]的必要指南。它们是修练的基本成分，当这些规则被意志力付诸实施时，即成为净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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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段。特别在禅定修持的背景下，戒律防止那些毁坏禅修目标的垢染业的发作。审慎服从操行
的既定规则，我们可以安保自己至少戒离了贪、嗔、痴的粗相表达，我们将无须面对逾越常规道
德所招致的自责、焦虑、不安等障碍。 
        如果我们回到前文中对佛教修持的大树比喻，把戒德作为根柢，操行原则即是根柢的生长土
壤。正如土壤包含著助树苗抽芽生长的养分，戒律也包含著灵性生活需要的清净与德性的滋养。
戒律所表达的，乃是阿罗汉的自发操行。对阿罗汉来说，操行是他的内在清净的自然流露。他的
一切行为依其本性无瑕无染。他的行动不可能以贪、嗔、痴、惧为动机——非是因为他被迫服从
规矩，而是藉著他的存在法则。 
        不过，凡夫对不道德行为是不能够免疫的。相反，由于非善巧根性继续固植于心的内在结

构，他时时朝著逾越道德的方向倾斜。他有可能杀生、偷盗、私通、说谎、饮酒等等; 没有对这

等行为的明确禁戒，他将时常屈服于此种倾向。因此，有必要为他提供一套建立在智慧与慈悲基
础上的伦理准则，藉此调御自己的行为，使之与解脱者的自然、自发行为和谐一致。 
        因此，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戒律远非是强加于行为的无端禁制。每一条戒律具体表达的，是
一种相应的心灵态度与精神原则，该原则以切实的行动模式，包裹著内在的一道清净之光。戒律
使不可见的清净态成为可见; 透过身与语的媒介，折射为诸项具体的操守规则，为我们所把握。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些规则所覆盖的种种情形之下时，把它们作为行动指南。我们使操行与戒
律和谐一致，藉此滋养我们修行的根柢——戒德。当戒德被牢固确立起来时，圣道的后继阶段将
依照修道的法则自然展开，在达到顶峰之际，成就圆满的智识与解脱的宁静。如世尊所说: 

 
比丘们，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无悔。”比丘们，
对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悔为法[自然法则]。  
无悔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愉悦。”比丘们，对无悔者，愉悦为法。  
愉悦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喜。”比丘们，对愉悦者，喜为法。  
喜者，无须作此思:“愿我身轻安。”比丘们，对喜者，身轻安为法。  
身轻安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乐。”比丘们，对身轻安者，乐为法。  
乐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定。”比丘们，对乐者，定为法。  
入定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如实知见。”比丘们，对入定者，如实知见为

法。  
如实知见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厌离。”比丘们，对如实知见者，厌离
为法。  
厌离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离欲。”比丘们，对厌离者，离欲为法。  
离欲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解脱知见。”比丘们，对离欲者，解脱知见

为法。  
如此，一阶流向续阶，一阶引生续阶之具足，为从此岸到达彼岸。 (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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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0:2) 
(本文来自原作者同名文集。)

注解 
[1]: 伦理泛论者(ethical generalist)的定义，据尊者对中译者的解释，是指“那些认为我们只要坚定承诺行事
有道德感即已足够，反对把该道德态度明确表达为具体操守规则者。” 

相关连接: 
        居士持戒文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wheel259.html#roots 
最近訂正 11-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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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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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Precepts 
by Ven. Bhikkhu Bo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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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依佛、法、僧三宝，是通向佛陀教导的门户。为了进入佛教，我们必须穿过这道门户，不
过一旦藉著三归依作了初步承诺，我们就有必要再进一步，把教导应用于实修。因为佛陀的教
导，并非是一套凭信仰即得救赎的系统。基本上 ，它是一条趋向涅槃灭苦之道。一开始，我们需
要一定程度的信念作为踏上此道的促因，但通往目标的进步主要有赖于我们自己在行道的每一进

阶中的精进与领悟。佛陀的教导把解脱的成就从一切外源上拿开，放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

必须以佛陀的教诫为指南，藉著修练自己，在内心亲证该目标。 
        佛陀指出的解脱之道，即是由戒德 (sīla)、定力 (samādhi)、智慧 (pañña)构成的三阶段修练。
这三阶的升起各自有赖于前一阶——定有赖于戒，慧有赖于定。可见，整条道的根基在于戒德的
训练。由于这正道初阶的作用如此关键，严肃的修行者对其基本意义与修持方式获得明确的了解
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增进了解，我们在此对 sīla即戒德的修持提供一份解说，特别著重其最基本
的形式——即五戒(pañcasīla)的修持。讨论将以如下分题进行: 一、戒德的基本意义; 二、五戒的
逐条解说; 三、八戒; 四、持戒的利益; 五、受戒; 六、破戒; 七、戒德的比喻。 
 
一、戒德的基本意义 
        戒德的巴利语 sīla 有三层意义: (1)内在善德，即拥有诸如仁慈、知足、简朴、真实、忍耐等
素养。(2)外在地表达这些内在德性的种种具德的身语行为[身业语业]。(3)为使身语行为与道德理
想达成一致而设计的支配身语行为的操行规则。这三个层次密切交织，在具体个例中不一定总能
够明确区分。不过，我们若是把它们分离开来看，则可以把内在德性之 sīla ，称为戒德的修练目
标，把清净的身语行为之 sīla ， 称为该目标的体现，把操行规则之 sīla ，称为实现该目标的系统

化手段。因此，作为内在德性的 sīla ，是透过改善我们的身语行为，使之与道德理想达成一致确
立起来的，而这个过程又是藉著对操行规则的奉行实现的，这些规则的用意，正是为了给道德理
想赋予具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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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经典上解释说，sīla 具有使我们的身语行为和谐化的特性。 Sīla 藉著使我们的行为与自
己的真正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与普遍法则相一致，达成这个和谐。违背 sīla 的行为导致以自
责、不安、悔恨为特征的一种自我分裂状态; 而对sīla 原则的持守则弥合该分裂，把我们内在的诸

根汇聚成平衡、集中的统一状态。 Sīla 亦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谐起来。无视伦理原则的行为导

致为竞争、剥削、侵犯所伤害的人际关系，而体现这些原则的行为则促进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

——和平、合作、相互尊重。由持戒达成的和谐不单止于社会层次，它还引导我们的行为与一项

更高的法则和谐一致——那就是行为与其果报的业力法则，该法则在无形中统治著有情生存的整
个世界。 
        为了使伦理美德内在化，成为修行道的根基，需要有一套戒律作为良好操行的标准规则。佛
陀的教导之中，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 (pañcasīla)，由以下五条训练规则构成: 
        (1)戒杀生的训练规则[学处]; 
        (2)戒不予而取的训练规则; 
        (3)戒不当性事的训练规则; 
        (4)戒谎言的训练规则; 
        (5)戒造成失慎的发酵与蒸馏醉品的训练规则。 
        这五条戒律是佛教居士应当遵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准则。它们几乎在每一次佛教活动与仪式
上，都会由比丘在三归依之后紧接著对居家人传授。它们也被精诚的佛教居士作为日常课诵每日
重复受持。 
        戒律在道德操行的修练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它们的用意是，透过细致的修持，成就意志与动

机的内在纯净，后者体现为良好的身语操行。因此戒律有一个同义词 sikkhāpada——“训练规

则”[学处]——它的字面[严格]意义是，“训练的要素”，那就是，道德纪律的一个训练要素。然而，
把伦理道德表达为操行规则的做法却遭到一种反对，后者体现了愈见流行的一种态度。由伦理泛
论者提出的这套反对的说法，质疑把伦理道德构建为具体规则的必要性。他们说，只要有良好的
愿望，让我们跟随自己直觉的对错感走就足够了。服从操行规则在最好的情形下是多此一举，在
更糟的情形下往往会导致禁锢式的道学观念与墨守成规的伦理系统。 
        佛教徒的答复是，伦理道德诚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任何一套规则，也不能等同于对规则的外在
服从，然而，戒律在帮助培育内在德性上仍有其价值。只有少数优秀者能够单凭意志改变他们的
生活内涵; 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以较慢的速度进步，依靠一系列立足的基石的帮助，逐步跨越贪、
嗔、痴的险流。如果说，作为佛教修道核心的自我转化过程以戒德作为开端，那么它的具体表现

就是在行动上服从五戒，要求我们以之作为自我转化的有效手段加以遵守。戒律并非是外来施加
的命令，而是每个人主动自愿地受持并 且努力自觉地理解与服从的修练原则。戒律的格式读来并
非是“你不可做这事或那事”; 它们读来是: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杀生”等等。此处侧重的，正如整
个修行道所侧重的，乃是自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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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律引导具德心性的形成，是藉著一个相反素质替换的过程进行的。戒律所禁止的诸种动作
[行为,业]——杀生、偷盗、通奸等等——都是由佛教术语中称为“杂染”( kilesā)的非善巧心理因素
所驱动的。藉著有意、自愿地从事这些行为，我们强化著杂染对心的紧攫，以至于它们成为我们

的主导习性。但是，当我们藉著持戒接受训练时，就对那些不善巧心理因素的流动加上了一个刹
止阀。就在那里，便发生了一个“因素置换”的过程，杂染藉此被善巧心态所替代，后者随著我们

的继续修练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自我转化的过程中，戒律借助另一个心理原则——重复深化律——发挥效应。尽管修
持开始时会激起内心的一些抵制，如果带著理解与决心一次次重复，它所唤起的素质将不可觉察
地进驻内心的结构。开始时我们一般都带著由不善巧情绪织就的负面态度; 不过，如果我们懂得
这些心态引生苦，懂得为了灭苦必须弃绝它们，那么我们将会有足够的动力，接受专门设计的对

治训练。这个训练以戒的外在持 守为发端，接下来透过定与慧[明辨]，把自我节制内在化。开始
持戒时也许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但逐渐地，戒律所代表的良好素养将积聚起力量，直到我们的
诸种动 作从其中流出，如泉水溢出一般自然平稳。 
        五戒的制定依照的是以自己为标准决定如何对他人行动的伦理推演。在巴利经文中，该原则

以词组 attānaṃ upamaṃ katvā  [以我作比] 表达，即“考虑自己与他人相似，他人与自己相似。” 它
的应用方式是作一个人己对换的简单设想。为了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动，我们以自己为标准，考
虑什么事会使自己愉快或痛苦。接著观想到他人与自己基本上类似，因此，对我们来说是愉快或
痛苦的事，也同样会使他人愉快或痛苦; 因此正如我们不欲他人对我们制造痛苦，我们也不应对

他们造成痛苦。佛陀解释说: 
        “对此事，圣弟子观想:‘在此，我好活命、不欲死亡，好喜乐、厌恶痛苦。假定某人夺取我的
生命，将是一件对我不乐不喜之事。若是我反过来夺取那位好活命、不欲死亡，好喜乐、厌恶痛
苦者的生命，将是一件对他不乐不喜之事。因为，那对我不乐不喜之状态，必定对他人亦不喜不
乐: 我如何能把那对我不亲爱不愉悦的状态加诸于人?’如此观想的结果，他本人戒离杀生，并且
鼓励他人戒离，并且赞扬戒离。”——增支部55.7 
        佛陀以这种推理方式，得出了前四戒。第五戒，戒醉品，表面上只与我自己有关，是我把什
么输入自己体内的问题。然而，由于此戒的违犯可以导致所有其它戒律的违犯，对他人造成更大
的伤害，它的社会影响比初见之下要深刻得多，因此就把它带入了上述同一种推理方式的应用范
围。 
        五戒中蕴涵的佛教伦理，有时被指责为完全的消极负面。有人批评说，这种道德观整个由戒
离构成，缺乏任何正面行为的理想标准。对这种批评，我们可以给出数种答复。首先必须指出，
佛陀制定的五戒乃至更长的戒律，并未覆盖他的整个伦理教说。戒律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训练准
则，然而佛陀还提出了明确教育正面美德的其它伦理准则。例如， 《大吉祥经》赞扬了恭敬、谦

卑、知足、感恩、忍耐、布施等美德。另有经文则针对社会安宁的巩固，提出了家庭、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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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方面的多样义务。这一切义务背后起支持作用的，是四种被称为“无量心”的态度——慈爱、
同情、随喜、舍离。 
        不过，回到五戒本身，我们必须对它们的负面格式说几句辩言。戒律之中的每一条道德准则

都包含著两个侧面——一个是负面，即戒离规则，另一个是正面，也就是必须培育的美德。这两
个侧面分别被称为止持(vāritta)与作持(cāritta)。因此第一戒以戒破坏生命为格式，它本身是一种
止持。但与之对应，在对本戒修持的描述中，我们也发现有一种作持，一种必须培育的正面素
养，那就是悲愍。因此经文中我们读到:“这位弟子戒杀生、离杖离剑而住、有良知、满怀同情、
愿一切有情得福利。”因此，对应于戒破坏生命的负面，存在著对一切众生长养慈悲同情的那个
正面。类似地，戒偷盗亦与诚实、知足互为对应; 戒不当性事，对居士来说与忠实婚姻成对，对

比丘来说与独身成对; 戒谎言与真语成对; 戒醉品与审慎成对。 
        尽管认识到这双重侧面的存在，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假若每一条道德原则有两个侧面，为

什么该戒的措辞只提戒离? 为什么我们不同时受持种种培育悲愍、诚实等正面美德的训练规则? 
        这个问题的解答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为了培育正面美德，我们必须从戒离与之对立的负面
素质出发。只要我们还允许杂染自由发展，正面素质的增长只会受矬、变形。我们不可能一边耽
溺杀生，一边修习慈悲，或者一边偷盗诈骗，一边培育诚实。只有当我们在戒离不善的方面确立
起根基，才可望成功地培育正面素质。净化戒德的过程好比在一块荒地上种植花圃。我们不能一
开始就撒种，然后期望丰收; 而是必须做除草、堆垅等较为沉闷的先行工作。只有在拔去杂草、
滋养土壤之后，我们才可以怀著花朵将能够健康成长的确信，播下种子。 
        戒律以节制性的负面格式制定的另一个理由是: 正面美德的培育是不能以条文形式规定的。
种种训练规则可以规定我们在外在行为上必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但只有励志的理想，而不是条
文，才能够主宰我们在内心培育什么。因此我们不可能受持一条永远对他人具有慈心的训练规

则。接受这样的一条规则，有可能自造挫折，导致内在冲突，因为我们的内在态度不是顺服到可
以被指令所决定的[1]。慈悲是我们在内心修练成就的果报，不是同意某条教诫就能够达成的。我
们所能做的，是受持一条戒破坏生命、戒伤害众生的教诫。接下来，最好是不造多少声势，我们

可以确立培育慈心的意愿，把精力用于慈心禅的修练。 
        有关戒律格式，还有必要说一句。尽管它的措辞是负面性的，即便以那种格式，戒律仍然对

他人与自身产生著巨大的正面利益。佛陀说，戒破坏生命者，施予无数众生无量的安全与保障。
单单持守一条戒律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此事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一些思考的。仅我一
人，永远不能够藉著任何正面的行动计划给予其它众生以无量的安全与保障。即使我去世界上所
有的屠宰场抗议，或者不停地游行反战，以这种行为我永远不能终止动物的屠杀，也不能保证战

争的终结。但是当我为自己受持那条破坏生命戒时，因为这条戒，我不有意破坏任何有情的生
命。因此任何众生在我面前可以有安全与保障感; 一切众生得到担保，不会从我处遭遇伤害。当
然即使这样，我永远不能保证众生绝对不受伤害与苦痛，但这已超越了人之所能。我的力量所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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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在我负责范围之内的，只能是我自己对他人发出的态度与行动。只要这些事为杀生戒所覆
盖，就没有任何众生需要在我的面前有威胁感，也无需惧怕伤害和苦痛将会来自我。 
        同样原理也适用于其它戒律。当我受持不予而取戒时，没有人有理由惧怕我会偷窃他们的所
有物; 一切众生的所有物从我处得到保障。当我受持不当性事戒时，没有人有理由惧怕我会试图

逾越与其妻的界限。当我受持谎言戒时，任何与我对话者可以相信他们将听闻真语; 甚至于性命
攸关的事，我的话仍然可信可靠。此外，因为我受持醉品戒，人们可以安心，因沉醉而招致的罪
行与错失永远不会为我所犯。以这种方式，藉着持守五戒，仅凭这五项沉默而有力的意志在内心
的确立，我就把无量的安全与保障施予了无数的众生。 
 
二、五戒 
        第一戒:  戒夺取生命。 
        五戒的第一戒，巴利文是: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英语是: I undertake 
the training rule to abstain from taking life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夺取生命。) 此处 pāṇā 一词意为有
息者，指一切有呼吸、有意识的生命。它包括动物、昆虫，也包括人，但不包括植物，因为后者
只有生命，无呼吸也无意识。“生命”(living being)一词是一个常规用语，一种习惯表达，意指严

格的哲学意义上的命根(jīvitindriya)。 Ātipātā一词的字面意义为击倒，因此是指杀死或破坏。因
此，本戒要求戒离(veramaṇī )夺取生命。尽管戒律的措词是禁止杀死，就其目的而言，也可以理
解为禁止伤害、致残、折磨。 
        巴利佛教注疏把夺取生命的动作[业]正式定义为:“夺取生命，是在一个生命存在、(违犯者)知
其为生命时的杀死意志，它透过身或语之门表达，所造成的行为[业]导致该生命的命根被斩断。” 
        该定义的第一个要点是，夺取生命的动作被定义为一个意志(cetanā,心意,动机,心的动作)。意
志是对业 (kamma,动作,行为)负责的心理因素; 其功能是激发整个心理机制，完成某个特定的目
的，此处指斩断一个生命的命根。把犯戒与意志等同，意味着杀业的终极责任者在于心，因为引
发该行为的意志乃是一个心理因素。身与语的功能仅是作为该动机之门户，也就是杀心达成其表
达的渠道。杀生被归为身业，因为它一般是藉著身体发生，但真正行使该杀死动作的是心，它以
身体作为工具实现其目的。 
        第二个注意的要点是，杀生不需要直接透过身体。夺取生命的意志也可以透过语言之门表
达。这意味著以言语、文字、姿势，对他人发出杀死的指令。一旦该指令达成其夺取某个生灵之
性命的用意时，下达指令者即对此业负责。 
        构成彻底违犯此戒的一个完整杀业包含了五要素: (1)一个生命[活的生灵]; (2)对该生命为生命
的认知; (3)杀死的想法或意志[杀心]; (4)相应的努力; (5)作为此业之后果的该生命的实际死亡。第
二要素确保只有当肇事者了解他作业的对象是一个生命时，才对杀死负责。因此假如我们踩到一
只自己未看见的昆虫上，则此戒未破，因为缺了对生命的认知或觉知这一条。第三要素确保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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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的。没有意志[动机]这个因素，就不算违犯，譬如我们原本只想用手赶开一只苍蝇时却把
它杀死的情形。第四要素坚持该业[动作]必须指向夺命。第五要素坚持此业的后果是该生命的死
亡。假若命根未被斩断，本戒即未全破，不过以任何方式伤害生命时，本戒的基本目的已被违

犯。 
        夺取生命，据其背后的动力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以对该业负责的主要杂染种类为区分标

准。诸种杀业可以起源于贪、嗔、痴这三种不善巧根性之任一。嗔连同痴，作为伴随着杀死动作
的直接因缘，起著根性的作用，因为驱动此业[动作]的力量是毁灭生命的冲动，那是一种嗔恨。
不过，三种不善根之任一都可作为杀业在某段时间内的强烈导因或者说决定性依持(upanissāya 
paccaya，近依缘)。尽管贪与嗔在同一刹那总是相互排斥，两者可在一段时间的不同刹那相互合
作，夺取生命。以贪为主要动力的杀生可见于为了获得个人的物质利益与地位、为了消除对个人
舒适与安全的威胁、或者为了打猎钓鱼等娱乐性目的而杀生的情形。为嗔所驱动的杀生可见于以
强烈的仇恨、冷酷或嫉妒为动机的恶性谋杀。为痴所推动的杀生可见于献牲祭神，杀牲者相信此
举的灵性利益，或者也可见于对异教徒的屠杀，行事者以之为宗教职责。 
        种种杀生行为依其失德的严重程度有所分别。并非一切情形应得同等的责咎。它们都属于不
善、破戒，但佛教经典中对不同种类杀生的失德严重程度作了区分。 
        首先是杀死有道德素养(guṇa,据作者,功德为其梵语的汉语音译)的生命与杀死无道德素养的生命
这两者的区别。实用上，前者指人，后者指动物，据认为，杀死一个同类的人比杀死一头动物，
在伦理上要严重得多。接下来，在每一个类别中再作区分。对动物来说，失德的严重程度据说与
动物的比例有关，杀死一头大型动物比杀死一头较小的动物在道义上更受谴责。决定失德严重程
度的其它相关因素还包括: 该动物有无主人、是家养还是野生、脾性温顺还是凶暴。失德程度在
上述三种情形下分别以前者为重，以后者为轻。对人来说，道德责咎程度有赖于被害者的个人素
质，杀死一位达到崇高灵性层次者或者一位于个人有恩者，比杀死一位灵性不发达或与个人无关
系者，更受谴责。被选为最有罪的三种情形是弑母、弑父、弑阿罗汉即一位彻底净化的圣人。 
        决定失德严重程度的另一个因素是行为的动机。这就导致了预谋杀人与冲动杀人的区别。前
者为冷血、蓄意、事先计划、为强烈的贪婪或仇恨所驱动。后者则事先未谋，比如某人在盛怒之
下或者在自卫过程中杀死他人。一般来说，蓄谋杀人被认为比冲动杀人更严重，嗔恨较之贪婪更
受责咎。假若存在酷刑或施虐的情形，则更增其失德的严重性。 
        衡量道德权重的因素还包括: 伴随该行为的杂染力度与执行时付出的精力，由于篇幅限制，
它们的作用在此不作完整讨论。 
 
第二戒: 戒不予而取 
        第二戒: Adinnād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不予而取。” 
Adinnā一词字面意思是“未予”，表明是他人的财产，那人对它行使合法[不应罚]、无咎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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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ndāraho anupavajjo)。因此假若所取的物件无主，则不犯戒，例如取木造火、捡石筑墙。再
者，对方必须合法、无咎地拥有该物件; 那就是，他对此物必须有法律上的权利，而且在使用上
必须无可责咎。后一句在某些情形下明显适用，例如某人取得一件物事的法律所有权，但系通过

不正当的途径获得、或者把它用于不道德的目的。在这些情形下，或许有从此人处夺走该物事的
正当依据，例如法律规定对某个犯了轻罪的人征收罚款，或者没收某人合法拥有但用来作破坏的
凶器。 
        不予而取的动作[业]被正式定义如下:“不予而取是认知一件物事为他人所有的情形下，对这件
合法、无咎地属于他人的物事的偷盗意志，该意志激发了取得该物事的行动。”与第一戒相同，
此处的违犯终究归结为一种意志。这个意志能够透过身与语发出动作，完成盗窃行为。因此无论

自己直接取得，还是间接地、藉着他人获取欲得之物件，都构成违犯。本戒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个
人财产不受他人不公正的夺取。其伦理效应是鼓励诚实与正命。 
        根据注疏，彻底破戒必须存在五要素: (1)一件合法、无咎地属于他人的物事; (2)知其属于他
人; (3)偷盗的想法或意志[盗心]; (4)获取该物事的行动; (5)该物事的实际获得。根据第二要素的推
断，我们若是误以为该物事属于自己，例如错认外观相似的大衣或雨伞等而拿取，则不存在违

犯。第三要素再次对意外获得提供保障。第五要素认为，该行为必须使物主失去该物事，才归入
违犯。物主不需要知道他的财产遗失了，只要该物事哪怕暂时被挪离他的控制范围。 
        不予而取可分为多种不同形式的违犯。我们可以提几种最主要的。一种是偷窃，也就是秘密
地、不为物主所知地不予而取，例如破门盗物、夜半盗窃银行、偷钱包等。另一种是抢劫，即凭
借武力的不予而取，或者从物主处夺走他的财物、或者利用威胁迫使他交出。第三种是诈骗，为

了获得他人财物而假称属己或谎骗。还有一种是造假，即利用欺骗手段剥夺某人的物事或金钱，
例如店主用假秤、又如造假币。 
        本戒的违犯不需要构成一件大罪。该戒内涵精细，可以有很多破戒的机会，其中一些看起来
微乎其微。例如，雇员拿走属于雇主的财物; 把无权拿走的小物品收进自己的口袋，以为公司不
会发现; 未经许可用他人的电话打长途，让别人付款; 携带物品过海关时为了逃税不予申报; 在被
付工资本该认真工作的情形下消极怠工; 迫使雇员做工却不付足工钱，等等。 
        不予而取依其根性，可以从贪或嗔出发，两者都与痴结合。以贪为动力偷盗的情形是很明显

的，但违戒也可以出自仇恨。以嗔为动力的偷窃例子是，某人剥夺他人一件物事，不是因为自己
想要，而是因为怨恨对方拥有，希望他因失去而痛苦。 
        诸种偷盗动作[业]的责咎程度，被认为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一是取走物事的价值，二是物
主的道德品质。偷盗一件昂贵物事的责咎，显然大于偷盗一件没有多少价值的物事。不过在价值

等同的情形下，该行为的责咎程度随著违犯行为所针对的个人仍有不同，从一个具有高度道德素
养者处、或者从个人的恩惠者处偷盗，较之从道德低下者或与对方无 个人关系者处偷盗，违犯性
严重得多。实际上，这个因素甚至可以比物品的金钱价值更重要。因此，假若某人从一位禅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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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走了他需要用来收集食物的僧钵，该行为的失德比从一位敲诈勒索者手中骗得数千元钱更严

重。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杂染的力量也决定了失德的严重程度，嗔恨被认为比贪婪更受责咎。 
 
第三戒: 戒感官之乐方面的不正操行 
        第三戒为: Kāmesu micchācār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感官
欲乐方面的不正操行。” Kāma一词广义上意味著感官之乐或感官欲望，但注疏中把它解释为性关
系(methunasamācāra)，这个解释也为经文所支持。 Micchācārā 意思是错误的行为模式。因此本
戒要求戒离不适当或者被禁止的性关系。 
        感官欲乐方面的不端操行被正式定义为:“透过身之门发生的性事意志，导致与一位被禁止的
伴侣发生违犯。”本定义的主要问题是: 谁当称为被禁止的伴侣? 对男子来说，经文上列出了二十
种女性为被禁止的伴侣。可将之归纳为三类: (1)受长辈或其它掌管者监护的女性，例如被父母、
兄姐、亲戚或整个家族所照顾的女孩; (2)被常规禁止的女性，那就是，受族系传统禁止的近亲、
发誓独身修行的尼众或其它女性、还有那些被当地法律禁止作为伴侣的女性; (3)与另一男子已婚
或订婚的女性，哪怕该婚约只是临时性的。对已婚女性来说，丈夫之外的任何男子都是被禁止的
伴侣。对所有女性来说，一位受传统或宗教戒律禁止的男性都不可作为伴侣。对男女双方来说，
任何暴力、强迫、胁迫的关系，无论凭藉 的是体力迫使还是心理压力，都可被视为犯戒，即使该

伴侣不属于被禁止的类别。不过鳏夫寡妇、离婚男女都可以选择再婚。 
        经文中提到了破坏本戒必须存在的四要素(1) 一位合乎上述定义的被禁止伴侣; (2)与那人性交
的想法或意志; (3)性交的行为; (4)性交的接受。这最后一个要素的加入是为了把那些不情愿但被
迫接受不当性关系者排除在违犯之外。 
        犯戒的道德权重取决于发动该行为的淫欲力度，以及被违犯者的道德素养。假若违犯的对象
是一位具有高度灵性素养者，假若违犯者淫欲强烈、并且使用了暴力，此事的责咎重于对方素质

不发达、违犯者欲望弱小、未施暴力的情形。最严重的违犯是乱伦与强暴一位阿罗汉(或女阿罗

汉)。破戒背后的根性总是贪与痴。 
 
第四戒: 戒谎言 
        第四戒为: Musāvād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谎言。”谎言被
定义为: “透过身或语之门的欺骗意志，它激发起身或语的努力，欺骗他人。”违犯必须理解成是
有意的。构成违戒的不是单单说不真之语，而是怀著以假充真的动机而说的不真之语。定义上
说，该意志激发起身或语的动作。用言辞欺骗是显而易见的，但身体也可以作为交流的工具——
书写、手语、姿势等——因此也可以用来欺骗他人。 
        谎言戒的违犯包含四要素:(1)一个不真的事态; (2)欺骗他人的意志; (3)以身或语表达该意志的
努力; (4) 错误印象对他人的传递。既然要求有动机，假若一个人不以欺骗他人为目的说假语，比
如信以为真地说假语，则此戒未破。不过，破戒不需要欺骗的实际造成; 把虚假的印象传递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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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足够了。只要表达了谎言，并且对方听懂了，即使他不相信，谎言戒仍然被违犯了。谎言
的动力可以是三种根性之任一: (1)由贪驱动的谎言，目的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或者提升自己或
亲近者的地位; (2)由嗔驱动的谎言，目的是为了破坏他人的福利、或者给他们带来伤害与苦痛; 
(3)还有一类严重性略低的谎言，主要由痴驱动，结合著恶性程度略低的贪或嗔，目的既不是为了
给自己带来利益，也不是为了伤害他人。例子是: 为了玩笑而说谎、为引人注意而夸张地叙述、
吹捧逢迎他人等等。 
        违犯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谎言的受者、谎言涉及的对象、谎言的动机。受者是指谎言被告
知的一方。该业失德的严重性与此受者的品德成比例，最受责咎的情形是对个人的恩惠者或者对

灵性发达者说谎。失德的严重性又根据谎言涉及的对象即谎言中伤目标的不同有所分别，它与后
者的灵性素质、他与说谎者的关系成比例，情形类似于谎言的受者。第三，谎言的严重性与其动

机有关，最严重的是恶意破坏他人福利的情形。最恶性的谎言是诬蔑佛陀或者阿罗汉、还有为了
增进个人的利益与地位而假称证得超人的精神果报。对比丘来说，这后一种违犯可以导致被逐出
僧团。 
 
第五戒: 戒致醉的饮料与药物 
        第五戒为: Surāmerayamajjapamad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

则，戒导致失慎的发酵与蒸馏醉品。” Meraya一词指经过发酵的酒类，surā 指 为了增加酒力与味
感而蒸馏过的酒类。Majja 一词指醉品，它与词语其余部分的关系，既可以是被 surāmeraya 所到
之处修饰，也可以作为一项附加。在前一种情形下，整个词语意味著经过发酵与蒸馏的酒类醉
品。假若戒律采用第二种读法，将会明确地包括非医用的致醉药物，例如鸦片、大麻、致幻药

等。但即使用第一种读法，本戒也透过其指导目的也就是防止醉品引起的失慎，间接地禁止这些
药物。 
        服用醉品被定义为: 导致服用蒸馏或发酵的醉品的身动作的意志。它只可以对本人实施(而不
是藉着命令他人)，并且只能透过身体之门。本戒的违犯要求存在四要素:(1)醉品; (2)服用的意志; 
(3)服用的动作; (4)醉品实被服下。破戒的动力是贪与痴的组合。失德的权重次序则未给出。出于
医疗原因服用含有酒精或致醉品的药物，则此戒未破。服用含有微量用以调味的酒精的食物也 未
破戒。 
        第五戒不同于前四戒处在于，前四戒直接涉及一个人与其它生命的关系，而本戒从外表看完
全只涉及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也就是与自己的身与心的关系。因此，虽然前四戒显然属于道德
范畴，可能有人会问，本戒是否真正具有伦理特性，抑或仅仅关乎卫生。回答是，它具有伦理
性，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与心做什么，能够对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服用醉品
能够影响一个人与他人的互动方式，导致所有五戒被破坏。在醉品的影响下，一个本来有自制的
人，可能变得失控、无慎，从事杀生、偷盗、通奸、说谎等。戒醉品的理由是，它对个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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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确立家庭与社会的福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本戒以此防范来自醉品的不幸果报: 失
财、争端与犯罪、身病、名誉招损、操行失去羞耻感、疏忽大意、疯癫。 
        必须强调，戒律所禁止的不单是沉醉，而是服用醉品这件事本身。虽然偶尔几次耽享也许不
会每次当即有害，醉品的诱惑性与成瘾性是众所周知的。对这种引诱的最大保障是完全戒离它
们。 
 
三、八戒 
        在五戒之上，佛教还为在家居士提供了一套更高层次的道德纪律，它由八戒构成(aṭṭhasīla)。
这八戒内容上并非与五戒完全不同，而是包含著五戒，但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更动。这个更动是在
第三戒，把戒不当性事改为戒一切性事。 因此八戒中的第三戒是: Abrahmacariy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一切性事。”在这五条基本戒律之外，另增三戒: 
        (6) Vikālabhoja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非时食。”非时指从中午至翌日天明。 
        (7) Nacca gīta vādita visūkhadassanā-mālā gandha vilepana dhāraṇamaṇḍana vibhūsan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舞蹈、歌唱、器乐、演艺、戴花环、涂香料、以化装品美化身体。” 
        (8) Uccāsayana mahāsaya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m samādiyāmi. 
        “我受持训练规则，戒高而奢侈的床与座。” 
        这些戒律的持守可以有两种形式——永久与暂时。永久持守者在两者中为数甚少，持戒者通
常是家庭责任业已完成，欲把余生用于精进修行、深化心智培养的长者们。即使那种情形也不普
遍。短期八戒通常为居士们在布萨日或者密集禅修期间持守。布萨日为阴历的新月和满月日，这

些日子被专门用来进行特别的宗教行持，该定制在古印度历史上早于佛教之前已经存在，为佛教
所吸收。这些日子里，佛教国家的居士们常常持守八戒，特别是当他们去寺院度过布萨日时。在
这些场合，八戒的持守时间为一天一夜。第二种情形是 在密集禅修期间，居士们全程持守八戒，
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两套不同的伦理准则，来自于佛教戒律的两个基本目的。一个是基本的伦理目的，它遏止直
接或间接地伤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这个目的由五戒覆盖，约束的是对他人导致痛苦的行为

[业]。在要求戒离这些非善巧行为的同时，五戒也保护自己不受其不良后果的回报——这些果报

有的在此生即刻可见、有的只有在未来生命中该业结果时才得显现。 
        佛教戒律修练的另一个目的与其说关乎伦理，不如说关乎灵性。它提供的是一个自我调御的
系统，它可以作为禅定修习的基础，实现更高的层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戒律起著某种禁欲的
功能，要求操行具备提升到高等觉知所必须的克己与出离。这个上升的过程——其顶峰即为涅
槃，从苦中的最终解脱——有赖于渴求的削弱与灭尽，正是渴求以欲望的多样分枝，构成了束缚

我们的主要力量。为了减少与克服渴求，有必要不仅节制破坏型的道德违犯，也必须节制那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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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无害但仍然给奴役我们的渴求提供出口的种种行为模式。 
        八戒中阐述的佛教行为准则，代表著戒律从初级层次朝第二个层次的过渡，那就是，从纯粹
的道德持守式的sīla，转向以解脱道的进步为目标的克己自修式的sīla。五戒在一定程度上也起著
这个功能，不过形式有限，不如八戒那么完整。在八戒当中，伦理准则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转

向对那些于社会并非有害、失德的欲望 的控制。修练的这一步延伸，主要是针对聚焦于身体和与
之相关的种种欲求。第三戒被改成戒一切性事，要求遏制性欲，后者并非被视为败德之邪恶，而
是被当作渴求的强烈表达，为了朝高等禅定层次进步，必须加以遏制。三条新戒律节制对食物、
娱乐、自我美化、身体舒适的关注。它们的持守对深度精神生活所必须之素养的生长——知足、
少欲、谦虚、简朴、出离——起著滋养的作用。随著这些素养的成熟，杂染被削弱，对止与观的
成就是一个助缘。 
 
四、戒德的利益 
        戒德对持戒者的利益可分为三类:(1)此生的利益; (2)来生的利益; (3)终极至善的利益。我们逐
一讨论如下。 
        1. 此生的利益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五戒的持守保护个人不与[世间]法律起冲突，至少可以免受戒律禁止之
业的现世惩罚。杀人、偷盗、通奸、作假证、醉后的不负责行为，都是受法律惩处的罪业， 受持
五戒者藉者避开这些业，即可免遭其带来的惩罚。 
        进一步的现世利益透过持戒自然增生。服从戒律有助于在智者与有德者当中确立起良好的名
誉。在一个更内向的层次上，它使人问心无愧。反复违犯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使不为人知，仍倾

向于制造良知上的扰乱——自责、不安、悔恨之苦。然而持戒则引生无悔，这股良知上的安宁
感，在我们回顾自己的行为，意识到它们善巧、善良时，可以转化为“无咎之
乐”(anavajjasukha)。这种良知上的清明还会滋长另一种利益——临终时的平静、无畏惧、无混
乱。临终时刻，我们一生中频繁造作之诸业将上升到心的表面层次，投射的形像如同屏幕上的图

画。如果不善巧业占据多数，其权重将成为主导，引生临终的恐惧，导致死亡时的混淆与痛苦。
但是，如果善巧业在一生中占据主导，情形则相反: 临终时，我们将能够平静安宁地死去。 
 
2. 来生的利益 
        根据佛陀的教导，我们下一个存在[来世]的重生模式取决于我们的业，即当下存在[此生]中 我
们所作的意志所支配的行为。主宰重生过程的大体原则是，非善巧业导致不良的重生，善巧业导

致良好的重生。具体地说，假若破坏五戒所积累的业力成为重生模式的决定性因缘，它将引向四
种恶趣的重生——地狱、饿鬼、动物界、阿修罗界。假若作为某个善业的果报，一个经常破坏五
戒者重生为人，那么当他的不善巧业异熟时，将导致他在人界的痛苦。该痛苦的形式与违犯的形
式相对应。杀生导致短命、盗窃导致失财、不当性事招致敌意、谎言导致被人欺骗与诬蔑、用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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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导致智力丧失。 
        另一方面，五戒的持守带来善巧业的积累，它们导致重生乐趣，即人界或天界。这种业，同
样地也在生命轨迹中异熟，所产生的良好果报与所戒的性质相一致。因此，戒杀生导致长寿、戒
偷盗致富、戒不当性事得人爱戴、戒谎言得良好信誉、戒醉品引生念住与智慧。 
 
3. 终极至善的利益 
        终极至善即是涅槃，从重生轮回之中的解脱，依照我们的灵性根器的成熟度，它可以在此生
或某个未来的生命中成就。涅槃的证得方式是修习解脱之道，即以戒德、定力、智慧为三阶段的
八圣道。这三阶段以戒德为根本，后者以五戒为开端。因此受持五戒可以理解为解脱道上的实际

起步与高等定慧成就的必要基础。 
        戒律在解脱道上以两种方式起著基础的作用。首先，持戒引生无悔的良知，这对修定极其重
要。如果行事时常违戒，我们的业倾向于生悔，坐下来禅定时悔意将涌上心的表层，造成躁动不
安与内疚感。但是，如果行为与戒律和谐一致，我们的心将充满著喜乐，怀着清明的良知，让定
力顺利地增长。持戒益于修定的第二种方式是:  它把我们从夹陷于种种不兼容动机之相互冲突的
危险当中救离;  这种冲突会破坏禅定的心态。止观禅修必须在杂染静止的情形下进行，但是当我
们在行动上有意破戒时，我们的诸业便从贪、嗔、痴的不善根性中涌现出来。造这种业时我们在
激发著杂染，一边在坐禅时试图克服它们。后果是，内在的冲突与不和谐在我们的存在核心制造
起分裂，妨碍禅定要求达到的心一境。 
        开始时，我们不能期望一举灭除所有细微形式的杂染。这些只能在以后更深的禅定阶段加以
对付。初始阶段我们必须停止杂染以粗糙的形式升起，这是由制止它们透过身语渠道的表达来实

现的。这种制止正是戒律的精髓。因此我们受持戒律，把它们作为一种精神修练的形式，一种封
锁杂染防止它们向外爆发的手段。当它们被封闭起来、当它们的外流被制止之后，我们接下来透
过定力与智慧的修习，可以致力拔除其根性。 
 
五、受戒 
        佛教传统承认三种不同的持戒方式。一种称为自然离(sampattavirati)，意谓藉著固有的良知
自然地戒离，这种良知或者来自内在敏锐的道德天性、或者来自教育与修练。第二种称为持戒离
(samādānavirati)，意谓这种戒离是藉著受戒，决意服从端正操行的指导规则的结果。第三种称为

正断离(samucchedavirati, 根绝性的戒离)，意谓这种对戒律禁止之违犯的戒离，是业已斩断引生违

犯之杂染的结果。 
        为了达到自我训练的目的，佛教强调第二种戒离形式。自然离本身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但
它不足以作为训练的基础，因为它预设强烈良知的存在，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非是一个现实。
为了培育抵制杂染潮升的心理力量，藉著有意识地发愿受戒并下决心认真持守，是极其重要的。 
        正式受五戒有两种方式，初受与再受，它们对应于归依的两种形式。初受戒紧接著初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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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仪式中，归依者从一位比丘处接受三归依后，接下来将是五戒的传授; 该比丘逐一念诵每
条戒律，居家人跟著重复。在没有比丘主持传授三归依与五戒的情形下，请求者带著强烈而专注
的决意，可以自己履行仪式，最好是在一尊佛像面前进行。比丘的在场不是必要的，但一般是人
们所期望的，它给予一种承传的连续感。 
        受戒并非是经历一番后即投入记忆储仓的一次性事件。反之，如同三归依，戒律应当重复受
持，最好成为日常习惯。这就是戒律的再受。正如佛弟子每日重复三归依以强化自己对法的承
诺，他也应当紧接著持诵五戒，表达自己在行为中体现法的决心。不过，戒德的修持不可混同于
仅仅在口头上背诵。持诵戒律有助于增强修持的意志，但在一切口头持诵之外，更重要的是戒律
必须应用于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相关情形之下。受戒好比购买火车票: 车票的购买许可我们上
车，但这件事本身并不把我们载往任何地方。同样地，正式受戒让我们得以开始修练，但在接受
之后，必须把戒律的内容转化为行动。 
        培育戒德的初心一旦形成，某些心理素质能够助我们保护戒行。其中之一为念住(sati)。念住
是觉知，是连续的专注、敏锐的观察。念住包涵著我们存在的一切侧面——我们的身体活动、感
受、 心态、思维对象。有了敏锐的念住，我们能够明确知晓自己正在做什么，是什么感受与心态

促使我们采纳某种行为轨迹，是什么思想构成了我们的动机。接下来，藉著这股念住，我们能够
避免不善巧、培育善巧。 
        助我们持戒的另一个因素是智慧(pañña)。戒律的修持不应作为对外在规则的盲目而教条的服
从，而应作为理智引导之下的完全自觉的过程。是智慧的诸因素赋予我们指引的理智。为了正确
地持戒，我们必须自己懂得哪类行为善巧、那类行为不善巧。我们还必须懂得其理由——为什么
它们善巧或不善巧，为什么一类必须追求、一类必须弃绝。智慧的深化使我们看见个人行为的根
性，即 作为业的出发点的心理因素，使我们看见其后果即对己对人造成的长远影响。智慧使我们

的视野扩大起来，不仅看见后果，也看见另类选择，以及在任何客观情形之下不同行为的轨迹。
它以此赋予我们对种种方案的知见与择善而就的领悟。 
        助我们持戒的第三个因素是精进(viriya)。端正操行的训练本质上是一种修心方式，因为是心
支配我们的行为。不过，没有精进、没有付出能量把心引向善巧渠道，心是不可能被调御的。精
进与念住、智慧一起使戒德逐步净化。藉著念住，我们了解自己的心态; 藉著智慧，我们确定这

些心态的倾向、品质、根性与后果; 接下来透过精进，我们弃绝非善巧，培育善巧。 
        助我们持戒的第四个因素是忍耐(khanti)。忍耐使我们安于他人的侮辱行为，不恼怒、不报

复。它还使我们安于不乐情形，无不满、无沮丧。它遏制我们的爱厌、约束我们不以贪求或暴力
性的回击破坏戒律。 
        最高形式的持戒——正断离——随著成为证法的圣者自动来临。当弟子达到入流(sotāpatti)即
圣者初阶时，他必然在至多七次生命之内彻底解脱。他不可能在觉悟进程中倒退。随著他证得入
流果，这位弟子获得被称为四入流分(sotāpattiyanga)的四种不褪素质。前三种素质是指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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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僧的不可动摇的确信。第四种素质是彻底净化的戒德。这位圣弟子已经彻底斩断破戒的驱动

性杂染，因此永不可能故意破坏五戒。他对戒律的持守已达到“不破不坏、无暇无疵、使解脱、
受智者赞扬、不被执取、助长正定。” 
 
六、破戒 
        受戒等于下一个决心，使生活与戒律和谐一致，它不等于保证自己永不破戒律。虽然我们下
了决心，但有时出于不慎或者受杂染影响的冲击，有可能行事与戒律相背离。因此就有了这种情
形下怎么办的问题。 
        有一件事是我们在破戒后不应当做的，那就是，让自己背负起内疚与自鄙。在我们达到解脱
的维度之前，杂染必然会时时地冒出来，激发不善巧的行为。负罪与自责的情绪不但无济于事，
而且只会因自厌的堆积使事情更糟。知耻感与道德上的审慎对持戒是极其重要的，但不要让它们

与盘旋的内疚缠绕在一起。 
        当违犯戒律的情形发生时，有数种补救的方式。比丘们违戒时为了还净而采取的方式是发

露。某些种类的戒律被触犯时，比丘只需对另一位比丘发露即可还净。也许在适当修改之后，同
样的步骤也可以为居士采纳，至少用于那些较为严重的违犯。因此，如果有若干居士精进修道，
其中一位违犯某戒，他可以把自己的错失对一位法友发露，或者，无他人时，他可以私下在一尊
佛像面前发露。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发露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赦免。[发露时]没有谁被这项失 
德所触犯，也没有谁在施予原宥。而且，发露并不取消该违犯所招致的业报。此业已被该事件造
成，假若得到机会，必然会结生果报。发露的根本目的是清除内心由破戒而背负的悔意。发露特
别有助于防止对错误的遮掩，后者是我执的一种微妙手段，用来维持对自我完美之幻想的骄傲。 
        另一种补救方式是重新受戒，在一位比丘或一尊佛像面前逐一重复戒律。重新受戒可以被第
三种方式强化，也就是，下决心未来不再重犯。实行这三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可以去做更多的善
行，以此善业补救破戒的不善业。业力倾向于结生应得的果报，假若这个倾向足够强，我们无法
遮住它。然而，业力果报的异熟不是一个严格的定数。错综复杂的业力倾向之间相互推拉。有的
业倾向于强化其它业的果报、有的倾向于弱化该果报、有的倾向于阻碍该果报。假若我们藉善行
积累起善业，这种净业可以抑制不善业，妨碍它结果。由于业力是一个活的、非机械性的过程，
因此不可能保证情形必然会如此这般，但这个过程的诸种倾向是可以被了解的。既然善业具有遮
蔽不善巧、阻碍其不良果报形成的倾向，那么克服破戒效应的一个增益力量，即是行持善 业。 
 
七、戒德的比喻 
        经文中以众多的比喻彰显戒德的品质，不过类似三归依，我们再次只略举数例。戒德被比作
清澈的泉水，因为它能够洗涤永不能为其它一切河水洗去的错业垢染。戒德好比檀香木，因为它
能够退解杂染的炽热，正如檀香木(根据古印度信仰)可用于退解体热。戒德又被比作宝石饰品，
因为它美饰佩戴者。它好比薰香，因为它释放出悦意的气息，那是有别于普通芳香、甚至可以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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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传送的“戒德之香”。它被比作月光，因为它凉却贪爱的狂热，如月光凉却日间的酷暑。戒德又
好比阶梯，因为它逐阶上升——升向来世重生善趣、升向高等层次的定力与智慧、升向神通力、
升向解脱的道与果、最后升向至高目标——涅槃的证得。 

(本文来自原作者文集《归依与受戒》。) 

 
中译注: 
[1]本句与英文原版略有不同,原因是尊者作了修改。笔者曾就本文向尊者请教,他在回函中说:「...... 
Instead I would say: "To accept such a rule for oneself can be self-defeating and may cause inner conflict, since 
our inner attitudes are simply not so docile that they can be determined by y commond[sic]." I would suggest 
translating from this revised version rather than from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wheel282.html#prec 
最近訂正 12-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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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的行持，是佛教修证当中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元素。其种种形式之总和，为实修佛
教提供了一个概要; 这表明佛教不是一个思想系统，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佛教的流
行观念常常把福德作为世俗福佑——健康、财富、长寿、美貌、友谊——的生产源泉来强
调。其结果是，福德行持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投资、一项以满足参与者的世俗欲望为回报的
宗教性风险贸易。虽然这种观念无疑包含著某些真实成分，但它的普及化已趋向于掩盖福
德在佛教修持中那个更重要的功能。从正确的角度看，福德乃是使精神生活达到和谐完整
的基本要素、是自我修养的手段、是禅修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石。 
        “福德储备”的积累，是证得佛教精神修持之一切果报的主要资粮，从即时即地的乐住
之境，到来世投生善趣，从禅定进展的初阶，到圣道四果的证得。福德的至上果报，即等
同于佛教禅修的最高成就——那就是，轮回枷锁的解脱与涅槃的实现，涅槃即是那超越了
无实质之现象世界的非缘起态。仅仅堆积福德，本身固然不足以保证该目标的成就。福德
只是资粮的一种，它必须借助另一种资粮的平衡，才有可能突破结缚达到终极自由。这另
一种资粮就是智[ñana] ，即透过直觉智眼对生存基本真相的洞见。 
        福德与智共同构成了行者追求解脱所必备的两组资粮，它们分别称为福德资粮
[puññasambhara]与智资粮[ñanasambhara]。每一种资粮对梵行成就各有其独特的贡献。福
德资粮有助于轮回轨迹的进步: 它带来的是，良好的重生、善知识指点修行的值遇、灵性
成长的机会、尊贵素质在个性中的涌现、以及高等成就所需之灵性根器的成熟。智资粮则

带来斩断轮回生存结缚的直接必要因素: 真相的洞见、觉悟、对诸现象本质如实无偏的全
知。 
        两组资粮之任一，在独立运作时不足以证得目标; 单独追求其一，则导致歧趋、片面
的发展，偏离佛陀教导的解脱直道。无智之福德引生愉快的果报与喜乐的重生，但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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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世俗秩序，进入出世之道。无福德因缘之智，则退化为干瘪的主智论、纯博学与学术

化，无力担负起把握非思考所及之实相的任务。不过，这两套资粮在精神生活中共同运作
时即获得功效，把行者推向高等成就。当这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琢磨、相互完善时，即是
在经历一个渐进的相互净化过程，在达到顶峰之际具足解脱者的两项禀赋——明察的智慧
与无瑕的操行，以佛陀的话来说，为“天神与人类中之最胜者” [明行悉具足,天人中最胜]。 
        不过，福德与智虽然地位协调，从灵性进展的角度来看，当以福德居先。原因是，内
在成长过程之中，福德的效力先行。如果说，智是解脱果报之花，信[saddha]是令那朵花从
中生显之种，那么福德就是土壤、水分、肥料的总合——也就是每一个生长阶段不可或缺
的养分。福德为智铺平道路，它在佛教修练系统内的地位，从智当中得到肯定。 
        之所以有此种次第结构，原因与佛教的实修亲证[noetic realization]之说密切相关。从
佛教角度来看，对灵性真相的全知，不是一个单单理性上作思考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上
作实践的问题。那就是说，它要求用我们自己的整个存在，去把握所求的真谛，并且内向
地应用此真谛，其方式之完全彻底，使得我们自身的存在，转化为我们立足之真谛的反射
与流露。换句话说，在修道的背景之下，真相的领悟，远非是一项零散知识的累积工作，
那些知识对公众开放、与主体无关; 反之，它是一个至深真相的揭示过程，这个真相直接
关乎我们的自身与世界; 它是一个把升起的领悟，融会到内在生活整个复合体的过程。故
此，我们以“实践”、“实现”等语汇，提示这个亲证过程所蕴涵的践行性背景。 
        为了在精神修持的每一个特定阶段以此等彻底的方式把握真相，我们的内在主调必须

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使之适合于接受真谛的某些新揭示。智慧与品德，虽不等同，至少
平行，在多数情形下，两者的成熟也具有某种微妙的平衡比例。我们只可能把握我们适于
把握的，而这种适合性主要取决于品德。对真相的实践性全知[existential comprehension]，
因此就成了一个内在价值、值得性、或者说福德的问题。使这种内在值得性生效的方式，
即是透过福德的行持，不仅指外在的作为，而且还必须得到正确的态度与心性的支持。这

是因为，对灵性秩序之真相的全知能力，总是与福德积累的储备与质量成比例。福德越
多、越精细，悟性的容量也就越广、越深。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通往圆满果证之每一进阶

的成熟，也以特别的力量作用于终极真相的把握。 
        终极真相，在佛陀的教导之中即为涅槃，或者说是非造作元素[asankhata dhatu]; 终极
真相的实现，即是涅槃的实现。涅槃是清净的圆满成就: 一切贪爱的摧毁、一切执取的断
灭、每一个自我肯定之冲动的废除。趋向涅槃的最后冲刺，属于智慧的职能，因为单有智
慧一项，足以担当起全知一切造作现象之无常、苦、非我本质，藉由厌离、洞见非造作的
任务，只有非造作才可能永远灭苦。不过，为了得此洞见，我们的内心必须净化到相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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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把握之真相的纯度，这就要求首先排除一切阻碍高等光明与智能显现的因素。涅槃乃是
离贪离垢的彻底清净，它的全知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确立起相应的清净才有可能。这是因
为，只有清净之心才能够穿透无明与杂染的迷雾，明辨涅槃的无垢清净，安住于超越了现

象行进之动乱的绝对独立。 
        我们的内在得此净化，乃是福德的作为。是福德在内心搜索粗相杂染、松懈不善根性
的紧攫、增强引生善巧与增益之心态的力量。以其累积的功力，为智慧最终洞见非造作提
供了基础。可以说，它是智慧从世俗层次上升到出世层次的燃料。正如升月火箭在初级诸

阶段获得的冲力使它在最后阶段得以突破地心引力，驶向月球，同样地，是福德赋予禅修
生活那股向前的冲力，推动慧根突破世俗秩序的引力，洞穿出世真相。 
        古代的佛教注疏者们从语源学角度把福德[puñña] 定义为“洗涤与净化心流者” 时
[santanam punati visodheti]，便著重指出了福德这个前行性的洗涤功能。福德的洗涤效力，
发生于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作者、净化目标与操作模式。净化的作者乃是心本身，
作为业力的来源与基质，它起著造作、构成的作用。如前所见，福德业即为善巧业，而业

终究归结为动机。因此，究其根本，福德业乃是由动机构成，是一种意志的造作，该意志
归属一个端正的秩序[puññabhisankhara，福行]。既然动机是心理活动，细审之下，这就意
味著福德也是心理活动。以行为模式为载体，其核心乃是某个意念的动作，心藉此集结起
它的组件，求达某个选定的目的。 
        这个发现警示我们，不要把佛教对福德修持的重视，误解为盲目服从戒规与仪轨的要
求。从佛教观点来看，任何福德业背后的主要工具乃是心。该事件本身，在其身或语的维

度上，主要作用是表达相应的意识状态[心所]，若非对福德业之本质与意义具有敏锐的觉

知，光凭外在的动作，并无洗涤价值。即便带著求取福德之见，遵守操行戒律、举行仪式
礼拜，这些造作的精神力量，也并非来自它们本身有什么神圣内涵，而是来自它们能够有
效地引导心理活动的续流朝著于灵性有益的方向发展。它们所起的功能，实际上是作为引
生善巧意识态的技能手段或者说方便设置。 
        机械地服从戒律规则，不予质疑地循照既定仪轨行使宗教职责，从佛教的观点看，远

非是救赎之道，实际上反构成障碍。它们正是第三种结缚[samyojana] ——“戒禁
取”[silabbataparamasa]的范例，是这些结缚把众生绑束于缘起之轮，我们必须断除它们才
能够最终进入解脱道。即使在受戒与顶礼等相对外在的福德业形式当中，念住与警觉也是
必要的; 两者对禅定与学法等主要为内在的福德业形式，则更有必要。 
        福德的净化对象也是心。只不过此处的考虑角度，非是从它作为业的造作来源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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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是从它作为心续流[cittasantana]的连续性。这是因为，从时序角度来看，心因其变

化活动，并无可认同为我的稳定实体，而是由分列的思维动作构成、相互间由因果关系的
精确法律串联起来的一个续流系列。每一个思维单元一闪而现，持续极为短暂的刹那，接
著消失，把它记录的印象存储交给下一单元。每一个系列成员对整个系列的全部内容，加
上它自己的新近修改，起著承接、保存、传递的作用，因此整个系列为其中每个成员的基
础。从那里，该系列维持著某种一致性，给分立的思维刹那的流动赋予一种连续性，尽管
它的构成具间断性。 
        根据佛教，这种思维的序流无始以来一直在继续著。为无明与渴求所推动，从一生到
一生，它一时以某种形式，一时又以别种形式出现。埋藏在心续流内部、贯穿于整个无始
旅程之中的，是一群特别致苦的破坏性的心理力量，称为“杂染”[kilesas]。这当中最主要者
为贪、嗔、痴三种非善巧根性; 从三者出发，涌现出诸如骄傲、成见、自私、嫉妒、昏
睡、掉举等该组的其余成员。未被激发时，这些杂染作为“随眠” [anusaya]即潜在倾向，沉
眠在心续流的底部。但是，当它们藉著外在感官刺激的冲力，或者自发的潜在增长，获得
足够力量时，便以“缠” [pariyutthana，偏执]的形式上升到意识的表面。这些“缠”以它们的
毒流污染著心，并且反作用于意识深层，强化著心续流底部的根性。假若继续聚集更大的
冲力，这些杂染有可能达到更危险的“违犯” [vitikkama]阶段，那时它们就爆发成违犯道德
基本原则、导致痛苦果报的身体或语言行动[业]。 
        所谓福德“清除与净化心续流”，是指它具有遏制杂染潮升的力量，杂染威胁著把心冲
向违犯业的危险深渊。只有智慧——圣道的出世智慧——才能够消灭潜伏层次的诸杂染，
这是欲断有生之结缚、证得解脱所必须的。不过，福德的修持对缓解杂染的缠力、为智慧
准备解脱的立足地，可以作莫大的贡献。智慧只可能作用于清净之心，而福德的积累使心
净化，为智慧提供了助缘。 
        当心被允许无拘无束地随其冲动奔流时，它将如一条湍急的河流，把底部积泊的污垢
——贪、嗔、痴及其衍生杂染——搅至表面即活跃的意识层次。假若耽溺其中，给这些杂

染以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它们将使善的潜力枯萎、使觉知之光晦暗、使慧根被扼制，直至
所余无几。福德业的行持，可作为抵制杂染态的升起、代之以善巧态的手段，藉此把心续

流净化到一定程度，为智慧灭弃杂染提供必要的力量储备。 
        福德对净化心续流的有效性，以其与若干心理法则的一致性为依据。这些法则共同构
成了使整个佛教精神修持具有效力的沉默的基石，下文仅作简述。 
        第一法则: 某一时刻只能发生一种意识状态; 这条法则看似平常，它与其它法则共同作
用时引生重要的后果。第二法则: 带著相反伦理素质的心态不可能共存。第三法则: 意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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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因素——感受、认知、意志、以及包括在“心理造作蕴”[行蕴]之中的其余状态——
必然带有等同于该意识态本身的伦理素质。 
        一个业力上活跃的意识态，不是完全善巧，就是完全非善巧，它不可能(根据第二法
则)包含两者。因此，某个善巧状态发生时，非善巧状态不可能同时发生。一个于灵性有益
的善巧意识态必然排除了每一个有害性的非善巧意识态以及后者所随带的一切非善巧素质

(第三法则)。因此，他在做一件福德业的刹那，该福德行为将自动地排除非善巧的意识、
动机与相关的杂染。起码在该刹那，意识将是清净的。福德业的频繁地造作，每一次都将
排除杂染在造作该业时升起的机会。 
        因此，福德业的行持总是诱导短暂的净化，这等事件的频繁行持则诱导出多次的短暂

净化。不过引生某些更持久的果报，则另须其它原则，即第四法则。 
        第四法则是，重复赋予力量。正如锻炼某块体肌，可以把它从孱弱无力的肌纤转化成
强大的力源，同样地，反复修练个人的心理素质，可以把它们从沉睡的士兵再造成无敌的
求道勇士。 
        自我转变构成了灵性生活的精髓，对这整个过程来说，重复乃是关键。正是重复使自
我转变成为可能。透过重复的力量，纯净、善巧素质——信念、能量、念住、定力、智慧
——的脆弱、柔软之苗，才可能壮大起来，在觉悟的追求中长出主宰性的五根[indriya]，
或者在拔除杂染的战役中，升起不屈的五力[bala]。藉著对恶潮的反复抵制，对善行的反复
作为，能够转魔成神，转罪犯为圣者。 
        如果说，是重复提供了自我转变的关键，那么可以说，是意志为重复提供了赖以发挥

效应的工具。意志对心续流施加著定向的力量，它从续流中升起，根据它自身的道德基
调，重导续流的方向。每一个意志的作用，随著它传入前涌的心续流而隐没，同时又把心
流推向自身的趣向。善巧的动机引导心流朝向善——清净、智慧、终极自由，非善巧的动

机则推动它朝向恶——杂染、无明、不可避免的绑缚。 
        每一个意志的发生，都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修改著心灵生活，无论多么轻

微，因此任何特定时刻人的总体品质，是积累于续流之中的诸动机的反射与揭示。 
        既然意志把整个心理流朝著它自己的方向推动，那么是意志必须以重复之力加以强
化。心理生活的改造，只有把意志朝善巧渠道引导转变，才有可能发生。对意志重新定向
的有效渠道乃是福德的行持。 
        当意志被引向培育福德时，它将自然地妨碍杂染的涌流，增进心续流中储存的尊贵品
质的陪伴。在后者的温和教化之下，清净的因素将从沉眠态觉醒，使它们的存在成为个性
的习惯倾向。一个专注布施的意志将引生仁慈与同情; 一个专注持戒的意志将引生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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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自制、真语、离醉; 一个专注修心的意志将引生平静与洞见。信念、崇敬、谦虚、
同情、勇气、舍离，将会增长。意识将修得宁静、轻安、柔韧、灵活、熟练。被这些善法
净化的意识将无碍地进步，经由定与慧的高等成就，达到精神修持的顶峰——涅槃。 
 (本文来自原作者文集《滋养根柢》。)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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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cca vata sankhara — "Impermanent, alas, are all 
formations!" — is the phrase used in Theravada 
Buddhist lands to announce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but I have not quoted this line here in order to begin 
an obituary. I do so simply to introduce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which is the word sankhara itself. 
Sometimes a single Pali word has such rich 
implications that merely to sit down and draw them 
out can shed as much light on the Buddha's teaching 
as a long expository article.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with the word sankhara. The word stands squarely at 
the heart of the Dhamma, and to trace its various 
strands of meaning is to get a glimpse into the 
Buddha's own vision of reality.

Anicca vata sankhara——“诸行无常!”——这

是上座部佛教国家通报亲人去世的用语; 不过

我在此引用这个偈句，非是作为讣告的开
端，仅是为了介绍本文的主题—— sankhara
(行)这个词本身。有时候，一个巴利单词具有
如此丰富的内涵，仅仅坐下把它们勾画出
来，对于阐明佛陀的教导，作用不亚于一篇
义理长文。Sankhara一词的确可当此说。该词

正居于佛法的核心，对其内涵的种种线索探
究一番，即是对佛陀本人的现实观作一管
窥。 

The word sankhara is derived from the prefix sam, 
meaning "together," joined to the noun kara, "doing, 
making." Sankharas are thus "co-doings," things that 
act in concert with other things, or things that are 
made by a combination of other things. Translators 
have rendered the wor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formations, confections, activities, processes, forces, 
compounds, compositions, fabrications, 
determinations, synergies, constructions. All are 
clumsy attempts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for which we have no exact 
parallel, and thus all English renderings are bound to 
be imprecise. I myself use "formations" and 
"volitional formations," aware this choice is as 

Sankhara一词来自前缀 sam 与名词 kara 的组

合; 前者意谓“共同”，后者意谓“做、造”。 诸
行因此就是“合造”，即与其它事物共同行动

的事物，或者被其它组合事物造作起来的事
物。对这个词的译法，衆译家已有种种表达: 
造作、合成、活动、过程、力量、化合、组

成、制造、决意、协同、构造。这都是为了
把握一个我们并无准确对应的哲学概念所作
的粗陋尝试，因此一切英译必然是不准确
的。我自己用的是 formations ( 造作)与 
volitional formations(有动机的造作/意志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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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ctive as any other. 作)，亦知其缺憾不少于任一别译。

However,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discover an 
exact English equivalent for sankhara, by exploring 
its actual usage we can still gain insight into how the 
word functions in the "thought world" of the 
Dhamma. In the suttas the word occurs in three 
major doctrinal contexts. One is in the twelvefold 
formul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paticca-
samuppada), where the sankharas are the second 
link in the series. They are said to be conditioned by 
ignorance and to function as a condition for 
consciousness. Putting together statements from 
various suttas, we can see that the sankharas are the 
kammically active volitions responsible for 
generating rebirth and thus for sustaining the onward 
movement of samsara, the round of birth and death. 
In this context sankhara is virtually synonymous 
with kamma, a word to which it is etymologically 
akin.

不过，虽不可能为sankhara找到一个确切对应

的英语词汇，透过对其用法的探讨，我们仍
然可对它在佛法“思维世界”中的功能获得领

悟。在经文中，该词出现于三类主要的教义

语境。一类是十二因缘的连锁公式，在其中 
sankhara(行/造作)居系列的第二位。经文中
说，它们以无明为缘，又作为意识的缘。把
诸经中有关句子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见，
诸行乃是负责造作重生、从而维持生死轮回
继续运行的有业力活性的意志。在这个语境
当中，诸行与语源学上一个相近的词kamma
(业) 基本上同义。

The suttas distinguish the sankharas active in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to three types: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gain, the sankharas are divided 
into the meritorious, demeritorious, and 
"imperturbable," i.e., the volitions present in the four 
formless meditations. When ignorance and craving 
underlie our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ur volitional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become forces 
with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results, and of the 
results they produce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renewal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ollowing 
death. It is the sankharas, propped up by ignorance 
and fueled by craving, that drive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nward to a new mode of rebirth, and 
exactly where consciousness becomes established is 
determined by the kammic character of the 
sankharas. If one engages in meritorious deeds, the 
sankharas or volitional formation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a happy sphere of rebirth. If 
one engages in demeritorious deeds, the sankhara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a miserable 
rebirth. And if one masters the formless meditations, 

经文中把作用于十二因缘的诸行分为三类: 
身、语、意。诸行又被分为福行、非福行、
以及“不可扰动” —— 即四类无色界禅定中的
存在意志。当无明与渴求主宰我们的意识流
时，我们身、语、意的有动机行为，便成为

造作果报的力量，在它们産生的果报之中，
最重要的是死后该意识流的更新。以无明为

促进，以渴求为燃料，是诸行推动著意识

流，朝下一个重生模式行进，并且，意识的
具体立足点，取决于诸行的业力性质。假若
某人行福德事，那麽该行或者说“有动机的造
作”将会把意识推向喜乐的重生域界。假若某
人行损福德事，则将把意识推向痛苦的重
生。假若他掌握了无色界禅定，这些“不可扰

动”的诸行将推动他的意识流重生于无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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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mperturbable" sankharas will propel 
consciousness toward rebirth in the formless realms.
A second major domain where the word sankharas 
applies is among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fourth 
aggregate is the sankhara-khandha,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e texts define the sankhara-
khandha as the six classes of volition (cha 
cetanakaya): volition regarding forms, sounds, 
smells, tastes, tactile objects, and ideas. Though 
these sankharas correspond closely to those in the 
formul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the two are not in 
all respects the same, for the sankhara-khandha has 
a wider range.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mprises all kinds of volition. It 
includes not merely those that are kammically 
potent, but also those that are kammic results and 
those that are kammically inoperative. In the later 
Pali literature the sankhara-khandha becomes an 
umbrella category for all the factors of mind except 
feeling and perception, which are assigned to 
aggregates of their own. Thus the sankhara-khandha 
comes to include such ethically variable factors as 
contact, attention, thought, and energy; such 
wholesome factors as generosity, kindness, and 
wisdom; and such unwholesome factors as greed, 
hatred, and delusion. Since all these factors arise in 
conjunction with volition and participate in 
volitional activity,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ers 
decided that the most fitting place to assign them is 
the aggregate of volitional formations.

“诸行”一词的第二个主要应用领域，是作为

五蕴之一。第四蕴即为行蕴(sankhara-
khandha)，也就是有动机的造作的聚集体。经

典上把行蕴定义为六类动机(cha cetanakaya): 
即与色、声、香、味、触、法相关的动机。
尽管这些“行”与十二因缘公式中的“行”密切对

应，两者并非处处等同，因为行蕴的范畴更
为广泛。有动机的造作蕴[行蕴]涵摄一切动机
种类。不仅包括业力上有活性的造作，也包
括造作的业果，还包括那些与业力无关的造
作。在后来的巴利文献中，行蕴成为一个覆
盖了除受蕴与想蕴之外的一切心理素质的类
别，前两项各具独立的蕴。于是行蕴这个词

便涵摄著诸如接触、专注、思维、能量等伦

理上中性的素质，诸如慷慨、仁慈、智慧等
善巧的素质，以及诸如贪、嗔、痴等非善巧
的素质。既然这一切素质随著动机共同升
起，并且参与动机的活动，早期佛教导师们

认为它们最适合归类于有动机的造作。

The third major domain in which the word sankhara 
occurs is as a designation for all conditioned things. 
In this context the word has a passive derivation, 
denoting whatever is formed by a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hatever is conditioned, constructed, or 
compounded. In this sense it might be rendered 
simply "formations," without the qualifying 
adjective. As bare formations, sankharas include all 
five aggregates, not just the fourth. The term also 
includes external objects and situations such as 
mountains, fields, and forests; towns and cities; food 
and drink; jewelry, cars, and computers.

“行”的第三个主要语境，是作为一切有为[缘
起的]事物的统称。在这个语境当中，该词有
了一种派生的被动性，指凡是因缘造作的事
物， 凡是有为的、被造作的、被合成的。在
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把它只译成不带限制
性形容词的“造作”。作为广义的造作， 诸行
不仅是第四蕴，而且包括了所有五蕴。该词

还包括诸如山、地、林; 城镇; 饮食; 珠宝、车

辆、电脑等外在的客体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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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that sankharas can include both active 
forces and the things produced by them is highly 
significant and secures for the term its role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Buddha's philosophical vision. 
For what the Buddha emphasizes is that the 
sankharas in the two active senses — the volitional 
formations operative in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kammic volitions in the fourth aggregate — 
construct the sankharas in the passive sense: "They 
construct the conditioned; therefore they are called 
volitional formations. And what are the conditioned 
things they construct? They construct the body,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y are called volitional 
formations" (SN XXII.79).

诸行既可包括主动的力量，也包括由它们産
生的事物，这个意义的重要性，确立了它在
佛陀的哲学观中的奠基石作用。这是因为，
佛陀强调的是，两种主动意义上的诸行——
即十二因缘中的有动机的造作，以及第四蕴

的业力动机——造就了被动意义上的诸行: 
“它们造作有为的，因此被称为有动机的造
作。它们造作的有为事物是什麽? 它们造作
色、受、想、行、识; 因此它们被称为有动机
的造作。”(SN XXII.79)

Though external inanimate things may arise from 
purely physical causes, the sankharas that make up 
our personal being — the five aggregates — are all 
products of the kammically active sankharas that we 
engaged in our previous lives. In the present life as 
well the five aggregates are constantly being 
maintained, refurbished, and extended by the 
volitional activity we engage in now, which again 
becomes a condition for future existence. Thus, the 
Buddha teaches, it was our own kammically 
formative sankharas that built up our present edifice 
of personal being, and it is our present formative 
sankharas that are now building up the edifices of 
personal being we will inhabit in our future lives. 
These edifices consist of nothing other than 
sankharas as conditioned things, the conditioned 
formations comprised in the five aggregates.

尽管外在的无活性的事物可以纯粹从物理因
缘中升起，构成我们个人存在的诸行 ——五
蕴——则完全是我们在宿世生命中所作的具
有业力活性的造作産物。此生的五蕴也同样

地被我们当下所作的有动机的活动不断地维

持、替补、延续，这些活动再复成为将来的
存在之缘。因此佛陀教导说，是我们自己的
业力形成的诸行，建筑了我们当前个人存在
的结构，是我们当下的诸行，正在建造我们

未来生命中将进住的个人存在的结构。这些
结构由有为的诸行组成，也就是，由有为的
造作形成的五蕴。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BodhiAnicca.htm (4 of 7) [12/31/2010 10:52:56 PM]



行无常诸-菩提尊者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to understand about 
sankharas, as conditioned formations, is that they 
are all impermanent: "Impermanent, alas, are 
formations." They are impermanent 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n their gross manifestations they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but even more pointedly 
because at the subtle, subliminal level they are 
constantly undergoing rise and fall, forever coming 
into being and then, in a split second, breaking up 
and perishing: "Their very nature is to arise and 
vanish." For this reason the Buddha declares that all 
sankharas are suffering (sabbe sankhara dukkha) — 
suffering, however, not because they are all actually 
painful and stressful, but because they are stamped 
with the mark of transience. "Having arisen they 
then cease," and because they all cease they cannot 
provide stable happiness and security.

以有为的造作来理解诸行，其中最重要的事
实是，它们无一持久: 所谓“诸行无常”。在意
义上，无常不仅指诸行的那些粗糙形体终究
完结，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微妙、精深的层

次上，连续不停地升起、落下，永远出生，
又在转瞬间败坏、消失: 所谓“是生灭法”。因
此，佛陀宣称诸“行”皆苦(sabbe sankhara 
dukkha)。不过，这并非是因为它们本身痛
苦、紧张，而是因为它们具有不持久的特
征，所谓“生灭灭已”; 由于它们都趋向止息，
因此不能够提供安稳的幸福。

To win complete release from suffering — not only 
from experiencing suffering, but from the 
unsatisfactoriness intrinsic to all conditioned 
existence — we must gain release from sankharas. 
And what lies beyond the sankharas is that which is 
not constructed, not put together, not compounded. 
This is Nibbana, accordingly called the 
Unconditioned — asankhata —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sankhata, a word which is the passive participle 
corresponding to sankhara. Nibbana is called the 
Unconditioned precisely because it's a state that is 
neither itself a sankhara nor constructed by 
sankharas; a state described as visankhara, "devoid 
of formations," and as sabbasankhara-samatha, "the 
stilling of all formations."

为了从苦中彻底解脱——不仅从苦的体验，
而且从一切有为存在的不满意属性中解脱
——我们必须从诸行中解脱。诸行之外者，
是那非构造、非组建与非合成。这就是涅
槃，相应地又称“非行” (asankharas)，它与
sankhata(被造作)——诸行的被动分词——意
义相反。涅槃之所以被称为非行，正是因为

这个状态本身既非是一种“行”，也非由“行”造
成; 它被描述为“离行”( visankharas)，又被描
述为“一切行的寂止”( sabbasankhara-
sam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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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when we put the word sankhara under our 
microscope, we see compressed within it the entire 
worldview of the Dhamma. The active sankharas 
consisting in kammically active volitions perpetually 
create the sankhara of the five aggregates that 
constitute our being. As long as we continue to 
identify with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work of 
ignorance) and to seek enjoyment in them (the work 
of craving), we go on spewing out the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at build up future combinations of 
aggregates. Just that is the nature of samsara: an 
unbroken procession of empty but efficient 
sankharas producing still other sankharas, riding up 
in fresh waves with each new birth, swelling to a 
crest, and then crashing down into old age, illness, 
and death. Yet on it goes, shrouded in the delusion 
that we're really in control, sustained by an ever-
tantalizing, ever receding hope of final satisfaction.

因此，当我们把sankhara一词置于显微镜下观

察时，便在其中窥见了整个佛法世界观的压

缩版。主动的“行”藉著业力上活跃的动机，
持久地制造、构建著我们存在的五蕴。只要
我们继续认同五蕴(此为无明的作用)，在其中
寻求享乐(此为渴求的作用)，我们就继续喷放
有动机的造作(诸行)，建筑起未来的诸蕴组

合。那正是轮回的本质: 空洞而有效的诸行连

续推进，制造出更多的行，随著每一次新
生，堆聚起新的波动，上升至顶峰后倾颓，
又成为旧式的老、病、死。然而它继续著，
被一团我自掌控的痴迷所笼罩，为一股对终

极满足的冀望所维持，该冀望永具诱惑，永
见退却。

When, however, we take up the practice of the 
Dhamma, we apply a brake to this relentless 
generation of sankharas. We learn to see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ankharas, of our own five aggregates: 
as unstable, conditioned processes rolling on with no 
one in charge. Thereby we switch off the engine 
driven by ignorance and craving, and the process of 
kammic construction, the production of active 
sankharas, is effectively deconstructed. By putting 
an end to the constructing of conditioned reality, we 
open the door to what is ever-present but not 
constructed, not conditioned: the asankhata-dhatu, 
the unconditioned element. This is Nibbana, the 
Deathless, the stilling of volitional activities, the 
final liberation from all conditioned formations and 
thus from impermanence and death. Therefore our 
verse concludes: "The subsiding of formations is 
blissful!"

不过，当我们开始修习佛法时，诸行的这场

不屈不挠的生産就被缓止下来。我们学会看
见诸行的真相，看见我们自己的五蕴: 它们是
不稳定、有为的过程，无人主宰地滚动著。
因此，我们关闭被无明与渴求所驱动的引
擎，中止业力的筑造，那麽诸行的主动生
産，就被有效地卸除了。藉著对有为现实的
造作的终止，我们打开了通往无时相、但非
是造作有为的非行元素(asankhata-dhatu) : 
即，非缘起元素。这就是涅槃、不死、意志
活动的止息、从一切缘起造作也就是从无常
与死亡中的最后解脱。因此我们的偈句末尾
如此结束:“寂灭为乐!”

译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此偈为帝释天王在佛陀般涅槃之际所诵，见于
《大般涅槃经》等。 常在南传佛国葬礼上持诵， 首句亦 为讣告之发端语。 现代语中译为: “一切造作无
常啊，生灭是其法则。既已升起，必然灭去，它们的止息是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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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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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all the major religions of the world must 
respond to a double challenge. On one side is the 
challenge of secularism, a trend which has swept 
across the globe, battering against the most ancient 
strongholds of the sacred and turning all man's 
movements toward the Beyond into a forlorn 
gesture, poignant but devoid of sense.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meeting of the great religions with each 
other. As the most far-flung nations and cultures 
merge into a single global communit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umankind's spiritual quest have 
been brought together in an encounter of 
unprecedented intimacy, an encounter so close that it 
leaves no room for retreat. Thu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each major religion faces, in the amphitheater 
of world opinion, all the other religions of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vast numbers of people who regard all 
claims to possess the Great Answer with a skeptical 
frown or an indifferent yawn.

当前，世界上的诸大宗教都必须对一项双重
挑战作出回应。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挑
战。这股潮流已横扫全球，冲击着神圣信念
[1]的亘古堡垒，把人类一切朝向超世的冲
动，沦变为一场感人而无谓的悲凉作态。另
一方面，是诸大宗教的相互交会。随着地理
遥远的国度与文化融合为同一个全球社区，
人类的精神追求的代表者们，在一场前所未
有的近距离接触中被带到了一起，接触之紧

密，使得人们已无后撤的余地。于是，每一
个主要宗教，在世界观的圆型竞技场中，同
时面对着地球上所有的其它宗教，也面对着
以怀疑的蹙眉与漠然的哈欠，回应超世解悟
之一切持称的芸芸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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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ituation, any religion which is to emerge as 
more than a relic from humanity's adolescence must 
be able to deal, in a convincing and meaningful 
manner, with both sides of the challenge. On the one 
hand it must contain the swelling tide of secularism, 
by keeping alive the intuition that no amount of 
technological mastery over external nature, no 
degree of proficiency in providing for humanity's 
mundane needs, can bring complete repose to the 
human spirit, can still the thirst for a truth and value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contingency. On 
the other hand, each religion must find some way of 
disentangling the conflicting claims that all religions 
make to understand our plac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and to hold the key to our salvation.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its own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 religion must be able to address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own tenets and those 
of other creeds, doing so in a manner that is at once 
honest yet humble, perspicacious yet unimposing.

在此情形之下，任何一个层次上高于人类早
期遗俗的宗教，都必须能够以一种既令人信
服又富有意义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的双重
侧面。一方面，它必须藉使那股直觉保持活
力，遏制世俗主义的潮涨，也就是: 无论多少
对外在自然的技术性掌控，无论多少对世俗
需求的精良供给，都不能给人类的心灵带来
彻底的宁静，都不能平息对一种超越偶然性
范围之真谛与价值的渴求。另一方面，各个
宗教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拆解诸教皆持的
抵牾指称，即本教懂得我们在宇宙大局中的
位置并拥有救赎之钥。一个宗教在忠实自身
之根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能够阐明本门旨趣
与别教的突出歧异，阐明的方式必须同时既
坦诚又谦和，既明察又不强加。

In this brief essay I wish to sketch the outline of an 
appropriate Buddhist response to the second 
challenge. Since Buddhism has always professed to 
offer a "middle way" in resolv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spiritual life, we may find 
that the key to our present problematic also lies in 
discovering the response that best exemplifies the 
middle way. As has often been noted, the middle 
way is not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extremes but a 
way that rises above them, avoiding the pitfalls into 
which they lead. Therefore, in seeking the proper 
Buddhis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the diversity of 
creeds, we might begin by pinpointing the extremes 
which the middle way must avoid.

在本篇短文中，我打算概述佛教徒对第二种
挑战的适当回应。由于佛教在解决精神生活
的思想、伦理矛盾时一贯主张“中道”，我们

也许会发现，当下问题的解决关键，也有赖

于找到最能够体现中道的回复。正如常为人
们指出的那样，中道并非是两个极端间的折
衷，而是超越两者、避开两者所趋之困境的
方式。因此，就教义的多元性问题探索正确
的佛教回应时，我们一开始不妨指明中道必
须避开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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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xtreme is a retreat into fundamentalism, 
the adoption of an aggressive affirmation of one's 
own beliefs coupled with a proselytizing zeal toward 
those who still stand outside the chosen circle of 
one's co-religionists. While thi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has assumed alarming 
proportions in the folds of the great monotheistic 
religion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t is not one toward 
which Buddhism has a ready affinity, for the ethical 
guidelines of the Dhamma naturally tend to foster an 
attitude of benign tolerance toward other religions 
and their followers. Though there is no guarantee 
against the rise of a militant fundamentalism from 
within Buddhism's own ranks, the Buddha's 
teachings can offer no sanctification, not even a 
remote one, for such a malignant development.

第一个极端是朝向原教旨主义的退却，采取
的态度是对自身信仰的激烈肯定，结合着对

仍位于同道圈外者的傳教狂热。对多元性挑
战的这种回应，虽然在诸大单神宗教即基督
教与伊斯兰教之中已达到示警的比例，对于
这个极端，佛教是不具备现成亲和力的，因
为佛法的伦理准则自然地倾向对其它宗教及
其追随者培育良性的宽容态度。虽不能保证

佛教自身的教众中不会产生一种好战的原教
旨主义，佛陀的教言对这样的恶性发展，不
能够提供任何支持依据，甚至连边也够不
上。

For Buddhists the more alluring alternative is the 
second extreme. This extreme, which purchases 
tolerance at the price of integrity, might be called the 
thesis of spiritual universalism: the view that all the 
great religions, at their core, espouse essentially the 
same truth, clothed merely in different modes of 
expression. Such a thesis could not, of course, be 
maintained in regard to the formal creeds of the 
major religions, which differ so widely that it would 
require a strenuous exercise in word-twisting to 
bring them into accord. The universalist position is 
arrived at instead by an indirect route. Its advocates 
argue that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utward 
face of a religion — its explicit beliefs and exoteric 
practices — and its inner nucleus of experiential 
re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distinction, they then 
insist, we will find that beneath the markedly 
different outward faces of the great religions, at their 
heart — in respect of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from 
which they emerge and the ultimate goal to which 
they lead — they are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Thus 
the major religions differ simp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different means, different expedients, to the same 
liberative experience, which may be indiscriminately 
designated "enlightenment," or "redemption," or 
"God-realization," since these different terms merely 
highligh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goal. As the 

对佛教徒来说，更具诱惑力的是第二种极
端。这个以正直为代价购买宽容的极端，或
者可称为灵性普遍论: 认为诸大宗教的核心基
本上拥护的是同一个真理，只不过为不同的
表达模式所包裹。当然这种论说不可能依靠
各大宗教的正式教义来维持，其旨趣如此歧
异，须得下一番大功夫扭曲文字，才能够把
它们整束一致。普遍论者的立场改由一条间

接的途径得出。它的主张者们论辩说，我们

必须把宗教的外在表面——它的具体信条与
外在持守——与其内在的体验核心区别开
来。在这个区别的基础上，他们接着坚持
说，我们将会发现各大宗教在迥异的外表之
下，其核心——也就是引生宗教的灵性体验

与其指向之目标——实质上是等同的。因
此，诸大宗教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达到
同一种解脱体验的不同手段、不同方便，而
这个解脱体验则可以不加区别地称为“开
悟”、“救赎”、或者“神的实现”，因为这些异
称仅是在显示那同一目标的不同侧面。有道
是: 条条蹊路通山顶，山顶月色同一景。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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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maxim puts it: the roads up the mountain are 
many, but the moonlight at the top is on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Buddha Dhamma is only one 
more variant on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underlying all the mature expressions of man's 
spiritual quest. It may stand out by its elegant 
simplicity, its clarity and directness; but a unique 
and unrepeated revelation of truth it harbors not.

个观点，佛法只不过是人类精神追求之一切
成熟表达所共同蕴涵的“长青哲学”的另一变

异。也许它以简洁、清晰、直接而出类拔
萃，然而它所揭示的真谛却并非独一无二、
未见重复。

On first consideration the adoption of such a view 
may seem to be an indispensable stepping-stone to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to insist that doctrinal 
differences are not merely verbal but real and 
important may appear to border on bigotry. Thus 
those who embrace Buddhism in reaction against the 
doctrinaire narrowness of the monotheistic religions 
may find in such a view — so soft and 
accommodating — a welcome respite from the 
insistence on privileged access to truth typical of 
those religions. However, an unbiased study of the 
Buddha's own discourses would show quite plainly 
that the universalist thesis does no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the Awakened One himself. To the 
contrary, the Buddha repeatedly proclaims that the 
path to the supreme goal of the holy life is made 
known only in his own teaching, and therefore that 
the attainment of that goal — final 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 can be achieved only from within his 
own dispensation. The best known instance of this 
claim is the Buddha's assertion, on the eve of his 
Parinibbana, that only in his dispensation are the 
four grades of enlightened persons to be found, that 
the other sects are devoid of true ascetics, those who 
have reached the planes of liberation.

初察之下，这种观点的采纳，似乎是走向宗
教宽容的不可或缺的踏脚石，坚持教义上的
分歧不仅存在于文字表达，而且有其真实性
与重要性，或许看来几近顽固不化。因此，
出于对单神宗教之教条与狭隘的反对而接纳

佛教的人们可能会发现，面对那些宗教独家
掌握真理的典型坚称，这样一种观点——何
等地柔和、通融——不啻为可取的避风港。
然而，不带偏见地对佛陀口述的经文作一番
考察，即可以明确地显示，普遍主义者的论

点并未得到这位觉悟者本人的支持。相反，
佛陀反复地宣称，通往梵行生活之殊胜目标

的途径，只有在他本人的教导中阐明，因
此，该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苦的终极解脱
——也只能在他本人的教派中成就。此说的
最佳例证，存在于佛陀般涅槃之夜的指称，
他说，只有在他的教派中存在四种层次的觉

悟者，其他教派缺乏真正的沙门即已证达解
脱境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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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s restriction of final emancipation to his 
own dispensation does not spring from a narrow 
dogmatism or a lack of good will, but rests upon an 
utterly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final goal and of the means that must be 
implemented to reach it. This goal is neither an 
everlasting afterlife in a heaven nor some nebulously 
conceived state of spiritual illumination, but the 
Nibbana element with no residue remaining, release 
from the cycle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This goal 
is effected by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the mind's 
defilements — greed, aversion and delusion — all 
the way down to their subtlest levels of latency. The 
eradication of the defilements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insight into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which 
means that the attainment of Nibbana depends upon 
the direct experiential insight into all conditioned 
phenomena,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 stamped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impermanence, suffering, and non-selfness. What 
the Buddha maintains, as the ground for his assertion 
that his teaching offers the sole means to final 
release from suffering, is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in its exactitude and 
completeness, is accessible only in his teaching. This 
is so because, theoretically, the principles that define 
this knowledge are unique to his teaching and 
contradictory in vital respects to the basic tenets of 
other creeds; and because, practically, this teaching 
alone reveals, in its perfection and purity, the means 
of generating this liberative knowledge as a matter 
of immediate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means is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hich, a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spiritual training, cannot be found outside the 
dispensation of a Fully Enlightened One.

佛陀把终极解脱限定在他本人的教说之内，
并非是出自狭隘的教条主义，或者是由于慈
心不足，而是立足于对终极目标之本质与其
成就之必要手段的精准确定。这个目标，既
不是死后永生天界，也不是某种概念模糊的
灵性启示态，而是无余涅槃，从生死轮回之
中的解脱。这个目标的成就，来自彻底摧毁

心的杂染——贪、嗔、痴——直至最细微的
潜在层次。杂染的灭除，只能藉着洞见诸法
实相才可能成就，那就意味着，涅槃的证得
有赖于亲见内在、外在一切有为现象之“三 特
征”: 无常、苦、非我。佛陀断言，他的教导

提供从苦中最终解脱的唯一法门，他的依据
是，对诸法本质如实完整的知见，只能透过

他的教导才能达到。之所以如此，在理论

上，是因为定义此知见的原则为他的教导所
独有，并且与其他教派基本教义的关键部分
有重大分歧; 还因为在实践上，只有他的教导

完整、纯净地揭示了亲证这个解脱知见的途
径。这就是八圣道，它作为一个综合系统，
在一位彻底觉悟者的教说之外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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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ingly, this exclusivistic stance of Buddhism 
in regard to the prospects for final emancipation has 
never engendered a policy of intolerance on the part 
of Buddhists toward the adherents of other religions. 
To the contrary, throughout its long history, 
Buddhism has displayed a thoroughgoing tolerance 
and genial good will toward the many religions with 
which it has come into contact. It has maintained 
this tolerance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deep 
conviction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Buddha offers the 
unique and unsurpassable way to release from the 
ills inherent in conditioned existence. For Buddhism, 
religious tolerance is not achieved by reducing all 
religions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nor by 
explaining away formidable differences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as acciden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Buddhist point of view, to make tolerance 
contingent upon whitewashing discrepancies would 
not be to exercise genuine tolerance at all; for such 
an approach can "tolerate" differences only by 
diluting them so completely that they no longer 
make a difference. True tolerance in religion 
involves the capacity to admit differences as real and 
fundamental, even as profound and unbridgeable, 
yet at the same time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ose 
who follow a religion different from one's own (or 
no religion at all) to continue to do so without 
resentment, disadvantage or hindrance.

不同寻常的是，佛教对终极解脱之道的独持
性立场，从未导致佛教徒对其他教派的追随
者采取过不容性政策。相反，在其漫长历史
上，佛教对于所遭遇的诸多宗教一直体现了
完全的宽容与和蔼的善意。在保持宽容的同
时，它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深刻信念，那就
是，佛陀的教导对有为生存之过患，提供了
独一无二、无可超越的解脱之道。对佛教来
说，宗教宽容性的达成，不是透过把诸种宗
教缩减为一个共同的基本命题，也不是把它
们在思想与行持上的重大差异，化解成历史
发展中的偶然性事件。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使宽容依赖于粉饰差异，根本不是行使真正
的宽容; 因为这种做法能够“宽容”的差异，只
是藉着把差异稀释得如此彻底，使得它们不
再具有区别的意义。真正的宗教宽容，要求
有度量承认差异的实存性与基本性，甚至于
深刻性与不可逾越性，然而在同时又尊重信
奉别教者(或无宗教信仰者)继续奉持的权利，
不施以怨恨、损害或障碍。

Buddhist tolerance springs from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dispositions and spiritu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are too vastly diverse to be encompassed by any 
single teaching, and thus that these needs will 
naturally find express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religious forms. The non-Buddhist systems will not 
be able to lead their adherents to the final goal of the 
Buddha's Dhamma, but that they never proposed to 
do in the first place. For Buddhism, acceptance of 
the idea of the beginningless round of rebirths 
implies that it would be utterly unrealistic to expect 
more than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o be drawn 
toward a spiritual path aimed at complete liberatio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even of those who seek 
deliverance from earthly woes, will aim at securing a 

佛教的宽容性来自于承认，人类的心性与精
神需要种类繁多，不可能为单一教说所包
容，因此这些需要自然地将在广泛多样的宗
教形式中找到表达。种种非佛教系统不会把
其追随者引向佛陀之法的终极目标，然而那
些系统原本未作此等主张。对佛教来说，接
受一种无始轮回的思想，意味着预期受吸引
而走上一条以彻底解脱为目标的修行道者多
于一小部分人，根本是不切实际的。绝大多
数人，即便是那些追求脱离世俗之过患者，
将会瞄准在轮回内部稳得一种良性的生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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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able mode of existence within the round, even 
while misconceiving this to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religious quest.

式，甚至于把它误解为宗教追求的终极目
标。

To the extent that a religion proposes sound ethical 
principles and can promote to some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some qualities such as love, 
generosity, detachment and compassion, it will merit 
in this respect the approbation of Buddhists. These 
principles advocated by outside religious systems 
will also conduce to rebirth in the realms of bliss — 
the heavens and the divine abodes. Buddhism by no 
means claims to have unique access to these realms, 
but holds that the paths that lead to them have been 
articulate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larity, in many 
of the great spiritual traditions of humanity. While 
the Buddhist will disagree with the belief structures 
of other religi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deviate from 
the Buddha's Dhamma, he will respect them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njoin virtues and standards of 
conduct that promote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human be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一门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主张坚实的伦理原
则，能够在一定层次上促进诸如爱心、布
施、远离、悲愍等善巧素质的发展，那么在
多大程度上，在这个方面，它值得佛教徒的
称赞。这些为其它宗教系统所倡导的原则，
也将有助于重生乐趣——天界与梵天界。佛
教从未声称对这些境界拥有独家通道，而是
认为，趣向这些境界的途径已经在人类不少
伟大的精神傳统之中，以种种的清晰度被描
述阐说。尽管对其它宗教的信仰结构，在多
大程度上它们与佛陀之法有偏离，佛教徒将
在相应程度上持异见，然而就其箴诫的道德
与操行准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灵性进步与人
类的和谐相处，他将在相应程度上敬重它
们。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4.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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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经文中把布施(dana)赞为高尚美德。实际上它是走向解脱的第一步。佛陀对新来者的分
步说法是以讲解布施这个美德开始的(danakatha，律藏Vin.i，15，18)。三种基本福德
(punnakiriyavatthu)之中，以布施为首，另两种为持戒与禅定(直译为心智培养)(增支部A.iv，
241)。在佛陀的十大至高成就(十波罗密)之中，布施也居首位。因此，在通往解脱、成就阿罗汉

与佛陀之路上，首先应当修习布施。 
 
布施的作用 
        布施在佛教心灵净化过程中占有首要地位，因为它是对付贪欲的最佳武器，而贪欲(lobha)在
三大不良根本动机中居于首位。利己与自私包裹著贪欲，因为我们把身份与财产当成“我”和“我
的”。布施作为治疗自私与贪欲之病的良药，有助于化解利己主义。《诸天相应》里告诫说，“克
服贪欲的杂染，修持布施(相应部S.i，18)。” 《法句经》中也提醒我们以慷慨克服悭吝(Dhp 
223)。 
        以一个人的贪欲与自私程度，修持相应程度的布施美德却不容易。因此《诸天相应》中把施
舍等同于交战(相应部S.i，20)。他必须与贪婪的恶势力争斗才能下决心把自己珍爱、有用的东西
赠给他人。中部《鹌喻经》中藉比喻说明，缺乏灵性力量者放弃自己熟悉之物是何等困难(中部
M.i，449); 小鹌鹑身陷松弛腐烂的爬藤中也会死去。尽管松弛腐烂的爬藤是小鸟的束缚，对强壮
的大象来说，铁链也不算大枷锁; 同样，一位个性软弱的潦倒贫者，会难于舍弃仅有的一点物
品，而个性坚强的君王，一旦确信贪欲的危险，甚至可以放弃整个王国。 
        悭吝并非是布施的唯一障碍，失慎、对业力与轮回的无知也同样是原因(相应部S.i，18)。假
如一个人了解布施的道德善益，他会警觉地抓住各种机会修持这个大德。佛陀曾言，世人若知自
己布施的价值，每餐饭都不会不与他人共享(自说经It.p，18)。 
 
施者的素养 
        经文中(例如，长部D.i，137)用了若干名词形容施者的素养。他是个有信者(saddha)，相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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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人生的尊贵、相信业与轮回。他相信人在道德与灵性上达到圆满的可能性。简言之，他非是一
位物质主义者，他对佛、法、僧有信心。他不仅是施者(dayako)，而是个尊贵的施者(danapati)。
在经疏中对“尊贵的施者”这个概念解释如下: “乐于甘美之物，却把不美之物赠予他人，他是布施
之礼的奴隶。把自己同样喜爱之物赠予他人，他是布施之礼的友人。自己安于所有，却把甘美之
物赠予他人，他是尊贵的施者，是布施之礼的长老与主人。” 
        经文中还形容施者是对困难者敞开大门者(anavatadvaro)。他对隐者、婆罗门、潦倒者、旅
人、游方者、乞食者，有如一座甘泉。这样的人是在行福德。他慷慨大度(muttacago)、愿意与他
人分享福报(danasamvibhagarato)。他是了解穷困者难处的慈善者(vadannu)。他慷慨大度、有求必
应(payatapani)。他是值得相求的人(yacayogo)、他乐于布施穷人(vossaggarato)、他有布施之心
(cagaparibhavitacitto)。经文中以这些专词形容心地慷慨者的素质。 
        一位尊贵的施者，在布施前、布施时、布施后常有喜悦(增支部A.iii，336)。布施前，他喜悦
地期待著行使赠予的机会。在布施时，为提供他人之需而喜悦。布施后，他满足于行了一件善
事。经文中把布施列为君子的重要素养(A.iv，220)。佛陀称正当致富者把财富布施给穷人为有双
目者，只挣财富不行福德者为独目者(A.i，129-30)。富者对财富独享不散，被称为自掘坟墓(小部
经集Sn. 102)。 
 
布施之物 
        几乎任何有用物品，俱可为布施之礼。《义释经》中(ND.2，523)列出十四项适于行善的布
施物品。它们是: 僧袍、钵食、居住地、医药等病者之需、食物、饮料、布料、车辆、花环、香
料、软膏、床铺、房屋与灯具。修习布施不需有大量财富，因为那是各予所有。从自己卑微所得
中行布施，被认为是极有价值的(相应部S.i，18； 法句经Dhp 224)。一个人勉强糊口，尽己所能
照顾家庭，但坚持正命，而且特地从有限之得中行布施，他的慷慨等价于一千次祭献(S.i，19-
20)。佛陀曾盛赞以来路正当的财富作供养(增支部A.iii，354; 如是语It.p.66; A.iii，45-46)。他说，
一个居家人这样做，会立刻从此幸运。在《经集》的《马诃经》中，马诃说自己把正当途径获得
的财富大量散给穷人，得到佛陀的高度赞扬。  
        即使布施少量的物品，只要满怀信心，也可以从此得到喜乐。在《天宫事》中就有许多例
子。根据其中的《阿迦玛施主天宫事》(Acamadayakavimanavatthu)，带著崇敬之心，对一位杰出
的阿罗汉供养一小块米糕，得到的福报会是重生于天堂华厦。在《施分别经》中说，一件供养物
的纯净，有赖于施者有德，有赖于受者有德，有赖于施受者双方有德，如果双方都不虔诚，那么
礼物就不纯净。传播佛法(Dhammadana,法施) 据说是超过了一切其它形式的布施(法句经354)。 
        在相应部经文中，提到五种礼物，自古以来受心地尊贵者的高度景仰。它们的价值过去、现

在、未来皆不容置疑。有智慧的隐者与婆罗门对它们有著最高的敬意。这个布施指的是对五戒一
丝不苟的持守。这样做，他会给一切众生带来无畏、慈爱、与善意。如果一个人能以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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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别人——不仅人类，而且一切众生——带来安全感与自由感，那是他能做的最高形式的布施。 
 
受施者 
        经文中也描述了布施应该赠与的对象(A.iii，41)。客人、旅人、和病人应施以好客与关怀。
饥荒时期对困难者应慷慨相助。对有戒德者，应供以头期收获的果实。经文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
词组，指特别需要公众慷慨布施的对象。他们是: 隐者、婆罗门、潦倒者、旅人、游方者、乞食
者。隐者与婆罗门是宗教人士，不得工钱。他们为居家人提供灵性指导，因此应当护持他们。穷

人需要帮助，富者藉助穷人，获得精神上的财富。在交通设施匮乏的时代，公众当出面对旅人多
加关照。佛教认为对上述这几类人给予帮助，是道义上的责任。  
        在增支部中，佛陀以祭献仪式用词，描述了必须以细心与敬意照应的三种圣火(增支部A.iv，
44)。它们是，ahuneyyaggi，gahapataggi 与 dakkhineyyaggi[1]。佛陀解释说，ahuneyyaggi 意思是
双亲，应当尊敬与照顾他们。Gahapataggi意思是妻儿、员工与仰赖为生者。Dakkineyyaggi代表宗
教人士，或者已证得阿罗汉果、或者已走上灭除负面心理素质的修练之道者。这些人都应当如照
顾圣火一般予以尽心照应。根据《大吉祥经》，一位居家者款待亲戚，是大吉大利的善行之一。
　  
        拘萨罗国国王有一次问佛陀，布施应该给送给谁(相应部S.i，98)。佛陀答，布施应给施者给

了之后心有喜乐的人。接著国王再问: 施舍应给予谁，才能获得大果报? 佛陀把两者看成不同的问

题，答道，布施给有德者得大果报。他又进一步阐明，供养那些灭除五盖、具备了戒、定、慧、
解脱与解脱知见的有德隐者，最有果报。 
        在相应部(S.i，233)中，天神之王向佛陀请教同样问题: 礼物赠给谁，会带来最大果报? 佛陀
答，赠予僧伽的礼物会得到最大的果报。在这里佛陀专门指明，他所说的“僧伽”，意为由正直、
尊贵的成员组成的僧团，他们已经进入圣道、证得圣果、具备了戒德、定力与明辨。要注意的重
要一点是，在比丘律里，僧伽意味著人数足够、可行种种宗教活动的僧团(律藏Vin. i，319); 但在
经文中，“僧伽”意味著四双尊贵者、八辈超凡者，也就是，趋向初果、不还、一还、与阿罗汉道
者、及已证得上述四果者。  
        《马诃经》中(经集Sn.p.86)详述了阿罗汉的美德，阐明这是欲求福德者应该供养的对象。
《婆罗门相应》中说，供养那些知道自己前世、见过天界与地狱界、终止了重生、已证得最高智
识的人最有果报。因此经中把戒德圆满的尊贵者组成的僧伽描述为福田(punnakkhetta，中部M.i，
447)。正如在一块水足土肥之地里播种会得到丰收，把供养送给八圣道上有成就者，会得到大果
报(增支部A.iv，238; i，162)。《法句经》中说，如杂草为田地的污点，人的污点是贪、瞋、痴，
因此给予那些已灭除污点的人，会有大果报(Dhp 356-59)。布施的果报，更多以接受者的品质，
而非以礼物的数量与价值来衡量。 
        在增支部(A.iv，392-95)经文中，记载了菩萨(译按：指世尊前世)作供养的传奇故事，当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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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名为毗拉玛的婆罗门; 他不仅把食物、饮料、衣物，还把大量金银、大象、奶牛、马车，
送给任何前来领取的人。不过这样做就福德 而言并非殊有价值，因为没有尊贵的应供者。据说，
以钵食只供养一位有正见的入流者，也比如毗拉玛那样广泛施予更有福德。以钵食供养一位不还

者的福德，甚于供养一百位入流者。接下来的次序为不还者、阿罗汉、辟支佛、与正觉佛。以钵

食供养佛陀与僧伽的福德，又高于单独供养佛陀。甚至更有福德的是，造一座寺院请僧伽常住，
归依三宝则更佳。更有价值的是持守五戒。比之福德更高的是培养慈心，最有福德的是，洞见无
常，趋向涅槃。 
 
布施的动机 
        经文中记载过各种布施动机。增支部中(A.iv，236)罗列了以下八种： 
        1. Asajja danam deti: 带著恼意布施、或刻意冒犯受供者、或以侮辱之意赠予。 
        2. Bhaya danam deti: 畏惧也可以是某人供养的动机。 
        3. Adasi me ti danam deti: 还愿，作为过去对自己恩惠的回报。  
        4. Dassati me ti danam deti: 希望此时馈赠在将来获得同类回报。 
        5. Sadhu danan ti danam deti: 他布施是因布施为善事。 
        6. Aham pacami，ime ne pacanti，na arahami pacanto apacantanam adatun ti danam deti: 有些
人以这样的利他动机布施：“我煮食，他们不煮。煮食的人不该不给那些不煮食的人。” 
        7. Imam me danam dadato kalyano kittisaddo abbhuggacchati ti danam deti: 有些人供养是为了赢

得好名声。 
        8. Cittalankara-cittaparikkarattham danam deti: 还有人布施是为了装点与美化心智。 
        偏好、恶意与痴迷也被列为布施的动机。有时布施是为了维持一个长久的家族传统。死后重
生于天界是另一个主要动机。布施给有些人带来愉快，他们带著赢得心智喜悦的目的布施
(Aiv.236)。 
        然而经中说(A.iv，62)，布施应该不带任何期许，也不应带著对受施者的执取。假如布施时

想著积攒以后所用的物事，那是一种低下的布施; 想著死后享受的果报，也同样是一种低下的布
施。唯一正确的布施动机应该是美化心智，遣除内心贪婪自私的丑恶。 
 
布施的方式 
        经文中认为布施的方式极其重要(例如，增支部A.iii，172)。无论礼物大小，布施者在赠予时

的态度不同，对施受两者间善意的培养，有天壤之别。赠予的方式应使受者无屈辱、渺小、受伤

之感。需要帮助的人，带著难堪之心相求，施者的责任是不让他更难堪，增加他业已沉重的负

担。Cittikatva danam deti　意思是，布施必须带著相应的关切与尊重。应该使受供者有受欢迎之
感。当一件礼物以这般的温暖相赠时，在赠者与受者之间会产生一种牢固而互益的友谊，
Sahattha deti:　他应当亲手布施。在布施时亲自参与是大有益的。这样做促进了施者与受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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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布施的社会价值正在于此。当布施以亲身参与的暖意进行时，社会将以相互关心与照应

的风气团结在一起。Na apaviddham deti:　他不应当布施只适于扔弃之物。他应当注意只布施有
用而适当的物事。Na anagamanaditthiko deti:　他不应当以冷淡的方式布施，令受者不愿再来。 
        带著信念布施(saddhaya deti)，在经文中广受赞扬(增支部A.iii，172)。特别是在供养僧侣时，
应当带著相应的恭敬与尊敬，乐于有此服务的机会。他还应当在急需时应时布施。这样的及时供
养最有价值，因为他们宽解了求者的焦虑与压力。他应当带著利他动机布施，唯一目的是帮助有
难处者。在布施时，他应该注意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佛陀曾赞扬带著理解与审慎布施的做
法。如果有助于受者的福祉，那么这样的布施是明智的。但若是有害于受者的福祉，那么他应当
小心谨慎。上述的布施方式受到高度赞扬，被称为尊贵的布施。一件礼物具有价值，不仅在于布
施什么，而且在于布施的方式。一个人也许不能够赠一件昂贵礼物，但他总能以赠礼的方式，使
受者感受到关怀。 
 
布施的价值 
        许多经文罗列了布施的各种益处。布施促进社会交流与团结。它是有者与无者之间弥补心理
差距的最佳方式，其意义远大于物质经济本身。《马诃经》中说，当一个人确立了慷慨之心时，
可以消解仇恨(Sn. 506)。心地慷慨者会赢得他人的喜爱，许多人愿与他交往。布施可以巩固友谊

(Sn. 187)。  
        经中说，如果一个人在供养之后发愿重生于某个特定域界，这个愿望只有在有戒德时才能实

现，否则无效(增支部A.iv，239)。根据一部经文(A.iv，241-43)，如果一个人的布施与戒德修习有
限、且对禅定一无所知，那么他会在人界得到不幸的重生。一个人对布施与戒德修到一定程度、
但对禅定一无所知，那么他会在人界得到良好的重生。但是那些大力修习布施与戒德，也对禅定
一无所知的人，却有可能重生于某个天界。他们会在寿命、美貌、喜悦、名声、五种享乐上，超
过其他天神。　　 
        在增支部中(A.iv，79)罗列了布施可以获得的一些世俗果报。一位慷慨好施者、而非吝啬

者，会赢得人们的同情; 阿罗汉们会朝他走去，首先接受他的布施、对他传法。他的好名声会传

播开来。他可以带著自信与尊严参加任何集会。他在死后会重生于喜悦的域界。另一部经(A.iii，
41)补充说，一位慷慨好施者会受人欢迎；圣者与他交往，他以完成家主的责任而心满意足。 
        经上说，一位赠予他人生命、美貌、喜悦、力量与智力的布施[食物]者，藉把这些素质馈赠

他人，自己也成了受益者(增支部A.iii，42)。在另一部经里则以简明一句话表达了同样意思：种
什么收获什么(相应部S.i，227)。 
        带著信心布施，在果报实现时会得到财富与美貌。另外，带著相应的恭敬作供养，他的妻
儿、下属与仆人也会恭顺、有责任心、通情达理。及时供养不仅可以得到巨富，而且也会得到及
时之需。带著真诚的助人愿望布施、他可以得到巨富、享受最好的感官之乐。布施时不伤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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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他不会受到火灾、水灾、盗 贼、王权与恨心子孙之类的伤害(A. iii，172)，　 
        供养走在八圣道上的隐者与婆罗门会得到神奇的果报，如同在一块富饶、水足、遍耕的良田
里播种，会得到大丰收(A.iv，238)。不带任何期许的布施可以重生于梵天，在那里最后还可能成
为不还者(A.iv，62)。 
        在《施分别经》中，列出了一系列布施对象，所得福德是这样依次递增的。把一件物事给一
头动物带来一百倍果报。赠与一位道德不佳者的礼物带来一千倍果报。赠给一位有德者的礼物带

来一万倍果报。赠与一位非佛教者，此人已不再执取于感官之乐，所得果报为一千万的十万倍。
当一件礼物赠给一位趋入流道者，所得果报不可计数。那么一件礼物赠给一位入流者、一还者、
不还者、阿罗汉、辟支佛与完全觉醒的佛陀，福德又怎么说呢？ 
        同一部经中又强调说，赠给僧伽团体的礼物比起赠给某一位比丘个人更有价值。据说远久之
后会有一位道德败坏邪恶的佛教比丘，仅在衣领上著黄色代表他的僧侣地位。即使布施这样一位
比丘，如果是以僧伽的名义布施，也比单独布施一位比丘本人，福德要多得多。但是，应当注意
到，这句话与经中其它地方表达的意见并不一致，在别处说的是，赠与有德者而不是不道德者，
才有大福德，显然不能排除这句话作为后来一个推论的可能性。 
        佛陀有一次曾经说，即使在把涮盘水倒掉时带著布施之心，想著：“愿这洗盘水里的食物颗

粒，成为地上生灵的食物”，也是一件有德之举。那么，如果布施食物给一个人，会有多少福
德！不过那篇经文紧跟一句说，布施一位有德者，会有更多福德(增支部A.i，161)。　 
        另一部经中说(A.iii，336)，布施时拥有了六个特别的素质时，所积累的福德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三种素质属于施者，三种属于受者。施者应当在布施之前对馈赠心怀喜悦，他在布施时应当
愉快，他在布施后应当心怀满足。因此是布施前、布施中、布施后不著贪欲的尊贵意念，才使他
的礼物成为真正的大礼。受者也应当是弃除了贪、瞋、痴，或者已开始了消除这些不良心理素质

的修练过程。据说，当布施的施者与受者具备这些素质时，福德如大海之水一般不可估量。 
        有一次，佛陀问毗沙卡，她对自己乐善好施的优点有什么看法(律藏Vin.i，293-94)，于是毗
沙卡对自己布施所期待的回报，作了一番博学的解释。她说，当听闻某一位比丘或比丘尼证得了
任何圣果，如果那位比丘或者比丘尼曾经来访过舍卫城，她便可以肯定他／她曾得益于自己长期
不断的供养。当她观想自己曾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他／她的灵性成就作过贡献，心里就升起极大的
愉悦。 愉悦的心中就有喜。心中有喜时，身体放松下来。当身体放松时，就有了自在，助心入
定。那样就有助于培养五根、五力、七觉支。这就是她乐善好施所期待的益处。佛陀对于她的回
答如此欢喜，大声赞道：“善哉、善哉、善哉。” 
        很明显，单单布施并不足以导致苦的终结。被佛陀称为最大布施者之一的给孤独长者，只成
为一位入流者。特别是，布施必须由戒德的巩固，才能得到好的果报。尽管给孤独戒德无缺，经

中并没有在哪里提到他曾修习禅定。因此，即使他有著乐善好施的慷慨，他只能是一位入流者。 
        在《卡提迦拉经》(中部M.ii，52陶师经)中记载了一个独特的布施故事，其中布施者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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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陶工卡提迦拉是迦叶佛的主要供养者。他本人是不还果者，因需照顾年老眼盲的父母而不
愿出家，他以自己的尊贵行为与敬意，得到了佛的高度信任。有一天迦叶佛托钵时来到他家，但
卡提迦拉不在。他向盲眼的父母询问陶工何在，他们答：出门了，请佛进来，从锅盘中自行取
食。佛照办了。卡提迦拉回来时询问，是谁取走了食物，父母告诉他，佛来过了，他们请他自己
取食。卡提迦拉觉得佛对他如此信任，因此很高兴。据说，他的喜乐持续了两周，父母的喜乐一
周不褪。 
        同一部经报道，另一次，迦叶佛的寺院屋顶漏水。他派比丘去卡提迦拉家里取一些茅草，他
当时不在家。比丘们回来说，除了屋顶上的草，别处没有。佛陀让比丘们从屋顶上取草。比丘们

开始从屋顶拿草时，卡提迦拉年老的父母探问是谁。比丘们说明情况，父母说：“请拿走所有的
草”。卡提迦拉听说后，对于佛的信任深深感动。升起的喜乐持续了两周，父母的喜乐一周不
褪。于是卡提迦拉的房子有三个月只见天空、不见屋顶，但是据说那幢房子不受雨水侵湿。 
        如本文起始所述，布施居福德之首。它也是利益他人的四种方法之一(cattari 
sangahavatthuni，四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觉悟所必须的三十七道品当中，从不曾把布施列
为必要的因素之一。有的列表中包括五种素养——信念、戒德、学问、舍离、智慧，这里说的是
舍离(caga)，而非布施(dana)。从根植于内心的美德角度考虑，布施与舍离之间也许是有一定区别
的。布施是指赠与的动作本身，舍离则是指藉反复布施、根植于心的慷慨态度。Caga 这个词字
面意义是放弃、放下，意思是藉由舍离，放松对个人财产的自私执取。人们布施时，甚至可以怀

著偏意、恶意、恐惧、痴迷、与追求名声等心态，但舍离则是一种正面的慷慨美德。 
        佛陀教导的是一套逐步把自己清空的过程。它起始于放弃个人的外在所有。当慷慨好施的素
质开始培养起来、同时又有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深刻洞见，他会对感官之乐失去追求兴趣
(nibbindati)。在这个阶段，他会放弃居家生活而出家。接下来，藉由守护感官之门，他清空感官
输入。藉由禅定(bhavana)，他清空自己内心根深蒂固的杂染，补充以正面的尊贵素养。但是，这

整个脱离负面心理素质的过程，起始于布施。  
(本文引用的经典卷页数以牛津巴利圣典学会出版的巴利三藏为参照。) 

中译注: ahuneyyaggi，gahapataggi, dakkhineyyaggi为吠陀传统的三种祭火: 祖先火、家主火、供养火。

相关连接: 
        布施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various/wheel367.html#pali 
最近訂正 5-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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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教诫护理病者的重要性时曾经说:“瞻视病人者，是为瞻视我”。这句著名的教
言，是佛陀见到一位身患重症痢疾、卧于粪污中的比丘后发出的。在阿难的协助下，佛陀
以温水为该病僧洗净身体。有鉴于此，他提醒众比丘，他们既无父母的照看，也无亲戚的
扶持，应该相互瞻视。若师尊罹病，弟子有责任护理; 弟子有疾，师尊当负责照看。为师

为徒若不克出面，则僧团有责任瞻视病僧(律藏Vin.i,301ff.)。 
        另有一次，佛陀见到一位比丘遍身疮疠，僧袍附于病体，疮脓自袍渗出。同伴因无力
看护，已弃之而去。佛陀见后，煮烧热水并亲手为他清理，再将其僧袍洗净晾干。等到该

比丘身心安适，佛陀为之说法，他遂证阿罗汉果，不久命终(法句经注疏DhpA.i,319)。因
此，佛陀不仅敦促弟子为人瞻病疗伤，并且亲自护理身患恶疾乃至为人厌弃者，树立圣者
之楷模。 
        佛陀曾经提到过理想护理者的素质。他应胜任施药; 他应懂得护理的损益事宜，扬益
祛害; 他应有慈悲心，瞻病动机出于奉献、非为物质酬报; 他应对尿屎、吐唾、伤口等无嫌
恶之意; 他应胜任说法，以圣道理想激励病人(增支部A.iii,144)。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护理者，不仅要求以合理的膳食与医药调理病人的色身，还要
求护理病人的心态。众所周知，医护人员的慈心对病人的精神与康复，其作用不亚于药

物。重病之下彷徨无助，一句温言，一件善行，都会给病人带来慰籍与希望。这正是慈心
与悲心——梵住之心——被视为护理者的可贵素养之故。该部经文要求护理员的言语有灵
性内涵，藉此为护理职业增设了另一个纬度。人于病中，乃正视活命现实之时，这也是输

入灵性警寤感的良机，即便对拜物心态最强的人也不例外。再者，病中对死亡的恐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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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时犹甚。平息这股恐惧的良方，乃是把心念转向佛法。作为护理者职责的一部分，便
是为自己照看的病人提供这项灵性指南。 
        在增支部经文里，佛陀提到过三类病人(增支部A.i,120)。有的病人不论有无良好的医
疗护理，俱不能康复; 有的病人不论有无医护，必能好转; 有的病人，仅有治疗颐养得当，
方可痊愈。因为有这第三类病人的存在，一切病人俱应给予妥善的医治、合理的膳食与良
好的护理。只要病人还活著，有可能康复，则应尽量给予医治。 
        根据另一部经文(增支部A.iii,56,62)，疾病乃生命中无可回避之事。面对疾病，一切可
用资源，即便是咒语，也尽当利用，以期康复[1]。这等做法是否有效的问题在此未予讨

论。其意似乎是，在危机关头，即便对传统上认为有效、但本人不一定确信的做法，亦不
妨一试。当然这类做法不应违背良知。倘若竭尽努力，仍不免一死，那么他就可以把死亡
当成自身的业报，心平气和、成熟理智地予以接受。 
        此处令我们联想起另一个事件(中部注疏MA.i,203): 一位母亲病情垂危，需兔肉入药。
其子求觅于市不得，遂自往猎。虽捕得一兔，即便为救母，仍不忍宰杀。于是他将兔放
生，祈母安康。此愿一发，该子的戒德之力使母亲身病立除。佛教传统似乎认为，在某些
情形下，道德力量所具有的医疗性能，即便在药石不治时，亦可能有效。 
        《毗尼律-大品-药犍度》(律藏Vin.i,199ff.)中显示，佛陀对患病的比丘放宽了若干戒律
条文。虽然他对持戒要求严格，但对病者却有著极大的慈悲与体恤之心。健康的宝贵受到
充分承认，甚至被称为最大的收益(法句经Dhp204)。 
        佛陀教导说，病人为了康复，也应与医护人员合作。好病人的取用与行事，应以适宜
为准。除了种类适宜，他还懂得份量适宜。他应服调制之药，不生怨言。他应对有责任心
的护理员如实披露病情。哪怕病痛剧烈，他也应予忍耐。 
        经文中可见，佛陀在病中保持了极大的毅力与镇静。提婆达多投掷巨石时，有一块碎
石砸伤了世尊的足部，引生剧痛。他以正念与自制忍受痛苦，不受其扰(相应部S.i,27, 
210)。世尊在临终前患病时，也凭著正念忍受剧痛，以可敬的勇气，与他的忠实侍从阿难

一起从波婆步行至拘尸那罗，路上几处停下，让病体暂作歇息(长部D.ii,128,134)。《大般
涅槃经》里还报道，佛陀有一次在竹林村以意志压制了一场重病，使身体恢复健康(长部D.
ii,99)。 
        心智高度发达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似乎能够抑制病情。有一次，那拘罗父年迈时

拜访佛陀，世尊建议他，色身虽弱，仍应保持心灵的健康(相应部S.iii,1)。痛苦有身心之
分。若有生理之痛，便忧心忡忡，则又增添心理之苦，好比身中双箭(相应部S.iv,208)。灵
性发达者，能够维持心智在相应灵性层次上的健康。由于阿罗汉的灵性成就已具足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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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仅体验色身之痛，而无心理之苦(相应部S.iv,209)。 
        有数部经里主张藉忆诵七觉支治愈身恙。有两次，大迦叶长老与大目建连长老患病
时，佛陀为诵七觉支，据报道两位比丘俱告痊愈(相应部S.v,79-80)。或许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比丘皆为阿罗汉故，七觉支已具足长养。在《觉支相应》中还报道，一时佛陀有恙，
嘱纯陀为诵七觉支(相应部S.v,81)。佛陀闻诵心悦，据说随之康复。另有一次，耆利摩难陀
比丘(增支部A.v,109)病重，佛陀告诉阿难，若为说十种认知(dasa sañña,十想)，他将会好
转。这十种认知为: 无常、非我、色身不净、(色身存在)的恶果、(感官之乐)的弃绝、无
欲、止息、厌离、一切造作之无常、出入息念。阿难从世尊处学说此法，为耆利摩难复
述，据报道后者旋即痊愈。 
        有一次，佛陀听说某位新近出家、少为人识的比丘病势沉重(相应部S.iv,46)，于是前
往探视。该比丘见到世尊时挣扎欲起，世尊嘱他息卧勿动。落座后佛陀探问痛感是增是
减。比丘答，自感病重、虚弱、痛感有增无减。佛陀接著问，他是否有任何不满与追悔。
比丘答，实有诸多不满与追悔。佛陀问，他是否因破戒而自责。他予之否认。接著佛陀
问，若非破戒，何以追悔。比丘答，佛陀说法非为戒德清净，而为脱离色欲。佛陀大为嘉
许，连称善哉、善哉。 
        接著佛陀为比丘说法。他解释说，感官体验是无常、有苦、非我的，故不应视

为“我”、“属我”。理解了真相，圣弟子即对感官体验不再热衷。正当说法时，该比丘法眼
开启: 凡是缘起的皆会止息。换句话说，他证得了预流果。  
        根据《预流相应》，给孤独有一次身罹重病，在他的请求下，舍利弗前往探视(相应部
S.v,380)。闻长者疼痛剧烈，舍利弗为之说法，提醒他自身修成的戒德。他说，对佛、法、
僧无信念、未修戒行的凡夫，身坏命终时投向恶趣。然而，给孤独对佛、法、僧有不可动

摇的信念，已成就圣戒。舍利弗告诉他，忆念这些尊贵品质，可以消减痛苦。 
        舍利弗接著又说，未受教化的凡夫由于未长养八圣道，身坏命终时将投生恶趣。反
之，给孤独你已成就八圣道。心念圣道、思维其尊贵品质时，痛苦将会消减。据报道，痛
苦果然消减，给孤独于病中康愈。如此有起色，以至于他离开病床，亲自备餐供养了舍利
弗。 
        《预流相应》中记载了给孤独的另一个罹病事件(相应部S.v,385)。阿难尊者被请至床
边说法。阿难解释说，未受教的凡夫，对佛、法、僧无信念，不守戒行，命终时满心忧

惧。然而，对佛、法、僧有深刻信念、成就戒德的圣弟子们，则无忧惧之感。给孤独坦承
说，他对佛、法、僧已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并宣称自己戒行无染。阿难高声说，给孤独披
露已得预流之果，实乃大收获也。不过，经文中对于给孤独是否即刻康复未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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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建议说，一位比丘即使在病中，亦不应松懈精进之力与解脱之心(增支部A.
iv,335)。病情有可能恶化，应当在病重之前尽量修有所成。病情好转后，他也不应放逸，
因为病情若复发时，灵性进步的机缘便失去了。 
        从上述经文的例子看来，佛陀的瞻病关怀之道不仅高度重视合理的医疗护理，也高度
重视把心智引向善巧之念。人们似乎相信，思维法义特别是忆念业已成就的戒德，具有治
疗之力。在佛陀与阿罗汉的例子中，藉由念诵七觉支得以恢复健康。在耆利摩难陀比丘的
例子中，他可能当时尚未证阿罗汉果，是一场有关十种认知的开示助他康愈。给孤独是一
位预流果者，对预流素养的讨论对他的迅速好转起了关键的作用。有可能在提醒某人业已
成就的灵性素质时，他的心中升起极大的喜悦。这股喜悦甚至也许能以正面与健康的方
式，使体内化学发生转变。 
        此处令我们联想起《破除疑障》(中部注疏MA.i,78)中提到的一个相关事件。一位正闻

说法的比丘被蛇咬伤，他罔顾伤口继续静听。毒液扩散，剧痛升起。于是他观想自己出家
以来无染的戒德。当他意识到自身戒德之纯净时，心里升起极大的喜悦与满足。这个健康
的心理变化，作用一如抗毒素，令他即刻痊愈。这类事件似乎揭示出，重病之时忆念自身
的灵性素质，所涌起的衷心喜乐有可能透过康复荷尔蒙的分泌，激活体内的保健因子。或
许那正是灵性发达者持诵合适的经文时健康得以恢复的机制吧。 
        巴利经典中对于善终辅导多有记载。与临终者谈论死亡，并非是应予回避的不快话

题。反之，人们毫无矫饰地接受死亡的现实或其逼近之可能，帮助病人以信心与平静面对

将近的死亡。 
        与此相关的是那拘罗母给予那拘罗父的一段极其宝贵的忠告(增支部A.iii,295-98)。有
一次那拘罗父身患重病，妻子那拘罗母注意到他焦躁忧郁，便作了以下一番劝解:“请你面
临死亡时不要担忧。忧患者死得痛苦。世尊认为怀忧而死是不可取的。也许你以为死后我
难以养活全家，请勿作此想。我会纺纱织布，即使你不在了，我仍有能力把子女抚养成
人。也许你以为死后我会另嫁他人，请勿作此想。我们两人都持居士圣戒，生活清净正
善，因此不要对此心有焦躁。也许你担心我日后对佛陀与僧伽供养疏失，请勿作此想。你
死后我会对佛陀与僧伽更加虔诚。也许你担心我日后戒行松懈，请勿有疑。凡居士之戒德
我已具足圆满，如果你愿意，请就此事求问佛陀。也许你怕我未得心定，请勿作此想。凡
居士能修之定力我已修成，你若对此有疑，佛陀在设首婆罗园，你可去问他。也许你想
到，我尚未通晓佛法，尚未超越疑惑、不依赖他人，你若想澄清此事，不妨去问佛陀。但
是面临死亡时请勿担忧。忧患者死得痛苦。世尊认为怀忧而死是不足取的。”据报道，那拘
罗父接受那拘罗母这番进言之后病体康愈，该疾症再未复发。后来佛陀听了整个事件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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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后，称赞那拘罗母的忠告何其明智。 
        《预流相应》中有一部关于善终辅导的宝贵经文(相应部S.v,408)。有一次，释迦族的
摩诃男请教佛陀，一位明智的优婆塞如何对另一位明智的优婆塞作善终辅导。此处应当注
意的是，辅导者与病者同为有智慧的佛教居士。整部经文记载了佛陀对善终辅导的解说。
首先，一位明智的优婆塞命终时，另一位明智的优婆塞应以四句慰语安抚他:“贤友放心，
你对佛、法、僧有著不可动摇的信念，坚信世尊的彻底觉醒、法义的善说、僧伽行道的正
直。你还成就了趋向正定的无染戒德。”以四句慰语如此安抚病人后，他应当问对方是否顾

恋父母。他若说是，则应指出，无论顾恋与否，死亡必然来临，因此最好放下。接著，他
若说自己已断弃对父母的顾恋，则应问他是否顾恋妻儿，以同样的推理劝他断弃此念。接
下来应当问他是否顾恋感官之欲，若答是，则应说服他，天界之乐远胜于人间之乐，鼓励
他向往天界之乐。接下来，应当引导他沿著天界之乐的进阶次第上行，来到欲界天的最高
层次时，应当引导他把注意力转向梵天。假若他说，自己已志愿生往梵天界时，应当劝诫

他，即便梵天界也不脱无常与重生，因此发愿止息轮回更佳。他若能够使心智确立于轮回
的止息，佛陀说，此人与已证得解脱的比丘无异。 
        无疑这是一位灵性发达者能够给予另一位灵性同等发达者的最高形式的辅导。经文中
很清楚，病人必定是一位修道已达预流者，因为经文一开始提到的四句慰语或者说安慰素
质，与预流者的素质等同。 
        《质多相应》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讲述一位灵性发达而多闻的优婆塞之死。家主质

多是一位不还果者。当他病危之时，有一群林居天神邀他发愿投生为转轮王，因为有德者
的志愿是能够实现的。他以该境界也不脱无常为理由拒绝了。质多临终前嘱告身边的亲人
净信佛、法、僧的重要性与布施的重要性，旋即去世。 
        根据《预流相应》，佛陀有一次探望临终的优婆塞长寿(相应部S.v,344)。世尊建议他
把注意力定驻于对三宝尊贵品质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上，并且发愿戒德无染。长寿答，这些
预流者的素质他已具备。佛陀接著嘱咐他，确立于预流者的品德之中，并且培养引生智慧
的六种素质，即对诸行无常、无常者皆苦、苦者非我的认知，对无欲、出离、止息的认

知。长寿答，这些素质他也已具备，只是他担心自己的死令父亲悲伤。这时，他的父亲乔

帝波罗嘱他不必担心，只管谛听佛陀的教言。佛陀离去不久，长寿去世。后来佛陀宣布长

寿命终时已得不还果位。 
        婆罗门陀然阇尼是一位渎职滥收的税务官，既贪污皇家、也剥削民众(中部M.ii,184-
96)。舍利弗尊者有一次见到他，曾就邪命的恶报作过一番劝诫。不久陀然阇尼身染沉疴，
舍利弗被请至床边。探问之下，陀然阇尼诉说头痛难忍，舍利弗于是与病人交谈，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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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从低等域界逐渐提升至梵天。等到把临终病人的注意力如此引向梵天界后，舍利弗
为之解说趣向梵天的修行法门，即四梵住——修练慈、悲、喜、舍之心，使之具足长养、
朝各方传布。说法完毕时，陀然阇尼要求舍利弗转达对佛陀的礼敬。舍利弗离开后不久，
陀然阇尼去世。据经文报道他重生于梵天界。佛陀得知此事，批评舍利弗未引导陀然阇尼
在灵性道路上走得更远。 
        这部经文显示，一位行为不端者在命终前的关键时刻，也有可能在关怀引导下重生善
趣。恶行者是否人人可被如此辅导、投生乐趣，是很可怀疑的。也许陀然阇尼的优点超过

了他的恶行(法句经Dhp173)，临终时有缘得一位阿罗汉圣者的辅导，引其投生善趣。 
        上述解释从经文中推断可知(中部M.ii,185)。舍利弗游方于边远的南路时，有位比丘从
王舍城来。舍利弗在问候佛陀的健康之后，特意探问陀然阇尼是否精勤修道。极有可能陀
然阇尼在他的前妻——一位净信女——未亡故时，曾是僧伽的诚心护持者。他的续妻却不
信佛法。舍利弗听说陀然阇尼行事不端，失望之下，决意有机会见面时加以劝诫。 
        这部经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特点是，舍利弗说法时，从最低等的域界开始，一
路提升至梵天。以地狱为起点，可能是因为陀然阇尼已退堕到那个层次。舍利弗也许已助
他忆念起过去的善行，也使他回想起病发前不久、可能近在数日之前的有关开示。也许正
因此引发了他内心隐藏的灵性潜势，舍利弗才能够在临终说法时助陀然阇尼重生善趣。 
        此处令我们联想起少年摩陀昆陀离的故事(法句经注疏DhpA.i,26)。在他临终时刻，世
尊前来探望。摩陀昆陀离在极度喜悦之下，对佛陀生起大信心。不久善终，生于天界。 
        《预流相应》(相应部S.v,386)里的一部经指称，一位未受教的凡夫临近死亡时，意识

到自己对佛、法、僧的尊贵品质素无信心，戒行不良，内心对死亡升起极大的忧惧。然
而，对三宝的尊贵品质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戒行无染清净者，不会有这种忧惧。死亡时

刻，似乎是自责的良知在制造极大的痛苦。当恐惧与忧虑在这个关键时刻存在时，重生必
然发生在与该痛苦体验同等相应的域界。 
        此处适合记述释迦族的摩诃男与佛陀之间关于暴死者命运的一场对话(相应部S.
v,369)。摩诃男告诉佛陀，当他来到气氛宁静的寺院里亲近圣僧时，感到平静自持。但外
出走在迦毗罗卫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时，想到自己万一暴死于交通事故，不知重生何处，
不免恐惧起来。佛陀安慰他说，持戒正命之人，无需有这等惧怕。他用一个比喻解释: 假
若把一罐酥油投入水中，陶片虽沉入河底，酥油则浮于水面。同样地，色身分解消散，修
练成就的心则如水中酥油一般上升。 
        诸如《行生经》(中部M.iii,99)、《狗行者经》(中部M.i,387)、与《三明经》(长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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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35)等经文中，也同样强调了这个意思。重生通常取决于一生中最常存持的心念。假若某
人思想与心性类似于动物，比如《狗行者经》中提到的狗与牛，那么有可能他会在这些动

物——即心性等同的有情——当中重生。另一方面，倘若他藉著培养慈爱同情等崇高心
境，已达到类似于梵天的思想与心性，那么他很有可能重生为梵天中的一员。因此，预备

死亡实在必须从活著时做起。即便有善终辅导，心念得以被引向更高等的重生，仍需对人
生圆满的德性与悟性有信心——因为这就是对佛、法、僧有信心的涵义——作为前提，同
时还需有道德习性(持戒)为前提。假若他戒德亏失，死亡时刻对其心意模式的引导会随著
失德的程度，相应地困难起来。不过，无论实际的引导困难与否、有效与否，佛教的传统

做法是，延请一位比丘来到临终者病床前念诵护卫经，希望藉此助病人长养信心，并把他
的心念提升到更高的灵性层次。  
        我们在此联想到，根据毗尼律(律藏iii,8)，一些以往的佛陀，例如其法驻世不长的毗舍
浮佛，曾以他心通观视弟子之心，引其思路:“作此想、不作彼想; 念此处、勿念彼处; 释放
此，长养此”，等等。也许乔达摩佛与他的大弟子们正是利用这类能识，对有信受力的弟子
临终前的思维模式加以引导。在其它日常情形下，与其把握引导个别弟子的思路，他们似
乎更倾向于采取一般的大段讲解作为教育手段。 
        人们也许会问，临终病人若处于昏迷状态，灵性辅导又有多少效力。在此值得强调的
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病人在死亡时刻的心灵状态。医生与旁观者也许得出结论，病人对

其环境与问话不作响应，故此说明他神智昏迷。不过，他的感官机能也许部分或完全失
效，无人能够确定他的心智是否依旧活跃。我们确然不了解死亡时刻心所存持的特别潜
能。很有可能心智机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极其活跃。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刻，他的心理挣扎最
为剧烈，带著固执的习惯性渴求生命，抵制、反抗著死亡。 
        我们可以推测，人对死亡的恐惧最强烈时，对生命的渴望也最强烈。自责感最强烈
时，对死亡的恐惧也最强烈。恐惧的是，他荒废了人生本可用于长养灵性的大好时机。另
一方面，若是善用一生，增长灵性，他就能够以相对的平静、满足与欣慰，面对死亡之必
然。他的重生境界似乎对应于其灵性的潜力——佛教称之为业。 
        以探望临终病人时如何行事的思考结束本文，是合乎题意的。我们一般的态度是伤感
与垂怜，然而佛教认为，在这种时刻存持负面想法并不正确。我的观点是，对临终者或任
何患者传布慈爱之心是行之有益的。由于濒死者的心智功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仍可能续存，
不受感官生理机制的局限，他的心对周围人们的灵性思绪有敏感受纳的可能性。如果哀痛
悲叹引起负面的思想波动，临终者有可能受到不良影响。不过，我们如果能够传送温和的
慈爱心念，它也许可以成为精细的心理药物，减轻濒死时的焦虑与不安，使临终者之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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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宁谧慰籍的温暖护持。 
(本文引用的经典卷页数以牛津巴利圣典学会的巴利三藏本为参照。)
[1]中译者注: 此处提到的是AN5.48与AN5.50诗偈中的相同一句，大意是: “对传下来善语，思索念诵，照
著领悟之意，身体力行。” 此处推论对传统善语若不解其义，但出于信心，反复念诵思考，亦可能有静心
之效，甚至有可能领悟。 

相关连接: 
        坦尼沙罗尊者: 慈悲的教育 
        面临病痛与死亡  文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desilva/bl132.html 
最近訂正 5-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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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梵住-向智尊者

[首页] >> [作者索引]

向智尊者论四梵住 
 

(译自《四梵住》引言) 
[作者]向智尊者 

[中译]良稹 
The Four Sublime States (Introduction) 

by Ven. Nyanaponika Thera 

原文版权所有 © 1993 佛教出版
社 。免费发行。 本文允许在任何
媒体再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以对
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进行，译
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http://
www.theravadacn.org ， 流通条件
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接，并
登载本版权声明。 

        佛陀曾傳授四种崇高的心灵境界: 
慈爱 (慈，metta) 
同情 (悲，karuna) 
随喜 (喜，mudita) 
舍离 (舍，upekkha)

 
        巴利文佛教经典中，此四种心境称为"Brahma-vihara"[梵住、梵天之居处]。这个词既可表达
为: 卓越、崇高、升华的心境，又可表达为: 梵天般的、天神般的、神圣的居处。 
        这四种心态被称为卓越、崇高，因其为众生的正确或者说理想的操行之道 (sattesu samma 
patipatti)。事实上，它们可应对社会接触的一切场景，在社会冲突中，对于化解紧张、制造和
平、愈合生存争斗的创伤起着极大作用。它们填平社会隔阂、建立和谐的团体、唤醒久已忘却的
宽容、复苏久已失却的喜悦与希望、促进人类的兄弟情谊、抗衡自私自利的力量。 
        四梵住心与仇恨心不可兼容，因其心等同于梵天，即傳统佛教宇宙观中高等天界内神圣而寿
命有限的统治者。东西方不少其它教说中的神祗，据其信徒之言，示现嗔意、苛责、嫉妒与"义
愤"; 与之相反，梵天无恨心。一个藉着戒行与禪定，勤勉培养这四种崇高心境的人，被认为与梵
天等同(brahma-samo)。如果这些境界在此人内心成为主导影响，他将会重生于相合的域界，即梵
天界。因此，这些心态被称为似梵似神。 
        它们被称为住(vihara，居处)，其因在于，我们应以之为心的长久停住之处，以之为"家"，而
不应仅作偶至、暂住、旋即忘失的造访之处。换句话说，我们的心应当为之彻底饱和，让它们成
为我们不可分离的同伴，在一切寻常活动时连续念住其中。正如《慈经》中说:        

无论站、行、坐、卧， 
凡清醒时， 
他应当确立此念。 
此谓即时即地的梵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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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种心境——慈爱、同情、随喜与舍离——亦称为无量心(appamañña，无边界，无限)，因
为在其完善与真实状态下，普及众生的范畴不应受任何限制而有偏狭。它们应当无排斥性，无偏
向性，不为任何选择或偏见所束缚。达到如此无量梵住的心，不包含任何建立在国籍、种族、宗
教或阶级基础上的仇恨。 
        不过，若非对这种心态具有牢固、自然、根植的倾向，我们很难藉由迫使意念，成就那种无
量并持续避免任何形式与程度的偏失。为了成就它，多数情形下，我们不仅必须以这四种素质作
为行为准则与省思内容，还要把它们作为系统禪修的主题[业处]。那样的禪修称为"梵住修
習"(Brahma-vihara-bhavana)。修习的目标是，藉由这四种崇高心态，成就高度的心力专注状态

——即禪那(jhana)。修习慈、悲、喜三梵住之一，皆能成就前三禪那，而修习舍，仅能成就第四
禪，在其中"舍"为最主要的禪支[中译者注: 另有一说认为四梵住之任一出发皆可成就四禪]。 
        一般而言，持续修练会有两种至高果报：第一、这四种素质深植于心，成为不易瓦解的自然
态度。第二、引领并巩固梵住心的无量延伸，其范围达到包容一切众生。事实上，佛经中对这四
种修持的详尽教导，显然正是为了使这些崇高心态的无量性 逐渐地延展开来，有系统地突破人地
限制的 一切障碍。 
        在禪定修练时，慈、悲、喜心朝向之对象的选择，乃是从易到难。例如，修慈心禪时，从祝
愿自己得安宁开始，以之为参照点逐步展开:"正如我希望幸福、离苦，愿那个有情、愿一切有
情，幸福、离苦!"接着，把慈心傳向自己所敬爱者，如导师; 接着傳向亲爱者、无特殊情感者、最
后傳向敌对者，假若有的话，或者自己所厌恶者。因为此种禪定与生者之福利有关，不应选已亡
故者，也应避免选择对之自感性吸引者。 
        完成最难的一步即把心念傳向为自己厌恶者后，他应当"破除界限"(sima-sambheda)。把自己
的慈心，对这四类人无分区别地平等傳送。那时，他将已达到较高的禪定阶段: 随着似相
(patibhaganimitta)的出现，达到"近行定"(upacara samadhi)，进一步修持将趋向初禪安止定
(appana)，在上升至高阶禪那。   
        在空间扩展上，该禪法从就近的环境出发，如自己的家庭，接着推延到邻舍、整条街、整个
城镇、国家、别国、全世界。在"方向延渗"上，慈心首先朝东面傳播，接着朝西、北、南、两个
正方向之间、上方、下方。同样的修行原则也适用于慈心、喜心、舍心观的修持，对象的选择相
应有变动。详细修法可在经典中找到(见清净道论，第九章)。 
        成就梵住的最终目的在于，其达到的心态，可作为解脱"观智"的坚实基础，洞察一切现象其
无常、造苦及无实质的真相。由四梵住而成就禪那的心，纯净、寂止、稳固、镇定、无粗相的自
私，因此为解脱的最后工作所必要的"观"做好了准备。 
        以上论述表明，培养梵住的方法有两种: 首先是操行修持与正确的思维指向，第二是以禪那
为目标的系统禪修。这两者相辅相成。系统的禪修有助于使慈、悲、喜、舍自发而生，使我们的
心面对人生中无数烦恼的挑战，在身、语、意上保持这四种素质，越来越坚定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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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如果操行越来越受四梵住的把握，心智会减少怨恼、紧张与烦躁，这类心态常常
在禪定时刻细微地侵入，构成所谓的"掉举"盖[焦躁不定之障碍]。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对禪定之
心有着强烈地影响; 只有两者距离不断缩小，才可望有稳步的禪定进展，成就修行的最高目标。 
        反复思索这四种崇高心境的本质、利益、以及其对立素质的过患，有助于梵住修习。如佛陀
所说:"长久地思索、观想之事，即为其心所趋、所向之处。"

相关连接: 
        四梵住经文 
        坦尼沙罗尊者: 四梵住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nyanaponika/wheel006.html#intro 
最近訂正11-6-2007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Author/NyanaponikaSublime.htm (3 of 3) [12/31/2010 10:53:09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nyanaponika/wheel006.html#intro


自内心的布施发-沃石

[首页] >> [作者索引]

发自内心的布施 
 

[作者]坦尼沙罗尊者 
[中译]良稹 

Giving from the Heart 
by M. O'C. Wal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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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重排、重印、印发。然
而，作者希望任何再版与分发
以对公众免费与无限制的形式
进行，译文与转载也要求表明
作者原衷。 

中译版权所有 © 200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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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连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对某些人来说，布施为其天性——他们乐于施舍，施舍不成反而不乐。尽管人们布施时显然
有可能行事愚昧，但总的来说，布施是善行、有 福德之举。这一点大约所有宗教皆予以承认: 在
基督教中，我们被告知，施比受更有福; 在伊斯兰教中，对于把部分财产施舍给穷人，也有著正
面的教诫。 
        然而我们也许应该在本文之首，开诚布公地讨论可能令不少人不安的一点: 对僧伽的布施。
有一段经文居士们也许时常听诵乃至于自诵，在其中僧伽被形容为 anuttaram punnakkhettam 
lokassa, 即“世间的无上福田”，意谓布施僧伽的福德是无可比拟的。当然了，听闻或共诵这段经

文的居士们，并非人人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不过在那些听懂的人当中，西方佛教徒或佛教同情者
们有时对这个概念的反应是某种程度的义愤，认为这些词句颇不得当，甚至更糟! 实际上，对一
些至少部分受基督教路德教派影响的人来说，这令他们回想起马丁-路德当年所反对的教会弊
病，“善行”在当时的流行观念中尤指供养僧侣阶层，后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习惯于无所事事，并
且腐化败德。 
        这等芥蒂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适当的解释应该能排除障碍，使之不至久存，条件是，只
要僧伽明显地行道正善(supatipanno)。传统的佛教社团由四众组成: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
夷。尽管原始比丘尼僧伽已经消亡，梵行女性依然存在，生活与尼众几乎无异，所有迹象表明她
们的人数将会增加。前二众与后二众的关系乃是相互共生。毕竟，僧伽有一件无价之宝可以相
赠，那就是法宝。 Sabbadanam dhammadanam jinati:“法礼高于一切(Dhp 354)”。 如律而活，为证

悟而不断精进，也是僧伽成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惟有如此行持，他们才担当得起“世
界的无上福田”之称，否则他们不仅亏欠自己，也亏欠了护持他们的居家众。一位不能够守戒的
僧尼应该，并且在某些情形下必须离开僧团。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这可视为对滥用居家护持者之
慷慨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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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根据圣经，施比予更有福。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基督教中那句难行的告诫“爱
你的邻人，一如爱你自己”，慈心禅给出了一个成就它的切实法门，并且对这句圣经名言，佛教
还能够赋予一个明白的技术性解释。假若我们得到某件可爱的物事，这在佛教中被认为是vipaka
—— “报”[异熟]，即过去福德的果报。该果报持续期间固然美好，不过当它终结时，该 福德就耗
尽了。然而，施予却是一件善业(kusala kamma)，对施主来说，将会产生某种愉快的回报或者说

果报。如此看来，施明显地比受更有“福”。确实，这种福是“为世间(lokassa)行福德”，因此仍完
全是世俗而有限的。然而，由于我们的一切行为皆构成习惯，布施一次，使我们倾向于再次布
施，因此果报倾向于累积。当然，这个善业之王还能够引生其它结果，布施被列为十项波罗密
[完美]之首，甚至先于戒德，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一位道德不佳者也有可能布施! 
        在一本流行的巴利文入门阅读小册子中，已故的I - B- 霍纳博士挑选了十个本生故事藉以解
说十大波罗密，其中的布施波罗密采用了野兔自我献身(No.316)的故事。不过奇怪的是，这类主
题中传诵最广的毗桑塔罗本生故事(Vessantara Jataka No. 547)，至少对西方心态来说却是最不受欢

迎的; 在故事中，菩萨布施了一切所有，最后包括了自己的妻儿——人们也许会想，此故事之寓
意殊为可疑! 不过在泰国，该故事专门被挑选出来，时常作为对居家人开示及特别阅读的主题。 
        布施是发自内心的行动，我在前文提到，有的人乐于为布施而布施——只要该施予有智慧两
相平衡，则堪称善事。当然，也有人不愿布施，这些人与口不言“请”、“谢谢”、“对不起”等的，
常常是同一群人。对于这类人，慈悲梵住禅定有益于开放其心智。 
        最近在英国，我们有了一桩发心布施的大好事例，其来源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摇滚明星鲍勃 
- 盖道夫有感于埃塞俄比亚饥民的艰难处境，组织了那场全球直播的盛大义演，募得几百万英镑

善款——以这种方式，得现代科技之助缘，这项历史上至为壮观的布施之举，触动了几百万人的
心灵，不仅跨越了不同的政治与宗教间的隔阂，而且也跨越了对此种娱乐形式成瘾者与反对者之
间的鸿沟。 
        勿庸赘言，布施须谨慎为之，如同一切业，应服从中道原则。譬如教养孩子时任予所欲，断
非良策。与近来某些时兴理论相反，对一个宠坏了的顽劣子弟偶尔挫其滥求，危害甚少! 当然，
若期望某种回报——哪怕是重生于某个天界——也非是最高形式的布施。那种布施基本上根植于
执取，因此业力价值有限。 
        实际上对施主来说，真正的利益在于，自发的布施行为是克服贪执的绝好方式。那正是毗桑
塔罗本生故事的寓义。我们西方人想的却是被菩萨“牺牲”了的不幸妻子与家庭(尽管故事结局自是
皆大欢喜，他们又回到了菩萨身边!)，不过，故事的动机是，视妻儿为执取之对象，并将其为执

取之对象而放下。实际上，这个故事尽管妇孺皆知，现代学者们却认为它原非佛教故事，而是把
它不甚善巧地演绎一番，赋予了“佛教”的寓意。 
        我们越考虑布施的问题，它的各个侧面越显示出来; 我们看见，布施有多种形式，有善巧者
也有不然者。我们不妨以经典中一个有趣的故事结束本文，讲的是一桩不甚善巧的布施。《弊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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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部23)中，我们读到不信死后生命续存的怀疑论者弊宿王子与尊者库摩罗 - 迦叶之间的一
场辩论。在听了这位比丘一系列高明的比喻之后，弊宿宣布归依，决定布施“沙门、婆罗门、行
路人、乞丐、穷人”，命年轻的婆罗门郁多罗组织分发。郁多罗抱怨说，他被召去布施的衣食如
此劣质，连弊宿本人都不愿碰; 弊宿只得准他施予“如我所食、如我所著”的衣食。在经文末尾，
我们被告知这两人死后的果报。弊宿颇不情愿地作了那次布施，他的确重生天界，不过是最低的
四大王天，住在空荡荡的色里沙迦宫。在那里，他接待了尊者伽梵婆提的来访，这位阿罗汉习惯

于午休[入定]时前往低等天界。于是此事被传回人间。然而，重新安排布施、施予时发自内心的
郁多罗，则往生于更高的三十三天。 
        或许西方人之中少有人会以重生为三十三天的天神为目的而布施，也许有人所求的唯一回报

是缓解良知: 这是对某种特别需求的觉知——埃塞俄比亚饥民为突出例子，人们觉得假若不给些
什么自己不能够心安。比起重生天界的期望，这自然要好些，不过心安的购买，或许有时也过于
容易了些。最好是把施予本身作为其报偿，止此而已! 

相关连接: 
        布施文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various/wheel367.html#heart 
最近訂正 9-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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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归依

人们畏惧危险， 
四处寻求归依: 
        去山岳、森林、 
        去庭园、树木、神龛。 
那不是平安的归依， 
        不是至上的归依。 
一切苦与忧， 

        以此归依 
        不得解脱。     
 
而归依佛、法、僧者， 

以正明辨得见四圣谛—— 
        苦、 
        苦因、 
        苦的超越、 
        与趋向灭苦的八圣道。 
那才是安全的归依、 
那才是至高的归依。 
一切苦与忧， 
        以此归依 
        得解脱。

——Dhp188-192(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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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宝归

 
三宝  
        “薄伽梵确是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
佛 陀、薄伽梵。 
        “法由薄伽梵善说，此时此地即见，无时相、邀人证实、贴切、由智者亲证。 
        “薄伽梵的僧伽弟子们行道正善……他们行道正直……有 方……卓越——换句话说，四双圣
弟子、八辈圣弟子——他们是薄伽梵的僧伽弟子，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
他们是世界的无上福田。” 

——AN11.12(增支部)

归依巴利诵文 
(以下句子通常在受 五戒之前持诵)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我归依佛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我归依法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归依僧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归依佛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归依法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归依僧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归依佛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归依法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归依僧 

——Khp.1(小部) 

 
福德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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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佛。这是第一次福德果报: 是善巧、喜乐的滋养、如天
界、得快乐、导向天界、导向愉快、喜悦、适意、福利、与幸福的果报。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法。这是第二次福德果报……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僧。这是第三次福德果报……” 

——AN8.39(增支部) 

 
远离苦痛的归依

如果你惧怕痛、 
如果你厌恶痛， 
去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受持戒律: 

        那将会引导你 
        走向解脱。 

——Thig12(长老尼偈) 

 
一位家主的宣告 
        薄伽梵言毕，年轻的家主尸迦罗越说了以下的话: 
        “胜哉，世尊，胜哉! 薄伽梵正好比将颠倒之物置正、把隐秘之事揭开、为迷途者指路、在黑
夜里举灯、使有目者见形，薄伽梵更是藉多方推理，阐明了法。 
        “我归依薄伽梵、归依法、归依僧。愿薄伽梵记得我这个从今天起一生归依于他的居家弟
子。”

——DN31(长部) 

相关连接: 
        五戒 
        阿姜李 布萨求戒归依仪式(来自《修心之技能》) 
        坦尼沙罗尊者: 归依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tisarana.html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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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step in entering the Buddhist path is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Triple Gem, and the first of the three 
gems that we approach as refuge is the Buddha, the 
Enlightened One. Because the act of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our life, it is worth our while to repeatedly pause 
and reflect up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mentous 
step. Too often we are prone to take our first steps for 
granted. Yet it is only if we review these steps from 
time to time in a deepening awareness of their 
implications that we can be sure the following steps 
we take will bring us closer to our desired destination.

踏上佛教之道的第一步，乃是归依三宝，而
我们前往归依的三宝之首，即是佛陀，觉悟
者。由于归依佛陀之举标志着生命新一章的
开启，它值得我们反复地静下来观想这一重
大步骤的意义。我们太过于倾向把自己的起
步视为理所当然。只有以渐进的理解，时时

回顾这些足迹的意涵，我们才能够确保后继

的步程将带领我们趋近欲达之终点。  

The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is not a single 
action which occurs only once and is then completed 
with absolute finality. It is, or should be, a continually 
evolving process which matures in tandem with our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mma. To go for 
refuge does not imply that at the outset we already 
possess a clear grasp of the dangers that make a 
refuge necessary or of the goal toward which we 
aspire. Comprehension of these matters grows 
gradually over time. But to the extent that we have 
actually gone for refuge with sincere intent, we 
should make an earnest effort to sharpen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s to which we have 
turned as the basis for our deliverance.

归依佛陀并非是一次性彻底完成的单一事
件。它是，或者说应该是一个随着我们对佛
法的修持与领悟的成熟而连续进化的过程。
归依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使归依成为必要的危
险或者对期望达到的目标一开始即有明确的
领悟。对这些事的理解与时俱增。不过，我
们应当作出相应于归依之诚意的努力，对自
己视为解脱之根本依靠的对象，获得明确与
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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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oing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it is most essential 
at the outset to clarify our conception of what a 
Buddha is and how he functions as a refuge. If such 
clarification is lacking, our sense of refuge can easily 
become tainted by erroneous views. We may ascribe 
to the Buddha a status he never claimed for himself, 
as when we regard him as the incarnation of a god, as 
the emanation of the Absolute, or as a personal 
savior.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detract from the 
exalted status to which the Buddha is properly 
entitled, as when we regard him simply as a 
benevolent sage, as an unusually astute Asiatic 
philosopher, or as a genius of meditative technology.

在归依佛陀之初，澄清我们对何为佛陀、他
如何起归依作用的概念，是至为重要的。缺
乏这样的澄清，我们的归依感很容易沾染妄
见。我们也许会赋予佛陀某种他自己从未承
认的位格，比如把他视为一尊神祗的化身、
绝对终极的体现、或者一位个人的救主。另
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对佛陀正当拥有的崇高
地位加以贬低，比如把他仅仅视为一位慈蔼

的智者、一位异常敏锐的亚洲哲学家、或者
一位掌握禪定技术的天才。 

A correct view of the Buddha's nature would see him 
in terms of the title he assigned to himself: as a Fully 
Self-Enlightened One (samma sambuddha). He is self-
enlightened because he has awakened to the essential 
truths of existence entirely on his own, without a 
teacher or guide. He is fully enlightened because he 
has comprehended these truths completely, in all their 
ram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d as a Buddha he 
has not only fathomed these truths himself, but has 
also taught them to the world so that others may 
awaken from the long sleep of ignorance and attain 
the fruits of liberation.

对于佛陀本质的正确见解，乃是以他本人赋

予自己的名号来看待他: 一位正自觉者 
(samma sambuddha, 彻底自我觉醒者)。之所
以称他为自觉者，是因为他对生存的基本真
相的觉醒，无师尊、无向导，全凭自力成
就。之所以称他为正自觉者，是因为他对这

些真相的一切细节与寓意，已达成全知。作
为一位佛陀，他不仅本人领悟了这些真相，
而且还把它们傳给了世界，使得他人也有可
能从无明的长眠中觉醒，证得解脱之果。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is an act anchored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individual: the recluse Gotama, 
the scion of the Sakyan clan, who lived and taught in 
the Ganges valley in the fifth century B.C. When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we rely upon this 
historical individual and the body of instruction that 
stems from him.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is point in 
view of the fashionable notion that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means that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mind within ourselves" or in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enlightenment." Such ideas, allowed to go 
unchecked, can lead to the belief that anything we 
contrive in the flights of our imagination can qualify 
as true Dhamma. To the contrary, the Buddhist 
tradition insists that when we go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we place ourselv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归依佛陀，指的是对一位特定历史人物的归

依: 即隐者乔达摩，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
傳法于恒河流域的释迦族太子。我们归依这

位佛陀时，是在归依这位历史人物和他的教
诫。面对现今流行的归依观念——所谓归依
佛陀意味着归依“我们自己内在的佛心”或
者“开悟之普遍原则” ——强调这一点是十分
重要的。听任那些观念自由发展，可以引向
但凡想象力驰骋之所及皆可作为真法的地
步。与之相反，佛教傳统坚持认为，当我们

归依佛陀时，是在把自己置于那位卓然有别
于我们自身者的指导之下，他所成就的高度
我们只开始获得遥遥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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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ho i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ourselves, one 
who has scaled heights that we have barely begun to 
glimpse.
But when we rely upon the recluse Gotama as our 
refuge, we do not apprehend him merely as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a wise and sensible sage. We 
apprehend him rather as a Buddha. It is his 
Buddhahood — his possess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excellent qualities that come with perfect 
enlightenment — that makes the recluse Gotama a 
refuge. In any cosmic epoch, a Buddha is that being 
who firs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 mass of ignorance 
encompassing the world and rediscovers the lost path 
to Nibbana,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He is the 
pioneer, the trailblazer, who discovers the path and 
proclaims the path so that others, by following his 
tracks, may extinguish their ignorance, arrive at true 
wisdom, and break the fetters that tie them to the 
round of repeated birth and death.

不过，当我们依止隐者乔达摩作为自己的庇
护时，并不把他仅仅理解为一位智慧贤明的
个人。我们把他理解为一位佛陀。正是他的
佛陀位格——随着圆满觉悟而来的、对一切
殊胜品质的拥有——使隐者乔达摩成为归

依。在任何一个宇宙纪元之中，佛陀是那位
率先突破笼罩世界的无明黑暗、重新发现业

已遗失的灭苦涅槃之道者。他是一位先驱

者、一位开拓者，他重新发现古道、宣讲古
道，使得他人跟随其足迹，也能够灭尽自身
的无明，证得真智，突破把自己绑束在生死
轮回之中的诸种结缚。 

For the refuge in the Buddha to be genuine, i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commitment to the Buddha as an 
incomparable teacher, as unexcelled and unsurpassed. 
Strictly speaking, the historical Buddha is not unique 
since there have been earlier Fully Enlightened Ones 
who have arisen in past epochs and there will be 
others who will arise in future epochs as well. But in 
any one world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for a second 
Buddha to arise while the teaching of another Buddha 
is still extant, and thus in terms of human history we 
are justified in regarding the Buddha as a unique 
teacher, unequalled by any other spiritual teacher 
known to humanity. It is this readiness to recognize 
the Buddha as "the unsurpassed trainer of persons to 
be tamed, the teacher of gods and humans" that is the 
hallmark of an authentic act of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为了真正地归依佛陀，必须伴随着把佛陀尊
为一位无可伦比的导师、一位至胜无上者的
承诺。严格地说，历史上的佛陀并非独一无
二，因为正觉者在过去纪元中曾经出现过，
在未来纪元中还将会升起。但是在任一世界
系统中，在一位佛陀的教导尚且存在时，不
可能升起第二位佛陀，因此就人类历史来
说，我们有理由把佛陀视为独一无二的导

师，不可与人类的任何其它精神导师同日而
语。正是接受佛陀为“无上调御者[适于驯服
者的无上调御者]、天人师[天神与人类的导

师]”的愿意，标志着对佛陀的真正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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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serves as a refuge by teaching the 
Dhamma. The actual and final refuge, embedded 
within the Dhamma as refuge, is Nibbana, "the 
deathless element free from clinging, the sorrowless 
state that is void of stain" (Itiv. 51). The Dhamma as 
refuge comprises the final goal, the path that leads to 
that goal, and the body of teachings that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the path. The Buddha as refuge has no 
capacity to grant us liberation by an act of will. He 
proclaims the path to be traveled and the principles to 
be understood. The actual work of walking the path is 
then left to us, his disciples.

佛陀作为归依的功能，是藉着傳法进行的。
蕴涵在归依之法中的真正而终极的归依，乃
是涅槃——“无执取的不死元素，无垢染的
无忧状态”(Itiv. 51,如是语)。 作为归依的
法，包括的是终极目标、趋向目标的道路、
以及解说此修行道的教导体系。凭借愿力，
并不能使作为归依的佛陀把解脱授予给我
们。他宣说了必须行走的道路，解说了必须

领悟的原理。接下来，实际的行道工作，得
由我们这些弟子去做。 

The proper response to the Buddha as refuge is trust 
and confidence. Trust is required because the doctrine 
taught by the Buddha runs counter to our innate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and our natural orientation 
toward the world. To accept this teaching thus tends 
to arouse an inner resistance, even to provoke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changes it requires us to make in 
the way we lead our lives. But when we place trust in 
the Buddha we open ourselves to his guidance. By 
going to him for refuge we show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recognize that our inherent tendencies to self-
affirmation and grasping are in truth the cause of our 
suffering. And we are ready to accept his counsel that 
to become free from suffering, these tendencies must 
be controlled and eliminated.

把佛陀作为归依的正确态度，是信任与信
心。之所以必须付诸信任，是因为我们对自
身的内在了解以及对世界的自然趋向，与佛
陀所傳的教义背道而驰。于是，对这套教导

的接受容易触发内在的抵制，甚至对它所要
求的生活方式上的转变激起抗拒。不过，当
我们对佛陀寄予信任时，便对他的教导敞开
了心灵之门。我们藉着归依佛陀，表示自己
愿意承认，对自我的肯定与执取的内在倾向
确实是我们的苦因。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教
诫，也就是，为了灭苦，这些倾向必须加以
控制与遣除。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as our refuge is initially 
awakened when we contemplate his sublime virtues 
and his excellent teaching. It grows through our 
undertaking of the training. At first our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may be hesitant, punctured by doubts and 
perplexity. But as we apply ourselves to the practice 
of his path, we find that our defilements gradually 
lessen, that wholesome qualities increase, and with 
this comes a growing sense of freedom, peace and 
joy. This experience confirms our initial trust, 
disposing us to advance a few steps further. When at 
last we see the truth of the Dhamma for ourselves, the 
refuge in the Buddha becomes inviolable. Confidence 
then becomes convictio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把佛陀作为归依的信心，在我们观想他的崇
高品德与他的殊胜教导时被初次唤醒，随着
我们修练的持续它开始增长。我们对佛陀的
信心一开始也许带着犹豫、迟疑，但随着修
持我们发现，自己的杂染逐渐地减少，善巧
素质得以扩展，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愈增的自
由、平静、喜乐之感。该体验印证了我们的
原始信任，使我们趋向继续进步。等到最终

亲见法的真相时，我们对佛陀的归依成为不
可动摇。信心在此转为确信，确信“佛陀是
善的演说者、宣示者、带来者、是不死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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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One is "the speaker, the proclaimer, the 
bringer of the good, the giver of the Deathless, the 
lord of the Dhamma, the Tathagata."

予者、法的尊主、如来。”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odhi/bps-essay_21.html 
最近訂正 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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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施的方式 
        “有八种布施的方式。哪八种?  
        “自发地布施[1]; 
        “因为惧怕而布施[2]; 
        “因为想:‘他也施予了我一件礼物’; 
        “因为想:‘他也将施予我一件礼物’; 
        “因为想:‘布施是善事[3]’; 
        “因为想:‘我煮食，他们(指沙门)不煮; 既然我煮食，不施予不煮食者(一餐饭)是不合适的’; 
        “因为想:‘藉着布施这件礼物，我将赢得善名’;  
        “他布施，是因为它使心尊贵、使心美化。[4]”

——AN 8.31
 
2.布施的理由 
        “有八种布施的理由。哪八种? 
        “人们出于喜爱而布施; 
        “以恼意布施[5]; 
        “出于愚昧而布施[6]; 
        “出于畏惧而布施; 
        “因为想:‘这等礼物我的父亲与祖父曾经布施过，他们过去曾经做过此事; 因此我放弃这个古
老的家族傳统，是不值得的’;  
        “因为想:‘藉着布施这件礼物，愿我身坏命终后，重生于善趣、天界’;  
        “因为想:‘当我布施这件礼物时，我的心将愉悦，喜与乐将在内心升起’;  
        “他布施，因为它使心尊贵、使心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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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8.33
 
3. 根据布施的重生 
        “根据布施，有八种重生。哪八种? 
        “有此情形，比丘们，某人对一位沙门或婆罗门布施，施予他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
环、熏香、床具、住处、或灯具。在布施此礼时，他希望有回报。他注意到富有的刹帝利、富有
的婆罗门、富有的家主，拥有五种感官之乐并享受它们。于是他想:‘啊，当我身坏命终时，愿我
重生于他们当中! ’他把心住于那个想法中、定在那个想法上、培育它。他的这个想法瞄准的目标

低下[7]，假若不培育提升[8]，就会引导他得到这个重生。在他身坏命终后，他将重生于富有的刹
帝利、富有的婆罗门、富有的家主当中。然而我说，这只是对有戒德者、而不是对缺戒德者[9]，
因为比丘们，正是由于他的纯净，具德者的心愿才能够达成。 
        “有此情形，比丘们，某人对一位沙门或婆罗门布施，施予他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
蔓、熏香、床具、住处、或灯具。在布施此礼时，他希望有回报。他听说四大王天……三十三
天……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们的长寿、美貌、喜乐，想重生于
他们当中。他把心住于那个想法中、定在那个想法上、培育它。他的这个想法瞄准的目标低下，
假若不培育提升，会引导他得到这个重生。在他身坏命终后，他将重生于四大王天……三十三
天……夜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然而我说，这只是对有戒德者、而不是
对缺戒德者，因为比丘们，正是由于他的纯净，具德者的心愿才能够达成。 
        “有此情形，比丘们，某人对一位沙门或婆罗门布施，施予他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
蔓、熏香、床具、住处、或灯具。在布施此礼时，他希望有回报。他听说梵天界的天神们的长

寿、美貌、喜乐，想重生于他们当中。他把心住于那个想法中、定在那个想法上、培育它。他的
这个想法瞄准的目标低下，假若不培育提升，会引导他得到这个重生。在他身坏命终后，他将重
生于梵天的天神当中。然而我说，这只是对有戒德者、而不是对缺戒德者，只是对无淫欲者
[10]、不是对有淫欲者。因为比丘们，正是由于他的无淫欲，具德者的心愿才能够达成。 
        “比丘们，这就是根据布施所得的八种重生。” 

——AN8.35
 
4.福德业的方式 
        “比丘们，有三种造福德的方式 [11]。哪三种? 
        “有藉着布施、持戒、禅定制造福德的方式。 
        “有一人，只在少量程度上藉布施修福德; 又只在少量程度上藉持戒修福德; 然而他却不曾藉
禅定修福德[12]。此人身坏命终时，将重生于人类当中一个困苦的境界[14]。 
        “另一人，曾经大量地藉布施修福德; 又曾经大量地藉持戒修福德; 然而他却不曾藉禅定修福
德。这样一个人身坏命终时，将重生于人类当中一个良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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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将重生于四大王天的天神当中 。在那里，曾经高度修习布施与持戒的四大王，在
十事上超过该界的其他天神: 天界寿命、天界美貌、天界喜乐、天界权力、天界之色、天界之
声、天界之香、天界之味、天界之触。 
        “或者，他将重生于三十三大的天神当中 。在那里，曾经高度修习布施与持戒的帝释天王，
在十事上超过了…… 
        (同样地提到在夜摩天 、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重生以及这些域界的统治
者。)        
        “比丘们，这就是三种造福德的方式。” 

——AN8.36
 
5.福德的富源 
        “比丘们，有八种福德与善巧的富源，哪八种? 
        “比丘们，有八种福德与善巧的富源，它们是喜乐的滋养、珍贵、得喜乐、趣向天界、带来
愉快、喜悦、适意、福利。哪八种?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佛。这是福德与善巧的第一种富源: 它们是喜乐的滋
养、珍贵、得喜乐、趣向天界、带来愉快、喜悦、适意、福利。 
        “再者，有此情形，这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法。这是福德与善巧的第二种富源…… 
        “再者，有此情形，这位圣者的弟子前去归依僧。这是福德与善巧的第三种富源…… 
        “再者，有此五件赠礼——独特、持久、傳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
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们无可指责的。这五件赠礼是什么? 
        “有此情形，一位圣者的弟子戒夺取生命、离夺取生命。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
免于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
他也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一件礼物、第一件大礼——独
特、 持久、傳统、古老、纯净、从起始便纯净——不容置疑、永远不容置疑、是多闻的行者僧侣

们无可指责的。这是第一件赠礼，是福德与善巧的第四种富源。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不予而取，离不予而取。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
危险、免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二件赠礼，是福德与善巧的第五种富
源。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不当性事，离不当性事。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
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
得以分享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三件赠礼，是福德与善巧的第六种富
源。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谎言，离谎言。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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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四件赠礼，是福德与善巧的第七种富源。 
        “再者，这位圣者的弟子戒醉品，离醉品。他这样做时，便使数量无限的生灵免于危险、免
于敌意、免于压迫。藉着向数量无限的生灵赠予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自由，他也得以分享
这个无危险、无敌意、无压迫的无限自由。这是第五件赠礼，是福德与善巧的第八种富源。 
        “比丘们,这就是八种福德与善巧的富源，它们是喜乐的滋养、珍贵、得喜乐、趣向天界、带

来愉快、喜悦、适意、福利。” 
——AN8.39

原注选译: 
[1]据经注: 例如居士见到一位比丘，立即自发供养一个座位与一餐饭。 
[2]“畏惧责咎或畏惧重生恶趣”(经注); 或者为了讨好权贵。 
[3]“因为布施被佛陀与智者赞扬”(经注)。 
[4]“藉着使施者与受者的心柔软”(经注)。此处与下文中提到的“布施”特指布施比丘斋食，但也并非完全局
限于此。有些物品可以普遍赠与。在斯里兰卡，巴利词 daana(布施)通常指供养佛教僧侣的斋食;不过该词
的用法在巴利经文当中未限于此。 
[5]Dosena，字面意义为: 出于嗔。据经注: “带着嗔心，他随手抓一件物事，快速给予。” 
[6]Mohena，出于愚蠢的理由; 或者以一种不智或心不在焉的方式。 
[7]瞄准的目标低下: 据经注，指低下的五种感官对象。 
[8]未提升: 据经注，“他的心尚未培育到超越它，朝向圣道与圣果(指入流等)。” 
[9]据经注:“这是为了说明，失戒德将造成障碍，并非仅仅由布施的福德业就能够导致重生善趣。” 
[10]无淫欲(viitaraagassa,free of lust)，据经注:“那就是，一位脱离(感官)淫欲者，或者藉着修不还道而断淫
欲; 或者藉着禅定成就遏制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藉布施重生梵天界。不过，布施是趋向止观禅定的
尊贵助缘。一个人若以布施造就的柔软之心修四梵住，他将重生梵天界。”据复注:“无淫欲，在此仅指感
官之欲的灭除; 藉此很可能重生梵天界; 然而这样的重生不可能藉着‘有’欲的灭除达到。” 
[11]Puññakiriyāvatthu，vatthu 
[12]Daana, siila, bhaavana. 
[13]据经注:“他尚未付出修习禅定的努力。” 
[14]据经注:“他将重生于低阶层家庭，生活坎坷。” 

中译按: 本文节译自向智尊者《增支部经文选译之三(八集至十一集)》中的第八集，段落题名为原书所
有。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nyanaponika/wheel238.html#t-8-9 
最近訂正 10-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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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完全无关——至少理应这样。可惜，近些年来，布施的名称在西方被许多佛教组织采
纳，作为打动人心的募款技巧。我们读过多少份佛教组织的求捐信件，以这样熟悉的语句开
始:“布施是一个古老傳统，藉着它，两千五百年来佛陀的教导才得以保存下来”? 这些信件里多少
次我们看见求捐物品清单? 多少次我们听说禪修中心对他们的傳授有“建议捐赠数额”?  在我看
来，为佛教事业大张旗鼓地招徕物质支持的壮举，只会削弱布施的真正精神，它是毫无压力、心
有所感、自发而起的慷慨之举，体现在佛陀傳法的基本动机之中。 
        任何类型的布施毫无疑问是件好事。佛陀鼓励我们对任何请求帮助的人慷慨布施(法句经

224)。即使最小的礼物，只要带着慷慨之心布施，也会有巨大的价值:“即使一个人把涮完杯碗的
水倒进村里的池塘时，想着:‘愿住在这里的任何动物来吃，’ 那也是福德的一个来源。”(增支部
ANIII57)。然而，布施的实际果报，极大地依赖于捐赠发生的氛围。施者与受者，也就是捐赠者
与筹款组织，对于培养使布施获得最大益处的氛围，有着同等责任。如果双方对于把佛陀的教导

用于修持均有诚意，他们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布施的福德，随着施主动机的清净而倍增。我们半心半意赠出的礼物，总体来说果报

是有限的，而一件礼物赠送时带着真正开放之心，“不寻找个人利益，心不执取于果报”，[AN 
VII.49]其价值要大得多。如果我们赠送时，期望从受者得到什么回报——会员便利、感谢状、书

籍、或者禪修课程，等等——便亏待了自己，稀释了布施的力量。因此，佛教组织以这类补贴来
奖励布施时，应当慎重考虑。 
        第二，佛陀不鼓励我们广求布施。实际上，他说的正相反: 他鼓励我们将就已有之物[AN 
IV.28]。这个少欲知足的主题处处体现于佛陀的教导。在我看来，一位筹款人“希望获得的物
品”清单，表达了一种不满足感，与佛陀的讯息背道而驰。布施者最乐于赠予的情形，乃是在知
道他们的礼物——无论多么渺小——真正为接受者感激时。如果一个求捐的组织筹款目标宏大、
需求品又多又昂贵，而我只有一件小小礼物，不知他们会不会感激、甚至会不会注意到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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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与募款有什么关系-答问

组织生存简朴、求助稀少，能够最有效地提倡佛陀的教导，在它的护持者当中激起最大的信心。 
        第三，接受者是否清净也有关系[SN III.24]。我们布施给有德之士，也就是那些至少持五戒
者时，不仅承认他们培养戒德的动机，也增强我们自己持戒的决心。因此，布施给有德者有大业

力，它的善报远远超过布施当时的事件本身。布施与戒德两者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学会善
巧地行使自己的慷慨冲动，把礼物送到果报最大的地方时，这两方面都会受大益。我们重视戒德
时，无论作为赠予者还是接受者，都会从布施中得到大益。 
        最后是对成长中的佛教团体与组织的呼吁: 请极其、极其地耐心，抵制使你的组织壮大起来
的诱惑。佛教组织的成功，永远不应以常规的商业指标来衡量: 成员数、下载数、开课量、募得
款额，等等。它的成功只能以如何正确地体现佛陀的教导来衡量。如果它的工作坚实地确立在戒
德基础上，识戒德者必然注意到，受其鼓舞，会以无边的慷慨相助。只要能做到这么多，该组织

便是在以最直接的方式，把布施这个无价傳统傳给他人—— 布施为法中精髓，而法的布施，是一
切礼物中最珍贵的 [Dhp 354]。

相关连接: 
        莉莉德西尔瓦: 巴利经典中的布施 
        经文主题选译: 布施 
        贩卖佛书有错吗? 免费赠送佛书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dana 
最近訂正 3-2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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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教还佛教是哲学-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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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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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只把他的教导称为 Dhamma-vinaya ——法与律。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试图把他的教
导以各种方式作系统化归类，将其纳入时兴的文化、哲学与宗教思想模式之中。佛教是一个伦理
体系、一套生活法则，有极其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具有宗教与哲学的某些侧面。 
 
它是哲学 
        如同多数哲学，佛教试图把人类生存的复杂性以某种方式勾画出来，向我们担保，宇宙实际

上存在著某种秩序。佛陀在四圣谛中精辟总结了我们的处境：有苦、有因、有一条灭苦之道。业

力的教导，对于因与果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完整而逻辑上自恰的描述。即便是佛教宇宙观，尽管有
些人一开始可能感觉牵强，也是业力法则的逻辑延伸。根据佛法，有一种深邃而不可动摇的逻辑

性弥漫于世界。 
 
它不是哲学 
        佛教与多数哲学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依赖于推测与推理达到一种逻辑上的真理，而前
者则依赖对个人经验的直接观察与某些技能的培养，获得真正的理解与智慧。闲情逸致的推测在
佛法修持中是毫无地位的。尽管课堂学习、书本阅读与活跃的思辩，对培养基本佛学概念的知性
理解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佛教的精髓永不能藉由那些方式达到。佛法非是一个构思出来作智力消
遣的抽象系统，而是一个实用的指路地图，它的根本目标在于把修持者引向最终目标——涅槃。 
 
它是宗教 
        世上每一种伟大宗教的核心皆存在某种超世的理想，教义则围绕该理想而展开。在佛教中这

个真理就是涅槃——以苦与紧张的止息为标志，它具有彻底的超世性，与我们平常的感官体验不
存在一丝一毫的类同。涅槃是佛教的同义词，是佛陀所有教导的要点指向的终极目标。由于它所
瞄准的目标是如此高远的超世理想，我们可以公平地把佛教称为一种宗教。 
 
它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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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教还佛教是哲学-答问

        然而，与世上其它主要宗教反差鲜明的是，佛教里没有神性，没有超然的创世者，没有超
我，没有我们对之祈求拯救的圣灵或博爱的上帝。反之，佛教要求我们努力自救：培养明辨，区
分我们内心非善巧的素质与真正尊贵善良的素质，学习如何培养善巧素质，排除不良素质。这就
是通往佛教最高的完美目标——涅槃之道。即便佛陀也不能够把你领到那个目的地，只有凭你自
己的努力才能走完全程。 
 

“因此，阿难，做你自己的岛屿，做你自己的安居处，不要找外在的安居

处。法是你的岛屿，法是你的安居处，不要找其它安居处。” ——DN16
(长部)

 
        尽管本质上属于无神论[译按:此处指西方式的单神主宰论]，然而佛教修持确实需要某种信
念。它并不是盲信，不是对经文所传的佛陀言辞不加分析的接受。反之，这是 saddha[译按：巴
利文，由确知而生起的坚心]，是归依三宝后升起的信心；这是对于精进修持佛法将会获得佛陀
担保的果报的一种信赖。这个信念(saddha)是对世尊教导有条件的接受，这些教导在修持过程中
始终受到严格的检验，而且也必须受到行者不断增长的明辨力的支持。对许多佛教徒来说，这种
信念藉著传统的崇拜仪式得到表达与增强，如对佛像的顶礼与巴利经文的持诵。尽管这与许多有
神宗教的崇拜具有表面上的类似性，但这些活动既非祈祷、也非乞求一位超世者的拯救。反之，
它们作为表达自己对三宝的高度尊贵的谦卑与敬意态度，是有益而激励人心的。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neither-and-both  
最近訂正 9-1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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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巴沙那与上座部佛教相等同维-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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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婆奢那与上座部佛教等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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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同。 
        巴利词vipassana ——常常译成内观(又译: 内明，内觉，维巴沙那，毗婆奢那)，具有几种含
义。首先，它指的是标志著佛教禅修顶峰的瞬间直觉领悟。在巴利经文中，毗婆奢那还指心智清
晰地目睹事件在即刻当下展开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者利用种类多样的禅修工具与技巧
培养起来的一种能力。随著修持，这个能力可以把行者带到解脱洞见的临界状态。第三个意义近
年来特别在西方十分流行，“毗婆奢那”(通常为大写的Vipassana) 指的是以《念处经》（南传中部
十）的诠解为基础的一个禅修系统——Vipassana Bhavana（内观禅修），在那部经中佛陀对念住
培养作了简明指导。 
        毗婆奢那运动曾风行一时，它的参加者常把《念处经》说成 是佛陀教导的精髓，有的甚至
说，该经的教导是获得洞见唯一必要的。不过上座部佛教承认的巴利经文有几千部，每一部显示
著佛陀教导的一个不同侧面。在上座部佛教里，每一部经支持、依赖、反映、提示著其它经文；
即使是《念处经》这样重要的经文，也仅是复合交织的佛陀教导之中的一条线索。 
        尽管许多学生的确在毗婆奢那禅法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另一些人则隐隐感到，其中缺乏
某种根本的东西。这个反应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念处经》是对一群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弟子讲授
的，他们已在佛法修持中富有经验并且修有所成。 
        令人高兴的是，那些缺失的片断，均可以在巴利经藏中找到。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佛陀对布施
与持戒的教导，此乃一切灵性修持的两大支柱。我们看见了忆念佛、法、僧的教导，其作用是长

养信念，为我们提供强大动力，从那个密集禅修班回到家后，久而久之还能够继续佛法修持。在
经文中我们看见了有关感官欲取的过患、出离的价值、以及培养八圣道各道支的教导，包括那些
毗婆奢那禅修班中很少讨论的侧面：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即禅那）。还有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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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座部佛教中，通往解脱洞见的道路并不归结为一种禅定技巧、或者连续不断的念住。觉醒
之路充满著意外的曲曲折折。佛陀留下了一系列工具和学习技巧，助我们安全走完全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vipa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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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Beginner/Vipassana.htm (2 of 2) [12/31/2010 10:53:27 PM]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ullitt/bfaq.html


如果没有我-答问

[首页] >> [问答选]

如果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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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我，是谁获得觉悟？ 

如果没有我，什么获得重生？ 

如果没有我，为什么......？ 
 
        在巴利经藏中，没有任何地方佛陀明确、不加限制词地宣布：“没有我。”　因此任何以“如
果没有我”开头的这类问题，本身就有误导性，注定让提问者陷入毫无希望的混乱——“妄见的丛

林”(中部２)。这样的问题最好把它们全放在一边，去寻找其它更有意义的问题。 

相关连接: 
        《无我，还是非我?》 
        《非我相经》 
        佛陀对有我无我之问的应对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no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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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佛(弥勒菩萨)是谁? 

曾有过其他佛吗? 

佛与阿罗汉的区别 

什么是辟支佛? 
        根据上座部佛教傳统，无数纪元之间，许多佛来了、走了。每过远久漫长的一段笼罩世界的
灵性黑暗时期之后，会诞生这样一个人，藉着自身的努力，重新发现被遗忘的觉醒之路，使自己
永远从漫长的轮回中解脱出来，因此成了一位 阿罗汉(即完全觉醒的尊贵者)。如果这样一个人，
缺少必要的波罗蜜(完美)，他就不能够把自己发现的路向他人作解释，因此被称为“沉默”的佛
(paccekabuddha， 独觉佛、辟支佛、辟支迦佛)。但如果他的波罗蜜得以完善培养，能把他的讯息
昭示世界，他就被称为一位 佛陀(Buddha)。佛陀的弟子们也可以成为阿罗汉，但他们不是佛，因
为他们依赖一位佛陀指明觉悟之路。(所有辟支佛与佛都是阿罗汉，但并非所有阿罗汉都是佛或
辟支佛。) 无论佛法傳播何等广泛，迟早会覆没于不可抵抗的无常之法，从记忆中消失。世界再
一次陷入黑暗之中，漫长的周期如此重复著。 
        最近的一位佛出生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名为悉达多 -乔达摩。他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 “佛
陀”。 
        据说，下一位佛陀名为 弥勒佛(Maitreyad)，是一位目前居于兜率天的菩萨(译者注:菩萨在上座
部佛教中指尚未最终觉悟之佛)。傳说在遥远的未来，当前佛陀的教导早已被遗忘之后，他会重生
为人、重新发现四圣谛、再一次教导八圣道。尽管他在一些北傳佛教傳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些
信徒们向他祈求良好的重生与救赎，他在上座部佛教傳统中作用不大。他在整个三藏中只提到过

一次，在长部26《转法轮狮子吼经》里: 
 

[佛陀说: ]“在那时，人们有八万年的寿命，会有一位名为弥勒的世尊、阿
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无上调御师、天人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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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未来佛汉罗佛、阿觉关于独-答问

佛、世尊，就如我现在一样。” 
 
        在中国与日本艺术中，那位笑嘻嘻的大肚子菩萨，便代表著弥勒佛前世的模样。 

相关连接: 
        经文中世尊解说阿罗汉与佛陀的区别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maitreya 
最近訂正 2-2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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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对父母的建议堪称直 接了当：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慷慨、守戒、有责任心、善巧、自给自
足的成年人（长部31与相应部II.4）。对孩子讲授佛法并不意味者给他们宣讲冗长的十二因缘课

程，或者强迫他们记住佛陀罗列的八个什么、十个什么、十七种什么，而只意味着，为他们提供
找到真正的幸福所需的基本技巧。其它方面自然会培养起来。 
        父母对孩子所傳的最重要一课是，每一种行动都会有后果。每时每刻为我们提供机会，看我
们选择怎样思考、发言与行动。正是这些选择，最终决定了我们喜乐与否。这便是业的精髓，是
佛法指明的因果原理。记载中为数稀少的几篇佛陀对独子罗睺罗的开示中，这也是其中一篇所表
达的讯息。这篇经文——芒果石教诫罗睺罗经(中部61)—— 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上，对于
怎样给幼童讲解佛法，给了父母们一些重要的提示。 
        在这篇经文中，佛陀批评了七岁的罗睺罗所犯的一个小谎言。佛陀的教诫内容在此既简单又
明了：它与正语有关，目的是助罗睺罗对戒德的基本原则保持诚意。佛陀的教导方式有几个值得
注意的方面：首先，佛陀以日常用具善巧为喻(此处为水勺)， 以罗睺罗年龄相应的生动语言阐明
他的教 导。第二，佛陀并未发动一场冗长抽象、有关业力本质的演说，而是把这堂课的内容聚焦
于当下问题：如何谨慎选择行动。第三，尽管五戒的确构成了道德行为的基本框架，佛陀在此并
未提及——或許因为某些(涉及性事与醉品的)戒律与多数七岁儿童无关。(或许等到罗睺罗长成少
年时，佛陀对戒律会多说几句。)　第四，佛陀在教诫时，藉由简单提问，始终保持罗睺罗的参
与；此非一场枯燥、催眠性的讲演。最后，佛陀利用这个机会把教育内容深化，对罗睺罗解释了
任何行动之前、期间、之后，在身、语、意方面内省的重要性，于是就把罗睺罗原来的细小失
误，放在了宽广得多的背景之中，成为具有深刻持久意义的一堂课。　　 
        尽管我们多数作父母的，要象佛陀那样有意识、有成效地教育孩子，只能是梦中之想，我们

仍可以效仿他的榜样。但是在我们把他的榜样付诸行动时，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关键点：佛陀对

儿子的教诲来自一位具有如实知见者。罗睺罗的老师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榜样人物。因此这个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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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如果我们希望教育孩子走上佛法之路，最好确保自己也在那条路上修持。如果你赞扬布
施、诚实、忍耐等善巧美德，孩子们只见你自己吝啬、无意中听见你说谎、或者目睹你发脾气，
你的教育讯息便失却了。当然，你不需要圆满实现佛法才够格教育孩子，但是为了使你的教育有
分量，孩子们必须能亲眼看见你自己也在认真努力，把同样的教导付诸实行。而且，如果你以自
身榜样激励他们，教给他们依照佛法生活的必要技巧，你就给了他们一件珍贵的礼物。 
 

智者希望孩子 
有高等或类似的重生， 
而不是低等的重生， 
使家族蒙羞。 
 
居士们，这些孩子， 
有具足的戒德、信念、慷慨、不吝， 
如拨云之月， 
在任何团体中放光。

——Iti 74(如是语)
 
        如果你有意寻找儿童读物，我推荐一系列附彩色插图的本生经。这些讲述佛陀前世故事的书

籍，提供了许多讨论基本道德原则的机会。他们对于十岁以下的孩子最有益。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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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有些不是。从上座部角度看，食肉与否完全是个人的选择。的确，有不少佛教徒
(当然还有不少非佛教徒)出于对动物福利的同情，最后失去对肉食的胃口。但素食主义并非是走
上佛教修行道所必要的。 
        五戒为所有实修佛教徒所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虽然其中的第一戒要求戒离故意杀死生命，
它没有提到对业已死亡的动物之肉的消费。不过，有几种动物的肉，上座部比丘们被戒律禁止食
用，其理由与杀生的伦理并不直接相关[1]。比丘们可以藉著不食人们放进他们僧钵内的肉类，自
由地选择食素，但因为他们依靠居家护持者的慷慨布施[2](这些人本身不一定是素食者)，因此提
出特别的饮食要求，似乎是不合适的。世界上有的地区(包括南亚的许多地区)，素食并不普遍，
许多食物是掺在肉汁或鱼汤里烧煮而成，素食的比丘们不久就会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 不是食
肉，就是挨饿[3]。 
        为了食物而参与杀生，是绝对与第一戒不相容的。这包括: 打猎、捕鱼、陷杀、屠宰、蒸活
蚌、食生蚝等。  
        那么，要他人为我捕捉或杀死动物又如何呢? 这一点上，教导也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决不能故
意要求别人为我们杀生。例如，我们不应当根据餐馆里的菜单，要一道鲜蒸活龙虾。《法句经》
中简单扼要地表明了这个态度: 

 
一切众生对杖战栗， 
一切众生畏惧死亡。 
以此类比自推， 
莫杀生莫唆使杀生。 

——法句经130 
 
        那么，购买被别人屠宰了的动物的肉又如何呢? 这与作为佛教根本基石的正志当中的慈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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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伤害原则是否一致? 正是在此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经文只给出了有限的指南。在佛陀对居
家人的正命定义中，五种被禁止的职业之一是“肉类贸易”。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这种禁止是否也
包括我们——屠夫的客户与顾客们，它的确把我们置于与不善巧业的距离接近到令人不舒服的位
置。 
        把经文对我们讲说的内容总结起来: 我们似乎可以问心无愧地接受、煮烧、食用他人赠予的
或是自然死亡的动物的肉。至于购买肉食，我不那么肯定。此处没有一概而论的答案。 
        我们每个人，对其它生物的伤害与死亡，都程度不同地、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承担共犯的
罪责。无论我们是肉食者、纯素食者、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选择食物，在漫
长的食物生产与加工链之中，会出现杀生。无论我们行走多么小心，每走一步，无数的虫螨或其
它动物，在我们的脚下被无意地杀死。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本质。只有当我们彻底脱离生死
轮回，当我们进入涅槃的彻底自由——不死——我们才能把杀生与死亡彻底洗净。为了引导我们

朝向那个高远的目标，佛陀给予了我们极其务实的忠告: 他没有要我们成为素食者; 他要我们持戒
[4]。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个挑战已足够巨大。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点。 

原注: 
[1]上座部比丘被戒律禁止食生肉或生鱼，以及人、象、马、犬、蛇、狮、虎、豹、熊、土狼。 见《佛教
比丘律》“主食”一章中的解说。吃了上述肉的比丘，便是破戒，他必须对其他比丘披露。 
[2]请看坦尼沙罗比丘《赠礼的经济》一文。 
[3]大乘佛教的某些教派的确食素。请看《佛教史导论》(第五版; 作者R.H.罗宾逊、W.L.约翰逊、坦尼沙
罗比丘; Wadsworth, 2005)。 
中译注: 
[4] 关于第一戒——戒杀生[戒夺取生命]，巴利佛教注疏把它正式定义为:“夺取生命，是在一个生命存在、
(违犯者)知其为生命时的杀死意志[杀心]，它透过身或语之门表达，所造成的行为[业]导致该生命的命根
被斩断。”——菩提尊者《受戒》。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bullitt/bfaq.html#ve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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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佛法书籍本身没有什么错。许多盈利性出版社确实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出版一些高质量
的佛法书籍，在书店里找起来比免费私人付印的类似书籍要容易。但是那种方便的代价极高。商
业出版社有生存底线，不可避免地根据书籍的销售潜力，作出相应的编辑性选择。这种压力的结

果，经常导致出版的书籍代表着稀释了的佛法，那样的法也许听起来喜悦、提升、愉快，然而缺
少真相的锋利。例如，人们不太可能拥到书店里掏空荷包，阅读佛陀关于出离、感官之欲的过

患、不净观的意义等重要教导。可惜，这样的真理消费市场太小，并不能盈利。 

        然而，人们在贩卖佛法书籍时，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理由值得再思。自佛陀时代以来，佛法教
导始终是在师徒之间、友人之间免费傳授。法的教导被尊为无价，多少世纪以来藉着一条不曾间

断的布施之脉傳给了我们。出版免费的佛法书籍，是在延续这个傳统。这股布施之脉，从作者流
向那些化时间编辑、排版、印刷书籍者、流向赞助印刷的布施者、流向照料分发、邮寄书籍者。
如果你有幸接到一本来自这股布施脉流的书，你甚至在打开这本书之前，便已经在学一堂重要的
佛法之课。一旦某人在佛书上贴了价格标签，你不仅得付钱买，而且你所得的，缺了一点东西: 
你仅得到一本有关佛法的书，而不是本身代表佛法在行动的例子。你觉得哪一本更有价值? 
        因此，下一次你发现自己被要求掏钱交换佛法——无论它的形式是书籍、磁带、光碟、佛法
开示、禪修课程、密集闭关时，要记得这点。有句俗话继续管用——买家自负。 

相关连接:  
        莉莉.德西尔瓦: 巴利经典中的布施 
        经文主题选译: 布施 
        布施与筹款有什么关系?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bfaq.html#dana 
最近訂正 8-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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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me suta.m,] Eka.m samaya.m Bhagavaa, 
Baaraa.nasiya.m viharati isipatane migadaaye. 
Tatra kho Bhagavaa pañca-vaggiye bhikkhuu aamantesi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re he address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在那里，薄伽梵对五众比丘说： 
 
"Dveme bhikkhave antaa pabbajitena na sevitabbaa,  
"There are these two extremes that are not to be indulged in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 which two? 
"比丘们，有此两极端，隐者[出家者]不可耽于其中——哪两极? 
 
Yo caaya.m kaamesu kaama-sukhallikaanuyogo, 
Hiino gammo pothujjanik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nsual pleasure in sensual objects: base, vulgar, common, ignoble, 
unprofitable; 
于感官对象， 追求感官之乐：是低级、粗鄙、庸俗、非圣、无益的;  
 
Yo caaya.m atta-kilamathaanuyogo, 
Dukkho anariyo anattha-sañhito.  
and that which is devoted to self-affliction: painful, ignoble, unprofitable. 
追求自虐：是痛苦、非圣、无益的。 
 
Ete te bhikkhav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Avoiding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避此两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
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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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maa ca saa bhikkhave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And what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 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者——是什
么？ 
 
Ayam-eva ariyo a.t.tha"ngiko maggo, 
Seyyathiida.m, 
Sammaa-di.t.thi sammaa-sa"nkappo, 
Sammaa-vaacaa sammaa-kammanto sammaa-aajiivo, 
Sammaa-vaayaamo sammaa-sati sammaa-samaa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八圣道]正是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Aya.m kho saa bhikkhave majjhimaa pa.tipadaa tathaagatena abhisambuddhaa, 
Cakkhu-kara.nii ñaa.na-kara.nii upasamaaya abhiññaaya sambodhaaya nibbaanaaya sa.mvattati.  
This is the middle way realized by the Tathagata that — producing vision,producing knowledge — leads 
to calm, to direct knowledge, to self-awakening, to Unbinding. 
[四圣谛] 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知，趋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
——即此: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m ariya-sacca.m,  
Now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苦圣谛： 
 
Jaatipi dukkhaa jaraapi dukkhaa mara.nampi dukkha.m,  
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aayaasaapi dukkhaa,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忧、哀、痛、悲、惨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m na labhati tampi dukkha.m,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 
 
Sa"nkhittena pañcupaadaanakkhandhaa dukkhaa.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简言之，五取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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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 此为苦因圣谛： 
 
Yaaya.m ta.nhaa ponobbhavikaa nandi-raaga-sahagataa tatra tatraabhinandinii, 
Seyyathiida.m, 
Kaama-ta.nhaa bhava-ta.nhaa vibhava-ta.nhaa,  
the craving that makes for further becoming — accompanied by passion & delight, relishing now here & 
now there — i.e., 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 craving for becoming, craving for no-becoming. 
[苦因是:] 
造作再生的渴求——带著贪与喜、于处处耽享——正是: 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生的渴求、对
无生的渴求。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圣谛： 
 
Yo tassaa yeva ta.nhaaya asesa-viraaga-nirodho caago pa.tinissaggo mutti anaalayo,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renunciation, relinquishment, release,& letting go of that very 
craving. 
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 绝、解脱、放开。 
 
Ida.m kho pana bhikkhave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And this, monk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此为趋向止息苦之道圣谛： 
 
Ayam-eva ariyo a.t.tha"ngiko maggo, 
Seyyathiida.m, 
Sammaa-di.t.thi sammaa-sa"nkappo, 
Sammaa-vaacaa sammaa-kammanto sammaa-aajiivo, 
Sammaa-vaayaamo sammaa-sati sammaa-samaadhi.  
precisely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 right view, right resolv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livelihood, right effort,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正是此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Ida.m dukkha.m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stress.' 
[对于四圣谛的责任]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
升起光明[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为苦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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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kho pan'ida.m dukkha.m ariya-sacca.m pariññeyy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is to be comprehend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圣
谛需全知’。 
 
Ta.m kho pan'ida.m dukkha.m ariya-sacca.m pariñña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stress has been comprehend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圣
谛已全知’。 
 
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
因圣谛’。 
 
a.m kho pan'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pahaa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abandon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因
圣谛需断弃’。 
 
Ta.m kho pan'ida.m dukkha-samudayo ariya-sacca.m pahiin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abandon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因
圣谛已断弃’。 
 
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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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 
的止息圣谛’。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sacchikaa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的
止息圣谛需直证’。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o ariya-sacca.m sacchikat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irectly 
experienc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苦的
止息圣谛已直证’。 
 
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is the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趋
向苦止息之道圣谛’。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bhaavetabbanti me 
bhikkhave, 
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is to be develop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趋向
苦止息之道圣谛需修习’。 
 
Ta.m kho pan'ida.m dukkha-nirodha-gaaminii-pa.tipadaa ariya-sacca.m bhaavitanti me bhikk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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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be ananussutesu dhammesu, 
Cakkhu.m udapaadi ñaa.na.m udapaadi paññaa udapaadi vijjaa udapaadi aaloko udapaadi.  
Vision arose, insight arose, discernment arose, knowledge arose, illumination arose within me with 
regard to things never heard before: 'This noble truth of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has been developed.' 
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趋向
苦止息之道圣谛已修成’。 
 
Yaavakii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uu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t.ta.m dvaadas'aakaara.m yathaabhuuta.m ñaa.na-dassana.m na suvisuddha.m ahosi, 
Neva taavaaha.m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aarake sabrahmake, 
Sassama.na-braahma.niyaa pajaaya sadeva-manussaaya, 
Anuttara.m sammaa-sambodhi.m abhisambuddho paccaññaasi.m.  
And, monks, as long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not pure,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 people. 
[法轮]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尚不纯净，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
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 
 
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uusu ariya-saccesu, 
Evan-ti-pariva.t.ta.m dvaadas'aakaara.m yathaabhuuta.m ñaa.na-dassana.m suvisuddha.m ahosi, 
Athaaha.m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aarake sabrahmake, 
Sassama.na-braahma.niyaa pajaaya sadeva-manussaaya, 
Anuttara.m sammaa-sambodhi.m abhisambuddho paccaññaasi.m.  
But as soon as this knowledge & vision of mine — with its three rounds & twelve permutations 
concerning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actually are — was truly pure, then I did claim to have 
directly awakened to the right self-awakening unexcelled in the cosmos with its deities, Maras, & 
Brahmas, with its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its royalty & commonfolk. 
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之三 转十二相的如实知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
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己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 
 
Ñaa.nañca pana me dassana.m udapaadi, 
Akuppaa me vimutti, 
Ayam-antimaa jaati, 
N'atthidaani punabbhavoti."  
The knowledge & vision arose in me: 'My release is unshakable. This is the last 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我内心升起此知见: ‘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 ” 
 
Idam-avoca Bhagavaa, 
Attamanaa pañca-vaggiyaa bhikkhuu Bhagavato bhaasita.m abhinandu.m.  
That is what the Blessed One said. Gratified, the group of five monks delighted at hi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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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僧伽的诞生]此为薄伽梵所说。五众比丘对薄伽梵之说随喜、心悦。 
 
Imasmiñca pana veyyaa-kara.nasmi.m bhaññamaane, 
AAyasmato Ko.n.daññassa viraja.m viitamala.m dhamma-cakkhu.m udapaadi,  
And while this explanation was being given, there arose to Ven. Kondañña the dustless, stainless 
Dhamma eye: 
在此解说期间，尊者乔陈如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 
 
Ya"nkiñci samudaya-dhamma.m sabban-ta.m nirodha-dhammanti.  
"Whatever is subject to origination is all subject to cessation." 
“凡缘起者，皆趋止息。”[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 
 
Pavattite ca Bhagavataa dhamma-cakke, 
Bhumm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Now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et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the earth deities cried out: 
[法轮转起]薄伽梵转法轮之际，地神们大呼:  
 
"Etam-Bhagavataa Baaraa.nasiya.m isipatane migadaaye anuttara.m dhamma-cakka.m pavattita.m, 
Appa.tivattiya.m sama.nena vaa braahma.nena vaa devena vaa maarena vaa brahmunaa vaa kenaci 
vaa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aa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 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
者，皆不能阻止。” 
 
Bhumm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Caatummahaaraajik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earth deities' cry,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ook up the cry. 
闻地神之呼声，四大王天们大呼。 
 
Caatummahaaraajik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Taavati.ms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Four Kings,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
three took up the cry. 
闻四大王天之呼声，三十三天们大呼。 
 
Taavati.ms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Yaam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deities of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the Yam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三十三天之呼声，夜摩天们大呼。 
 
Yaam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Tusit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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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Yama deities, the Tusita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夜摩天之呼声，兜率天们大呼。 
 
Tusitaa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Nimmaanaratii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Tusita deities,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兜率天之呼声，化乐天们大呼。 
 
Nimmaanaratii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Paranimmita-vasavattii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Nimmanarati deities,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ook up the cry. 
闻化乐天之呼声，他化自在天们大呼。 
 
Paranimmita-vasavattiina.m devaana.m sadda.m sutvaa, 
Brahma-kaayikaa devaa saddamanussaavesu.m,  
On hearing the cry of the Paranimmita-vasavatti deities, the deities of Brahma's retinue took up the cry: 
闻他化自在天之呼声，梵众天们大呼: 
 
"Etam-Bhagavataa Baaraa.nasiya.m isipatane migadaaye 
anuttara.m dhamma-cakka.m pavattita.m, 
Appa.tivattiya.m sama.nena vaa braahma.nena vaa devena vaa maarena vaa brahmunaa vaa kenaci 
vaa lokasminti."  
"At Varanasi, in the Game Refuge at Isipatana, the Blessed One has set in motion the unexcelled Wheel 
of Dhamma that cannot be stopped by priest or contemplative, deity, Maara, Brahma, or anyone at all in 
the cosmos." 
“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的鹿野苑，薄伽梵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魔罗梵天、宇宙中任
何者，皆不能阻止。” 
 
Itiha tena kha.nena tena muhuttena, 
Yaava brahma-lokaa saddo abbhuggacchi.  
So in that moment, that instant, the cry shot right up to the Brahma world. 
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 
 
Ayañca dasa-sahassii loka-dhaatu, 
Sa"nkampi sampakampi sampavedhi,  
And this ten-thousandfold cosmos shivered & quivered & quaked, 
此十千宇宙在颤动、抖动、震动， 
 
Appamaa.no ca o.laaro obhaaso loke paaturahosi, 
Atikkammeva devaana.m devaanubhaava.m.  
while a great, measureless radiance appeared in the cosmos, surpassing the effulgence of the deities. 
一道大无量光出现在宇宙间，胜于天神的灿烂。 
 
Atha kho Bhagavaa udaana.m udaan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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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ññaasi vata bho Ko.n.dañño, 
Aññaasi vata bho Ko.n.daññoti."  
Then the Blessed One exclaimed: "So you really know, Kondañña? So you really know?" 
其时，薄伽梵大声道: “乔陈如真悟了? 乔陈如真悟了。” 
 
Itihida.m aayasmato Ko.n.daññassa, 
Añña-ko.n.dañño'tveva naama.m, ahosiiti.  
And that is how Ven. Kondañña acquired the name Añña-Kondañña — Kondañña who knows. 
故此，尊者乔陈如得名: 阿念-乔陈如[觉悟的乔陈如]。 

最近訂正 8-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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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正法] >> [四圣谛] >> [第四圣谛] >> [正见]

可敬的友谊 
Admirable friendship 

kalyanamittata 
[选编]约翰-布列特 

[中译]良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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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版权所有 © 2005-7 良稹，
http://www.theravadacn.org， 流通
条件如上。转载时请包括本站连
接，并登载本版权声明。 

定义 
        “何谓可敬的友谊[善知识,善友]？ 有此情形，一位家主，无论住在哪个村镇，去亲近戒德高严

的家主或家主之子，长幼不拘。与他们谈话，邀他们讨论。他效仿[对业力原理]信念圆满者、也
达到信念圆满，效仿戒德圆满者、也达到戒德圆满，效仿布施圆满者、也达到布施圆满，效仿明
辨圆满者、也达到明辨圆满。此谓可敬的友谊。” 

——AN VIII 54 (增支部)

 
培养善巧素质之因 
        “关于外在因素，对于一位正在训练中、尚未证得心的目标、继续追求解脱束缚这个殊胜安
稳的比丘，我未见任何其它一因素，作用之大，如胜于善知识。一位比丘与善知识亲近，得以弃
绝不善巧素质、培养善巧素质。” 

——Iti 17 (如是语)

 
仔细选择同伴 
        “此为耗尽财富的四种方式: 堕落于性事、堕落于饮酒、堕落于赌博、与恶人作朋友、伙伴、
同伴。正如一座有四个入口、四个出口的大储水池，有人关闭入口、打开出口、又无天降阵雨，
池水 只会耗尽，不会上升。同样，此为耗尽财富的四种方式: 堕落于性事、堕落于饮酒、堕落于
赌博、与恶人作朋友、伙伴、同伴。” 

——ANVIII54(增支部)s

 
觉醒的先决资粮 
        　 “其他教派的游方者若问你:‘朋友，何为菩提道品[觉醒之翼,三十七菩提分]的资粮?’ 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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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此情形，一位比丘有善知识作朋友、伙伴与同事: 这便是培养菩提道品的首要资粮。’” 
——ANXI.1(增支部) 

 
圣道修行的全部 
        阿难尊者坐在一旁时，对世尊说，“世尊，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这是
梵行生活[圣道修行]的一半。” 
        “不要那么说，阿难，不要那么说。实际上，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这

是圣道修行的全部。当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们作朋友、同伴、同道时，他有指望发展与修习八圣
道。 
    “那么，当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们作朋友、同伴、同道时，他如何发展与追求八圣道？有此情
形，一位比丘依靠隐居、依靠无欲、依靠止息、达到舍弃、培养了正见。 他依靠隐居、依靠无
欲、依靠止息、达到出离、培养了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
定。一位比丘有可敬的人们作朋友、同伴、同道，便是这样发展与追求八圣道。” 
    “以这般推理，人们可以了解，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道，如何是修行生活的
全部。人们是依靠我，把我当成可敬的朋友，本来走向重生、才从重生中解脱，本来走向衰老、
才从衰老中解脱，本来走向死亡、才从从死亡中解脱，本来走向忧、哀、痛、悲、惨，才从忧、
哀、痛、悲、惨中解脱。以这般推理，人们可以了解，有可敬的友谊、可敬的同伴、可敬的同
道，是梵行生活的全部。” 

——SN XLV 2 (相应部)

 
善知识的益处 
        “弥吉耶，当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作朋友、伙伴、同事时，他有指望会有戒德，循照波罗

提木叉经[戒律]约束自己、行为与活动上尽善持守，受戒后视细小过失为危险，训练自己。 
        “当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作朋友、伙伴、同事时，他有指望在听讲时，易得、易悟、无碍; 
在谈话时，讲真正清醒、有利于扩展觉知之事，即: 谈论谦卑、满足、退隐、无纠缠、勤奋、戒
德、定力、明辨、解脱、解脱的知与见。 
        “当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作朋友、伙伴、同事时，他有指望勤奋精进、弃绝不善巧心理素
质、培养善巧心理素质。他稳步、踏实地努力，培养善巧心态时不逃避责任。 
        “当一位比丘与可敬的人们作朋友、伙伴、同事时，他有指望作明辨、有明辨生灭的能力
——尊贵、透彻、趋向苦的正确止息” 

——UdIV.1(自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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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导师的素质 
        “阿难，向他人传法不易。法只能由一位五种素质兼备者来传。哪五种? 
        “[1]传法时应这样想:‘我要一步一步讲。’ 
        “[2]传法时应这样想:‘我要讲解[因果]顺序。’ 
        “[3]传法时应这样想:‘我要出于同情心而讲。’ 
        “[4]传法时应这样想:‘我不为物质报酬而讲。’         “[5]传法时应这样想:‘我讲时不轻视自己与
他人。’         “阿难，向他人传法不易。 法只能由一位五种素质兼备者来传。” 

——ANV.159(增支部)

 
与智者为伴

见圣者甚善， 
        伴圣者常乐。 

常避愚人， 
        悦意常在。 
 
因为: 
伴愚人者， 
        长久悲伤。 
与愚人结交之痛， 
        如仇敌共居。 
与觉者相伴之乐， 
        如亲族团圆。 
 
以此: 
开悟者—— 
        明辨、多闻、 
        持恒、尽责、尊贵、 
        智慧、正直， 
——这样的人， 
        要如月随星一般 
        跟随他。

——Dhp206(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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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与恶人为伴

我眼盲了， 
        双目已毁。 
我踯躅于 
        荒野小径。 
即便爬行， 
        我将继续。 
但我不与 
        恶伴同行。

——Thag95(长老偈)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ptf/dhamma/sacca/sacca4/samma-ditthi/kalyanamittata.html 
最近訂正 9-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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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  
Veneration

 
Ukā sa, dvā ra-tayena kataṃ, sabbaṃ apā radhaṃ khamatu no (me) bhante. 
We (I) ask your leave. We (I) ask you to forgive us (me) for whatever wrong we (I) have done with the 
three doors (of body, speech, & mind). 
我(们)请您原谅。请您宽恕我(们)以(身、语、意)三门户所犯的错失。 
  
 
Vandā mi bhante cetiyaṃ, sabbaṃ sabbattha ṭhā ne, supatiṭṭhitaṃ sā rīraṅka-dhā tuṃ, mahā -bodhiṃ 
buddha-rūpaṃ, sakkā ratthaṃ. 
I revere every stupa established in every place, every Relic of the Buddha's body, every Great Bodhi 
tree, every Buddha image that is an object of veneration. 
我崇敬每一座佛塔、每一片佛身舍利、每一株大菩提树、每一尊供奉的佛像。 
  
 
Ahaṃ vandā mi dhā tuyo, ahaṃ vandā mi sabbaso, iccetaṃ ratana-tayaṃ, ahaṃ vandā mi sabbadā . 
I revere the relics. I revere them everywhere. I always revere the Triple Gem. 
我崇敬佛舍利。我崇敬各处的佛舍利。我常敬三宝。 
 
Buddha-pūjā  mahā -tejavanto, Dhamma-pūjā  mahappañño, Saṅgha-pūjā  mahā -bhogā vaho. 
Homage to the Buddha brings great glory. Homage to the Dhamma, great discernment. Homage to the 
Saṅgha, great wealth. 
礼敬世尊[薄伽梵]得大尊荣。礼敬正法得大智慧。礼敬僧伽得大财富。 
 
Buddhaṃ Dhammaṃ Saṅghaṃ, jīvitaṃ yā va-nibbā naṃ saraṇaṃ gacchā mi. 
I go to the Buddha, Dhamma, & Saṅgha as my life & refuge until reaching Liberation. 
我把佛、法、僧作为生命与依止，直至证得涅槃。 
 
Parisuddho ahaṃ bhante, parisuddhoti maṃ, Buddho Dhammo Saṅgho dhā retu. 
I am morally pure. May the Buddha, Dhamma, & Saṅgha recognize me as morally pure. 
我是清净的。请佛、法、僧忆持，我是清净的。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living beings always live happily, free from enmity. 
愿一切众生常有喜乐，不受敌意。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 gī bhavantu te. 
May all share in the blessings springing from the good I have done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

 

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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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Chanting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bhagavā .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世尊[薄伽梵,吉祥者]是阿罗汉[应供,尊贵者]、正自觉醒者。 
 
Buddhaṃ bhagavantaṃ abhivā demi. 
I bow down before the Awakened, Blessed One. 
我顶礼世尊、觉悟者。(一拜) 
 
Svā kkhā 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说。 
 
Dhammaṃ namassā mi. 
I pay homage to the Dhamma. 
我崇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has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Saṅghaṃ namā mi. 
I pay respect to the Sangha. 
我礼敬僧伽。(一拜) 
 
INVOCATION (by leader): 
起诵(领诵者): 
 
Yam-amha kho may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to the Blessed One, 
我们已归依世尊, 
 
(uddissa pabbajitā ) yo no bhagavā  satthā  
(have gone forth on account of) the Blessed One who is our Teacher 
(已出家，以)世尊为导师, 
 
yassa ca mayaṃ bhagavato dhammaṃ rocema. 
and in whose Dhamma we delight. 
乐住于世尊之法。 
 
Imehi sakkā rehi taṃ bhagavantaṃ sasaddhammaṃ sasā vaka-saṅghaṃ abhipūjayā ma. 
With these offerings we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True Dhamma & the 
Sangha of his disciples. 
以这些供奉，我们对世尊、真法、他的声闻僧伽弟子，致以最高的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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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a mayaṃ buddhassa bhagavato pubba-bhā ga-namakā r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Awakened One, the Blessed One: 
现在，让我们持诵礼敬觉者、世尊的初诵文: 
 
(ALL): 
(全体):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三遍) 

 

贊頌佛  
Praise for the Buddha

 
(LEADER):
(ALL)"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buddhā 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Awakened One: 
现在让我们赞颂佛陀: 
 
(ALL): 
(全体) 
 
[Yo so tathā gato]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He who has attained the Truth, the Worthy One, Rightly Self-awakened, 
如来[得悟真相者]、尊贵者、正自觉者， 
 
 
Vijjā -caraṇa-sampanno sugato lokavidū,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knower of the cosmos, 
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 
 
 
Anuttaro purisa-damma-sā rathi satthā  deva-manussā naṃ buddho bhagavā ;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who can be taught,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无上调御者、天人师、佛、世尊; 
 
Yo imaṃ lokaṃ sadevakaṃ samā rakaṃ sabrahmakaṃ, 
Sassamaṇa-brā hmaṇiṃ pajaṃ sadeva-manussaṃ sayaṃ abhiññā  sacchikatvā  pavedesi. who made 
known — having realized it through direct knowledge —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 ras, & brahmas, 
its generations with their contemplatives & priests, their rulers & common people; 
他在亲证了法之后，在这个有天神、魔罗、梵天、行者僧侣、王者平民的世界上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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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dhammaṃ desesi ā di-kalyā ṇaṃ majjhe-kalyā ṇaṃ pariyosā na-kalyā ṇaṃ; 
who explained the Dhamma fine in the beginning, fine in the middle, fine in the end; 
他解说的法义，始善、中善、后善; 
 
Tam-ahaṃ bhagavantaṃ abhipūjayā mi, 
who expounded the holy life both in its particulars & in its essence, entirely complete, surpassingly pure: 
他讲述的梵行，在细节与要义上，圆满具足、清净非凡: 
 
Tam-ahaṃ bhagavantaṃ abhipūjayā mi, 
Tam-ahaṃ bhagavantaṃ sirasā  namā 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 that Blessed One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位世尊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顶礼那位世尊。(一拜) 

 

赞颂法  
Praise for the Dhamm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 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Dhamma: 
现在让我们赞颂法: 
 
(ALL): 
(全体) 
 
[Yo so svā kkhā 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说， 
 
Sandiṭṭhiko akā liko ehipassiko,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all to come & see, 
即时即地可见、无时相、邀人亲证， 
 
Opanayiko paccattaṃ veditabbo viññūhi: 
leading inward, to be seen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向內观照、由智者各自证知。 
 
Tam-ahaṃ dhammaṃ abhipūjayā mi, 
Tam-ahaṃ dhammaṃ sirasā  namā 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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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at Dhamma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真]法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顶礼那[真]法。(一拜) 

 

赞颂僧  
Praise for the Sangh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 bhithu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give high praise to the Sangha: 
现在让我们赞颂僧伽: 
 
(ALL): 
(全体): 
 
[Yo so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Uj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正直， 
 
Ñā ya-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有方， 
 
Sā mīci-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行道卓越， 
 
Yadidaṃ cattā ri purisa-yugā ni aṭṭha purisa-puggalā : 
i.e., the four pairs — the eight types — of Noble Ones: 
他们是四双、八辈圣者: 
 
Esa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 
That is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 
那便是世尊的声闻僧伽弟子—— 
 
AAhuneyyo pā huneyyo dakkhiṇeyyo añjali-karaṇīyo,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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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 
 
Anuttaraṃ puññakkhettaṃ lokassa: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是世界的无上福田: 
 
Tam-ahaṃ saṅghaṃ abhipūjayā mi, 
Tam-ahaṃ saṅghaṃ sirasā  namā mi. 
I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Sangha, 
To that Sangha I bow my head down. 
我向那个僧伽致以最高的崇敬。 
我俯首顶礼那个僧伽。(一拜)

 
礼敬三宝 

与  警悟出离偈  
Salutation to the Triple Gem 

& The Topics for Chastened Dispassion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ratanattayappaṇā ma-gā thā yo ceva saṃvega-vatthu-paridīpaka-pā ṭhañca bhaṇā 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stanzas in salutation to the Triple Gem together with the passage on the topics 
inspiring a sense of chastened dispassion: 
现在让我们诵持礼敬三宝与警悟出离偈: 
 
(ALL): 
(全体): 
 
[Buddho susuddho] karuṇā -mahaṇṇavo, 
Yoccanta-suddhabbara-ñā ṇa-locano, 
Lokassa pā pūpakilesa-ghā tako: 
Vandā mi buddhaṃ aham-ā darena taṃ. 
The Buddha, well-purified, with ocean-like compassion, 
Possessed of the eye of knowledge completely purified, 
Destroyer of the evils & corruptions of the world: 
I revere that Buddha with devotion.  
佛陀圆满清净，悲心似海，拥有具足清净的智慧眼,  
是世间邪恶与垢染的摧毁者，我虔诚地礼敬那位佛陀。 
 
Dhammo padīpo viya tassa satthuno, 
Yo magga-pā kā mata-bhedabhinnako, 
Lokuttaro yo ca tad-attha-dī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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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ā mi dhammaṃ aham-ā darena taṃ. The Teacher's Dhamma, like a lamp, 
divided into Path, Fruition, & the Deathless, 
both transcendent (itself) & showing the way to that goal: 
I revere that Dhamma with devotion.  
世尊之法，如一盏明灯，分为道、果、涅槃，  
既自超世、又指明超世之道，我虔诚地礼敬那真法。 
 
Saṅgho sukhettā bhyatikhetta-saññito, 
Yo diṭṭha-santo sugatā nubodhako, 
Lolappahīno ariyo sumedhaso: 
Vandā mi saṅghaṃ aham-ā darena taṃ. The Sangha, called a field better than the best, 
who have seen peace, awakening after the one gone the good way, 
who have abandoned carelessness — the noble ones, the wise: 
I revere that Sangha with devotion. 
僧伽被称为无上福田，他们追随善逝者证得宁静、觉醒，  
已断除不慎——是圣者与智者: 
我虔诚地礼敬那个僧伽。 
 
Iccevam-ekant'abhipūjaneyyakaṃ, 
Vatthuttayaṃ vandayatā bhisaṅkhataṃ, 
Puññaṃ mayā  yaṃ mama sabbupaddavā , 
Mā  hontu ve tassa pabhā va-siddhiyā .  
By the power of the merit I have made 
in giving reverence to the Triple Gem 
worthy of only the highest homage,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三宝值得最高的礼敬，以此崇敬三宝的福德之力，愿我的一切障碍止息。

 
Idha tathā gato loke uppanno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Here, One attained to the Truth,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has appeared in the world, 
在此，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已现于世,  
 
Dhammo ca desito niyyā niko upasamiko parinibbā niko sambodhagā mī sugatappavedito. 
And Dhamma is explained, leading out (of samsara), calming, tending toward total Nibbana, going to 
self-awakening, declared by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所讲解的法，引导出离(轮回)、得宁静、趋向究竟涅槃、得自觉醒、由善逝者宣说。 
 
Mayan-taṃ dhammaṃ sutvā  evaṃ jā nā ma, 
Having heard the Dhamma, we know this: 
我们闻法而知: 
 
Jā tipi dukkhā  jarā pi dukkhā  maraṇampi dukkh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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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 is stressful, aging is stressful, death is stressful, 
生苦、老苦、死苦，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 yā sā pi dukkhā ,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re stressful, 
忧、哀、痛、悲、惨苦,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 
Association with things disliked is stressful, separation from things liked is stressful,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is stressful, 
与不爱者相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  
 
Saṅkhittena pañcupā dā nakkhandhā  dukkhā , 
In short, the five clinging-aggregates are stressful, 
简言之，五种执取之蕴苦，  
 
Seyyathīdaṃ: 
Namely: 
即: 
 
Rūpūpā dā nakkhandho, 
Form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色为执蕴，  
 
Vedanūpā dā nakkhandho, 
Feeling as a clinging-aggregate, 
受为执蕴，  
 
Saññūpā dā nakkhandho, 
Perception as a clinging-aggregate, 
想为执蕴，  
 
Saṅkhā rūpā dā nakkhandho, 
Mental processes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行为执蕴，  
 
Viññā ṇūpā dā nakkhandho. 
Consciousness as a clinging-aggregate. 
识为执蕴，  
 
Yesaṃ pariññā ya, 
Dharamā no so bhagavā , 
Evaṃ bahulaṃ sā vake vineti, 
So that they might fully understand this, the Blessed One, while still alive, often instructed his listeners 
in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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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住世时，为使听众详解这[五蕴]，常如是教诲弟子，  
 
Evaṃ bhā gā  ca panassa bhagavato sā vakesu anusā sanī, 
Bahulaṃ pavattati: 
Many times did he emphasize this part of his admonition: 
曾多次强调这段教诫: 
 
"Rūpaṃ aniccaṃ, 
"Form is inconstant, 
色无常，  
 
Vedanā  aniccā , 
Feeling is inconstant, 
受无常，  
 
Saññā  aniccā ,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想无常，  
 
Saṅkhā rā  aniccā , 
Mental processes are inconstant, 
行无常，  
 
Viññā ṇaṃ aniccaṃ,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识无常，  
 
Rūpaṃ anattā , 
Form is not-self, 
色非我，  
 
Vedanā  anattā , 
Feeling is not-self, 
受非我，  
 
Saññā  anattā , 
Perception is not-self, 
想非我，  
 
Saṅkhā rā  anattā , 
Mental processes are not-self, 
行非我，  
 
Viññā ṇaṃ anattā ,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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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非我，  
 
Sabbe saṅkhā rā  aniccā , 
All processes are inconstant, 
诸行无常，
 
Sabbe dhammā  anattā ti."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诸法非我， 
 
Te (WOMEN: Tā  女众念: Tā ) 
mayaṃ, 
Otiṇṇā mha jā tiyā  jarā -maraṇena, 
Sokehi paridevehi dukkhehi domanassehi upā yā sehi, 
Dukkh'otiṇṇā  dukkha-paretā ,  
All of us, beset by birth, aging, & death, by sorrows, lamentations, pains, distresses, & despairs, beset by 
stress, overcome with stress, (consider), 
我们都为生、老、死所困扰，为忧、哀、痛、悲、惨所困扰，(这样想:) 
 
"Appeva nā m'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  paññā yethā ti!" 
"O, tha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might be known!" 
"啊，这若大一团忧苦怎样才得止息!" 
 
* (MONKS & NOVICES): 
(比丘与沙弥诵): 
 
Cira-parinibbutampi taṃ bhagavantaṃ uddissa arahantaṃ sammā -sambuddhaṃ, 
Saddhā  agā rasmā  anagā riyaṃ pabbajitā . 
Though the total Liberation of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was 
long ago, we have gone forth in faith from home to homelessness in dedication to him. 
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入般涅槃为时已久，我们信赖他、崇敬他而出家。 
 
Tasmiṃ bhagavati brahma-cariyaṃ carā ma, 
We practice that Blessed One's holy life, 
我们修习世尊教导的梵行， 
 
(Bhikkhūnaṃ sikkhā -sā jīva-samā pannā . 
Fully endowed with the bhikkhus' training & livelihood.) 
(完整奉行比丘的训练与生活。) 
 
Taṃ no brahma-cariyaṃ,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 ya saṃvattatu. 
May this holy life of ours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愿我们的梵行之力，令这一整团忧苦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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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S): 
(其余者诵:) 
 
Cira-parinibbutampi t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 
Dhammañca bhikkhu-saṅghañca, 
Though the total Liberation of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was 
long ago,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in him, in the Dhamma, & in the Bhikkhu Sangha, 
尽管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入般涅槃为时已久，我们归依佛、法、比丘僧伽，  
 
Tassa bhagavato sā sanaṃ yathā -sati yathā -balaṃ manasikaroma, 
Anupaṭipajjā ma, 
We attend to the instruction of the Blessed One, as far as our mindfulness & strength will allow, and we 
practice accordingly. 
我们奉行世尊的教诲，尽自己的念与力，如法修行。 
 
Sā  sā  no paṭipatti,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kiriyā ya saṃvattatu. 
May this practice of ours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 & stress. 
愿我们的修行之力，令这一整团忧苦止息。 

 

晨省受用品  
Reflection at the Moment of Using the Requisites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taṅkhaṇika-paccavekkhaṇa-pā ṭhaṃ bhaṇā 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passage for reflection at the moment (of using the requisites): 
现在让我们持诵当下省思(受用品)偈: 
 
(ALL): 
(全体): 
 
[Paṭisaṅkhā  yoniso] cīvaraṃ paṭisevā 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the robe, 
仔细省思，我用衣袍， 
 
Yā 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 tā ya,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为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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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ṇhassa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热， 
 
Ḍaṃsa-makasa-vā tā 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挡蚊蝇、风吹、日晒、爬虫侵袭;  
 
Yā vadeva hirikopina-paṭicchā dan'atthaṃ. 
Simply for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cause shame. 
只为遮蔽私处。 
 
Paṭisaṅkhā  yoniso piṇḍapā taṃ paṭisevā 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alms food, 
仔细省思，我用钵食， 
 
Neva davā ya na madā ya na maṇḍanā ya na vibhūsanā ya, 
Not playfully, nor for intoxication, nor for putting on bulk, nor for beautification, 
非为玩乐、非为纵情、非为增重、非为美化， 
 
Yā vadeva imassa kā yassa ṭhitiyā  yā panā ya vihiṃsuparatiyā  brahma-cariyā nuggahā ya, 
But simply for the survival & continuance of this body, for ending its afflic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holy life, 
只为这个色身的生存与维持、为止其伤痛、为继续梵行， 
 
Iti purā ṇañca vedanaṃ paṭihaṅkhā mi navañca vedanaṃ na uppā dessā mi, 
(Thinking,) Thus will I destroy old feelings (of hunger) and not create new feelings (from overeating). 
(要这样思索:) 因此我要消除旧的(饥饿)之感，不造新的(饱涨)之感 。 
 
Yā trā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ā  ca phā su-vihā ro cā ti. 
I will maintain myself, be blameless, & live in comfort. 
我要自律、无咎、安住 
 
Paṭisaṅkhā  yoniso senā sanaṃ paṭisevā mi, 
Considering it thoughtfully, I use the lodging, 
仔细省思，我用房舍， 
 
Yā 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 tā ya,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为御寒， 
 
Uṇhassa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热，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s.htm (13 of 53) [12/31/2010 10:53:56 PM]



课诵-照对巴英中

 
Daṃsa-makasa-vā tā 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挡蚊蝇、风吹、日晒、爬虫侵袭;  
 
Yā vadeva utuparissaya-vinodanaṃ paṭisallā nā rā m'atthaṃ. 
Simply for protection from the inclemencies of weather and for the enjoyment of seclusion. 
只为抵挡不良气候、利于独居。 
 
Paṭisaṅkhā  yoniso gilā na-paccaya-bhesajja-parikkhā raṃ paṭisevā mi, 
Considering them thoughtfully, I use medicinal requisites for curing the sick, 
仔细省思，我用药品治疗疾病， 
 
Yā vadeva uppannā naṃ veyyā bā dhikā naṃ vedan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Simply to counteract any pains of illness that have arisen, 
只为抵挡已有的病痛， 
 
Abyā pajjha-paramatā yā ti. 
And for maximum freedom from disease. 
也为尽量免染疾症。 

 

晚课  
Evening Chanting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bhagavā . 
The Blessed One is Worthy & Rightly Self-awakened. 
世尊是尊贵的正自觉醒者。 
 
Buddhaṃ bhagavantaṃ abhivā demi. 
I bow down before the Awakened, Blessed One. 
我礼敬世尊、觉悟者。(一拜) 
 
Svā kkhā 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为解说。 
 
Dhammaṃ namassā mi. 
I pay homage to the Dhamma. 
我礼敬法。(一拜)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n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has practiced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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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的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Saṅghaṃ namā mi. 
I pay respect to the Sangha. 
我礼敬僧伽。(一拜)

 
INVOCATION (by leader): 
起诵(领诵者): 
 
Yam-amha kho mayaṃ bhagavantaṃ saraṇaṃ gatā , 
We have gone for refuge to the Blessed One, 
我们已归依世尊, 
 
(uddissa pabbajitā ) yo no bhagavā  satthā  
(have gone forth on account of) the Blessed One who is our Teacher 
(已出家，以)世尊为导师, 
 
yassa ca mayaṃ bhagavato dhammaṃ rocema. 
and in whose Dhamma we delight. 
乐住于世尊之法。 
 
Imehi sakkā rehi taṃ bhagavantaṃ sasaddhammaṃ sasā vaka-saṅghaṃ abhipūjayā ma. 
With these offerings we worship most highly that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True Dhamma & the 
Saṅgha of his disciples. 
以这些供奉，我们对世尊、真法、他的弟子僧伽，致以最高的礼敬。 
 
Handadā ni mayantaṃ bhagavantaṃ vā cā ya abhigā yituṃ pubba-bhā ga-namakā rañceva buddhā 
nussati-nayañca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the preliminary passage in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 
现在，让我们诵持礼敬世尊与忆念佛陀的偈句: 
 
(ALL): 
(全体):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Three times.)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Worthy One, the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三遍) 

 

忆念佛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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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ṃ kho pana bhagavantaṃ] evaṃ kalyā ṇo kitti-saddo abbhuggato, 
This fine report of the Blessed One's reputation has spread far & wide: 
世尊的盛名广传: 
 
Itipi so bhagavā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He is a Blessed One, a Worthy One, a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 
他是一位世尊、尊贵者、正自觉者、 
 
Vijjā -caraṇa-sampanno sugato lokavidū, 
consummate in knowledge & conduct, one who has gone the good way, knower of the cosmos, 
明行足、善逝者、世间解、 
 
Anuttaro purisa-damma-sā rathi satthā  deva-manussā naṃ buddho bhagavā ti. 
unexcelled trainer of those who can be taught, teacher of human & divine beings; awakened; blessed. 
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世尊。 

 

佛赞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Buddh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buddhā 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Buddha: 
现在让我们赞颂佛陀: 
 
(ALL): 
(全体): 
 
[Buddh'vā rahanta]-varatā diguṇā bhiyutto, The Buddha, endowed with such virtues as highest 
worthiness: 
佛陀拥有崇高的美德:  
 
Suddhā bhiñā ṇa-karuṇā hi samā gatatto, 
In him, purity, supreme knowledge, & compassion converge. 
集清净、无上智慧、慈悲于一身。 
 
Bodhesi yo sujanataṃ kamalaṃ va sūro, 
He awakens good people like the sun does the lotus. 
他使善士觉醒，如日照使莲花盛开。 
 
Vandā m'ahaṃ tam-araṇaṃ sirasā  jinendaṃ. 
I revere with my head that Peaceful One, the Conqueror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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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顶礼宁静者、无上调御者。 
 
Buddho yo sabba-pā 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Buddha who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佛陀是一切众生安全、至高的归依处， 
 
Paṭhamā nussatiṭṭhā naṃ 
Vandā 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first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him with my head. 
第一次忆念，我俯首顶礼他。 
 
Buddhassā hasmi dā so (WOMEN 女众念: dā sī) va 
Buddho me sā mikissaro.  
I am the Buddha's servant, the Buddh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我是佛的仆侍，佛陀是我的主导宗师， 
 
Buddho dukkhassa ghā tā  ca 
Vidhā tā  ca hitassa me. 
The Buddh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佛陀为我摧毁苦，给我幸福。 
 
Buddhassā haṃ niyyā 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Buddh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对佛陀奉献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 mi 
Buddhasseva subodhi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Buddha's genuine Awakening. 
我将奉行对佛陀真悟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Budd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Budd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别无依止，佛陀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 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语之力，愿我在尊师的教诲中成长。 
 
Buddhaṃ me vandamā nena (vandamā nā 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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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 pi antarā yā  me, 
Mā hesuṃ tassa tejasā .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Buddh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礼敬佛陀的福德之力，愿我的一切障碍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顶礼并诵): 
 
Kā yena vā cā ya va cetasā  vā , Buddh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Buddh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 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buddh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Buddh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may the Buddh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Buddha.  
凡是我对佛陀所作的任何恶业，无论身、语、意， 
愿佛陀接受我的认错，未来我会对佛陀恭敬谨慎。 

 

忆念法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Dhamm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 nussati-nay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Dhamma: 
现在让我们诵持忆念法的偈句: 
 
(ALL): 
(领诵者): 
 
[Svā kkhā to] bhagavatā  dhammo, 
The Dhamma is well-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 
法由世尊善为解说， 
 
Sandiṭṭhiko akā liko ehipassiko, 
to be seen here & now, timeless, inviting all to come & see, 
即使即地可见、无时相、邀人亲证， 
 
Opanayiko paccattaṃ veditabbo viññūhīti. 
leading inward, to be seen by the wise for themselves. 
向内观照、由智者各自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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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赞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Dhamm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dhammā 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Dhamma: 
现在让我们赞颂法: 
 
(ALL): 
(全体): 
 
[Svā kkhā tatā ]diguṇa-yogavasena seyyo, 
Superior, through having such virtues as being well-expounded, 
法义殊胜、有功德、已善为解说， 
 
Yo magga-pā ka-pariyatti-vimokkha-bhedo, 
Divided into Path & Fruit, study & emancipation, 
可分为道、果、学问与解脱， 
 
Dhammo kuloka-patanā  tadadhā ri-dhā rī. 
The Dhamma protects those who hold to it from falling into miserable worlds. 
持法者受法的保护，免坠恶道。 
 
Vandā m'ahaṃ tama-haraṃ vara-dhammam-etaṃ. 
I revere that foremost Dhamma, the destroyer of darkness. 
我崇敬那样的卓越之法，驱除黑暗之法。 
 
Dhammo yo sabba-pā 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Dhamma that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法是一切众生安全、至高的归依处， 
 
Dutiyā nussatiṭṭhā naṃ 
Vandā 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second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it with my head. 
第二次忆念，我俯首顶礼它。 
 
Dhammassā hasmi dā so (dā sī) va 
Dhammo me sā mikissaro. 
I am the Dhamma's servant, the Dhamm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我是法的仆侍，法是我的主导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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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o dukkhassa ghā tā  ca 
Vidhā tā  ca hitassa me. 
The Dhamm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法为我摧毁苦，给我幸福。 
 
Dhammassā haṃ niyyā 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Dhamm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对法奉献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 mi 
Dhammasseva sudhamma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Dhamma's genuine rightness. 
我将奉行对法义真理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Dhamm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Dhamm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别无依止，法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 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语之力，愿我在尊师的教诲中成长。 
 
Dhammaṃ me vandamā nena (vandamā nā 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Sabbe pi antarā yā  me, 
Mā hesuṃ tassa tejasā .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Dhamm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礼敬法的福德之力，愿我的一切障碍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顶礼，并念诵) 
 
Kā yena vā cā ya va cetasā  vā , 
Dhamm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Dhamm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 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dhamm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Dhamm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may the Dhamm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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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Dhamma.  
凡是我对法所作的任何恶业，无论身、语、意， 
愿法接受我的认错，未来我会对法恭敬谨慎。 

 

忆念僧  
A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aṅgh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 nussati-naya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guide to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aṅgha: 
现在让我们诵持忆念僧伽的偈句: 
 
(ALL): 
(全体): 
 
[S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well, 
世尊的僧伽弟子行道正善， 
 
Uju-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straightforwardly, 
世尊的僧伽弟子行道正直， 
 
Ñā ya-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ethodically, 
世尊的僧伽弟子行道有方， 
 
Sā mīci-paṭipanno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who have practiced masterfully, 
世尊的僧伽弟子行道卓越， 
 
Yadidaṃ cattā ri purisa-yugā ni aṭṭha purisa-puggalā : 
i.e., the four pairs — the eight types — of Noble Ones: 
他们是四双、八辈圣者: 
 
Esa bhagavato sā vaka-saṅgho — 
That is the Saṅgha of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s — 
那便是世尊的僧伽弟子—— 
 
AAhuneyyo pā huneyyo dakkhiṇeyyo añjali-karaṇīyo, 
worthy of gifts, worthy of hospitality, worthy of offerings, worthy of respect, 
值得布施、值得礼遇、值得供养、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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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ttaraṃ puññakkhettaṃ lokassā ti. 
the incomparable field of merit for the world. 
是世界的无上福田。

 

僧赞  
Vers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Saṅgha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saṅghā bhigītiṃ karoma se: 
Now let us chant in celebration of the Saṅgha: 
现在让我们赞颂僧伽:  
 
(ALL): 
(全体): 
 
[Saddhammajo] supaṭipatti-guṇā diyutto, 
Born of the true Dhamma, endowed with such virtues as good practice, 
由真法而生，有这般善修的功德，
 
Yoṭṭhā bbidho ariya-puggala-saṅgha-seṭṭho, 
The supreme Saṅgha formed of the eight types of Noble Ones, 
无上僧伽由八辈圣者组成， 
 
Sīlā didhamma-pavarā saya-kā ya-citto: 
Guided in body & mind by such principles as morality: 
以戒德指导身与心: 
 
Vandā m'ahaṃ tam-ariyā na-gaṇaṃ susuddhaṃ. 
I revere that group of Noble Ones well-purified. 
我崇敬清净的圣者僧团。 
 
Saṅgho yo sabba-pā ṇīnaṃ 
Saraṇaṃ khemam-uttamaṃ. 
The Saṅgha that for all beings is the secure, the highest refuge, 
僧伽是一切众生安全、至高的归依处， 
 
Tatiyā nussatiṭṭhā naṃ 
Vandā mi taṃ sirenahaṃ, 
The third theme for recollection: I revere it with my head. 
第三次忆念，我俯首顶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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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ṅghassā hasmi dā so (dā sī) va 
Saṅgho me sā mikissaro. 
I am the Saṅgha's servant, the Saṅgha is my sovereign master, 
我是僧伽的仆侍，僧伽是我的主导宗师， 
 
Saṅgho dukkhassa ghā tā  ca 
Vidhā tā  ca hitassa me.  
The Saṅgha is a destroyer of suffering & a provider of welfare for me. 
僧伽为我摧毁苦，给我幸福。 
 
Saṅghassā haṃ niyyā demi 
Sarīrañjīvitañcidaṃ. 
To the Saṅgha I dedicate this body & this life of mine. 
我对僧伽奉献此身此世。 
 
Vandanto'haṃ (Vandantī'haṃ) carissā mi 
Saṅghassopaṭipannataṃ.  
I will fare with reverence for the Saṅgha's good practice. 
我将奉行对僧伽善修的崇敬。 
 
N'atthi me saraṇaṃ aññaṃ, 
Saṅgho me saraṇaṃ varaṃ:  
I have no other refuge, the Saṅgha is my foremost refuge: 
我别无依止，僧伽是我的至高依止: 
 
Etena sacca-vajjena, 
Vaḍḍheyyaṃ satthu-sā sane.  
By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I grow i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以此真语之力，愿我在导师的教诲中成长。 
 
Saṅghaṃ me vandamā nena (vandamā nā ya) 
Yaṃ puññaṃ pasutaṃ idha, 
Sabbe pi antarā yā  me, 
Mā hesuṃ tassa tejasā .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rit here produced by my reverence for the Saṅgha, may all my obstructions 
cease to be. 
以我在此礼敬僧伽的福德之力，愿我的一切障碍止息。 
 
(BOW DOWN AND SAY): 
(俯首顶礼，并念诵): 
 
Kā yena vā cā ya va cetasā  vā , 
Saṅghe kukammaṃ pakataṃ mayā  y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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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ṅgho paṭiggaṇhatu accayantaṃ, 
Kā lantare saṃvarituṃ va saṅghe. 
Whatever bad kamma I have done to the Saṅgha 
by body, by speech, or by mind, 
may the Saṅgha accept my admission of it, 
so that in the future I may show restraint toward the Saṅgha. 
凡是我对僧伽所作的任何恶业，无论身、语、意， 
愿僧伽接受我的认错，未来我会对僧伽恭敬谨慎。 

 

晚省受用品  
Reflection after Using the Requisites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atīta-paccavekkhaṇa-pā ṭhaṃ bhaṇā ma se: 
Now let us recite the passage for reflection on the past (use of the requisites): 
现在让我们持诵过后省思(收用品)偈: 
 
(ALL): 
(全体: 
[Ajja mayā ] apaccavekkhitvā  yaṃ cīvaraṃ paribhuttaṃ, 
Whatever robe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经省思而用的衣袍， 
 
Taṃ yā 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 tā 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为御寒， 
 
Uṇhassa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热， 
 
Ḍaṃsa-makasa-vā tā 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挡蚊蝇、风吹、日晒、爬虫侵袭;  
 
Yā vadeva hirikopina-paṭicchā dan'atthaṃ. 
Simply for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at cause shame. 
只为遮蔽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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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o piṇḍapatto paribhutto, 
Whatever alms food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经省思而用的钵食 ， 
 
So neva davā ya na madā ya na maṇḍanā ya na vibhūsanā ya, 
Was not used playfully, nor for intoxication, nor for putting on bulk, nor for beautification, 
非为玩乐、非为纵情、非为增重、非为美化， 
 
Yā vadeva imassa kā yassa ṭhitiyā  yā panā ya vihiṃsuparatiyā  brahma-cariyā nuggahā ya, 
But simply for the survival & continuance of this body, for ending its afflic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holy life, 
只为这个色身的生存与维持、为止其伤痛、为继续梵行， 
 
Iti purā ṇañca vedanaṃ paṭihaṅkhā mi navañca vedanaṃ na uppā dessā mi, 
(Thinking,) Thus will I destroy old feelings (of hunger) and not create new feelings (from overeating). 
(要这样思索:) 因此我要消除旧的(饥饿)之感，不造新的(饱涨)之感 。 
 
Yā trā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ā  ca phā su-vihā ro cā ti. 
I will maintain myself, be blameless, & live in comfort. 
我要自律、无咎、安住。 
 
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aṃ senā sanaṃ paribhuttaṃ, 
Whatever lodging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经省思而用的房舍， 
 
Taṃ yā vadeva sītassa paṭighā tā 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the cold, 
只为御寒， 
 
Uṇhassa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heat, 
蔽热，
 
Ḍaṃsa-makasa-vā tā tapa-siriṃsapa-samphass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To counteract the touch of flies, mosquitoes, wind, sun, & reptiles; 
抵挡蚊蝇、风吹、日晒、爬虫侵袭;  
 
Yā vadeva utuparissaya-vinodanaṃ paṭisallā nā rā m'atthaṃ. 
Simply for protection from the inclemencies of weather and for the enjoyment of seclusion. 
只为抵挡不良气候、利于独居。 
 
Ajja mayā  apaccavekkhitvā  yo gilā na-paccaya-bhesajja-parikkhā ro paribhutto, 
Whatever medicinal requisite for curing the sick I used today without consideration, 
凡是今日我未经省思而用的治病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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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yā vadeva uppannā naṃ veyyā bā dhikā naṃ vedanā naṃ paṭighā tā ya, 
Was simply to counteract any pains of illness that had arisen, 
只为抵挡已有的病痛， 
 
Abyā pajjha-paramatā yā ti. 
And for maximum freedom from disease. 
也为尽量避染疾症。 

 

身随念  
Contemplation of the Body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kāyagatā-sati-bhāvanā-pāṭhaṃ bhaṇāma se: 
Let us now recite the passage on mindfulness immersed in the body. 
让我们诵持身随念。 
 
(ALL): 
(全体): 
 
Ayaṃ kho me kāyo, 
This body of mine, 
我的这个色身， 
 
Uddhaṃ pādatalā, 
from the soles of the feet on up, 
自足底而上， 
 
Adho kesa-matthakā, 
from the crown of the head on down, 
自头顶而下， 
 
Taca-pariyanto, 
surrounded by skin, 
为皮肤包裹， 
 
Pūro nānappakārassa asucino, 
filled with all sorts of unclean things. 
盛满了种种不净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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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hi imasmiṃ kāye: 
In this body there is: 
这个色身里有: 
 
Kesā 
Hair of the head, 
头发， 
 
Lomā 
Hair of the body, 
体毛， 
 
Nakhā 
Nails, 
指甲， 
 
Dantā 
Teeth, 
牙齿， 
 
Taco 
Skin, 
皮肤， 
 
Maṃsaṃ 
Flesh, 
肉， 
 
Nhārū 
Tendons, 
筋， 
 
Aṭṭhī 
Bones, 
骨， 
 
Aṭṭhimiñjaṃ 
Bone marrow, 
骨髓， 
 
Vakkaṃ 
Spleen, 
脾， 
 
Haday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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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心， 
 
Yakanaṃ 
Liver, 
肝， 
 
Kilomakaṃ 
Membranes, 
隔膜， 
 
Pihakaṃ 
Kidneys, 
肾，
 
Papphāsaṃ 
Lungs, 
肺， 
 
Antaṃ 
Large intestines, 
大肠， 
 
Antaguṇaṃ 
Small intestines, 
小肠， 
 
Udariyaṃ 
Gorge, 
胃中物， 
 
Karīsaṃ 
Feces, 
屎， 
 
Matthake matthaluṅgaṃ 
Brain, 
脑， 
 
Pittaṃ 
Gall, 
胆汁， 
 
Semhaṃ 
Phle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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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Pubbo 
Lymph, 
淋巴液， 
 
Lohitaṃ 
Blood, 
血， 
 
Sedo 
Sweat, 
汗， 
 
Medo 
Fat, 
脂， 
 
Assu 
Tears, 
泪，

 
Vasā 
Oil, 
油， 
 
Kheḷo 
Saliva, 
唾液， 
 
Siṅghāṇikā 
Mucus, 
粘液， 
 
Lasikā 
Oil in the joints, 
关节润滑液， 
 
Muttaṃ 
Urine. 
尿。 
 
Evam-ayaṃ me kāyo: 
Such is this body of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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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的色身: 
 
Uddhaṃ pādatalā, 
from the soles of the feet on up, 
自足底而上， 
 
Adho kesa-matthakā, 
from the crown of the head on down, 
自头顶而下， 
 
Taca-pariyanto, 
surrounded by skin, 
由皮肤包裹， 
 
Pūro nānappakārassa asucino. 
filled with all sorts of unclean things. 
盛满了种种不洁之物。 

 

五常念主題  
Five Subjects for Frequent Recollection

 
(LEADER): 
(领诵者): 
 
Handa mayaṃ abhiṇha-paccavekkhaṇa-pāthaṃ bhaṇāma se: 
Let us now recite the passage for frequent recollection: 
现在让我们诵持常念之偈: 
 
(ALL): 
(全体): 
 
Jarā-dhammomhi jara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aging. Aging is unavoidable. 
我会经历衰老，衰老不可避免。 
 
Byādhi-dhammomhi byādhi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illness. Illness is unavoidable. 
我会经历疾病，疾病不可避免。 
 
Maraṇa-dhammomhi maraṇaṃ anatīto. 
I am subject to death. Death is unavoidable. 
我会经历死亡，死亡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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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hi me piyehi manāpehi nānā-bhāvo vinā-bhāvo. 
I will grow different, separate from all that is dear & appealing to me. 
我会变得与过去不同，与一切可亲可爱的人事分离。 
 
Kammassakomhi kamma-dāyādo kamma-yoni kamma-bandhu kamma-paṭisaraṇo. 
I am the owner of my actions, heir to my actions, born of my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my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my actions. 
我是自己的业的主人、业的继承人、因我的业而生、由我的业相联、依我的业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ām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o bhavissāmi. 
Whatever I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I fall heir. 
无论我做什么，是善是恶，我自受业报。 
 
Evaṃ amhehi abhiṇhaṃ paccavekkhitabbaṃ. 
We should often reflect on this. 
我们应当常作此念。 

 

贤友偈  
The Verses on Friends 

 
Aññadatthu haro mitto 
One who makes friends only to cheat them, 
交友只为欺诈的人、 
 
Yo ca mitto vacī-paramo, 
one who is good only in word, 
言而无信的人、 
 
Anupiyañca yo āhu, 
one who flatters & cajoles, 
阿谀哄骗的人、 
 
Apāyesu ca yo sakhā, 
and a companion in ruinous fun: 
追求有害娱乐的同伴: 
 
Ete amitte cattāro 
Iti viññāya paṇḍito 
These four the wise know as non-friends. 
这四类，智者知其非友。 
 
Ārakā parivajje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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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them from afar, 
远离他们， 
 
Maggaṃ paṭibhayaṃ yathā. 
like a dangerous road. 
如避险道。 
 
Upakāro ca yo mitto, 
A friend who is helpful, 
乐助的友人、 
 
Sukha-dukkho ca yo sakhā, 
one who shares in your sorrows & joys, 
与你分担忧喜的人、 
 
Atthakkhāyī ca yo mitto, 
one who points you to worthwhile things, 
指点你趋向善益的人、
 
Yo ca mittānukampako, 
one sympathetic to friends: 
同情友伴的人: 
 
Etepi mitte cattāro 
Iti viññāya paṇḍito 
These four, the wise know as true friends. 
这四类，智者知其为真友。 
 
Sakkaccaṃ payirupāseyya 
Attend to them earnestly, 
殷切关心他们， 
 
Mātā puttaṃ va orasaṃ. 
as a mother her child. 
如母亲照顾孩子。 

 

礼敬偈  
The Verses on Respect 

 
 
Satthu-garu dhamma-garu 
One with respect for the Buddha &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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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佛与法者、 
 
Saṅghe ca tibba-gāravo, 
and strong respect for the Saṅgha, 
礼敬僧伽者、 
 
Samādhi-garu ātāpī, 
one who is ardent, with respect for concentration, 
礼敬奢摩他并精勤修习者、 
 
Sikkhāya tibba-gāravo, 
and strong respect for the Training, 
礼敬训练者、 
 
Appamāda-garu bhikkhu, 
one who sees danger and respects being heedful, 
见危而礼敬慎行者、 
 
Paṭisanthāra-gāravo: 
and shows respect in welcoming guests: 
礼敬宾客者:  
 
Abhabbo parihānāya, 
A person like this cannot decline, 
这样的人，不会退堕， 
 
Nibbānasseva santike, 
stands right in the presence of Nibbana. 
与涅槃同存。 

 

四圣谛偈  
The Verses on the Noble Truths 

 
Ye dukkhaṃ nappajānanti 
Those who don't discern suffering, 
不能辨识苦、 
 
Atho dukkhassa sambhavaṃ 
suffering's cause, 
苦因、 
 
Yattha ca sabbaso dukkhaṃ 
Asesaṃ uparujj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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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ere it totally stops, without trace, 
何处彻底终止苦、 
 
Tañca maggaṃ na jānanti,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path, 
不了解正道、 
 
Dukkhūpasama-gāminaṃ 
the way to the stilling of suffering: 
灭苦之道者:  
 
Ceto-vimutti-hīnā te 
They are far from awareness-release, 
他们远离心解脱， 
 
Atho paññā-vimuttiyā, 
and discernment-release. 
与慧解脫。 
 
Abhabbā te anta-kiriyāya 
Incapable of making an end, 
不能終止， 
 
Te ve jāti-jarūpagā. 
they'll return to birth & aging again. 
他们会一次次重生与衰老。 
 
Ye ca dukkhaṃ pajānanti 
While those who do discern suffering, 
而那些辨识苦、 
 
Atho dukkhassa sambhavaṃ, 
suffering's cause, 
苦因、 
 
Yattha ca sabbaso dukkhaṃ 
Asesaṃ uparujjhati,  
and where it totally stops, without trace, 
何处彻底终止苦、 
 
Tañca maggaṃ pajānanti, 
who understand the path, 
理解正道、 
 
Dukkhūpasama-gāmin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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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o the stilling of suffering: 
灭苦之道者:  
 
Ceto-vimutti-sampannā 
They are consummate in awareness-release, 
他們具足心解脫、 
 
Atho paññā-vimuttiyā, 
and in discernment-release. 
慧解脫。 
 
Bhabbā te anta-kiriyāya 
Capable of making an end, 
会有终止， 
 
Na te jāti-jarūpagāti. 
they won't return to birth & aging ever again. 
他们不再重生与衰老。 

 

四法要义義  
The Four Dhamma Summaries

 
 
1. Upanīyati loko, 
The world is swept away. 
世界冲卷而去， 
 
Addhuvo. 
It does not endure. 
它不持久。 
 
2. Atāṇo loko, 
The world offers no shelter. 
世界无安居处， 
 
Anabhissaro. 
There is no one in charge. 
无人掌管。 
 
3. Assako loko, 
The world has nothing of its own. 
世界空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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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ṃ pahāya gamanīyaṃ. 
One has to pass on 
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人必须把一切留在身后。 
 
4. UUno loko, 
The world is insufficient, 
世界不满意， 
 
Atitto, 
insatiable, 
无餍足， 
 
Taṇhā dāso. 
a slave to craving. 
受渴求的奴役。 

 

四梵住/四无量心  
The Sublime Attitudes

 
 
Ahaṃ sukhito homi 
May I be happy. 
愿我得喜乐。 
 
Niddukk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stress & pain. 
愿我离忧苦。 
 
Aver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animosity. 
愿我不受敌意。 
 
 
Abyāpajj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愿我不受压迫。 
 
 
Anīg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trouble. 
愿我免遭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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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āmi 
May I look after myself with ease. 
愿我轻松照顾自己。 
 
(METTĀ — GOOD WILL) 
慈 
 
Sabbe sattā sukhit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happy. 
愿一切众生得喜乐。 
 
Sabbe sattā aver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animosity. 
愿一切众生不受敌意[无怨]。 
 
Sabbe sattā abyāpajj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oppression. 
愿一切众生不受压迫[无瞋]。 
 
Sabbe sattā anīghā ho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trouble. 
愿一切众生免遭困难[无忧]。 
 
Sabbe sattā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look after themselves with ease. 
愿一切众生轻松照顾自己[善守各自的安乐]。 
 
(KARUṇĀ — COMPASSION)
悲 
 
Sabbe sattā sabba-dukkhā pamucc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d from all stress & pain. 
愿一切众生脱离忧苦。 
 
(MUDITĀ — APPRECIATION) 
喜 
 
Sabbe sattā laddha-sampattito mā vigacchantu. 
May all living beings not be deprived of the good fortune they have attained. 
愿一切众生不失所得的善运。 
 
(UPEKKHĀ — EQUANIMITY)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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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e sattā kammassakā kamma-dāyādā kamma-yonī kamma-bandhū kamma-paṭisaraṇā. 
All living beings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actions, heir to their actions, born of their actions, related 
through their actions, and live dependent on their actions. 
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业的继承人、由业而生、因业相联、依业而活。 
 
Yaṃ kammaṃ karissanti kalyāṇaṃ vā pāpakaṃ vā tassa dāyādā bhavissanti. 
Whatever they do, for good or for evil, to that will they fall heir. 
无论所作，为善为恶，他们自受业报。 

 
Sabbe sattā sadā hontu 
Averā sukha-jīvino. 
May all beings live happily, 
always free from animosity. 
愿一切众生生活幸福，永远不受敌意。 
 
Kataṃ puñña-phalaṃ mayhaṃ 
Sabbe bhāgī bhavantu te. 
May all share in the blessings 
springing from the good I have done.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行善的福果。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愿你有一切善佑。 
 
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愿天神护佑你。 
 
Sabba-buddh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Buddhas, 
以诸佛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愿你永远安康。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愿你有一切善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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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愿天神护佑你。 
 
Sabba-dhamm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Dhamma, 
以诸法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愿你永远安康。 
 
Hotu sabbaṃ sumaṅgalaṃ 
May there be every good blessing. 
愿你有一切善佑。 
 
Rakkhantu sabba-devatā 
May the devas protect you. 
愿天神护佑你。 
 
Sabba-saṅghānubhāvena 
Through the power of all the Sangha, 
以诸僧伽之力， 
 
Sotthī hontu nirantaraṃ 
May you forever be well. 
愿你永远安康。 

 

吉祥经  
Maṅgala Suttaṃ  

The Discourse on Good Fortune
 
 
[Evam-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Sāvatthiyaṃ viharati,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e. 
I have heard that at one time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in Savatthi at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我听说，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精舍。 
 
Atha kho aññatarā devatā, abhikkantāya rattiyā abhikkanta-vaṇṇā kevala-kappaṃ Jetavanaṃ obhāsetvā, 
yena Bhagavā ten'upasaṅkami. Then a certain devata, in the far extreme of the night, her extreme 
radiance lighting up the entirety of Jeta's Grove, approached the Blessed One. 
有一位天神，在深夜时分，身放强光、遍照祇树，走近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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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saṅkamitvā Bhagavantaṃ abhivādetvā ekamantaṃ aṭṭhāsi. 
On approaching,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he stood to one side. 
走近跟前，向世尊顶礼后，她立于一旁。 
 
Ekam-antaṃ ṭhitā kho sā devatā Bhagavantaṃ gāthāya ajjhabhāsi. 
As she was standing there, she addressed a verse to the Blessed One. 
立于一旁后，她对世尊说了一段偈: 
 
"Bahū devā manussā ca 
maṅgalāni acintayuṃ 
Ākaṅkhamānā sotthānaṃ 
brūhi maṅgalam-uttamaṃ.  
"Many devas & humans beings give thought to good fortune, 
Desiring well-being. Tell, then,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诸天与世人，想望吉祥、希求安宁， 
以此，请宣说至高的吉祥。" 
 
"Asevanā ca bālānaṃ 
paṇḍitānañca sevanā 
Pūjā ca pūjanīyān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ṅot consorting with fools, consorting with the wise, 
Paying homage to those who deserve homage: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远离愚人、亲近智者、礼敬值得礼敬者: 
这是至高的吉祥。 
 
Paṭirūpa-desa-vāso ca 
pubbe ca kata-puññatā 
Atta-sammā-paṇidhi ca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Living in a civilized country, having made merit in the past, 
Directing oneself rightly: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依往昔所修福德、生活于文明国土、志向端正:  
这是至高的吉祥。 
 
Bāhu-saccañca sippañca 
vinayo ca susikkhito 
Subhāsitā ca yā vāc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Broad knowledge, skill, discipline well-mastered, 
Words well-spoken: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博学、广能、精通律议、言语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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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至高的吉祥。 
 
Mātā-pitu-upaṭṭhānaṃ 
putta-dārassa saṅgaho 
Anākulā ca kammant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Support for one's parents, assistance to one's wife & children, 
Jobs that are not left unfinished: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奉养父母、照顾妻儿、行事周全:  
这是至高的吉祥。 
 
Dānañca dhamma-cariyā ca 
ñātakānañca saṅgaho 
Anavajjāni kammāni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Generosity, living by the Dhamma, assistance to one's relatives, 
Deeds that are blameles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布施、奉法、济助亲友、诸事无咎: 
这是至高的吉祥。  
 
Āratī viratī pāpā 
majja-pānā ca saññamo 
Appamādo ca dhammesu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voiding, abstaining from evil; refraining from intoxicants, 
Being heedful with regard to qualities of the mind: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戒诸恶业、避诸醉品、心智警醒:  
这是至高的吉祥。  
 
Gāravo ca nivāto ca 
santuṭṭhī ca kataññutā 
Kālena dhammassavan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Respect, humility, contentment, gratitude, 
Hear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恭敬、谦卑、知足感恩、适时闻法:  
这是至高的吉祥。 
 
Khantī ca sovacassatā 
samaṇānañca dassanaṃ 
Kālena dhamma-sākacchā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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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ce, compliance, seeing contemplatives, 
Discussing the Dhamma on timely occasions: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忍耐、受教、亲见沙门、适时论法: 
这是至高的吉祥。 
 
Tapo ca brahma-cariyañca 
ariya-saccāna-dassanaṃ 
Nibbāna-sacchi-kiriyā ca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usterity, celibacy, seeing the Noble Truths, 
Realizing Liberation: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俭朴、独身、亲见圣谛、实证涅槃:  
这是至高的吉祥。 
 
Phuṭṭhassa loka-dhammehi 
cittaṃ yassa na kampati 
Asokaṃ virajaṃ khemaṃ 
etam-maṅgalam-uttamaṃ.  
A mind that, when touched by the ways of the world, 
Is unshaken, sorrowless, dustless, secure: 
This is the highest good fortune. 
心触世法、不动、不哀、无染、安住: 
这是至高的吉祥。 
 
Etādisāni katvāna 
sabbattham-aparājitā 
Sabbattha sotthiṃ gacchanti 
tan-tesaṃ maṅgalam-uttamanti."  
Everywhere undefeated when doing these things, 
People go everywhere in well-being: 
This is their highest good fortune." 
如此行持，无往不胜、随处安宁:  
这是至高的吉祥。"

 

三宝护卫偈  
Cha Ratana Paritta Gāthā 

The Six Protective Verses from the Discourse on Treasures
 
Yaṅkiñci vittaṃ idha vā huraṃ vā 
Saggesu vā yaṃ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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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no samaṃ atthi tathāgatena. Whatever wealth in this world or the next, 
Whatever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heavens, 
Is not, for us, equal to the Tathagata.  
此界他界的一切财富，天界的一切精妙珍宝， 
对我们来说，无一可比如来之宝。 
 
Idam-pi budd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Budd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佛陀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Khayaṃ virāgaṃ amataṃ paṇītaṃ 
Yad-ajjhagā sakyamunī samā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ñci.  
The exquisite Deathless — dispassion, ending — 
Discovered by the Sakyan Sage while in concentration: 
There is nothing equal to that Dhamma.  
精妙的涅槃——离欲、止息——由释迦圣人定中得证:  
那样的真法无以匹比。 
 
Idam-pi dhamm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Dhamm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法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Yam-buddha-seṭṭho parivaṇṇayī suciṃ 
Samādhim-ānantarik'aññam-āhu 
Samādhinā tena samo na vijjati.  
What the excellent Awakened One extolled as pure 
And called the concentration of unmediated knowing: 
No equal to that concentration can be found.  
至尊之佛，赞叹定力的清净，称它为无间之智: 
那样的正定无以匹比。 
 
Idam-pi dhamm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Dhamm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法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s.htm (43 of 53) [12/31/2010 10:53:57 PM]



课诵-照对巴英中

 
Ye puggalā aṭṭha sataṃ pasatthā 
Cattāri etāni yugāni honti 
Te dakkhiṇeyyā sugatassa sāvakā 
Etesu dinnāni mahapphalāni.  
The eight persons — the four pairs — 
praised by those at peace: 
They, disciples of the One Well-Gone, deserve offerings. 
What is given to them bears great fruit.  
八辈与四双，得宁静者的赞扬:  
他们是值得供养的善逝者弟子。布施他们必有大果报。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僧伽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Ye suppayuttā manasā daḷhena 
Nikkāmino gotama-sāsanamhi 
Te pattipattā amataṃ vigayha 
Laddhā mudhā nibbutiṃ bhuñjamānā.  
Those who, devoted, firm-minded, 
Apply themselves to Gotama's message, 
On attaining their goal, plunge into the Deathless, 
Freely enjoying the Liberation they've gained.  
虔诚、坚心的人们，奉行乔达摩的教诲，  
证得目标、进入涅槃， 安享解脱之乐。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僧伽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Khīṇaṃ purāṇaṃ navaṃ n'atthi sambhavaṃ 
Viratta-cittāyatike bhavasmiṃ 
Te khīṇa-bījā aviruḷhi-chandā 
Nibbanti dhīrā yathā'yam-padīpo.  
Ended the old, there is no new taking birth. 
Dispassioned their minds toward further becoming, 
They, with no seed, no desire for growth, 

http://www.dhammatalks.org/Dhamma/Chanting/Verses.htm (44 of 53) [12/31/2010 10:53:57 PM]



课诵-照对巴英中

The wise, they go out like this flame.  
旧业已尽，不再重生。心有离欲，不再缘起。 
无再生之种，无成长之欲，智者入灭，譬如这火焰的止息。 
 
Idam-pi saṅghe ratanaṃ paṇ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This, too, is an exquisite treasure in the Sangha. 
By this truth may there be well-being.  
这也是僧伽的精妙宝藏。 
以此真言，愿你有安宁。 

 

慈经  
Karaṇīya Mettā Sutta 

The Discourse on Loving-kindness
 
Karaṇīyam-attha-kusalena 
yantaṃ santaṃ padaṃ abhisamecca,  
This is to be done by one skilled in aims 
Who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state of peace:  
为了解脱、获得宁静，善达目标者应当这样做: 
 
Sakko ujū ca suhujū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ānī, 
Be capable, upright, & straightforward, 
Easy to instruct, gentle, & not conceited,  
能干、端正、直接、易教、温和、不自满， 
 
Santussako ca subharo ca 
appakicco ca sallahuka-vutti,  
Content & easy to support, with few duties, living lightly, 
知足、易养、少管事、生活简朴, 
 
Santindriyo ca nipako ca 
appagabbho kulesu ananugiddho.  
With peaceful faculties, masterful, modest, & no greed for supporters. 
诸根寂静、技能完善、谦虚、对供养者不贪。 
 
Na ca khuddaṃ samācare kiñci 
yena viññū pare upavadeyyuṃ.  
Do not do the slightest thing that the wise would later censure. 
不做任何事后受智者指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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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hino vā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Think: Happy & secure,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这样想: 喜乐、平安，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Ye keci pāṇa-bhūtatthi 
tasā vā thāvarā vā anavasesā,  
Whatever beings there may be, weak or strong, without exception, 
一切众生，无论软弱、强壮、 
 
Dīghā vā ye mahantā vā 
majjhimā rassakā aṇuka-thūlā, 
Long, large, middling, short, subtle, blatant, 
长、大、中等、短小、 精细、粗显、 
 
Diṭṭhā vā ye ca adiṭṭhā 
ye ca dūre vasanti avidūre, 
Seen or unseen, near or far, 
可见、不可见、远、近、 
 
Bhūtā vā sambhavesī 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Born or seeking birth: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已出生的、将投生的: 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 
 
Na paro paraṃ nikubbetha 
nātimaññetha katthaci naṃ kiñci, 
Let no one deceive another or despise anyone anywhere, 
愿人们不相互欺骗、不鄙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Byārosanā paṭīgha-saññā 
nāññam-aññassa dukkham-iccheyya. 
Or through anger or resistance wish for another to suffer. 
不以怒意、敌意，愿他人受苦。 
 
Mātā yathā niyaṃ puttaṃ 
āyusā eka-puttam-anurakkhe, 
As a mother would risk her life to protect her child, her only child, 
如一位母亲舍命保护亲子、独子, 
 
Evam-pi sabba-bhūtesu 
māna-sam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Even so should one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with regard to all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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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应当对一切众生，长养无量之心。 
 
Mettañca sabba-lokasmiṃ 
māna-sam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With good will for the entire cosmos, cultivate a limitless heart: 
以对全宇宙的善意，长养无量之心: 
 
Uddhaṃ adho ca tiriyañca 
asambādhaṃ averaṃ asapattaṃ.  
Above, below, & all around, unobstructed, without enmity or hate. 
自上、自下、周遭，无障碍、无敌意、无恨意。 
 
Tiṭṭhañ'caraṃ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assa vigatam-iddho, 
Whether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or lying down, 
as long as one is alert,  
无论站、行、坐、卧，凡清醒时， 
 
Etaṃ satiṃ adhiṭṭheyya 
brahmam-etaṃ vihāraṃ idham-āhu. 
One should be resolved on this mindfulness. 
This is called a sublime abiding here & now.  
他应当确立此念。 
这便称为即时即地的梵住之心。 
 
Diṭṭhiñca anupagamma 
sīlavā dassanena sampanno, 
Not taken with views, but virtuous & consummate in vision, 
不受观念左右，而有戒德与具足见， 
 
Kāmesu vineyya gedhaṃ, 
Na hi jātu gabbha-seyyaṃ punaretīti. 
Having subdued desire for sensual pleasures, 
One never again will lie in the womb. 
断除了感官贪欲，他不再投胎。 

 

蕴护卫偈  
Khandha Paritta 

The Group Protection
 
Virūpakkh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Erāpatheh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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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byā-putt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Kaṇhā-Gotamakehi ca 
I have good will for the Virupakkhas, the Erapathas, the Chabya descendants, & the Black Gotamakas. 
我对毗楼帕卡有慈心， 
我对伊罗钵多有慈心， 
我对舍婆后代有慈心， 
我对黑瞿昙有慈心。[注: 四词均为蛇王族名] 
 
Apādak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di-pādakehi me 
Catuppadehi me mettaṃ 
Mettaṃ bahuppadehi me  
I have good will for footless beings, two-footed, four-footed, & many-footed beings. 
我对无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双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四足众生有慈心， 
我对多足众生有慈心 
 
Mā maṃ apādako hiṃsi 
Mā maṃ hiṃsi di-pādako 
Mā maṃ catuppado hiṃsi 
Mā maṃ hiṃsi bahuppado  
May footless beings, two-footed beings, four-footed beings, & many-footed beings do me no harm. 
愿无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双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四足众生不伤害我， 
愿多足众生不伤害我。 
 
Sabbe sattā sabbe pāṇā 
Sabbe bhūtā ca kevalā 
Sabbe bhadrāni passantu 
Mā kiñci pāpam'āgamā  
May all creatures, all breathing things, all beings — each & every one — meet with good fortune. May 
none of them come to any evil. 
愿一切生物、一切有呼吸之物、一切众生，它们中的每一个，见到吉祥， 
愿它们无一遭至险恶。 
 
Appamāṇo Buddho, 
Appamāṇo Dhammo, 
Appamāṇo Saṅgho, 
The Buddha, Dhamma, & Sangha are limitless. 
佛无量、法无量、僧无量。 
 
Pamāṇa-vantāni siriṃ-sapā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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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 vicchikā sata-padī uṇṇānābhī sarabū mūsikā, 
There is a limit to creeping things — snakes, scorpions, centipedes, spiders, lizards, & rats. 
爬行众生——蛇、蝎、百足、蜘蛛、蜥蜴、鼠——有限量。 
 
Katā me rakkhā, Katā me parittā, 
Paṭikkamantu bhūtāni.  
I have made this protection, I have made this spell. May the beings depart. 
我作此护卫、我作此咒语。愿它们离去。 
 
So'haṃ namo Bhagavato, 
Namo sattannaṃ Sammā-sambuddhānaṃ. 
I pay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homage to the seven Rightly Self-awakened Ones. 
我礼敬世尊，礼敬七位正自觉者。 

 

佛胜吉祥偈  
Buddha-jaya-maṅgala Gāthā 

The Verses of the Buddha's Auspicious Victories
 
Bāhuṃ sahassam-abhinimmita-sāvudhantaṃ 
Grīmekhalaṃ udita-ghora-sasena-māraṃ 
Dānādi-dhamm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aggaṃ].  
Creating a form with 1,000 arms, each equipped with a weapon, 
Mara, on the elephant Girimekhala, 
uttered a frightening roar together with his troops.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such qualities as generosity: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the highest victory blessing.]  
以千手执兵器之相，魔罗身骑基里米卡拉大象，怒吼一声、率军前来， 
圣者之君以布施的品质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Mārātirekam-abhiyujjhita-sabba-rattiṃ 
Ghorampan'āḷavaka-makkham-athaddha-yakkhaṃ 
Khantī-sudant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Even more frightful than Mara making war all night 
Was Āḷavaka, the arrogant unstable ogre.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well-trained endurance: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威力胜于魔罗的，是阿罗迦夜叉，急躁傲慢、连夜索战， 
圣者之君以善修的忍耐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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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ḷāgiriṃ gaja-varaṃ atimattabhūtaṃ 
Dāvaggi-cakkam-asanīva sudāruṇantaṃ 
Mett'ambusek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Nāḷāgiri, the excellent elephant, when maddened, 
Was very horrific, like a forest fire, a flaming discus, a lightning bolt.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sprinkling the water of good will: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良象那罗及力发怒时其态可怖，如森林之火、如火轮、又如闪电， 
圣者之君洒下慈心之水调服了它: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Ukkhitta-khaggam-atihattha sudāruṇantaṃ 
Dhāvan-ti-yojana-path'aṅguli-mālavantaṃ 
Iddhībhisaṅkhata-mano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Very horrific, with a sword upraised in his expert hand, 
Garlanded-with-Fingers ran three leagues along the path.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with mind-fashioned marvel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可怕的盎掘摩罗以人指为饰，手举利剑、狂追三旬之路， 
圣者之君以神通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Katvāna kaṭṭham-udaraṃ iva gabbhinīyā 
Ciñcāya duṭṭha-vacanaṃ jana-kāya-majjhe 
Santena som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Having made a wooden belly to appear pregnant, 
Ciñca made a lewd accusa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gathering.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er with peaceful, gracious means: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以木制腹部伪装身孕，旃遮当众毁谤佛陀， 
圣者之君以沉默的大度调服了她: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Saccaṃ vihāya mati-saccaka-vāda-ketuṃ 
Vādābhiropita-manaṃ ati-andhabhūtaṃ 
Paññā-padīpa-jalito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Saccaka, whose provocative views had abandoned the truth, 
Delighting in argument, had become thoroughly blind.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with the light of discernment: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萨遮迦观点偏激、远离真理，好铮辩、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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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之君以明辨之光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Nandopananda-bhujagaṃ vibudhaṃ mahiddhiṃ 
Puttena thera-bhujagena damāpayanto 
Iddhūpadesa-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Nandopananda was a serpent with great power but wrong views.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a display of marvels, 
sending his son (Moggallana), the serpent-elder, to tame him: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蛇王南陀巴难陀神通广大，却持妄见，圣者之君遣弟子(目建连)化为蛇相， 
显现神通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Duggāha-diṭṭhi-bhujagena sudaṭṭha-hatthaṃ 
Brahmaṃ visuddhi-jutim-iddhi-bakābhidhānaṃ 
Ñāṇāgadena vidhinā jitavā munindo 
Tan-tejasā bhavatu te jaya-maṅgalāni.  
His hands bound tight by the serpent of wrongly held views, 
Baka, the Brahma, thought himself pure in his radiance & power. 
The Lord of Sages defeated him by means of his words of knowledge: 
By the power of this, may you have victory blessings.  
梵天拔迦明亮有力，自以为清净，他的双手受妄见之蛇的紧缚， 
圣者之君以智慧之言调服了他: 以此威力，愿你得胜吉祥。 
 
Etāpi buddha-jaya-maṅgala-aṭṭha-gāthā 
Yo vācano dinadine sarate matandī 
Hitvān'aneka-vividhāni c'upaddavāni 
Mokkhaṃ sukhaṃ adhigameyya naro sapañño.  
These eight verses of the Buddha's victory blessings: 
Whatever person of discernment 
Recites or recalls them day after day without lapsing, 
Destroying all kinds of obstacles, 
Will attain emancipation & happiness. 
这八首佛胜吉祥偈: 凡有明辨者，日日持颂、忆念不息， 
摧毁一切障碍，将得解脱与喜乐。 

 

胜利护卫偈  
Jaya Gāthā  

The Victory Protection
 
 
Mahā-kāruṇiko nā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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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āya sabba-pāṇinaṃ 
Pūretvā pāramī sabbā 
Patto sambodhim-uttamaṃ 
Etena sacca-vajjena 
Hotu te jaya-maṅgalaṃ  
(The Buddha), our protector, with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welfare of all beings, 
Having fulfilled all the perfections, 
Attained the highest self-awakening. 
Through the speaking of this truth, 
may you have a victory blessing.  
佛有大悲之心，是我们的护佑, 
他为众生福祉，圆满一切波罗蜜，自证无上觉醒。 
以此真语之力，愿你得胜吉祥。 
 
Jayanto bodhiyā mūle 
Sakyānaṃ nandi-vaḍḍhano 
Evaṃ tvam vijayo hohi 
Jayassu jaya-maṅgale  
Victorious at the foot of the Bodhi tree, 
Was he who increased the Sakyans' delight. 
May you have the same sort of victory, 
May you win victory blessings. 
菩提树下得胜, 他为释迦族带来欢欣。 
愿你同样获胜, 愿你得胜吉祥。 
 
Aparājita-pallaṅke 
Sīse paṭhavi-pokkhare 
Abhiseke sabba-buddhānaṃ 
Aggappatto pamodati  
At the head of the lotus leaf of the world 
On the undefeated seat 
Consecrated by all the Buddhas, 
He rejoiced in the utmost attainment. 
在世间莲叶之顶，于诸佛加持的常胜宝座之上，  
他为证得至高成就而欢喜。  
 
Sunakkhattaṃ sumaṅgalaṃ 
Supabhātaṃ suhuṭṭhitaṃ 
Sukhaṇo sumuhutto ca 
Suyiṭṭhaṃ brahmacārisu 
Padakkhiṇaṃ kāya-kammaṃ 
Vācā-kammaṃ padakkhiṇ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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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akkhiṇaṃ mano-kammaṃ 
Paṇidhī te padakkhiṇā 
Padakkhiṇāni katvāna 
Labhantatthe, padakkhiṇe  
A lucky star it is, a lucky blessing, 
a lucky dawn, a lucky sacrifice, 
a lucky instant, a lucky moment, 
a lucky offering: i.e., a rightful bodily act 
a rightful verbal act, a rightful mental act, 
your rightful intentions 
with regard to those who lead the chaste life. 
Doing these rightful things, 
your rightful aims are achieved.  
吉祥的星辰、吉祥的祝福、吉祥的曙光、吉祥的奉献，  
吉祥之时、吉祥之刻， 
吉祥的供养: 即，正当的身业、语业、意业，对生活清净者心意正当。  
行此正当之事，你的正当目标必得成就。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lib/authors/dhammayut/chanting.html

最近訂正 5-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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