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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深的冥想那天的夜裡，他們達到了阿羅漢果。

達到阿羅漢果之後，首先達到阿羅漢果的僧啟程去

禮敬佛陀並報告最後靈化成阿羅漢的成就。在佛陀前適

當的位置坐下後，他回頭看是否有其他人像他一樣來報

告自己的成就的，當看到另一位僧侶也走向佛陀時，他

放棄了向佛陀報告他靈性成就的念頭，於是保持坐姿，

並沉入深深的靜默裡。然後另一個和尚如法炮製，然後

再一個，坐在世尊腳下。就這樣五百新羽化的阿羅漢連

續流動，陸續入座，禮敬佛陀。當這些阿羅漢聚集在世

尊腳下，來自十千宇宙的天神和梵相繼地出現，向世尊

與五百阿羅漢致敬。據說只有極少數錯過了這個吉利的

盛典。這巨大的天神與梵的集合或聚會，被稱為大會。

在這集會上，佛陀莊嚴地宣告出席天神的數目和他們分

別的天國住所，佛陀所說的話被稱作大會經，並在佛教

大結集當眾吟誦。

佛陀對天神與梵通告的影響，是帶來適當的平靜，

他們在一種極樂的狀態，精神上是強、堅定與包容的。

佛陀接著做了一系列的講經，一共六個，每一不同講經

簡　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即簡短提一下，引起世尊闡

述這部經的事件，看來是適當的。之後，揭露這部講記

的要素，希望可以更容易了解這部由佛陀的傑出弟子，

可敬的緬甸馬哈希大師所詳細述說的珍貴的法。馬哈希

大師於佛教知性與靈性的成就，在今日世界上十分突

出。

在第四與第五雨安居之間的空檔，在那雍月圓之

日，在他達到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後，佛陀隱退並坐在一

棵巨大雄偉的樹下，在靠近喜馬拉雅山下的迦毘羅衛城

大林。在這時刻，五百僧侶，是釋迦族的王子們，那時

已經達到須陀含階段，正一心想得到更高更進階的內

觀，尋求並接受世尊崇高的教誨。隨後他們分別退隱至

適當隱蔽的點，例如老樹的陰影下、溝壑和那森林的谷

裡，繼續練習業處冥想。在一系列冥想後，就在他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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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世尊的心是絕對地冷靜、安寧而不受騷擾，一點

沒有雜染的色彩。」

在這讚頌後，它提出一個問題：「在遙遠森林孤獨

過著聖潔生活的比丘，放棄了他的家和家庭、拋棄了所

有塵世樂趣，該如何好好引導自己，以逃脫世俗的世界

和所有束縛？」

然後，質問與回答涵蓋廣泛的人類思想，解釋著關

於佛教生活方式的真正觀念的對與錯。從驅散錯誤觀點

的高貴忠告開始，例如相信不祥的徵象、不好的兆頭、

噩夢、怪誕的聲音和其他種種迷信，像是宿命論、超自

然現象的預示好或壞、對自然的預言、和盲目相信占星

術。它包含消滅人類熱情、邪惡欲望、貪婪、依戀和貪

慾的方法。更進一部地，說明如何踏上正確的路徑，道

果智如何能經由內觀禪修達成，和如何從三種有得到自

由，即欲有、色有和無色有，亦即感官存在、肉體存在

和無形存在。

這部經提出對佛教原則基礎的綜合論述，它也指定

了對抗並克服慢的方法與工具，那是源於自我本位、憤

的要素，分別針對個別天神與梵的自然傾向和特質。在

這六個講經中，第一個是正普行經，這實際上是要給那

些天性傾向於沈迷感官樂趣、或者也可以說被貪欲或歡

樂欲望的習慣所支配的天神與梵聽的。這就是本講道，

它所呈現的主題，是為了所有人類的利益。

從這本經的一開始，問題由佛陀相 – 被創造出的佛

陀影像 – 對佛陀提出。一開始佛陀相如此頌揚佛陀高貴

與至上的特質：「在這欲界裡所有有知覺的生物，不只

是隨業與感官樂趣的浪潮漂流，還沉溺其中。那是因為

他們對感官存在的依戀，所以他們漂流並沉浸在有的狂

流中。這是錯誤信仰的結果，只有那些在這教誡中對佛

陀的法有信心的人，才有機會從這漩渦中解脫。錯誤信

仰的人就只有飄流與沉溺。不知道無常法則、等等的真

理，他們被對大無限的無明之湍流沖走。然而佛陀已經

逃脫四個漩渦而到了對岸叫做涅盤的自由之區。得到阿

羅漢道果，所有渴求欲望變得消滅，這種消滅被稱作有

餘涅槃，意思是和平與沉靜，不受所有生命存在的感官

樂趣擾亂，亦即，消滅所有除了五蘊以外的雜染。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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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四月 

（畫底線之詞彙，可以在附錄裡找到相對應的巴利文或

英文與簡單注釋）

怒、恨和所有其他仇恨與慣於懷疑的感覺。再者，它幫

我們指出盡心練習修行、內觀禪修的方法，去排除這些

只會帶來罪過的人類的不完美和缺點。它囑咐我們去實

行修行、慈、悲、喜、捨，並勤勉地跟隨八正道，並得

到四聖諦的了悟，那將領我們到苦諦的終止，亦即涅

盤，佛教的至善。

所用的冥想練習方法也被簡單解釋。那把人類綁在

連續的存在、可以被阿羅漢果擺脫的十種人類熱情的束

縛被列舉。當以專心正念聽聞這部經後，千萬天神與梵

得到阿羅漢果。得到內觀道果智各階段的，不計其數。

可敬的馬哈希大師，這部經緬甸版的作者，能把這部高

貴法的各方面壓縮成一小本書，實在令人驚異，這是所

有不幸與悲慘的解藥。願所有眾生健康與快樂。

Min Swe秘書 

佛法弘揚協會(Buddha Sæsana Nuggaha Organization) 

馬哈希塔他那耶塔禪修中心(Mahæsi Thathana Yeiktha)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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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丁卒的新月日，1338 M.E.。

前言

在六部大會經中, 死前經法早就以書本型式流通。

多伐但伽經（對應於義品兜勒梵志經）現在正被Kaba-

Aye Buddha Sasana印刷公司印行，很快就會流通。也已

經有其他四部經講道印刷發行的要求。但似乎沒有機會

分別對四部經講道。假如在每一安息日授戒給聽眾一個

偈頌，像我現在正在做的這樣，將能達成這個目的。每

一偈頌大約需要十五至三十分鐘。今天我們將從正普行

經開始。

這部經是佛陀對仍有貪欲習慣的天神與梵講的，在

其中，佛陀相依真正佛陀的希望而問。

問題：

“Pucchami munim pahutapannam, tinnam 

paringatam parinibbutam thitattam. 

Nikkhamma ghara panujja kame, katham 

bhikkhu samma so loke paribba jeyya.”

「我向完整地被賦予偉大與包羅萬象智慧的大師提

出這問題。我向有穩定與平靜的心、免於雜染之火的佛

陀提出這問題。」

這些是對佛陀崇拜的語言。佛陀有偉大宏觀的智

慧，知道所有的法。大宇宙的所有眾生，在欲欲之流中

漂蕩，被淹沒在其中。他們在貪有和貪見中漂流淹沒。

當佛陀的法發光，相信佛法的人有機會游過貪見之流，

而其他眾生繼續漂流和沉沒，他們漂流和沉沒於無明之

流，讓他們無視於無常、苦與無我的真理。佛陀早已游

過四道洪流到達彼岸的涅盤之境，那是在已經達到阿羅

漢果階段、免於所有雜染的境界，稱作有餘涅槃。佛陀

從有餘涅槃得到和平，而他的心是穩定的。上面的經節

是對佛陀的崇拜，以下是問題的內容：

「拒絕所有形式的業，比丘在放棄俗人的家庭社會

後，來到森林中，他要如何執行好他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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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問題，佛陀本尊的回答用以下的偈頌開始：

回答一：

“Yassa mangala samuhatase 

uppata Supina ca lakkhana ca. 

So mangaladosavippahin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a”

拋棄所有世俗的吉祥

佛陀本尊說比丘已經用阿羅漢道拋棄所有稱作世俗

吉祥的迷信。迷信包括相信關於打雷、突發的無名火

災…等等的壞運氣；或者相信作夢、或家畜、工具、設

備上的標記的好運氣或壞運氣。佛陀說比丘已經拋棄所

有迷信，可以好好實行佛法。

該被拋棄的吉祥

根據這偈頌，三十八種吉祥，真正的吉祥，是要被

觀察的，不要被忽略。該被拋棄的吉祥，是迷信的信

仰，可以分為三類：見吉祥、聽聞吉祥、覺觸吉祥。

見吉祥

見吉祥代表依據好或壞的景象所生的迷信。例如見

到燕子、雲雀、會說人話的鳥、孕婦、單身男或女、滿

的水壺、一匹äzani血統的馬、一隻大公牛…這些是被

認為會帶來好運的景象，這是好的吉祥。這種迷信甚至

在今天的印度還盛行，有些也在緬甸流行。在古時候，

看到乞丐被認為是不祥的預兆。

見吉祥的小故事

在Matanga（印度人名）的故事裡，這富人的女兒

Dittha-mangalika仔細端詳許多求婚者的手腳，感到不高

興了，她告訴各個求婚者他們是下級種姓，把他們趕出

去，然後洗臉，說她看到了壞景象。她有因為人的低種

姓而羞辱人的習慣，把人趕出去，說他們是壞景象、壞

兆頭。由於這個用外表看人、一味地標記他們為壞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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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這富人的女兒被稱作Dittha-mangalika，相信眼

見預兆的人。

我們的佛陀前世生為一個乞丐，名叫Mantaga。乞

丐是不能住進城裡的，必須住在城外。有一天Mantaga

進城辦事。乞丐進城必須穿上破布，並且被要求發出聲

音，好讓其他高種姓的人知道乞丐來了。Mantaga穿上

黑衣，一手拿籃子，一手拿一個小鈴鐺。鈴鐺是要讓人

知道他來了。他也被要求向路人致敬。鈴鐺聲的意思

是：「我是一個低種姓的乞丐，請避免碰到我。」

當 M a n t a g a 走在路上時，富人的女兒 D i t t h a -

mangalika駕著馬車，想去河岸洗澡並與隨從野餐。當

她聽到鈴聲時，看到了這男人，「那是誰？」她問道，

隨從告訴她那是一名乞丐。這富人的女兒覺得在去河岸

洗澡並野餐的吉利儀式前發生這事，是個壞兆頭，她

立刻回頭，回家洗臉。她的隨從因為Mantaga破壞了興

致，氣得把他打一頓。假如您想知道故事的細節，請查

閱Matanga Jataka經，佛陀前世的五百五十個故事中的

第二十個故事，Dittha-mangalika的故事Citta-Sambhuta 

Jataka也有記載。

聽聞吉祥

聽聞吉祥是關於聽到聲音的迷信。歡樂與笑的聲音

被認為是好預兆，而哭與悲傷的聲音被認為是壞預兆。

例如貓頭鷹的叫聲是好兆頭，而夜鷹的叫聲是壞兆頭。

覺觸吉祥

覺觸吉祥是關於氣味與身體接觸的迷信。香味或令

人愉悅的接觸被認為是好預兆，相反的，臭味和令人不

快的接觸被認為是壞預兆。根據印度種姓制度，和乞丐

或低種姓的人不管多輕的身體接觸，都算是壞兆頭。有

一次我碰巧讀到一份資料，一個低種姓學生不經意地輕

碰到他高種姓的老師，那老師不能原諒他，用力鞭打

他。

這些信仰包括迷信地測算日子的吉祥，根據星象或

其他天文計算，來決定何時舉行婚禮或布施儀式。吉日

被選做新房屋或僧院的破土典禮。這些終究是迷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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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按照藍圖去建築，某一時間吉凶與否是不相干

的。假如不正確地去蓋，就算是吉日開工也不會成功。

同樣地，假如伴侶不維持好關係，吉日諦約的婚禮也會

失敗，他們將分手。這樣的例子很多，就像有些佛塔和

寺廟蓋不成一樣。

選吉日是沒用的

我個人覺得選吉日是沒用的。在現代，仰光大部分

的人不在意吉日，而是選擇週日舉行典禮，這是相當合

理的方法。星期天是公定假日，所以任何其他日子舉行

的任何儀式都無法吸引更多參加者。

驅散錯誤信仰是重要的

根據這偈頌，驅散信仰這種世俗的吉祥或迷信是重

要的。事實上，好運或壞運勢攸關於個人過去的德行和

罪過，也攸關於他現世的好或壞行為。人的德行將產生

好運，或吉祥，而他罪過的效果將構成壞運，或不吉

祥。所以我們應該不保留地相信我們的業，相信業的運

作才是正確的信仰，稱作自業正見。相信迷信正好相

反，是一種邪見。所以最主要的是要消除這種邪見。所

有錯的信仰可以被須陀洹道驅散。但是須陀洹還保留共

存的可能，所以他尚未能完全屏除所有迷信信仰。因為

他仍住在人類社會中，會感覺不得不某種程度地遵守世

俗吉凶的慣例。我們不相信吉凶日，但我們感覺不得不

容許宗教儀式在俗家弟子所選的吉日舉行，新寺院破土

典禮也一樣。我們作這種讓步，希望建築能依照計畫進

行，不想在俗家信徒的心中散佈懷疑。

事實上，好結果與占星學選的吉日吉時根本沒有關

聯。一次，在佛陀時代，舍衛城的某人替兒子向另一人

的女兒求婚，並訂下婚禮的日期，當他請示異教徒師父

他選的日子是否正確時，這師父為了沒事先請示而生

氣，說這日期是不對的，奸詐的師父如是說：「假如你

那天舉行婚禮，會有大毀滅。」這對父子次日去向女方

家說明，女父很生氣，把他們臭罵一頓並趕出家門，然

後把女兒嫁給另一位年輕人。

這件事的新聞傳開，到了佛陀的弟子耳裡，他們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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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佛陀問他們在談些什麼，於是知道了這故事，

佛陀就此給了個佈道。這故事稱作Nakkhatta Jataka， 

Ekaka Nipata第四十九。這故事中的智者據說曾經這樣

偈頌：等待吉時可能導致失敗

Nakkhattam patimanennatam, attho balam 

upaccaga.  

Attho atthassa nakkhattam, kim karissanti 

taraka. 

「好處會來，並略過依照星球等待吉日吉時的愚

者，即刻得到想要的好處和在占星學的吉時得到是一樣

的，星相怎會有什麼幫忙？」

這偈頌很值得注意。現代就有這種例子，因為沒有

即時做該做的事，卻因等待吉日而得不到好結果。兩三

年前，一位來自丹老的女士來仰光醫治眼疾，但是為了

等待吉日而晚了幾天出發，醫師卻說來得太晚沒救了。

我從俗家弟子聽到這件事，就等待吉日而言，這故事值

得記住。

拋棄所有世俗吉祥信仰的比丘，不再受其困擾，將

達到一種長期快樂的狀態。佛陀說這樣的比丘已經去掉

這些不好的迷信和想法，他可以在世間或人類社會做好

事。

然後，你們應該擺脫關於雷聲或野火或相似的災難

的迷信。這些災難很少碰到。還有關於夢的迷信也必須

被消除。聖典說，著名的人在一些好或壞的大事發生前

夜會做夢。然而對一般人而言，夢是沒意義的，只是單

純反映他們的害怕和想像。不管什麼夢，都不該去管

它。當你達到阿羅漢道階段，根本就不會做夢。我們都

該努力去到達那階段。這裡，你可能會停下來思考。這

部經是說給天神和梵聽的，這些天國的個體不會做夢，

所以不會有關於夢的概念，也不會對人類的夢有興趣。

我們可能懷疑天神和梵如何瞭解夢。的確，住在地球外

的天神和梵不會有夢，但是有相當多的天神，例如樹的

守護神，是住在地球上的，他們的生活與人類密切相

連，可能有機會做夢，佛陀勸告驅散夢的迷信對這些地

球上的天神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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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佛陀對於家畜、工具、裝置或其他日常用物

上的奇怪印記的迷信的忠告，可能也是對住在地球上、

擁有像人類莊園的天神說的。根據吠陀（印度最古的宗

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某些在財產或僕人身上的

印記，是有關於其主人的好或壞運。所有這種都是迷

信，必須完全拋棄。

這種迷信以貪欲為前提，是想在生活中取得進展的

願望，通常發生於多貪欲的人，佛陀演講對象的天神和

梵之間，可能有些這樣的。當他們聽到佛陀說，已經拋

棄所有這些迷信的比丘能保持在平靜的快樂中，他們也

許會對這些高貴的比丘更有信心，同時也會努力拋棄自

己的這種迷信。所以，他們會進行冥想練習，並對比丘

與佛法更崇敬。這樣，他們會得到純喜，並立即得到聖

道與果。

比丘與世俗的吉祥

根據這講道，所有佛教的僧侶，已經剃度出家的，

應拋棄所有關於世俗吉祥的迷信。他們不應鼓勵人們有

這種迷信。然而有些僧侶，會演講意圖推廣這種迷信。

他們教人如何贖罪，以避開夢或徵象或其他事所象徵的

不良影響。他們指示人們做某些事，例如隨身帶著某種

吉祥物或護身符，以利生意興隆或職位高升。那些想要

避免壞運、財運亨通、升官晉爵的人會去找這種師父。

這些僧侶變得有影響力而富足。根據本偈頌，這種行為

應該停止，而應該追求戒、定、慧。假如人們可以拋棄

這種假信仰，他就能免於所有依戀，並成就最高的快

樂。

總結而言，問題是：「進入森林中、離開業的雜染

的比丘，如何進行他的宗教工作？」回答是：「已經拋

棄所有世俗吉祥迷信的比丘，已經做好他的事了。」

我們將結束今天這一節。願你們在拋棄所有關於世

俗吉祥的迷信想法之後，都能努力得到冥想內觀，究竟

涅盤。

Sadhu! Sadhu! Sadhu! 

第一部分完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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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德桑蒙的第八個月盈日，我將繼續講本經，

先朗誦第三偈頌、第二回答：

回答二：

Ragam vinayetha manusesu, 

dibbesu kamesu capi bhikkhu. 

Atikkamma bhavam samecca dhammam,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已經聲明放棄五欲的比丘，應戒除人類和天神世界

五欲中的貪欲。

已經聲明放棄人類世界的五欲、穿上橙黃色僧袍、

變成比丘者，還不能免於附屬於五欲的感官享受。這些

感官享受應該被擺脫，但怎麼做？靠執行修行以得定，

使個人的德行純淨。這行為可以帶人到第一禪那階段，

那將減少欲望，但是貪欲還不能完全擺脫。假如情況來

了，這些欲望還是會生起。那就是為何有時候，已經得

到禪那全慧的人，當他著迷於女人的聲音時，從那階段

掉下來。他們在空中飛翔時掉下來。單只禪那定還不是

對貪欲的安全保證，必須以這禪那定為基礎，去推動內

觀的練習。

完全擺脫貪欲

完全擺脫貪欲的方法，是去觀照禪那中的心態。這

與聽眾中的行者正念觀察各種看、聽、知的動作是一樣

的。當你正念於各種身心的活動，達到阿那含道果時，

貪欲將沒機會發生，從而所有縱橫交錯的貪欲和貪愛將

會被消除。

當人練習去達到禪那定時，必須試著去得到近行

定，這是最接近禪那的安寧階段。以近行定為基礎，你

就可以成功地練習內觀。假如你沒機會達成近行定，你

應該觀察身心的活動以達到內觀剎那定，這和近行定的

強度相同，如各種注釋書所證。

當你被內觀剎那定完全強化，你將分別了知色與

名（身與心的現象），你將了知因與果之間的不同，

你將親身了知現象的變動本質，與無常、苦、無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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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你將在正念中進步，同時也進展內觀道果智等級，

直到你達到阿那含道果，並成為阿那含。到那階段，貪

欲和貪愛都被消除。阿那含不會渴望感官樂趣和這個人

類世界的欲望，他也不會渴望天界的樂趣，於是他成就

了真正的和平與平靜。

因貪欲的苦

今日，人們苦於各種類的悲慘，是因為他們渴望某

種東西，有生命或無生命的。他們想要再享曾經有過的

樂，嘗試去得到這些東西，得到以後，拼命去保存以免

失去或毀壞。他們必須煩惱食物、衣服和住所，還要被

叫去做社會服務，當這樣做時，偶而會做出殺、偷、

騙…等罪行。

還有好鬥性和國際戰爭的例子。所以佛陀在巴利律

藏中的中阿含經的Cula Dukkhakkhanda sutta說，國王之

間因為他們的貪婪、貪求、渴望而爭吵，高雅人士、有

錢和寬裕的人也是，父母和兒女、兄弟、姐妹和其他近

親也是。這些爭吵通常止於武鬥，造成死傷。

那些因為五欲而犯罪者，下地獄受苦，下到惡鬼界

受苦，或到畜生界受各樣的苦。簡言之，在業的世界中

的生命體，正因為他們的欲望、渴望、執著，也就是他

們的五欲，而受著各樣的苦。所以五欲真的是一個很可

怕的東西。

不過，大部分人把這些欲望與感覺當做生命中最好

的東西。他們認為這種歡樂的享受製造快樂。但假如你

認真研究這件事，你將發現這所謂的快樂，與要得到它

所需經歷的麻煩比較起來，就沒那麼多了。於是佛陀教

導我們，人間與天界的歡樂應該被拒絕。

在這兩種（地球和天界的）歡樂中，我們之中沒人

有過任何後者的親身體驗。很少有人犯罪去得到天界的

歡樂，他們犯各種罪只為得到人間的歡樂。我們該如何

試著去減少這種罪？當然，是要靠著標記所有身體與心

理的活動，得到深刻的認知這些活動的本質。假如我們

不能如此做，而放任我們自己，那就糟了。我們該隨時

標記這種歡樂的欲望的發生，並在它們發生時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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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知道，這些歡樂就是推我們下地獄的東西，它們

簡直太可怕了。

有些人有這種印象，以為聲明放棄世俗生活，進入

僧道，就能在來世得到天界的歡樂，他們希望在天界過

著歡樂的生活。懷有這種希望也是不恰當的，任何對天

界來世的渴望，假如發生了，應該立刻推開。假如你無

法用標記它來擺脫它，你應該在認真考慮後拒絕之。如

果你做不到這個，你將在人世與天界間輪迴，並註定要

受各種各樣的苦。然後，因為你不會免於罪孽，你將下

地獄或其他下面的存在，並在那裡受數不清的苦。現在

你此時此地有好的人身，你不該不利用這機會，經由熱

切的練習內觀冥想，以得到阿那含道。

假如你已經到了阿那含的崇高階段，你將相當安

全。在現世你將不會因五欲的樂趣而受苦，單純只因為

你不渴望它們。當你過世後，你將到梵天界，在那裡你

將得到心與身的快樂。即使是那時，仍然存在有身心活

動造成的苦。為了要免除這苦，佛陀繼續說：「阿羅漢

道智的智慧，看得到四聖諦，能克服並勝過這種連續生

世的狀態（輪迴）。」

到達阿那含階段不要自滿。試著去達到了知四聖諦

的阿羅漢道。當你達到那階段而成為阿羅漢，你將可以

擺脫對三有的渴望，那就是業有、色有、無色有。在擺

脫貪有後，阿羅漢再也沒有存在，在現世往生後，他將

達到無餘涅槃，真正和平的狀態，那是最高最快樂的狀

態。所以阿羅漢過他現世的餘生，再也不受苦於雜染造

成的苦，他是真正的和平與快樂。

所以佛陀說：「已經克服並戰勝這三個有的比丘，

在這世界上正確地活著。」

要真正知曉四聖諦，不是靠死記硬背的，那不能讓

你克服三有。我們的意思是：在完全拒絕貪欲後，你將

達到阿那含階段，然後繼續強力地練習內觀冥想，經由

阿羅漢道智的智慧，你會得到四聖諦完整且深刻的知

識。我們的意圖是勸誡行者應該堅持努力去爬那陡坡，

經由內觀冥想，朝向最後階段。

當然，這裡不需要重複內觀冥想的步驟，但我將簡

略告訴你們關於注釋書所述的四聖諦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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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業處的練習

四聖諦中，只有前兩項應予注意，這兩者是苦諦與

集諦。另兩者，滅諦與道諦，不需要被觀察。免於並遠

離各種的苦，就是涅槃，就是滅諦，是最值得擁有的目

標；要達到這目標，道諦，或說八正道必須被遵循，那

也是最值得擁有的目標。了解了這兩個真理的本質，你

只需要希望去達成它們。設定了你的希望，你只要觀察

苦諦，苦的真理，作為達到涅槃的初步，而那初步的方

法就是內觀道，內觀冥想的路。觀察苦的真理，牽涉到

在所有身心活動發生時，在心裡標記之，並看到它們的

無常本質。沒能看到這些活動的無常本質，將導致執著

於永恆、極樂、自我，這種執著稱為取蘊。在事物發生

時，以在心裡標記來觀察它們的無常，會帶來正確的知

識，這樣的觀察，等同於遵循內觀冥想之路。就這樣發

展正確的觀察，達到滅諦階段將指日可待。

這裡，我要提到一些人關於內觀冥想的說法，有些

人說練習內觀冥想必需承擔麻煩與不適。這是不正確的

觀點，是未能了解內觀道的真正本質。那些人的意見

是，去到涅盤狀態意思就是最後的死亡，所以那是危險

的狀態。這也是無明，是對滅諦的錯誤觀點。把看、

聽、等等身與心的活動當作好東西，而把滅諦當做壞

的，是愚癡，全然的無知。事實是，生物的身與心的活

動是持續在流動的，正由於它們的不穩定性，它是苦

的。人應該經由內觀冥想努力去看見這真理。

當你領悟關於苦的真理，你將免於對這些活動的渴

望。免於渴望集諦，事實上就是拒絕歡樂，使你能逃

離輪迴之流，那是愛、取(執著)、有、生，老、死的結

果，這些是連結生命的種種苦。這解脫，儘管是一時

的，可以用內觀冥想獲得。在心裡標記，而得到內觀，

就是內觀道，用這種方法拒絕依戀的欲望和執著，就是

在剎那間達成滅諦。

當發展了這內觀智，你最後將會領悟滅諦，並達到

涅槃階段。當然，第一階段是須陀含、第二階段是斯陀

含，當到達第三階段阿那含所有對欲欲的渴望都消滅

了。從第三階段繼續，通過內觀冥想，你將進入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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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階段。達到這階段，表示成就了滅諦，到此各種

苦被消除了，重生被排除了。阿羅漢智，四聖諦內觀的

智慧，讓達成它的人成為阿羅漢，超越全部三界，因而

得到真正的和平與快樂。

這是正普行經第二部份的結束。願聽眾們終於能經

由內觀冥想，超越存在的三界，得到真正的和平與快

樂。

Sadhu! Sadhu! Sadhu! 

第二部分完

第三部分



42 43

第三部分正普行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Sammāparibbājanīya Sutta

今天，德桑蒙的山月日（the hill moon day），我們

將講第四偈頌。

回答三：

Vipitthikatvna pesunani, 

kodham kadariyam jaheyya bhikkhu.  

Anurodhavirodhavippahino,  

samma so loke pribbajeyya.

「比丘，應不聽別人的閒言與誹謗，並避免憤怒與

怨恨。他也應該拒絕偏見與恨。這樣的比丘，在世上正

確地生活著。」

此偈頌的意思是，比丘必須拒絕憤怒、偏見、放縱

和依戀，和它們的反面：惱怒和恨。這樣的比丘，在世

上將沒有依戀，所以可以乾淨地、和平地、快樂地活

著。

在大會經的六部中，一段偈頌已經足夠，但是重複

給了許多段。理解力夠的會奇怪為何要這樣重複。理由

是理解力足以聽懂第一偈頌的天神與梵，一聽講很快就

領悟；而理解力低的，視情況也可在聆聽第二或第三偈

頌時領悟。因此，佛陀教法必須是在相似的偈頌中，帶

著相同的意思。

在前一偈頌裡，佛陀教導人必須拒絕欲欲，克服並

超越三界。如果你已經拒絕欲欲，不用說，你已經拒絕

所有雜染，像是瞋、癡、慢、見、等等。在這一偈頌

裡，佛陀的忠告是拒絕閒言、憤怒、怨恨和偏見。和前

一偈頌比較，本偈頌提到閒言似乎比較低下，但這是講

給理解力較低的天神聽的。這點我們必須注意。

閒言必須被拒絕

閒言是想要製造相愛和互敬的兩方的誤解。不管內

容是正確與否，去告訴某人別人的某種錯誤；或者，像

brahmin Vassakara，讓人懷疑另一人的動機，而製造其

間的誤會。這個在我的削減經講道裡提過。閒言與誹謗

必須以阿那含道擺脫之，如在清淨道論中提到的。我們

必須試著去得到阿那含道，以擺脫閒言與誹謗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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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前說的，當你達到須陀含道，你不會從事任何拉你

下地獄的不端行為，須陀含不會說善意的謊言。誹謗的

目的是離間兩個相愛或互敬的人，假如這樣的人被離間

了，誹謗就達到目的了。不過，這罪過將把毀謗者拉下

地獄，或下層世界之一。須陀含永遠不會犯這種罪。

雖然你還沒能成為阿那含，你最好還是不要說別人

的錯或貶低別人，避免這種罪過，你應該努力用功以在

適當的時候達成阿那含階段。

憤怒必須被拒絕

憤怒也是，只有在你達到阿那含階段才能完全擺

脫。但假如你能在達到那崇高的階段之前，盡量多盡量

常拒絕憤怒，那就會好很多。當怒氣生起，你應該在心

裡標記它或察覺到它而驅散之，它應該被消滅在萌芽

期，否則它將膨脹到讓生氣的人訴諸惡言或甚至暴行。

所以你應該在憤怒萌芽時就熄滅它，在別人可以從你的

言行看出來之前。我們應該發展這種避免憤怒的練習，

直到我們達成阿那含道。

苛刻必須被拒絕

苛刻或忌妒也應該被避免。僧侶可能會對關於僧

院、男女檀越、捐獻和金錢、宗教著作、和名望等相關

事務苛刻。

苛刻的行為是想嚇住別人，以免他們來分享自己擁

有的東西。注釋書說，當你達到須陀含道時，這行為會

被避免。

即使你還沒到這階段，你仍應經由冥想練習來拒絕

苛刻的態度。在你的人際關係應該避免苛刻，尤其對持

戒的人。簡言之，我會說「遇流言則轉背，你要避免憤

怒與苛刻。」

遇流言則轉背，當然意思是拋棄八卦的習慣。「遇

誹謗則轉背」則是巴利文的直譯。

默許與對抗應該被拒絕

為了別人的利益與好處，默許他的希望是好而適當

的。應該要避免的默許，我們指的是順從別人淫蕩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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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滿足情慾的希望。對抗是憤怒與恨的表現，應該要避

免，憤怒與恨是同義的。

只有在你達到阿那含道時，憤怒才可以完全被拒

絕。因為欲望和情慾的煽動而順從別人的希望，當然是

貪欲的作用，而貪欲只有在你達到最後純淨的階段才能

消除，那是阿羅漢道。我們該努力用功以達到這最後階

段。在達到阿羅漢道、消除貪欲後，你驅散了所有雜

染。如此，你可免於所有依戀，可以在這世上正確地活

著。

願聽眾們可以在冥想練習上努力用功，以驅散這種

苛刻的態度，像是毀謗、流言、和最後的貪欲，並達成

涅槃的最終目標。

Sadhu! Sadhu! Sadhu! 

第三部分完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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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德桑蒙的第八月虧日，輪到第五偈頌。

回答四：

Hitvana piyanca appiyanca, 

anupadaya anissito kuhinci. 

Samyojariye hi vippamutt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努力想要從輪迴之苦解脫的比丘，為了達到阿羅

漢果的階段，經由冥想，拒絕可愛的人和可愛的東西，

也拒絕可恨的。」對僧侶而言，應該沒有心愛的或恨的

人或東西，人因心愛或恨的人或東西受極大的苦。與這

相關的，法句經說：

Ma piyehi samaganchi, appiyehi kudacanam. 

Piyanam adassanam dukkham 

appiyananca dassanam.

「願我不遇見可愛的人或物，也不要可恨的人或

物，因為思念前者造苦，而遇見後者也造苦。」

只是碰見可愛的人或物，還不像愛上他們那麼要

緊。同樣地，只是遇到可恨的人或物，也不像真的恨他

們時那麼傷害大。人會感到痛苦，假如他所愛的孩子死

了、或必須分離可能很難再見面時。同樣地，假如他珍

貴的財產像是金、銀、珠寶和其他貴重物品被搶劫或被

火災、水災或風暴破壞，他會遭受很多痛苦。所以最好

不要遇到心愛的人或物並愛上他們。最好是根本不要遇

到，因為遇到了，可能就會愛上。

不過，大部分人認為遇到可愛的人或物並愛上他們

是很好、很享受的，所以他們是在尋找這些，換言之，

他們是在找苦，就是自找苦吃。

於是，不遇到可恨的東西和敵人你會快樂。假如你

遇見他們，最好是避免敵意並發展對他們的慈愛。在可

恨的東西裡，臭味比較討厭，比可恨的景象更討厭。話

又說回來，壞的接觸比臭味不好。疼、痛、累可能是壞

接觸的結果，甚至可能致命。最好是不要碰到這些可恨

的東西，假如必須碰到，你必須儘可能忍耐。遇到時，



50 51

第四部分正普行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Sammāparibbājanīya Sutta

你應以不斷地標記來拒絕可恨的人和物，這樣的標記並

不帶有愛或恨，假如你感到了愛或恨，應該立即標記並

擺脫之。

假如你這樣標記了事件的發生與淡出，並達到阿那

含階段，包含於瞋的恨被拋棄了。在那階段，你就不會

對你碰到的可恨的人或物有任何恨的感覺，並保持和平

與快樂。再者，當你到達阿羅漢階段，你會擺脫貪欲，

那常被誤為愛。那時你不會被任何可愛或討人喜歡的東

西影響，會保持在和平和快樂的狀態。我們都該用功去

達到那階段。

假如你擺脫了愛與恨，你就擺脫了雜染。佛陀以不

同方式重申這訊息，好讓天界的聽眾比較容易懂。

必須免除痴迷

在念住教學裡已經清楚說明，假如你在冥想中標記

吸進呼出、或身體的持續變化、或疼/痛/緊的感覺、或

飛過的念頭，你會沒時間有渴望或欲望，你也不會有任

何利己主義的痴迷。所以假如你想要免除痴迷，你必須

進入冥想，並不斷標記身體、感覺、心理、感受不斷變

化的現象。在開始練習冥想時，你不會發現什麼不同，

但只要你繼續，並得到專注（定），你會分辨出心與

物，你也會看到因與果，和現象不斷變化的特質。然後

你會確信這些發生與消逝是一種流動的狀態，而它們只

會帶來苦，他們的離開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換言之，你

將確信無常、苦與無我的本質。當你這樣確信了，你將

會免除痴迷，而終於得到阿羅漢道果的內觀，於是你就

變成一個阿羅漢了。

逃離馬拴

假如你免於痴迷，你就從輪迴的馬拴放開了。所以

巴利成語說：samyojaniyehi，意思是「從對有生或無生

物的依戀的拴馬柱釋放」。

束縛是把人綁住，讓人無法脫離輪迴的結。

那歸根結底是雜染的聚集。阿羅漢已經切斷這些

結，已經脫離了輪迴的拴馬柱，這樣的比丘能達成正遍

知，意思是他們可以在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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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顧一下，第二偈頌提到解除世俗的吉祥，第

三偈頌說的是解除欲欲和貪求生命。本偈頌講的是解除

愛與恨的執著。

願聽眾們能脫離束縛、那輪迴的拴馬柱，而快速地

得到涅槃的狀態。

Sadhu! Sadhu! Sadhu! 

第四部分完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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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德桑蒙的新月日，我要給你們講第六偈頌。

回答五：

Na so upadhisu sarameti, 

adanesu vineyya chandaagam 

So anissito anannaneyy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努力想逃開輪迴的比丘，不著迷於感官的聚集，那

裡面存在的是歡樂與痛苦。

普通人有身與心現象是自我的印象，活在他的一

生，會是持久與幸福的，他們想別人也是這樣。每當他

們看、聽、觸或認識人們，他們想別人跟自己一樣，看

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樂於所見。

相反地，一直正念於現象持續不斷變化的行者，發

現無常、苦和無我。行者發現完全缺乏本體，不會覺得

被感官聚集吸引。

避免依戀 

自我的概念在這偈頌裡稱作adanesu，與取蘊相

同，那是悲苦存在之處。假如人們有自我的概念並迷戀

它，他們將會有欲望和執著，將無法讓自己擺脫這些欲

望和執著。

現在我們在講佛陀的說教，想要幫助人們從欲望和

執著解脫自己，並努力逃離輪迴。但大部分人仍然迷戀

它們。在人們說服自己，知道本體絕對的空之前，他們

將繼續擁有這些欲望和執著。假如相反地，他們經由冥

想內觀確信，他們將能拋棄這些。

標記身與心現象的持續不斷的發生與消失的行者，

或者換句話說，標記變化中的現象的行者，像是看到他

看的，聽到他聽的，將不會有機會使人懷抱欲望與渴

求。不過，必須要記住，在你達到阿羅漢道之前，亦即

到純淨之路的最後階段，你將仍可能擁有欲望與貪求。

所以我們要努力用功去達到那階段以達成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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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自行了知 

比丘必須自己了知，不能靠別人指示。要了解什

麼，在這裡，意思是靠自己的信念，不靠老師的指點或

引導，在去除這種像是貪愛或錯誤信仰的依戀之後，從

自己的經驗去了知。

巴利經節的最後一行，字面上的意思是：那比丘在

這世上活得好，並已經確信對自己或別人感官聚集的欲

望與貪愛本質的絕對屏除。這裡的意思是，經由這樣確

信而了知的人是個阿羅漢，而因為這樣，他或她剩餘的

生命裡會活得好而正確。

這裡的聽眾們也該努力經由拋棄對感官聚集的欲望

和貪愛，去得到這種快樂和不依戀的狀態。

Sadhu! Sadhu! Sadhu! 

第五部分完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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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緬曆那多的第八月虧日，我們要講第七偈

頌。

回答六：

Vacasa manasa ca kammuna ca, 

aviruddho samma vidtiva dhammam. 

Nibbanapadabhi patthayan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努力想逃脫輪迴危險的比丘絕不能違反好行為的戒

律，不管是言語上或精神上的。

努力想逃脫輪迴的人，行為必須端正，就是不抵觸

三個好行為，亦即：⑴戒殺；⑵戒偷；⑶戒淫。

應該要注意：酷刑和殘忍地對待，雖不及殺，仍屬

破戒。同樣地，偷包括破壞別人和不讓人得到費力成就

的果實。戒除這種行為，等同於正當的行為。換言之，

你必須戒除會招致高貴純潔人的批評的身體行為。

再者，言語上必須不違反四個好行為的戒條，亦

即：⑴戒謊言；⑵戒誹謗；⑶戒粗言穢語；⑷戒輕佻無

用的談話。你必須只說真話，你必須說有利於人與人之

間的團結和理解的話，令人愉快的並可接受的話，和值

得留意的話。

假如你說這樣的話，那就是符合說好話的戒律。僧

侶必須戒除壞話，如果確實做到，就被認可達成戒了。

然後你必須戒除三個壞的心理行為，亦即；⑴侵佔

他人財產的意圖；⑵殺或破壞的意圖；⑶認同對立於業

和果報、或對立於因果法則的信仰。

至於僧侶，他必須戒除⑴貪慾的想法、⑵怨恨和⑶

虐待別人的意圖。假如真的做到了，可以被認為有了無

執覺（克制淫蕩慾望的想法）、慈覺（慈愛的想法），

和悲憫覺（慈憐的想法）。

在三個克制的動作裡，第一個，就是戒除淫蕩慾

望，指出練習內觀和修行的動機。要進入這種好的心理

行為，你必須練習兩者之ㄧ，尤其是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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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練習的簡短說明 

本冥想中心有太多內觀練習的指導，已經司空見

慣，但我覺得為了那些久沒練習的人，我必須再重複一

次。

看、聽、聞、吃和觸，都是名色，或說心理身體現

象。當你正念於這些，你將從你自己的觀察知道，被知

的色和知曉的名，是兩個分別的東西。你也將確信因果

的法則，你也將知道這些現象是不斷流動的，你也將知

道這些現象是無常的，你也將知道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帶

來苦，你也將知道這些現象不能被任何人或物控制、它

們自己發生與消逝，或說是無我。要經由你自己的內觀

而確信，你必須不斷地標記這些現象。

當然，一開始，你不可能完全完整地標記這些變

化，所以你必須從標記種種觸覺來開始觀察。當你專心

於一種觸摸的感覺，可能發生一種想法，然後你必須適

當地標記它，然後一種無法忍受的不適感可能發生，那

個也必須加以標記之。總言之，所有心理身體現象一發

生就必須被注意到。當沒有任何事發生時，這時冥想中

的行者必須回去原來的起點，去注意腹部的升起與落

下。假如這樣做了，你就可以被當作已經做了好的心智

行為。當你繼續標記這些現象，你將確信無常、苦、無

我的本質。而當你這樣確信，不會發生生起貪愛的時

刻。既然貪愛被排除了，重生一世的因、和其不健康的

果，將被消滅，至少是短暫地。這至少是短暫的達成了

苦之滅諦。每次練習認知的冥想，內觀道諦被達成了，

如此冥想造成內觀入四聖諦，而最後冥想的行者會達成

內觀的最後階段，並達到阿羅漢的最高階段。

所以，巴利偈頌說，與好的身體、語言、心理行為

一致的比丘，將會了悟真諦。

不要死亡與生命；只要涅盤

所以說了知四聖諦的阿羅漢不想要必須生死的狀

態，這樣高貴的人期待他過渡到涅盤。就像賺薪水的工

人，他不想不工作，也不想做他不喜歡的工作，他單純

只期待發薪水的日子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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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不想背負他身體的負擔，為它們做例行工

作，像是清洗、吃喝、和那些其他功能，那些終究會給

不舒服製造機會。當生病時，不舒服、甚至危難會發

生。雖然身體生病了，阿羅漢的心保持平靜。對他而

言，就算呼與吸也帶來不適。對阿羅漢而言，生存並執

行自然功能並承擔身體的負擔是令他不快的，所以，他

等待著拋棄這負擔，並過渡到永恆寧靜的涅槃。

對凡夫而言，身體被認為是歡樂之源，因為有身

體，你才能看你想看的，聽你想聽的，聞你想聞的，吃

你愛吃的，觸碰你想接觸的。他們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

幻想和想像力。所以他們要有身體，不願身體毀壞。相

反的，阿羅漢把這些所謂的歡樂視為不適或痛苦的起

因。他們知道真正的快樂來自涅盤的寧靜。在他們過渡

到涅盤之前，當他們還在現世活著，他們一點也不依戀

任一種感官，所以他們活在寧靜的快樂裡。

佛陀因此說，了知真理的比丘只想要涅盤，那是痛

苦的止息，在世上正確地活著。

今 天 集 會 的 場 合 是 被 尊 稱 為 “ M a h a 

Dhammacarini＂女行者的禪修寺院的祭酒儀式，今天的

講道可作為對這些修行者的告誡，為了她們將在這個禪

修寺院進行的冥想練習。假如行者依照好的身體和語言

行為來作，他們將得到戒，或道德規範。假如他們持續

地循著禪定（止）與內觀的路線冥想，他們將完成好的

心理行為。假如他們這樣做了，他們終將了解四聖諦，

並達到涅盤狀態。願他們達到所有苦都止息、寧靜而快

樂的最後階段， 

Sddhu! Sadhu! Sadhu! 

第六部分完



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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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多的第八個月盈日，輪到了第八偈頌。

回答七：

Yo vandati manti nunnameyya,  

akkutthopi na sandhiyetha bhikkhu.  

Laddha parabhojanam na majje,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不可以因人們對他敬禮而驕傲，人們對僧侶敬

禮是很平常的。假如比丘認為人們對他敬禮，並感到驕

傲，他不可以。他不可以只因人們對他敬禮就把自己想

得高。

被辱罵和指責不要生氣 

當人們辱罵他或指控他時，比丘一定不要生氣，他

不能以氣憤或怨恨來反應人們對他的不尊敬。這兩句

話，綜合來說，意思是比丘一定不可以被人們正面或反

面的行為所影響，他一定要能無視於稱讚和指控。

要保持不受尊敬和反責的影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只有阿羅漢可以完美地做到。在僧侶中，堅守戒律的人

可以做到相當程度。佛陀的說教是針對阿羅漢的，但也

適用於一般僧侶。要保持這樣不受影響，你必須進入持

續的冥想，並避免驕傲或憤怒。就算你無法隨時進入冥

想，你也應該小心地反應。

僧侶是會接受禮拜的，在從前國王和高官也會接受

像叩頭的禮拜，不過在現代，高位的人頂多接受某種形

式的敬禮。至於受到辱罵，普通人也會，所以這個講道

也適用於一般人，他們也該抑制他們的驕氣與憤怒。

不要因富足而虛榮

比丘絕不能因為人們給他許多禮物而虛榮。僧侶不

愁生活，他們需要的衣服（袍子）、食物和住所（僧

院），施捨慷慨的信徒很願意提供。對於有名望、有影

響力的高僧來說，這些東西很豐富。這樣受捐贈的僧

侶，可能會感到虛榮，他們認為是他們得到這樣多的資

產。但他們一定不要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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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僧侶不該對人們的尊敬而驕傲、或不尊敬而惱

怒的告誡，佛陀在蛇喻經中說了：

「比丘們，我一直在講苦和苦的止息。所以我被辱

罵、威脅、污衊，只是要惹我憤怒和不快。但我不覺得

憤怒、憂傷或不滿。而那些正確地懂得我講道的人禮敬

我、向我致敬，但我不覺得滿意、高興或得意。

比丘們，當人們禮拜我，我這樣覺得：由五感官聚

集組成的我，變成佛陀，知曉所有該知曉的，而那些懂

得我的俗人，對我禮拜。這是我的感覺。」

這是佛陀對應別人好和壞行為的態度。佛陀覺得禮

拜的不是祂，或是為了祂高興，其實接受禮拜的是五

蘊。他覺得這樣，因為，當他在神聖的菩提樹下得到啟

蒙時，他已經知道事物的真理。

在那時，從那時開始，佛陀有了三種遍知，即：

第一遍知（知遍知），意指了知只有名色和只有因

果。這領會來自不停地注意變化中的身心屬性現象。

第二遍知（度遍知），意指了知物質與生物的無

常、苦和無我的本質。這也是來自冥想練習。

第三遍知（斷遍知），意指能讓你去捨棄對永恆、

歡樂與自我、和源自它們的所有雜染的錯誤信仰。

這三種遍知是佛陀在成佛前到最後的開悟之間得到

的。當然，佛陀在成佛前是一直在了知的，但可以注意

到，這些全面的理解在早期階段已經得到了。佛陀要比

丘們以得到三遍知來努力純淨他們的心，所以祂這樣指

示：

「比丘們，你們千萬別對人們不尊敬的態度而不高

興，或因他們尊敬的態度而得意洋洋。不要在『他們崇

拜我、我在享受尊崇』的錯誤想法下做事，你必須知

道，依據三遍知，他們在拜的是五蘊。」

這告誡是給那些還沒成為阿羅漢的僧侶，阿羅漢不

需要這種告誡。事實上，這告誡是要作為非阿羅漢的提

醒，要他們用功去達成那純淨的最高階段。的確，對普

通僧侶而言，努力朝向終極目標是很重要的。

那些尚未達到阿羅漢的，應該適當地抱定一種態



70 71

第七部分正普行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Sammāparibbājanīya Sutta

度，大意是人們崇拜的是五個感官的聚合體，而不是自

己。這種態度可以由冥想練習得到，假如抱定這種態

度，就不會有任何原因或機會虛榮。就像你輕柔地澆

花，植物不會虛榮，因為植物不是自己，同樣地五蘊也

不是自己，對它們致敬不是對自己致敬，所以沒理由對

那種尊崇感到虛榮。

在吃的時候沉思食物

另一個方法是在吃的時候沉思食物。如何沉思？僧

侶用餐時必須不是為了享樂。在俗世，人吃是為了得到

力氣與活力以享受生活。有些人甚至吃春藥。僧侶用餐

不是為這些，不是為男子氣或年輕精力，也不是想要變

粗壯或讓體態漂亮。那為何要吃？為了讓身體持續存

在，為了平息飢餓，為了讓身體正常運作，全都是為了

梵行。以上簡單說明如何沉思所吃的食物。

當使用藏紅花袍和寺院時也要做類似的沉思。它們

是用來保護身體免於受冷熱，免於受蚊子、蠍子、蛇、

等等的叮咬。假如僧侶如此沉思，他將不需要美食、錦

衣和大廟，他需要的量也不太多。他使用這些，因為沒

有它們不能維持生計。因此他將不會因為接受很多好東

西而覺得虛榮。

另一個避免虛榮的方法是沉思自己身體的三十二部

份。假如他加強沉思，他將看見這些部份令人討厭的特

質，他將領悟餵食這些討厭的身體部位一樣令人討厭，

提供衣服與住所也是一樣。一點也沒有值得感覺高興

的，所以也沒有值得虛榮的。照這樣沉思，是給那些還

沒到達阿羅漢階段的。

阿羅漢已經完成這類的沉思，已經達到純淨的最終

階段。它們不需要作這種沉思，他們早已拋棄虛榮了。

佛陀的告誡是針對那些還沒到達最後階段的。

所以偈頌的最後一行說沒有依戀的比丘，在這世上

正確地活著。

這第八偈頌是對僧侶說的，但是一般敬重僧侶的俗

人也應該學到教訓，並努力擺脫驕傲與虛榮、憤怒與惡

意。願他們也能用功達到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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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hu! Sadhu! Sadhu! 

第七部分完 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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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多的新月日，將要解釋第九偈頌。

回答八：

Lobhanca bhavanca vippahaya,  

virato chedanabandhana ca bhikkhu.  

So tinnaka-thamkatho visall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已經拋棄貪和導致新存在（譯注：投胎轉世）

的業。他也戒除了虐待、殘忍、奴役。他在克服懷疑

後，已經免除雜染的高峰。

在此偈頌裡，該被拋棄的東西與上一節類似，在這

裡重複，是要讓那些即將領悟真理的，把重點帶回家。

這偈頌說：貪必須被捨棄。這對這裡的聽眾很明

顯，但在當時，有些天神與梵以前可能沒機會聽佛陀佈

道，為了他們的利益這點才被重複。

根除貪念的方法

必須被根除的貪念與四聖諦之集諦相同。換言之，

那是貪愛，欲望，那的確是要被根除的重要一項。渴

望、欣喜、依戀、等等是它的別名。大藏經在論藏部份

的法集論巴利論文中用過，有超過百個同意詞。這貪念

是要用阿羅漢道內觀來根除的，在沒能這樣做之前，它

必須以戒來約束。貪念屬於心理，渴望與欲望會發生在

心裡，但是戒律必須被用來檢查表現出的行為或語言。

嚴格奉行戒律的人將避免偷、騙和訴諸不正當方法的不

端行為。這是很明顯的。

再進一步，你必需經由修行努力取得心的穩定以消

除渴望或慾望或貪心。例如，假如你持續注意進出鼻孔

的呼吸，欲望與貪念大致不會發生。其發生會延遲。在

你進入禪那的期間，貪的心緒會被完全排除，即使在禪

那坐後，也很少發生。那就是為何那些曾經有過禪那的

人以為他們已經成為阿羅漢了，雖然他們尚未達到阿羅

漢道智階段。雖然他們有了禪那，當他們遇到值得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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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時，他們可能會掉回來。

你必須進入內觀冥想以杜絕嚮往樂事的可能。我們

已經教你如何做冥想。假如你持續注意發生的現象，貪

念將不會有機會進到你心理。假如你完全了知無常、苦

和無我的本質，你將不給貪念機會發生。假如完全發展

了內觀冥想，你會得到聖道內觀，而達到涅盤的終極目

標。在達到內觀的第一階段時，你將排除這種把你推下

地獄的貪念；在達到第二階段時，你將已經擺脫對樂事

的欲望和貪愛；而在達到最後階段時，你將根除對存在

的所有欲望和依戀。這就是佛陀對根除貪念的教導。

拒絕存在（有） 

下一步，這偈頌說，新存在的原因必須被拒絕。

一旦貪念被以阿羅漢道內觀方式根除，下一世的可

能性就已經被杜絕了。達到純淨之路的第一階段者，亦

即已經成為須陀洹的，將已經拒絕所有鋪路往地獄下層

的惡行。這樣的人將只有在上層的七世，因為他已經排

除了延伸超過那界線以外的可能。在第三階段，亦即阿

那含，他已經屏除任何轉世的因。而在到達最後的阿羅

漢道階段，新生於色有（物質的世界）或無色有（無實

體的世界）的可能性已經被一勞永逸地跟除了。所以當

一位阿羅漢往生時，就是說他已經過渡到般涅槃。

克制暴行

再來，這偈頌說比丘必須克制殘忍。殘忍的對待包

括斷手腳、上鐐銬、和監禁。在那時代，罪犯被殘忍對

待，他們被逮捕、上鐐銬並丟進監獄。然後他們接受各

種殘忍對待，包括斷手腳。同樣的，人類抓動物並殺

之，或切斷他們的四肢。比丘必須克制這類殘忍的對

待，就是遵守戒殺戮和酷刑的律。當你達到須陀洹內觀

時，這習慣可以被拒絕；當你達到最後的阿羅漢道階

段，一點殘餘的殘忍也不留下。佛陀強烈要求他的信徒

去達成最後階段，以消除殘酷。

排除懷疑 

然後，偈頌說比丘必須克服所有懷疑和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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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能決定真假時，懷疑生起。懷疑遍佈於許多

點的真實性，像是佛陀是真的還是假的？道、果和涅盤

的教義是真的還是假的？或者戒、定和慧的實踐真的還

是假的？對僧伽、佛陀的門徒，有懷疑。對業與報、或

因與果有懷疑。比丘不可以還抱著這種懷疑，這些必須

被驅散。這些懷疑只有在得到須陀洹道內觀時清除，在

到達這階段之前，你可以靠聽佛語的講道來消散懷疑。

練習冥想的行者可以驅散這些懷疑。當你開始了知

色與名的分離，關於名色的懷疑將被驅散。例如，彎臂

是果，想要彎的欲望是因，假如你領悟了這點，你就不

會對因果抱持懷疑，這事實上就是在驅散關於緣起的懷

疑。然後當你清楚看到現象的流動，你將確信無常、苦

和無我的本質，你對它們不會有任何懷疑。然後當你達

到須陀洹道，所有懷疑都將被驅散。

要免於尖刺 

巴利文salla意指箭或尖刺，在這裡後者似乎比要恰

當。在這裡尖刺指的是什麼？它們是貪、嗔與癡。Raga

和lobha一樣是貪，都是要被拒絕的。事實上，一旦貪

被根除，嗔與癡也一併消失。被貪折磨的人，遭受巨大

的苦，就像被針刺在肉裡一直痛著，無盡的苦。因為他

以為貪慾是享樂的，他會去追求貪慾的東西，而這種追

求必需承擔一系列的不適和痛苦。

同樣地，被憤怒糾結的人，不希望被告知要克制

它。被癡情淹沒的人把假的當真，以為無常的色與名是

持久的、有形的物質是自我。這樣被誤導的人不知情地

犯了罪，而必須付出代價，在地獄受苦。所以佛陀力勸

他的信徒們用功以免於雜染的尖刺。

經文重複地說：「免除所有依戀的僧侶，在世上正

確地生活著。」

這是本經第九偈頌的結束。

Sadhu! Sadhu! Sadhu! 

第八部分完



第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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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緬曆比亞卓的第八月盈日，我們將解釋本經

的第十偈頌。

回答九：

Saruppam attano viditva,  

no ca bhikkhu himseyya kanci loke.  

Yathatathiyam viditva dhammam,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必須知道什麼是適合他的，並採取相應的行

動。

適當的行動 

適合僧侶的東西，就是僧侶的責任，他必須依此行

事。只知道責任是不夠的。知道，接著必須做到。這是

巴利注釋書說的。我認為它的意思是：僧侶必須知道生

活上所有適於僧侶的事物。這就是說他不只要知道律，

聖職的規定與規則，也要知道佛法的實踐，還有現實生

活上的，例如，正確地生活、健康和其他東西。僧侶必

須知道，除了戒律以外，如何指導行者練習冥想，給他

們適合個人特質的課程。

然後僧侶必須知道如何在世上正確地生活，在練習

冥想時如何維持個人健康，他必須知道是否該坐下來冥

想，或者冥想中走動，好讓他的健康維持。他必須管理

自己，不讓連續地冥想練習損害他的健康。所以假如他

虛弱並疲勞，他必須知道他應該躺下並休息一下。他必

須依據季節變化照顧他的飲食。我認為這是巴利偈頌

「生活上適當的東西」所指的一些事情。

不要妨礙其他人 

然後偈頌說：「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虧待別人。

你必須正確地行為，配合自己的目的努力，但是一定不

要侵擾別人的權利和自在。」

知曉你該知道的真理 

要發生的自己就發生了，這是真理。這事實上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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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聖諦，所以僧侶必須知道他應該知道的真理。他該

知道什麼？他必須知道苦，或苦諦，這知曉稱作遍知通

達。他必須知道集的真理或集諦，並拒絕貪慾、渴望和

依戀。

他必須知道關於滅的真理，或滅諦。這知曉或領悟

稱作了知通達。然後他必須知曉聖道，或道諦，這稱作

修行通達。

遍知通達，就是用認知的冥想知曉苦。換言之，這

是經由標記身心構造（或色與名）的不斷變化而知道關

於苦的真理。因為人們不知道這些變化構成苦，因為人

們以為這些變化製造歡喜和快樂，所以迷戀它們，所以

生起渴望與依戀。假如持續標記這些變化，那就沒有什

麼會令你高興或快樂。相反地，這些將被看成令人厭倦

和可怕的。所以心與物的本質應被分辨出，而無常、苦

和無我的本質於是將分解地被了知。遍知通達的意思就

是分解地了知。

當你知曉這些東西的實情，你不會去嚮往它們，你

將拒絕它們，而這拒絕就是遍知通達。當你拒絕貪慾，

取（執著）將不會有機會出現。

因為沒有取，將不會有新的一世。無來世就沒有

生、老、死。當冥想觀察進行時，這止息每時每刻陣陣

出現，這稱作暫滅（瞬間止息）。這種滅不是要被期待

的，而是當你進入內觀冥想時自行出現的。冥想者應用

功以完成這種瞬間止息。

修行通達。當你進入冥想，你已經在奉行八正道

了，這就是修行通達。你能知道，當你正在冥想時，你

是如何奉行八正道的。就像這樣：你努力標記變化中的

現象，如此就是奉行正精進之道。冥想本身就是正念。

佛陀說四念住構成正念。在冥想時，冥想者得到瞬間專

注，他的注意力黏住冥想的對象，瞬間的專注稱為剎那

定，而這構成正定。清淨道論大疏注釋書說，沒有剎那

定，你就不能得到內觀冥想。當心專注集中在一點，你

看到真理，看見真理構成正見。當冥想者的心被導引看

到真理，你正得道正思惟。所以進入冥想的行者，已經

得到所有這五個內觀正道，八正道其中五個。至於剩下

三個正道，即正語、正業和正命，可以在奉行戒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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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冥想時達成。這三個組成戒正道。當冥想中，戒律

的遵守並未減弱，戒變得更強，所以你可以在冥想中得

到八正道。

還有另一個方法可以發展戒正道。假如你不能對變

化中的現象以及無常、苦和無我的本質做標記，你將會

在永恆、高興與自我的錯覺下，可能會有說謊、粗言穢

語、誹謗、說無用的話、等等的傾向，而犯了言語的

罪。你也可能犯殺、偷和殘忍的行為。同樣地，你可能

為謀生而犯罪。另一方面，你標記了變化中的現象並仔

細考慮無常、苦和無我的本質，並正確地行動與生活，

你將符合正語、正業和正命而活，或者換言之，依戒正

道而活。則所有八正道經由冥想而達成，而這成就就是

修行通達。

這種成就效果上就是聖道的達成，而你看見了佛法

之光，並達到純淨的最高狀態。這就是偈頌說的「知道

真正佛法」。在知曉關於苦、關於依戀的事實，並拒絕

依戀，走道的正路，你將領悟最終滅的狀態，於是達成

得到和平與安寧的終極目的，滅諦，這時候是一起同時

了悟四聖諦。

偈頌的最後一行，像往常一樣地說：沒有依戀的比

丘，在這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Sadhu! Sadhu! Sadhu! 

第九部分完



第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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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比亞卓的滿月日，我們將講本經的第十一偈

頌。

回答十：

Yassa nusaya na santi keci,  

mula ca akusala samuhatase.  

So nirasoanasisan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在比丘，一些隨眠（煩惱）已經被根除。

隨眠的意義 

隨眠煩惱意指潛伏的雜染。潛伏的東西在機會好時

會生起。有兩種潛伏的煩惱，一是潛伏在生物的身心構

造裡，有機會時會生起，另一種是潛伏在感官對象裡。

煩惱可以從感官生起，像是看、聽、聞、嚐、觸和想

法。實際上，組成煩惱的欲望、貪婪、渴望和其他感

覺，不是潛伏在感官對象裡，而是聯想到以前所經歷過

引起煩惱產生的相似感覺。當它生起時，它是發生在生

物的身心構造裡。

隨眠煩惱有七種：⑴欲欲；⑵貪有（貪求生命）；

⑶瞋恚；⑷慢（自負）；⑸見；⑹疑；⑺無明。

這些隨眠煩惱可以發生在任何凡夫身上，所以說這

些是潛伏在凡夫裡。當你成為須陀洹，見與疑都擺脫

了，其他五個還在。當你到了阿那含階段，欲欲與瞋恚

消滅了，還剩三個。只有達到最後階段並成為阿羅漢，

所有七種隨眠煩惱才全部根除。

潛伏在感官裡 

隨眠煩惱潛伏在感官裡的方式是像這樣的：假如你

不觀察並知曉感覺的本質是不斷流動的，煩惱將從聯想

到以前經驗過的相似感覺而生起。所以每個沒進入冥想

的人，每當感覺發生，將接受各種煩惱。他們將認為感

覺與其對象是永久的，而將依戀它們，享受它們。

不過，冥想中的行者知道物的本質而不會感覺依

戀，或對任何感官對象感到高興，因此避免任何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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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最短的時間內去得到涅盤。

第十部分完

所以對他而言沒有潛伏的煩惱的問題。另一方面，無法

進入冥想的人，認為感官對象是可愛的、令人高興的，

而感覺依戀它們。假如感官對象是討厭的，他們就不高

興，甚至生氣。

阿羅漢是免於隨眠的 

阿羅漢完全免於隨眠煩惱，絲毫不剩。各種煩惱，

潛伏的和活動的，都被根除了。而且，阿羅漢也完全連

根拔除貪、嗔、癡，那是會引發各種不端行為與罪行

的。淫慾、渴望和依戀源於貪。謀殺與暴行從憤怒與怨

恨生起，那是嗔。困乏與迷戀由癡而生。

已經根除隨眠、並連根拔除罪惡的比丘，沒有想要

與希望的。想要與希望事實上是貪的產物，既然貪已被

連根拔除，它們不會有機會發生。當佛陀對著天神與梵

講道時，這是一再重複的。

本偈頌的最後一行，像往常一樣地說：沒有依戀的

比丘，在這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願聽眾們了解本經此偈頌所解釋的隨眠與罪，並用



第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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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比亞卓的第八月虧日，我們將解釋本經的第

十二偈頌。

回答十一：

Asavakhino pahinamano, 

sabbam ragapatham upativatto.  

Danto parinibbuto thitatt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所有漏都不存在、並已經拒絕九種慢的比丘，經由

冥想內觀，已經克服了貪慾渴望之路上的所有基本的情

況。

拒絕漏 

漏意指流動的，有四種：⑴欲漏；⑵有漏；⑶見

漏；⑷無明漏。欲漏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渴望

與貪慾的流動。看見與影像、聽見與聲音、聞到與味

道、舌頭與滋味、身體與接觸、心與想法、想像與主

意，從所有這些流動著渴望與貪慾。

所有漏皆是雜染。從貪慾、渴望和感官享受流出的

是欲漏。生活上的樂趣是有漏。錯誤信仰，像是把無常

當永恆、苦當作樂、無我當作有我，是無明漏。我們都

必須努力把這些流動的停掉，要怎樣做你們全都清楚知

道：就是靠冥想。

假如你成為須陀洹，你可以拒絕明顯的欲漏，例如

通姦和偷竊、說謊、酗酒、吸毒。也已經拒絕錯誤信

仰、和任何拉你下地獄的愚癡。

斯陀含可以在這方面更有效地拒絕，達到這階段可

以完全拒絕欲漏，但是他對有形或無形的有仍然有一絲

牽連。這就是為何斯陀含通常從人間或天界過渡到有形

和無形的梵天區，他還沒擺脫有漏。只有在達到阿羅漢

狀態的才能完全擺脫有漏和無明漏，所有貪、嗔、癡都

乾掉了。

沒有漏，就沒有慢 

當你清除了漏，你就成為阿羅漢了，而阿羅漢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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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擺脫了慢。慢的意思是驕傲或自負，共有九類。有高

度自尊的自負，想自己跟別人一樣、想自己比別人高、

或想自己比別人低。這三類自負流行於上、中、下層社

會，所以有九類自負，阿羅漢一樣也沒有。 

謙遜與底部自豪的不同 

現在，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關於想自己是低下的

這種驕傲，這也能稱為自負嗎？你會說把自己想得低下

一定是謙遜。那不是謙遜，那不是採取低姿態來尊敬別

人，而是一個惡性的驕傲，對那些比自己更高、更高尚

的人顯現出傲慢的行為，那是與高貴的人競爭。「我們

是普通僧侶，所以我們喜歡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我們不

需要像那些資深的僧侶保持尊嚴。」同樣地在俗人中，

這態度和行為表示：「我們是下等人，我們可以為所欲

為，我們不需要像高官或有錢人一樣保持尊嚴。」這

的確是自負，這可以稱作底部自豪，這種下層社會的

驕傲在巴利文稱為hina mana。中層社會的驕傲是sadisa 

mana，上層社會的驕傲是seyya mana。

真的與假的驕傲

假如你因為值得尊敬而認為自己有高自尊，你就

可說有真驕傲。假如你並不值你自己以為那樣的自

尊，你就是有假驕傲。當你成為須陀洹，你已經擺脫

假驕傲，但還有真驕傲。斯陀含也還有真驕傲，甚至

阿那含也還有。只有在達到阿羅漢狀態才能遠離真驕

傲。所以當你已經成為阿羅漢，你就已經完全擺脫九

類的慢。這個與其他關於漏的擺脫都是阿羅漢的特

質。後面兩行也是描述阿羅漢的特質，此經節包含許

多阿羅漢的特質。

貪欲之路 

這段經文的下一行是關於貪慾之路。所有受制約的

東西都是向貪慾前進之路，換言之，所有擴張執著和依

戀的感官的、有形的和無形的區域，都是貪慾之通路。

簡單說，所有與涅盤偏離的世俗生活，或生命的苦（苦

諦）、生命不停的流動，都提供貪慾的發生，那必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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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

去對付並克服

所有受制約的東西、所有在身心現象之間流動的苦

的因子，必須以冥想內觀去對付並克服之。隨著內觀發

展，行者將分別知道心與物、分別知道果與因、以及現

象的曇花一現。然後行者將因知曉無常、苦和無我的本

質，將有能力克服這變化中的流動、這些受制約的東

西。這種克服實際上就是暫離。

隨著內觀冥想發展，你達到須陀洹果道，並放棄所

有可能拖你下地獄的貪慾。這拋棄繼續於阿那含到阿羅

漢道，所有貪慾都克服了。

目前為止列舉的阿羅漢特質，包括擺脫漏、放棄慢

及克服貪慾。這節經文的第三行說：阿羅漢採取溫柔穩

重的態度，因為在他的心中完全沒有任何種雜染，他的

心是穩定的。

必須放棄狂野而擁有沉靜 

要擁有沉靜就要完全免於所有構成雜染的狂野因

子。身體與言語的罪過必須靠戒律清除。淫蕩的想法和

主意必須以專注（定）驅散。若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狂野

元素以隨眠煩惱的形式殘存，必須以內觀冥想和聖道內

觀消除。一旦達到阿羅漢道果階段，所有雜染中的狂野

因子將已經被驅散，得到沉靜。那也是阿羅漢的一個特

質。

然後下一個特質是心的穩定。那代表去除所有雜染

的平和。心的穩定可以用普通的定和禪那定達成，但在

這裡，心的穩定意指阿羅漢的心態，他因為拋棄所有雜

染而知曉和平。阿羅漢的心每時每刻是穩定的，不管它

是不是在禪那中，他可以持續在禪那中一整天或一整個

禮拜。

本偈頌的最後一行，像往常一樣地說：已經拋棄所

有依戀的比丘，在這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這偈頌指導行者去努力達到心中沒有任何雜染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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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願他們能用功於冥想練習，以得到道果內觀，究竟

涅盤。

第十一部分完

第十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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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比亞卓的新月日，我們將要解釋本經的第

十三偈頌。

回答十二：

Saddho sutava niyamadassi, 

vaggagatesu na vaggasari dhiiro.  

Lobham dosam vineyya patigam,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已經有了完全信仰與信念、同時也有完全知識的比

丘，發現聖道是不可褻瀆的信條。

必須有信仰與信念

信仰通常是傳統的，因為你的父母已經有了某種宗

教信仰，於是你也這樣抓住這信仰。那也很好。佛教徒

父母從小教導他們的子女要對真正的佛、法、僧有信

仰。他們教子女們敬仰佛陀與僧侶，以及唱誦「皈依

佛」等等。這是為何佛教徒孩子相當早就已經學到關於

佛法僧的屬性，這些年輕人對三寶有信仰，於是會找三

寶求庇護。這樣是很好。因為對佛法僧有信仰和求三寶

庇護可以從地獄救起他們。在大會經的簡介裡，一位梵

對佛陀這樣說：

“Ye kesi Buddham saranam gatase, 

na te gamissanti apayabhumim. 

Pahaya manusam deham,  

devakayam paripuressanti.”

這梵說：「無數崇敬佛陀的人類不會下地獄，當他

們死後，會變成天神，所以增加了天神的數目。」

假如你崇敬佛陀，同樣也會崇敬法與僧。那些有信

仰且求三寶庇護的會被從地獄拯救。

現在，佛教徒的孩子將被從地獄拯救，並會到達天

界因為他們已經學到從有信仰和三寶庇護得到功德。他

們將因崇敬佛法僧而得到功德。所以我說傳統地被教去

相信佛教是好的，當這些小孩長大，他們將有許多機會

去聽好老師的佈道和演講，和讀佛法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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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可能因此會有更多信仰。普通的信仰叫做淨

信，而信念所生的信仰叫做深信，當然，後者比較穩

定。

但是這兩種信還不夠。你一定要有完全的鑽研後淨

信，意思是你必須充分知曉佛法並透徹地確信。至少到

須陀洹階段才懷有這種深度的信仰。這種信念必須經內

觀練習來發展，行者必須分別知曉物與心，他必須對自

己說：「佛陀說只有物與心，沒有人或生物，那的確是

真的。」然後他的信心將變得真正堅定。當他靠自己的

內觀逐漸領悟無常、苦和無我的本質，他的信仰將變得

更堅定許多。當他得到進入現象的升起與落下的內觀

（生滅隨觀智），他信仰的力量變得強大。但他仍必須

經由冥想繼續取得更偉大的內觀，直到他達到最後階

段，聖道智。只有到那時他的信仰將是完全而堅固。到

那時，也只有在那時，他才會找到引領他的佛陀。

「看到佛法的人就看到我」佛陀在偈頌裡說。當你

因此看到佛陀，你的信仰是深刻的。

必須充滿智慧知識

然後，比丘必須充滿智慧。聞一詞是關於聽，接下

來不直接是看。有兩種聽聞，一是承聞，這是從佛陀講

道聽來的知識；另一是證聞，是由自己經驗得到的知

識。後者或許可以稱作見聞。所以聞意指聽或見得到的

知識。學全三藏經典當然是好，但如果你已經學會了

戒、定、慧的操作說明，那也夠了。注釋書說只要學會

一個偈頌也夠了。

至於證聞，從親見得到的知識智慧，你必須經由冥

想觀察去得到知識智慧。你必須針對去得到聖道智的四

個內觀，所以你必須充滿這種靈性的智慧。

聖道稱作精進 

一旦你已經養成靈性的證聞，你就能領悟精進，或

最終的真理，也就是你已經成就聖道。精進意思是固定

的真理，知曉無常、苦和無我本質就是知曉固定的真

理。肯定的，你將得到聖果的好處。這就是為何四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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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快速地得到道果內觀。

Sadhu! Sadhu! Sadhu! 

第十二部分完

道：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一起合

稱作精進。

必須免於錯誤信仰 

不同於真信仰的信仰，簡單地說，是世間常（認為

有一種永恆的靈魂）和斷滅見（認為人死了就一了百

了）。前者相信靈魂是不可毀滅的，後者認為死後什麼

都沒有了。在這世上，人們因為信仰不同而分裂。比丘

不認可任何不同的錯誤信仰。當你達到須陀洹道，你就

驅散了所有的錯誤信仰。

必須免於貪嗔等等 

我們常談到拒絕貪和嗔。瞋恚與嗔是同義字。此偈

頌的這一行只是再重複。阿毗達磨注釋書解釋瞋恚是一

種暴力的感覺，所以這裡把瞋恚與嗔相提並論。

本偈頌的最後一行說的是節制，關於不依戀的比

丘，正確地生活在世上。

願這裡的聽眾努力用功，以能拒絕貪、嗔、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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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德波端的第八月盈日。我將在本月的第一

月盈日去毛淡棉（緬甸南部孟邦之海港城市），直到下

月德保的第一月盈日才回來。這本正普行經還有四個偈

頌，我想在去毛淡棉之前完成它，所以我今天要給你們

講第十四與第十五偈頌。

回答十三：

Samsuddhajino vivattachaddo, 

dhammesu vasi paragu anejo.  

Sankharanirodhananakusal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已經以最純淨的阿羅漢道克服雜染這敵人，也

已經免於三種輪和所有蓋障。

阿羅漢道是所有道路中最乾淨純潔的，靠著它，雜

染的危險和威脅可以克服。比丘也已經清除三種輪，即

煩惱輪、業輪和果輪，他也已經擺脫像是貪、嗔、癡、

心、見、無明和惡行等各種蓋障。

所有四個聖道都是乾淨純潔的，其中阿羅漢道是已

經完全拋棄所有雜染，所以是最乾淨的。已經以阿羅漢

道克服雜染的比丘，當然就是阿羅漢，既然他已經克

服所有雜染，他就擺脫了煩惱輪或煩惱報（煩惱的報

應）。當這輪擺脫了，大部分的業輪和果輪也跟著去

了，然後像是貪、嗔和其他的蓋障也被清除了。惡行會

阻止從事者去到更高的存在，所以被包含為蓋障之一。

當各種雜染被遺棄了，惡行就被擺脫了。

下一行提到，比丘已經完成法。是什麼法？注釋書

說是四聖諦。也有解釋說是完成禪那成就和果心成就。

也就是說比丘可以進入冥想與專注（禪那）而得到涅槃

道的果實。

以下兩行是說比丘到了彼岸，免於貪愛，貪愛通常

有攪亂的本質。

體內生命不停流動叫做輪迴。名色蘊或聚集體的存

在，設定了生命的各種形式，是「此岸」。聚集體的不

存在是「彼岸」。只要煩惱勝出，就會有名色蘊，而這

生命勢將漂泊在無休止的輪迴流。假如，靠著阿羅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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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你達到了涅槃境界，就可以說你到達「彼岸」

了。貪愛是渴求所有令人愉快的感官，所以總在攪動的

狀態下。震盪是jo，所以阿羅漢稱為anejo，不會激動的

人。

根據本偈頌，阿羅漢的特質有三：d h ammes u 

vasi，完全知曉佛法的人；paragu，已經到達彼岸的

人；anejo，不會激動的人。

第三行說道：比丘內裡有行止智善，意思是看見涅

盤的內觀，而涅盤是所有制約東西的止息。

這內觀是四無色道內觀，進展到第四也是最後的阿

羅漢道智。注釋書說，比丘已經完成聖道，那是因為他

已經領悟這四個內觀，每個道智逐一出現，所以當每個

道智發生於他時，比丘有了各個的專精知識。

在此偈頌裡，說明了用阿羅漢道智克服煩惱的特

質、免除三報和煩惱蓋障的特質、已經到達彼岸的特

質、免除因貪愛引起激動的特質、和完全知曉涅盤的特

質。這些都是阿羅漢的特質。

如何去努力獲得這些特質，已經在本講道之前的偈

頌解釋過了。是要靠你去努力的。

這偈頌的最後一行一樣的是：已經放棄所有依戀的

比丘，在這世上正確地活著。

現在我們繼續到第十五偈頌：

Atitesu anagatesu capi,  

kappatito aticcasuddhipanno.  

Sabbayatanehi vippamutt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已經克服想過去與想未來的習慣。

他必須免除關於過去與未來的思想。發生於過去被

制約的東西是過去式。比丘必須拋棄對過去發生的心與

物的活動的所有依戀。這種依戀是因為錯誤地相信五蘊

是自我（我、我自己、我的）。過去世的活動不可知，

所以無法思索，但有些人認為「我」曾在過去生命存在

過，而現在「我」來到這一世生活。不過，一般大眾比

較會想這一世發生的過去。

人們想他們的孩提時日，他們「自己」曾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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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吃、觸、想的方式。他們常想剛剛過去的活

動。這些想法，因為依戀，稱為劫。必須要拋棄它們。

未來是在此生後面會發生的事。關於未來的想法，

也是因對名色的依戀。有些人希望未來變得富有，他們

也希望來世會更好。比丘必須拋棄這種想法。

可能有人會問應不應該依戀地想著當下，答案是這

種想法也必須被克服。參照過去和未來，會包含現在的

跡象。巴利文版承認這樣的推論。例如，假如我們用巴

利文講：「我們崇敬佛，我們崇敬法，」我們的意思是

說我們也崇敬僧。在冥想練習中注意當下的活動，效果

上是杜絕對現在依戀的想法。當你進入冥想，這種想法

將沒機會發生。

假如你在正念的過程中知曉，已經發生過的是無

常，正在發生也正在消退的是不穩定的，那意思是苦，

而這些活動是自動而無法控制的，那意思是無我，於是

關於當下的自我的想法將沒機會發生。同樣地，關於過

去與未來的想法也將沒機會發生。它們將被拒絕，就在

那瞬間，經由冥想，而這就是以暫離克服它們。當你已

經發展了聖道內觀，你將經過三階段進步到最後的阿羅

漢道智階段。一旦你已經克服這些事實上是偏離和雜亂

的想法，那你已經得到最清楚的內觀了。

第三行說，比丘已經克服了十二處。這是說，比丘

必須克服因為感官和感官對象的依戀，這和克服關於過

去、現在和未來的想法一樣。

處是感覺發生的原因。看的感覺決定於眼睛和影

像，後兩者就是處。耳和聽、鼻和聞、舌和嚐、身和

觸、心和想法或想像，也是一樣。它們都帶來感覺或感

覺的認知。就身與觸來說，那是粗細的感覺、就是地接

觸，或是冷與熱、就是火接觸，和緊繃、前後推動和其

他動態、就是風接觸。注意腹部升降的行者，將注意到

風的活動。所有這些感覺器官和感官對象，總共十二

個，就是處，它們必須被克服。

如何克服它們、如何免除它們？你必須拋棄並逃

離、那些把這些處當作你自己的的依戀。你必須逃離因

為著迷於這些感官的依戀。這逃離或拋棄可以經由冥想

達成。經由暫離的過程，你可以拒絕源於處的所有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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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你看到處快速地出現與消失，所以你能沉思於它

的無常、苦和無我的本質。因此，靠著暫離的過程，你

可以看到現象毀滅的真相，而來到聖道的最後階段。

願此冥想中心的行者能拋棄十二處，並在得到道果

內觀後，到達涅盤境界。

第十三部分完

染，終於根除所有煩惱。這也是阿羅漢的特質。

最後一行覆頌，像往常一樣，意思是完完全全沒有

依戀的比丘，在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冥想中顯露出的處 

當行者不停地注意現象的流動，他們肯定將清楚地

看到處。當看時，他清楚地知道眼和影像，這分別是眼

根和色根。同時發生在心裡的感覺或意根也很明顯。這

三處在看時很明顯。有時候從看的接觸（觸）、對影像

的反應（受）、影像的認知（或把影像帶入心中，稱作

作意）、努力去看（或看的意向，稱作思），這些都很

明顯。影像的認知是想。觸、受、想、思和作意都是法

處。就這樣，當看時，顯露出四處。同樣地當聽、聞、

吃、觸時，分別也會顯露出四處。至於思考或推測，那

是意根。假如潛意識裡知道，也是意根。這種思考、推

測、或知道是法處。所以在潛意識思考或推測或知曉，

只有兩處。

一直注意現象的行者正看著處。當你經由冥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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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德波端的滿月日，1338 B.E.。因為我們明天

要去毛淡棉，我今天將講完正普行經的講道。第十七也

是最後一偈頌，是佛陀相（佛陀代理）的感恩。我們先

看第十六偈頌：

回答十四：

Annaya padam samecca dhammam, 

vivatam disvana pahanamasavanam.  

Sabbupadhinam parikkhayan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比丘已經一一知道四聖諦，並當他取得最後聖道內

觀時，全部融會貫通。你絕不能一下全部獲得四聖諦，

你必須逐步發展到最後階段，而當你到達最後階段，全

部四聖諦會在你自己的內觀裡顯露出。

學著去知曉各聖諦 

五通達。進入冥想的人可能會因貪愛而有依戀，會

有因為依戀感官聚集、當成自我的錯誤信仰。這些聚集

通稱為取蘊（留戀生命的因素）。

這些因素不停地在變化，而這不穩定的狀態造成

苦。這是苦諦（關於苦的真相）。有一種對這些苦的因

子的依戀，那是集諦（關於依戀的真相）。以這種方

式，你必需從一位老師去學這四聖諦。由學習得到的知

識稱作取通達。進一步提問和諮詢而學到的稱作問通

達。以聽的學習稱作聞法通達。經由冥想學習得知關於

苦和依戀的真相，稱作思惟通達。

在實現聖道內觀之前，你必須以前述的方法學習。

即使如此，只能一次一聖諦地學習，其他兩聖諦也是如

此，滅諦與道諦只能分開學習。而這知識只能以前四種

方法學習，而不能以思惟通達、冥想法學習。

聽學法可以這樣說明：「滅是所有身心元素的停

止，而這種狀態代表最值得尊崇的一種和平。道諦是通

往這狀態的路，也是最值得嚮往的。」聽學者於是學到

領會這點，而他/她的心傾向這最值得尊崇的狀態，可

以從最值得嚮往的路去得到。即使用這方法，你還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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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每次知曉一聖諦。

同時知曉四聖諦 

當你已經取得聖道，你將同時知曉全部四聖諦。也

就是說，當你經由滅諦之達成，看到涅盤之光，你也知

曉了苦諦和集諦。

知道了苦的真相，並在知道了依戀的真相後拋棄了

依戀，你就達成了所謂的厭離通達。當道諦進入自己內

裡，而你正在練習冥想，你可以說已經達成了修行通

達。現在很清楚了，依聖道內觀的方法，你知曉了所有

四聖諦。換言之，當你已經知曉苦、集、道三聖諦，也

因此該知曉的、該拒絕的、該發展的都有了，你就會領

悟滅諦，止息的真相。

再重述，你在學習或練習冥想功課時，不會一下全

部知曉四聖諦。只有在領悟第四個，也就是滅諦時，你

才同時知曉四聖諦。

進一步的解釋 

四者中，苦諦和集諦是在三輪之內，而道諦與滅諦

在三輪之外。後兩者不需要內觀冥想。只有前兩者需

要。注釋書中清楚說道，苦諦和集諦需要內觀冥想，而

道諦與滅諦沒這種需要。因此，想得到涅槃的人，一直

不停地注意現象的發生與淡出，分別知曉苦諦與集諦，

而同時，當他的心傾向得到道內觀和涅盤時，他正分別

知曉道諦與滅諦。

當內觀冥想發展，而達到行捨智內觀階段，然後再

發展，當所有被制約的東西止息了，你見到涅盤之光。

你到達這狀態的時候，你就同時知曉四聖諦了。

比丘先分別知曉各聖諦，直到他領悟了最後一個，

他就同時看到四聖諦了。

偈頌的第二行說，比丘免除了所有漏並領悟了涅盤

階段。然後他內裡的所有四執取停止了，並且他清除了

所有依戀。執取的意思是固有的東西，或永久依附的。

是哪四個？它們是身體與心裡發生的苦，是你的行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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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的東西的結果。

當有身體，就有種種的苦依附著它。所有煩惱五欲

和其活動，好或壞的，都產生苦。領悟最後真相的比

丘，會完全拋棄這些。

然後是覆頌說，像往常一樣，拋棄所有依戀的比

丘，在這世上正確地生活著。

從第二到第十六的十五個偈頌裡，是佛陀對第一偈

頌的回答，回答了佛陀相的問題。在最後的第十六偈頌

之後，佛陀的回答完整了。在第十七偈頌裡，佛陀相讚

揚佛陀，並感謝祂。這感恩的詩節是這樣的：

第十七偈頌

Nimmita Buddha's Thanksgiving 

Addha hi Bhagava tatheva etam,  

yo so evamvihari danto bhikkhu. 

Sabbasamyojanayogavitivatto,  

samma so loke paribbajeyya. 

「最卓越的佛陀，您所有的回答是正確的。照著這

些偈頌而做的比丘，將免除狂野的雜染，變得溫柔和寧

靜。他將克服所有束縛與枷鎖。」

十束縛

Samyojana是綁住你不能逃離輪迴的束縛。克服這

些束縛，意思就是不讓它們發生，免除它們。共有十種

束縛。

⑴欲欲束縛，著迷於感官樂趣。有這種束縛的人，

就算他到了較高的色有或無色有，他必須回到欲有。因

為欲欲束縛把他拉下並綁在那裡。

⑵貪有束縛，依戀存在的狀態。有這種束縛的人不

想要生命止息，他樂在生命中。這樣的人無法領悟涅

盤，那是生命的止息。

⑶瞋恚束縛，對不喜歡的人或物生氣和怨恨。這種

人遇到不愉快和不喜歡的事物就感到痛苦。

⑷慢束縛，自負。這種人把自己想得高，不管是否

有理由這樣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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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見束縛，以為有自我的錯誤信仰。這種人懷抱錯

誤想法，以為沒有業行，也沒有報應。

⑹疑束縛，被懷疑困擾。這種人總是對真相存疑。

⑺戒禁束縛，錯誤的宗教習俗下的錯誤印象，以為

他們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有見束縛和戒禁束縛的人，不

見得能逃脫地獄，雖然因為他的行為他可能在好的上層

世界，他還是有可能下地獄。

⑻嫉妒束縛，嫉妒。這種人對富足的的人不懷好

願。

⑼吝束縛，吝嗇。這種人喜歡擁有權，不喜歡自己

的東西與其他人有任何關係。

⑽無明束縛，錯誤信仰。只要人不能免除這束縛，

他將永不能逃離輪迴。

比丘當然要免除所有這些束縛。

然後有四個枷鎖，比丘已經克服了的。這些是：⑴

欲枷鎖；⑵有枷鎖；⑶見枷鎖；⑷無明枷鎖。這些鐐銬

和前述的束縛是一樣的，所以比丘已經免除所有束縛和

鐐銬了。

總結：

佛陀的回答是正確的。

依囑而行的人，生活健康而安詳。

他完全免除了束縛與枷鎖。

偈頌的最後一行覆頌，說：如此他正確地生活在這

世上。

第十七偈頌現在已經解釋完了，而對正普行經的講

道也到了尾聲。

聽講道的好處

參加這幾場佈道會可以獲得的好處，在經集注釋書

裡如此描述：

「在講道結束時，萬千天神與梵到達了阿羅漢果狀

態。那些到達須陀含道果、斯陀含道果和阿那含道果的

更是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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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前世宗教練習的記憶可能慢慢想起，而

一旦想起，它很快讓此人啟蒙。」

當你到了天神的世界，你可能與其他天神對話結

交，所以可能會有相當時間無法再現前世。所以可能會

延遲。但是一旦你花時間回想過去，你將記起前世宗教

練習的努力，於是你將立即得到佛法的啟蒙並達到涅盤

的終極目標。

因此，那些現在正練習佛法的人，假如情況適當，

將在此世得到啟蒙。否則，他也肯定將在第二或第三世

得到啟蒙。你們要根據此經毫不猶豫地用功。願聽眾能

儘可能快速地用功達成涅盤。

Sadhu! Sadhu! Sadhu! 

全文完

萬千阿羅漢。那些參加這組正普行經佈道會的天神

與梵，有驚人的數量達到各種不同階段的開悟。那真是

神奇。因為這講道是不容易理解的，就算是對每一偈頌

很長的講道，也不易讓人了解。這些領悟了講道，並得

到啟蒙的天神與梵，被賦予了波羅蜜。

波羅蜜不是別的，正是聽、學、和練習冥想。假如

現在練習的人們，還不能在這一世得到波羅蜜，只要繼

續練習，他們終將在第二、第三、或後來的其中一世得

到波羅蜜。假如你到了天界，你將能在梵的世界中參加

天界的宗教講師的講道。

在天界立即啟蒙的機會 

假如你成了天神，你的身體是乾淨而清楚的，你的

神智也將同樣的清楚與敏銳。你能記得你前世的宗教行

為，而可能立即得到啟蒙。所以佛陀說：

"Dandho bhikkhave satuppado, athakho 

so satto khippameva visesabhagi h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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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詞彙索引

漢文巴利文（英文）：注釋（取材自網路，恕不詳

列出處）

二至三劃

八正道　Ariyo atthangiko maggo（The Noble Eightfold 

Path）：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

十二處　ayatana（sense organs）：內六處（眼、耳、

鼻、舌、身、意）加上外六處（六塵：色、身、

香、味、觸、法），合稱十二處。

三界　（the three worlds）：即天堂、人間、地獄。也

指欲界、色界、無色界。參看有。

三毒　trivi a：又稱三不善根akusala-mula、三根，佛教

術語。心的三個染污不淨：貪愛raga、瞋恚dosa、

愚癡moha。即貪、嗔、痴三種煩惱的合稱。

三報　（The three recompenses）：指三種業報，即依

受報時間之別，將果報分為三種：⑴現報：現世所

作之善惡業，現身即受善惡報。⑵生報：此生所作

之善惡業，來生方受善惡之報。⑶後報：過去無量

生中所作之善惡業，於此生受善惡報，或於未來無

量生中方才受善惡報。

三藏經典　tripitaka（three Pitaka scriptures）：即錫

蘭所傳的毘尼（律vinayapitaka）、修多羅（經

sūtrapitaka）及阿毘曇（論abhidharmapitaka）三

藏。佛教的經典，一共結集起來，有「三藏十二

部」之多。《三論玄義》記載，法藏部的經典，在

三藏之外，又有菩薩藏及咒藏，合為五藏。大乘佛

教晚期也發展出類似的分法，如《大乘理趣六波羅

蜜多經》在三藏之外，又加上般若藏、陀羅尼藏，

合稱五藏。

三寶　triratna / ratna-traya（three Gems）：，指佛寶

Buddha、法寶Dharma和僧寶Sangha，是佛教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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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仰和教義，即佛教的核心和基礎。之所以稱

之為「寶」，因他們可以救度一切眾生，可使之徹

底離苦得樂。

三學　sikkhā：三無漏學，佛教術語，分別指增上戒

學adhisīla-sikkhā、增上意學或增上心學adhicitta-

sikkhā、增上慧學adhipaññā-sikkhā。戒行sila、禪定

samadhi與智慧panna。即戒、定、慧。

凡夫　puthujjana（the ordinary persons）

大林　Mahäwun：靠近喜馬拉雅山下的迦毘羅衛城的森

林。

大疏　Maha Tika：華嚴宗謂清涼之八十華嚴經疏，真

言宗謂一行之大日經疏。Darijingshu《大日經》的

注釋書。有《本疏》、《大疏》、《無畏疏》等異

稱。凡二十卷。

大會　Mahasamaya：世尊於迦毘羅城之大林，由五百

阿羅漢圍繞，諸天為聞法而集會之場合。

大會經　Maha Samaya Sutta：本經因在大會之日所說。

為化導聞法集會之諸天，世尊對佛陀相之質問而說

此經。

大藏經　tri-Pitaka：為佛教經典的總集，簡稱為藏經，

又稱為一切經，有多個版本。

山月日　（the hill moon day）

四劃

不吉祥　amangala

中阿含經　Majjhima Nikaya：北傳佛教四部《阿含經》

之一。部派佛教基本經典，共六十卷。

丹老　Mergui：又譯墨吉，緬甸東南部德林達依省一城

市，位於安達曼海東岸，附近有丹老群島 。

五欲　kamaguna：感官樂趣。即財、色、名、食、

睡，指染著色、聲、香、味、觸等五境所起之五種

情欲。

五蘊　khandha（the five aggregates）名色蘊nama-rupa 

khandha：五蘊者：色rupa、識vibbana、想sabb、

受vedana、行savkhara。這個“我＂（世俗諦）

是五蘊（勝義諦）的 合，也稱為身（色）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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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識）。

內觀　vipassana（insight）：意為洞識，字面上的意義

是往「內」去「觀」察身心的實相。音譯為毗缽舍

那、毗婆舍那、毗婆奢那，佛教術語，意為以智慧

來觀察。也可以譯為「用如此的方式去看」、「由

此看」、「專注深入的觀看」、「周遍觀看」等。

天界　（celestial world）：輪迴中的六道之一。六道分

別指：天道、人間道、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

地獄道。

天神　Deva：天道之住民之一。

巴利律藏 Pali pitaka

月盈日　（waxing day）：一個月中月亮漸圓之日。

月虧日　（waining day）：一個月中滿月漸虧之日。

止觀 samatha：佛教術語，奢摩他與毗婆舍那（內觀）

的合稱，是修行禪那的兩大方法。止是止息一切妄

念，觀是觀察一切真理。止屬於定，觀屬於慧，止

觀就是指定慧雙修。

比丘　bhikkhu

比亞卓　Pyatho：緬曆十二至一月間。緬曆：得固Tagu

（三至四月間）、格絨Kason（四至五月間）、

那雍Nayon（五至六月間）、哇梭Waso（六至七

月間）、哇高Wagaung（七至八月間）、多德嶺

Tawthalin（八至九月間）、德丁卒Thadingyu（九

至十月間）、德桑蒙Tazaungmon（十至十一月

間）、那多Natdaw（十一至十二月）、比亞卓

Pyatho（十二至一月間）、德波端Tabodwe（一月

至二月間）、德保Tabaung（二至三月間）。

毛淡棉　Moulmein：緬甸南部孟邦之海港城市。

火　tejo：四大種（四大），佛教術語，又稱四界：地

界pathavī-dhātu、水界āpo-dhātu、火界tejo-dhātu、

風界vāyo-dhātu，也稱為四大元素，被認為構成世

界一切事物的四大基本元素，分別是，地、水、

火、風。佛經也有六界之說，再加空和識。四大種

亦是色蘊中的「色」的內容之一。

世尊　（the Blessed One）（the Exalted One）：即佛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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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　loka（the universe）

世間常　sassata ditthi：認為有一種永恆的靈魂。

五劃

四執取　upadhi：欲取Kammupadana（執取於色、聲、

香、味、觸、法）、見取Ditthupadana（執著於觀

念、見解、或信念）、戒禁取Silabbatupadana（沒

有正見不瞭解其真正的目標、不去思惟的行持）、

我語取Attavadupadana（內心有一個「自我」的感

覺，也是一種本能）。

四聖諦　cattari ariyasaccani（The Four Noble Truths）：

苦諦Dukkha Sacca、集諦Samudaya Sacca、滅諦

Nirodha Sacca、道諦Magga Sacca。四諦之本質，

不外因果二字，集諦是因，苦諦為果。道諦是因，

滅諦為果。

正見　Samma Ditthi（Right belief）：正確的知見、正

確的思想觀念，正確的了解名、色與行。

正命　Samma Ajiva（Right Livelihood）：「命」指賴

以活命的生計，「正命」即是從事正當的職業。

正定　Samma Samadhi：正確的禪定，心達到寂滅境

界，即是正定。寂就是不動，滅就是漏盡煩惱。不

僅心寂靜不動，還要了了分明、清清楚楚。

正念　Samma Sati（Right mindfulness）：心不散亂，

意不顛倒，只起善念不起惡念。隨時注意著自己的

心念。

正思惟　Samma Sankappa（right purpose）：凡有所

思，不離佛法，皆無邪曲。

正普行經　Sammae Paribbaejaniya Sutta

正道　Magganga：即正語、正業、正命。

正業　Samma Kammanta（Right Work）：日常生活

中，所作所為皆是正當、清淨，一切行止，皆是清

淨無邪、自利利他，即謂之正業。

正遍知　samma paribbajeyya：證得無所不知。

正精進　Samma Vayama（Right effort）：勤修正確知

見。

正語　Samma Vaca（Right Speech）：正直、清淨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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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生　jati

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a nana：實際體驗到剎那無常，

即「身」和「心」都以非常高的速度成變化生

滅。十六觀智是內觀修習的十六個階段：名色分

別智namarupa-pariccheda-bana、緣攝受智paccaya-

pariggaha-bana、思惟智sammasana-bana、生滅隨

觀智udayabbaya-bana、壞隨觀智bhavga-bana、怖

畏現起智bhaya-bana、過患隨觀智adinava-bana、厭

離隨觀智nibbida-bana、欲解脫智mubcitukamyata-

b a n a、審察隨觀智p a t i s a v k h a - b a n a、行捨智

savkharupekkha-bana、隨順智anuloma-bana、種

姓智gotrabhu-bana、道智magga-bana、果智phala-

bana、省察智（返照智）paccavekkhana-bana。

六劃

因果　hetu-phala（Cause and effect）：是一個事件

（因）和第二個事件（果）之間的關係，其中後一

事件被認為是前一事件的結果。

全慧　abhinnana（super-knowledge）：全面智慧。

共存　（cohabitation）：共治，共存，同居。

吉祥　mangala：可以分為三類：見吉祥、聽聞吉祥、

覺觸吉祥。

名　nama（mind）：指心識、精神。

名色　nama-rupa：名指心識、精神，色指形體、物

質。

名色蘊　khandha; nama-rupa khandha：參看五蘊。

地　pathavi：參看火。

多伐但伽經　Tuvataka Sutta：對應於義品兜勒梵志經。

宇宙　loka（the universe）

安息日　（sabbath day）：是猶太教每週一日休息日。

此處應是用來代表週休日。

成佛　（Buddhahood）

成就　Sampatti：三跋致，又曰三拔諦。

有女bhava（existence）：生世，存在。三種有：⑴欲

有kamma-bhava業有（sensual existence）欲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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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各隨其業因而受果

報；⑵色有rupabhava（corporeal existence）物質的

世界，色界四禪諸天，雖離欲界粗染之身，而有

清淨之色，亦隨所作之因，受其果報；⑶無色有

arupabhava（formless existence）無實體的世界，無

色界四空諸天，雖無色質為礙，亦隨所作之因，受

其果報。

有餘涅槃　saupadisesanibbana：指貪、瞋、癡、慢、

疑、邪見等六根本煩惱已盡，生死之因永斷，然尚

餘有漏之色身，故稱「有餘涅槃」。

死　marana

死前經法　Purabheda Sutta

老　jara

自我　atta; adanesu：靈魂。

自我本位　（egoism）

自業正見　kammassakata sammaditthi：視業為個人財產

的正見，自己得承受所造的善惡行為。

至善女　Summum Bonum（the highest good）：表示人

類今生所能到達最好、最高的境界。

色　rupa（physical matter）：指形體、物質。

色有　rupa bhava; rupa-brahma bhava（corporeal 

existence）：物質的世界。參看有。

色根　rupayatana：五色根：眼根、耳根、鼻根、舌

根、身根。

行止智善　sankharanirodha nanakusala：看見涅盤的內

觀。

行者　yogis：修行者。

七劃

佛　Buddha

佛陀相　Nimmita Buddha：是被佛陀創造出的佛陀影

像，是佛陀的代理人，替佛陀問出要開釋的問題。

佛教　Buddha Sasana

佛教大結集　（the great Buddhist Council）：所謂大結

集，是指佛徒們 了繼承佛陀的教法，經過集會誦

讀、討論而集結成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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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道 無 上 誓 願 成 　 M o h a b o d h i （ t h e  S u p r e m e 

Enlightenment）：大菩提。至高無上的覺悟。

作意　manasikara：謂能令心驚覺，指「刻意」的意

思。五個心理作用（五遍行）：⑴觸（根、塵、識

和合生，感官、外境、心識條件相合）；⑵作意

（引心趣境，注意）；⑶受（領納，感受）；⑷想

（取相，想像）；⑸思（造作，思慮而決斷）。偏

行謂作意等五種心所，無遠弗屆，到處都能去。

劫　kappa：音譯劫波、劫跛、劫簸、羯臘波。意譯分

別時分、分別時節、長時、大時、時。原為古代印

度婆羅門教極大時限之時間單位。佛教沿之，而視

之為不可計算之長大年月。

吝　Macchariya：不喜歡自己的東西與其他人分享或有

任何關係。

吠陀　Veda：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

戒　sila（moral practice）：戒行。道德。三學中的第一

項。

戒禁束縛　Silabbata samyojana：錯誤的宗教習俗下的

錯誤印象。

束縛　samyojana（fetter）

見　ditthi（false faith）：錯誤信仰。

見聞　adhigama suta：證聞。是由自己經驗得到的知

識。

那多　Natdaw：緬曆十一至十二月間。參看比亞卓。

那雍　Nayon：緬曆五至六月間。參看比亞卓。

八劃

邪見　miccha ditthi

依戀　（attachment）

取　upadana：執著。依戀或緊抱生世。

取通達　Uggaha-Pativeda：由學習得到的知識稱作取通

達。

取蘊　upadanakkhanda：留戀生命的因素。

受女vedana：感受。概括來說，感受可以分為三種：

⑴樂受 sukha、⑵苦受dukkha、⑶不苦不樂受

adukkhamasukha，而身體上所有的受都因觸p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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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起，並且終將滅去。

定　samadhi（concentration）：禪定。專注。三學中

的第二項。定學的極致，可以達到禪那jhana，但

仍無法完全解脫內心煩惱。定有三種：⑴剎那定

khanika samadhi；⑵近行定upacara samadhi；⑶安

止定appana samadhi或禪那定jhana-samadhi。

念住　Satipatthāna（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覺

知的建立。四念住亦稱四念處、四念處觀、身受

心法，為上座部佛教的根本修行方法。亦稱內觀。

指從「身」體、感「受」、「心」、「法」四個

面向，建立持續及穩固的覺知，明瞭其身不淨、

苦、無常及無我的本質，斷除所有的貪瞋痴煩惱，

從所有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念住有四個相互關聯

密切的部份：⑴身念住kayanupassana；⑵受念住

vedananupassana；⑶心念住cittanupassana；⑷法念

住dhammanupassana。四者都包含感受的觀察，因

為感受直接與身心相關聯。

承聞　agama suta：這是從佛陀講道聽來的知識。

果　phala：涅槃道之果。道心（path moment）巴利文

是magga，道心生起後會生起果心（fruit moment）

巴利文是phala，合稱道果magga-phala，是修行的

目標。當道心及果心生起後，行者將有很大轉變，

成為聖者Ariya，是真正的佛陀弟子，得到了真的

傳承。

果報　Vipaka：業與報，就像因與果的關係。

果心成就　phala-sampatti：果的成就。

波羅蜜　parami/parama（perfection）：最超越。十波羅

蜜分別是：⑴捨離nekkhamma、⑵戒 sila、⑶精進

viriy、⑷智慧panna、⑸忍辱khanti、⑹真理sacca、

⑺堅毅adhitthana、⑻慈metta、⑼平等心（捨）

upekkha、⑽捐獻dana。

法　Dhamma

法句經　Dhammapada

法處　dhammayatana：乃十二處之一，即意根所對之

境。

法集論　Dhammasang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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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遍知　Nataparinna：第一遍知。

近行定　upacara samadhi：也稱為心清淨，又稱為未至

定、近分定。專注於內觀目標，就是注意發生在

心與身的各種精神與生理現象，僅發生在內觀中

剎那間的注意力。安止定appana-samapatti是相對於

近行定而言，即心完全專一的狀態，又稱為禪那

jhana。

阿含　Agama：音譯是阿含，義譯是「傳（承）」。

阿那含　anagami（non-returner）：四果聖者：⑴須

陀含、入流果、初果sotapanna（stream-entry）；

⑵斯陀含、一來果、二果 sakadagami（once -

returner）；⑶阿那含、不還果、三果anāgāmi

（non- r e tu rne r）；⑷阿羅漢、無生果、四果

arahant。

阿毗達磨注釋書　Abhidhamma Atthakatha

阿羅漢　Arahant：無生果，四果。參看阿那含。

雨安居　vassa：也稱為結夏安居、夏安居、坐夏、坐

夏安居、安居，指的是印度在雨季的三個月期間，

出家人集結在一起修行的制度，於此期間僧尼皆安

住於精舍或寺廟，不允許隨意外出。

剎那定　khanika samadhi：注意發生在心與身的各種精

神與生理現象。被稱做剎那定是因為它僅發生在內

觀中剎那間的注意力，不是像奢摩他那樣固定住目

標，而是專注伴隨心與身所產生的改變目標或現

象。參看定。

度遍知　Tiranaparinna：第二遍知，在第三、第四階智

之間。 

九劃

信　saddha：相信。但是saddha不是單純的「信」，而

是由確知而生之堅心。「根」共有五種，分別是：

⑴信根saddha；⑵精進根viriya；⑶念根sati；⑷定

根samadhi；⑸慧根panna。

削減經　Sallekha Sutta

律　vinaya（monastic regulations）：佛教戒律。它是僧

團共同生活的規定，具有強制力，相當於僧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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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能遵守這些規定的出家人，將強制被逐出

僧團。

思　cetana

思惟通達　Sammasana Pativeda：經由冥想學習得知關

於苦和依戀的真相。

皈依佛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苦　dukkha（misery）：佛陀教法的三個基本特性，是

無常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

苦諦　Dukkha Sacca（the Truth about the Misery）：苦

的真理，說明人生多苦的真理，有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憂然煩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和所

欲不得苦等八苦，有無量諸苦。人從生到死，一直

在苦海中沉浮。苦即現實宇宙人生的真相。參看四

聖諦。

迦毘羅衛城　Kapilavatthu

風　vayo：參看火。

枷鎖　yoga：四個枷鎖：⑴欲枷鎖Kama yoga；⑵有枷

鎖Bhava-yoga；⑶見枷鎖Ditthi-yoga；⑷無明枷鎖

Avijja-yoga。

十劃

修行　bhavana（meditation）

修行通達　bhavana pativeda（attainment of meditation）

涅盤　Nibbana：又譯為般涅槃。意譯作滅、寂滅、滅

度、寂、無生。與擇滅、離繫、解脫等詞同義。涅

槃是將世間所有一切法都滅盡而僅有一本住法圓滿

而寂靜的狀態，所以涅槃中永遠沒有生命的中的種

種煩惱、痛苦，從此不再受後有，也就是不再有下

一世的六道輪迴。涅槃境界是痛苦人生中最理想、

最究竟歸宿的真理，因涅槃是常住、安樂、寂靜的

境界。

真驕傲　yathava mana（true pride）：因為值得尊敬而

認為自己有高自尊。

般涅槃　parinibbana（final release from the cycle of 

existence）：般，為梵語 pari 之音譯，完全之義，

意譯作圓寂。參看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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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人士　Brahmins

十一劃

奢摩他　samadhi（concentration）：禪定。參看定。

假驕傲　a-yathava nana（false pride）：並不值自己以

為的自尊。

問通達　Paripuccha Pativeda：進一步提問和諮詢而學到

的稱作問通達。

底部自豪　hina mana：底部的驕傲。自認為是下層社會

的人，而可以為所欲為。

執取　upadhi：或譯生存因素，執著。個性和相貌。南

傳的「依」，巴利是upadhi，有好幾個意思，一方

陎是「依靠」的「依」，另一個尌是作為佛教專業

術語的意思，尌是我們生存的、輪迴轉生的那個

「基體」、「基礎」。

執著　upadana：取，執著。依戀或緊抱生世。

捨　upekkha：不苦不樂受之意，意思是平息內心的喜

歡與厭惡情緒。意即平靜、無關心。十波羅蜜之

一。四無 心是慈metta、悲karuna、喜mudita、捨

upekkha。又名為四梵住brahmavihara。

教誡　sasana：教導、教法。

啟蒙　（Enlightenment）：開悟。

梵　Brahmas：梵天，佛教稱為大梵天王，他創造了世

界萬物，是印度教的創造之神，與毗濕奴、濕婆並

稱三主神。他的坐騎為孔雀，配偶為智慧女神辯才

天女，故梵天也常被認為是智慧之神。佛教也將梵

天吸納為護法神之一。

梵行　brahmacariya（religious duties）：清淨、離欲的

生活。

欲有　kamma-bhava（sensual existence）：欲有，業

有，感官存在。參看有。

欲界　kamaloka：宇宙。

欲望　tanha（lust）：貪愛。欲望。執著。

欲欲　kama-raga（sense passion）：欲貪。欲愛結。

清淨道論　Visuddhi Magga：共三卷，五世紀錫蘭僧人

覺音Buddhaghosa所著，為上座分別說部赤銅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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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寺派之重要論著，在南傳佛教有崇高之地位，

有「修行者的百科全書」之譽。地位等同於說一切

有部的《大毗婆沙論》。本書對修行的前期準備工

作、修習技巧、及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闡釋，對修

行者來說，可說是很實用的地圖。

深信　Okappana saddha：信念所生的信仰。

淨信　pasada saddha：至心德歸依三寶的金剛不壞之淨

信。只是贊成佛教而停滯於外表皮相之信是Okappa 

saddha。

現證　pativedha：通達。

眼根　cakkhayatana：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

根、身根、意根。

處　ayatana（sense organs）：感官，又譯為「入」，佛

教術語，源自梵文與巴利文，意為感覺的基礎、感

官的媒介等。阿毘達磨論師，根據人類生理功能進

行分類，通常可以概分為十二處。六根（內六處︰

眼、耳、鼻、舌、身、意）加上六塵（外六處：

色、身、香、味、觸、法），合稱十二處。

蛇喻經　Alagaddupama Sutta：佛陀以捉蛇的譬喻來形

容錯誤與正確的修學佛法之道。

貪　lobha（greed）raga（lust）：貪欲、貪求、愛、熱

情。參看三毒。

貪求生命　bhava-raga（lust of life）：對有的渴望。

貪見　ditthi-raga：錯誤信仰。

貪欲　lobha raga

貪愛　tanha（lust）kama-tanha：欲望、執著。

貪慾之路　ragapatha

通達　pativedha：現證。

偈頌　gatha（verse）：經文之一節。

十二劃

喜　muditā：任何時候，只要他人有一絲絲的快樂，我

們都應該歡喜。參看捨。

報　vipaka：果。業與報，就像因與果的關係。

惡行　duccarita

惡鬼　pe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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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karuna（compassion）：同情心或同理心，當別人

受苦時能夠同情的心。參看捨。

悲憫覺　avihimsa vitakka：慈憐的想法。

斯陀含　Sakadagami（once-returner）：一來果，二

果。參看阿那含。

智　nana

智慧　panna/pabba：參看三學。

無色有　arupa bhava; arupa-brahma bhava（formless 

existence）：無實體的世界。參看有。

無我　anatta：參看苦。

無明　avijja（ignorance）：是煩惱的別稱。因對法界

不如實知見，即闇昧事物，不通達真理與不能明白

理解事相或道理之精神狀態。

無執　nekkhama：自我否定。

無執覺　nekkhama vitakka：克制淫蕩慾望的想法。

無常　anicca 參看苦。

無餘涅槃　Anupadisesa Nibbana：即煩惱斷盡，所餘之

色身亦歸於滅盡，眾苦永寂。在阿羅漢死時所證得

的涅槃，因為五蘊已完全被舍棄，不再後有。無餘

涅槃表示已經沒有一絲煩惱根，完全自在，是佛的

境界。有餘涅槃表示還有度眾生的意願，還有救度

眾生遠離痛苦的心願，這還是煩惱根，還不能完全

自在，是菩薩的境界。

善哉　Sadhu

開悟　（Enlightenment）：啟蒙。

集諦　Samudaya Sacca：集起的意思，說明人生的痛苦

是由凡夫自身的愚痴無明、貪欲瞋恚等煩惱的掀

動，而造作種種不善業，招集種種的痛苦。參看四

聖諦。

須陀含　sotapanna（stream-entry）：入流果，初果。參

看阿那含。

十三劃

癡　moha（delusion）：愚癡，與無明avijja同義。參看

三毒。

意根　manayatana：眼、耳、鼻、舌、身此五者加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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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心），稱為六根。

慈　mettā：無私的愛和善念。純淨心的特性之一。參

看捨。

慈覺　avyapada vitakka：慈愛的想法。

感官對象　aramana（sense-object）

想　sanna

業　kamma：行為，特指日後將產生果報的行為。

業有　kamma-bhava（sensual existence）：欲有，業

有，感官存在。參看有。

業處　kammatthana：字義為「工作處所」，在此用來

指修行法門，即禪修者修行以培育特殊成就的工作

處所。降伏妄心，集中精神的作業場所。

滅諦　Nirodha Sacca（truth about cessation）：要想去除

痛苦，就要消滅產生痛苦的原因「貪、嗔、癡」。

參看四聖諦。

煩惱報　kilesa vipaka：煩惱的報應。

痴迷　（obsessions）

經集　Sutta-nipata

聖典　（scriptures）

聖道　ariya magga：求聖之路。

道　magga：即通往涅槃（菩提）之路，為求涅槃果之

所依。準此，道乃意謂達成佛教終極目的之修行法

則。

道果智　magga-phala nana

道諦　Magga Sacca：又稱為苦滅道聖諦，是說如何破

解苦集使苦不再積聚乃至於滅壞的修行方法。必須

要去修八正道，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才能證得涅

槃真理。參看四聖諦。

遍知　parinna（exact knowledge）：了知

遍知通達　Parinna Pativeda

十四劃

暫滅　tadanga nirodha（momentary cessation）：瞬間止

息。

暫離　tadanga pahana（momentary abandoning）

僧伽　san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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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　niyama：最終的真理。

聞　Suta 聽。

聞法通達　Savana Pativeda：以聽的學習稱作聞法通

達。

蓋障　nivaranani（coverings）：蓋障即形形色色的煩

惱，五蓋panca nivaranani：貪欲、嗔恚、睡眠、掉

悔、懷疑。這五種障礙能覆蓋心性光明，使人坐禪

難以入定。

十五劃

德丁卒　Thadingyu：緬曆九至十月間。參看比亞卓。

德行　sila（moral practice）：戒行。道德。參看戒。

德波端　Tabodwe：緬曆一月至二月間。參看比亞卓。

德保　Tabaung：緬曆二至三月間。參看比亞卓。

德桑蒙　Tazaungmon：緬曆十至十一月間。參看比亞

卓。

瞋　dosa：瞋恨、瞋恚。參看三毒。

瞋恚　patigha（anger）

厭離通達　pahana pativeda（attainment of rejection）

慢　mana（conceit）：自負。

漏　asava：直譯的意義是「流出之物」。該巴利語代

表從膿瘡流出來的膿，也代表已發酵許久的酒。列

為漏的煩惱被稱為流出之物是因為它們就像流出

來的膿及已發酵許久的酒。為「流注漏泄」之意，

是煩惱的異稱。漏有四種：⑴欲漏Kamasava；

⑵有漏Bhavasava；⑶見漏Ditthisava；⑷無明漏

Avijjasava。。

疑　vicikiccha（doubt）

種姓制度（Caste）：印度社會世襲的社會等級制度，

有四個階層：婆羅門Brahmanas（修行者）、剎帝

Ksatriyas（王室）、吠奢Vaisyas（商人）和戍陀

羅Sudras（農人），彼此間互不通婚，絕不混淆。

另種說法：亞利安人包括婆羅門Brahmanas（祭

司）、剎帝利Kshatriyas（武士與貴族）、吠舍

Vaishyas（平民）、首陀羅Shudras（達薩人以及亞

利安人與達薩人的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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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將心固守在一個特別的對象上（奢摩他），以

慧對它進行觀察與思索（毗婆舍那），由此進入四

禪，進而得到解脫智。

禪那全慧　jhana abhinnan

禪那定　jhana samadhi：安止定。就是心一境相，心專

注於某一對象，心進入寂靜的狀態，即心完全專一

的狀態，又稱為禪那jhāna，包括四色界禪與四無

色界定。參看定。

禪那成就　jhana-sampatti

禪定　jhana-samadhi：是由梵語禪那Dhyana的簡稱

「禪」，與三昧samadhi的漢譯「定」組合而成，

用來指稱進入禪那三昧的修習方法。

禪修 mediation：修行禪定的行為。

十七劃以上

檀越　dayaka：男施主、男供養人。Dayika是女施主、

女供養人。

斷滅見　uccheca ditthi：認為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論藏　Abhidhamma：阿毘達磨藏。是佛教三藏經典之

一，諸阿毘達磨論書的集成。

輪　vatta：球、轉。無窮無盡的生死輪迴。在緣起

的過程中有三種輪：（1）煩惱輪ki lesavatta：

無明av i j ja、愛 tanha、取upadana。（2）業輪

kammavatta：行savkhara、業有kammabhava。

（ 3 ） 果 輪 v i p a k a v a t t a ： 識 v i b b a n a 、 名 色

namarupa、六處ayatana、觸phassa、受vedana。

十六劃

緣起　Paticca samuppada：因果鏈。由於無明，因此而

有生生世世流轉不停的痛苦。緣起法乃是在過去、

現在、未來這三世當中因與果作用的方式。

了知通達　Sacchikiariya Pativeda

隨眠　anusaya：煩惱。

隨眠煩惱　Anusaya Kilesa：潛伏的煩惱。

禪那　jhana：佛教術語，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可用

安止（absorption）來表達，事實上，它是心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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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遍知　pahanaparinna：指離欲與捨棄二者。

雜染　kilesa（defilements）：煩惱。污穢。

癡　moha（delusion）：無明。與avijja同義。參看三

毒。

證　adhigama：證得，證悟。修習正法，如實體驗而悟

入真理。

證聞　adhigama suta：見聞。是由自己經驗得到的知

識。

觸　phassa

靈魂　atta：自我。

鑽研後淨信　avecca-pasada saddha：充分知曉佛法後，

透徹地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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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芳名錄

助印芳名錄

迴向文

願法界一切眾生

心裏沒有瞋恨沒有痛苦

身體沒有病痛生活快樂

願所有一切有情

解脫一切身心痛苦

願出資者、成就此印書因緣者

深植八正道、七覺支善根因緣

閱讀者得真實法益，勤修念處

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釋善詮
釋惟闡
釋善學
釋善哲
釋善宥
釋善一
釋惟圓
釋善學
釋善哲
釋性吉
釋天蔚

釋秉慧
釋悟耿  
釋善曦  
釋法成  
釋善獻
釋善揚
釋善稔
釋善曦
釋善奕
釋慈青
釋宏觀

釋慈願
釋大策
釋大惠
釋惟敬
莊連富
莊張金枝
秦苡珊
卓秀娟
潘逸騏
陳彥霖
李怡珊

林明慧
林江美玲
林庭均
林憲然
陳阿圓
陳鄭勤
陳   銀
陳玉燕
許金村
蔡怡雯
謝秀枝

龔純貞
馮郁琇
孫玉清
鍾宜蓁
黃桂琴
陳玉美
馮至疄
許稚娣
林寶蓮
吳冠輝
田   芳

楊博州
張芸芸
王玉珠
陳荃聰
陳秋菊
曾雅麟
黃心晨
蔡秀櫻
蕭二鋊
無名氏
何泰宇

袁春華
政   和
政   文
佰   寬
王明道 
陳淑英
無名氏
袁春華
廖慧美
曾慶正
高煌程

黃銘藩
陳彥谷
王麗珠
黃鵬宇
黃香穎
黃勝博
蔡琇錘
鄭金美
游翰霖
蔡文雄
宋日雲

宋國清
宋國平
蔡娟弟
蔡春琴
胡竹妹
王安平
廖佩惠
張凱亮
賴玉珠  
江秉翰  
曾美英  
劉明欽  
劉又銓  
曾文正
林淑慧  
曾耀瀅  
曾鏹宜
汪淑芬
林翠英
黃宜家
林子茹
陳宏明
林家來
林淑美
林淑珍
林俊旗
王柯明氣
陳淑貞
康素華
康萬固
黃武雄
陳碧蘭
黃仁志
吳貴春
吳欣芳
吳彥霖
謝簡澤
謝簡謙
黃麗玲

張申甫
張劉豆菜
莊鎮遠
劉木蘭
古文英
古張秀蓮
陳佳卿
陳俊菖
黃于修
蔡素珠 
張淑芬
林陳阿幼  
林光正
林棲凰
許振乾
林敏鈴
馬季妙
陳素玲
馬端華
馬啟原
馬妙涵
王丁蓉
王素蓮
王婷玉
王詩惠
周林玉秀 
林震興
周經碩
林澤君
林依叡
林賜田
廖志偉
林憶伶
廖品競
黃慧真
周信旭
周怡青
周杰仕
鄭玉珍

鄭南星
曾慶珍
葉鈴鈴
林瑞雄
陳亮光
鄭麗玲
鄭鴻源
蔡春香
李桂英
陳郁雯
林秀娥
曾琬婷
賴奕呈
江美燕
郭承仁
蔡明和
陳淑貞
陳金蓮
陳品真
陳碧華
蘇淂賢
莊旻諺
陳良雲
林寶蓮
張國蘭
鄧可筠
三寶弟子
許碧川 
茬家珍
許伯謙
許伯陽
吳棻鶯
劉釋閔
賴文華
賴俞霖
黃真妮
賴澤涵
蔡清典
許麗惠

蔡政成
蔡佳穎
蔡榮發
阮金朝
張永騰
陳怡如
林憲宏
陳怡合
楊苓藝
劉耀中
謝惠資
劉雅甄
陳秋菊
陳章立
呂漢欽
陳振忠
劉麗津
陳俊介
陳港昇
陳僖徽
戴湘玲
戴正凡
戴湘惠
蔡長守
洪玲蘭
蔡易廷
蔡書紋
蔡佩倚
蔡振山
蔡正雄
蔡沐瀅
蔡婉儀
楊雪蘭
周振輝
周子渝
傅新志
傅暄芸
李秀麗
吳富祥

吳建德
吳   翰
吳塘興
吳淑玲
吳勇廷
陳培基
吳淑妙
陳郁翔
陳郁萱
陳泓霖
李茂林
陳阿淑
李沿槱
李宜樺
楊雪蓮
邱學湖
張ㄧ中
謝進中
謝逸明
謝雅慈
黃新明
陳順娣
黃竑達
黃麗娟
黃麗敏
楊振忠
楊勝文
楊淑真
黃牡丹
楊進福
張森禮
陳靜宜
吳自六
趙玉英
楊立婷
吳鈴鈴
許水木
許芝榕
許芝瑗

許家瑋  
許淑華    
劉尤美玉  
蔡李淑鈴  
吳楊麗秋  
吳郭惠美
MBSC台北教育中心  
MBSC台中教育中心 
MBSC高雄教育中心  
MBSC大樹禪修中心  
MBSC台東禪修中心
國姓禪修中心 (明善寺 )   
正信佛青會
高雄常精進學佛會  
新莊慈音共修會
法如精舍護法會
新果國際有限公司  
伸豐香料有限公司
敦陽股份有限公司
田璟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慶正結構技師事務所
張國洋建築師事務所
磬田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今喜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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