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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前　言

（Kay Mya Yee）博士所翻譯。馬哈希尊者的論述總是

傾向於內觀禪修（Vipassanā Meditation）。本經是佛陀

講述給那些一心信靠正法教誡的天神眾等聽聞的。我應

無須再詳細述說，有關於世界知名可敬的馬哈希尊者，

如何教導佛法的方式和內容，讀者們將從尊者講經中，

自能發現其清晰的路徑，而致五種戲論的排除。

這次從緬甸版翻成的英文譯本是由馬哈希禪修中心

一位女行者的初次嘗試。若呈現的方式或內容有所錯

誤，請讀者不吝指教，出版者將於下一版中修正之。

鄔華屯（U Hla Htun─馬哈希行者）

前言

《迅速經》（Tuvataka Sutta）乃佛陀証得無上

正等正覺（Mohabodhi）之後，在五至六月間（那雍

Nayon）的滿月日，於諸天聞法的大會（Mahāsamaya）

上，所宣說的六經之一。六經是訴諸於當時集會上的

各類天神，因應他們的天份或傾向而調適講說，例如

有些是喜歡感官樂趣的；有些是天份聰穎的；另有些

是一心信靠教誡的；而有些是特別信仰「為人必須要

做的」。仰光卡巴耶區（Kabaaye）的鄔．巴諾八薩

（U Pannobhāsa）在本經緬甸文版的介紹文中評論說：

本經是為要引導人們積極地投入善行，以解脫輪迴

（samsāra）之苦。在六經中，因為馬哈希（Mahasi）

尊者曾於1961年在佛法弘揚協會（Buddha sāsana 

nuggaha Organisation）馬哈希禪修中心所闡述的，《死

前經》（Purābheda Sutta）已經付梓發行。這次馬哈希

尊者在1976年，應當時「家庭與宗教事務部」宗教處長

鄔．華茂（U Hla Maung）之請，闡述了《迅速經》。

而尊者的講記於1976年也已付印。本經講記為馬哈希

禪修中心的行者兼婦女善獻福利協會的創始會員柯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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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v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譯者序

佛學專用名詞，有時候網路上的翻譯用法不同，因

此第一次出現時會附上巴利原文（斜體）或英文（正

體）。網路上可以查到的典故、佛學名詞解釋、巴利文

與部分英文對照，特別列於附錄，讀者可以翻閱，幫助

了解。

每翻譯一部經，我們就多學到一些，希望對讀者也

有幫助。我們會持續下去。願大家能努力地練習毗婆奢

那禪法，學習探索自己的生命，發現並觀照那些當下不

斷生起的現象，最終排除身心煩惱障礙，早日離苦得

樂。

陳怡如/林憲宏　於台北

二○一四年五月

譯者序

佛陀原始正法學會大越法師發願要逐年翻譯馬哈希

尊者的著作，我們也發願要盡己之力去完成大越法師的

宏願。

這部《迅速經》是佛陀講述如何滅除貪、慢、邪見

等戲論，而快速地達成輪迴重生的終止。因為佛陀深知

如何啟發執迷於信仰，卻傾向修習正法教誡的天神們，

可經由全然的內觀智慧來根除，在大會結束後，即可迅

速得到解脫。如前所述，它是給那些一心信靠教誡的天

神眾等聽聞的，也就是幾乎是說給修習戒定慧的出家人

聽的，所以這些引述經裡所談到的修行要求，標準是比

較高的，很多說法並不是一般在家眾可以做到的。讀這

些經文，我們可以更了解並尊敬出家人修行的困難與偉

大，當然也可以幫助自己的修行。

馬哈希尊者佛學精深，他所舉的例子、提到的經

文、甚至有些字詞，譯者才粗學淺，無法確實了解，網

路資源也不容易查到，譯文若有不恰當的地方，還請讀

者不吝指教。有些例子，或許因為國情不同，讀者也許

會覺得略有差異，不過其寓意應該是可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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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第一部分

（馬哈希尊者於緬曆1337年十二至一月間 

（比亞卓─Pyatho）的滿月日發表）

簡介

這 個 比 亞 卓 的 滿 月 日 ， 應 鄔 ． 華 茂 （ U  H l a 

Maung―當時的宗教處長）之請，要講的是《迅速

經》，而不是《分別論法》（Vibhaṅga Dhamma）。因

為1322年發表《死前經》後許多人有了興趣，並要求印

行。鄔．華茂是其中之一，他在大約三年前即要求我講

述《迅速經》並且出版發行。

當 佛 陀 與 之 前 曾 是 釋 迦 （ S a k k y a ） 王 族 的

五百阿羅漢，聚集在迦毗羅衛城（Kapi lavat thu）

的大林園（ M a h a v a n a ）森林時，從一萬個世界

鐵圍山（C a k k a v a l a s）來的天神（d e v a）與梵天

（Brahmā），都前來景仰佛陀。在這盛大的集會（大

會Mahāsamaya）上，當天神與梵天們已謁見，並介紹

了他們的氏族與姓名後，佛陀表述了六部經，好讓他們

成就真實的聖道（magga）與果智（phala）。這六部

經分別是：（1）《正普行經》（Sammāparibbājaniya 

S u t t a）是給那些沈迷於貪欲的；（2）《 諍經》

（Kalahavivāda Sutta）是給那些沈迷於嗔恚的；（3）

《大集積經》（Mahābyuha Sutta）是給那些沈迷於愚癡

的；（4）《小集積經》（Culabyūha Sutta）是給那些

充滿思維的；（5）《迅速經》（Tuvataka Sutta）是給

那些充滿信仰的；（6）《死前經》（Purābheda Sutta）

是給那些有智慧的。在每部經的最後，不只無數的天神

與梵天成為阿那含（Anāgāmi, Never-returner）、斯陀

含（Sakadāgāmi, Once-returner）和須陀含（Sotapanna, 

Stream-winner），更有眾多的天神與梵天達成阿羅漢果

（Arahatship）。

明知道問答法比較有效，但沒有人能問出高度睿智

的問題，因此佛陀創造了一個自我影像，他希望化身佛

（Nimmita）能提問這類的問題。《迅速經》就是以下

列化身佛的問題來展開：

(1)  Pucchāmi tam ādiccabandhu, 

Vivekam santipadañca Mahesī- 

Kathaṅ disvā nibbāti bhikkhu, 

Anupādiyāno lokasamim kiñci.

以上偈頌的意思是：「喔！我皈依的佛陀，擁有

戒、定、慧特質的善知識，容我提出以下三個問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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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要如何了知隱居法（seclusion dhammas）？他要如何

知曉寂滅（cessation）、涅槃（Nibbāna）？他要如何滅

絕貪欲（rāga, lust）等等？」

三種獨住

三種獨住（viveka）是：（一）身獨住（Kāya 

viveka）：身的隱居，是說隱居時沒有任何人陪伴，當

禪修時這是非常有益的。這就是為何佛陀指示：為了

禪修之目的，要（1）Arannagato：進入森林；（2）

Rukkhamulagato：去到樹下；（3）Sunnāgāragato：住

入安靜的僧寺。對於一個不迷於貪欲的人，即使他不禪

修，保持隱居也可以很安寧的。（二）心獨住（Citta 

viveka）：心的超脫，或是說清淨無雜染煩惱（kilesā, 

def i lements），在一種深度的凝神寂靜狀態（禪那

jhāna）或真實的道與果。（三）寂滅獨住（Upadhi 

viveka）：生命肇因的終止，亦即涅槃。這裡的問題

是，如何理解這三種獨住而滅除煩惱。接下來的問題是

如何理解寂滅處（santipada）而它是如何發生。這與寂

滅獨住是相同的。換言之，就是如何根除煩惱。

三十七道品法（Bodhi pakkhiya dhammas）能消滅

煩惱，假如你修習四念住（Satipatthānas），即四種覺

知的建立，則其他的道品法就都完備了。在這裡的禪修

中心（Sasanayeiktha），練習四念住的行者正努力地去

消滅煩惱。那是很好的練習，不只消除煩惱於一時，而

更重要的是要永遠根除之。

化身佛在他的問題裡貼切地說： ‘Anupādiyāno 

lokasamim kiñci.’ 意思是「超脫世俗，滅絕煩惱。」世

俗的世界包括下層的世界（nether world）、人類的世

界和天神的世界，但在實際上，它只不過都是物（色：

rūpa）與心（名：nāma）的不同組合。問題是如何去

熄滅而不執著於你的或別人的身心，如「我」、「我

的」。接下來，佛陀以五個偈頌來回答。

佛陀的回答

化身佛的問題是：人要如何理解獨住和寂滅處，而

得到寂靜（tranquility）。答案可以很簡單：「以保持

隱居來理解身獨住；經由禪那安止的意識、內觀禪修的

意識和道意識來理解心獨住；而寂滅獨住，或涅槃，可

由真實的道智（maggañāna）而得。要得到涅槃，你必

須練習念住」。不過，世尊（the worthy one）採用間接

的回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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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ūlam papañca saṅkhāya, 

Mantā 'asamīti sabba' muparundhe. 

Yā kāci taṇhā ajjhatam, 

Tāsam vinayā sadā sato sikkhe.

前兩行的意思是戲論（papañca）―那造成一

再重生（輪迴）的根源，和我慢（像是這是我），這

兩者應該經由充分洞察力的智慧、內觀禪修和聖道智

（ariya maggañāna）（聖者之道智）去制止之。不要給

它們有發生的機會，並消滅它們。世尊為何要用間接法

（neyyattha），而不用直接法（nitattha）？因為祂知道

那些執迷於信仰的天神與梵天的性格，也知道他們在大

會結束後會得到解脫。已有充分洞察力（manta）的智

慧去滅除，亦即經由內觀禪修的智慧和道智的角度來理

解。

三獨住被包含在這間接的回答裡：身獨住―自我

專注（定）和內觀禪修的基礎；心獨住―基本的自我

專注意識、內觀禪修的意識和道意識；寂滅獨住―經

由聖道智來根除煩惱。

以上偈頌最後一行的‘Sato sikkhe’，指出煩惱要經

由練習念住而消滅。這就是佛陀應用的間接法。這是非

常深奧的。總結以上偈頌的前兩行：戲論（延長輪迴的

惡況）和我慢（認為這是我）的主要根源，應該以推

理、內觀智慧和聖道智去理解。煩惱的機會必須被制止

並完全消除。

因為本經是講如何消滅戲論，它被稱為《迅速經》

｀Tuvaṭaka Sutta´。文法上“Tuva＂是快速的意思，因

此“Tuvataka＂意思是迅速地達成輪轉重生的終止。

三戲論法

三戲論法（papañca dhamma）是貪（tanhā）、慢

及邪見（ditthi）。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貪欲，人們不滿

足於所擁有的，即使億萬富翁仍然努地力去爭取更多，

國家統治者想要用種種手段擴張他們的帝國，這是貪戲

論（tanhā papañca）的作用。又如有些人總是想要做得

比別人好，或有些人極力地推廣他們的信仰。

你認為你的信仰是最好的

不管多麼不合邏輯，一旦你相信了某件事，你就會

認為那是最好的，並為之宣傳。今早我收到了一封沒有

住址的信，內容大致是這樣，發信者提到「閉上眼睛，

集中心思，想像一個小圈圈。」而他認為這是所有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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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最好的方法。這方法與佛陀所教導的截然相反。這

發信者認為他的是最好的，所以他在散佈他的觀點。在

現代，有的人說：「不需要奢摩他（Samatha）和內觀

的禪修，只要照我們指示去做就好。」也有「就保持你

這樣的意識狀態，沒必要練習禪修，那太痛苦了。」以

上所提到的信仰是錯誤的教義，而替這種信仰的講演都

只是宣導錯誤的觀點。這些正與世尊的教誨相反，應該

是「你必須練習八正道（Eight-fold Noble Paths），練

習念住和了知四聖諦（Four Noble Truths）。」任何宗

教佈道，若不包含四聖諦的智慧、三十七道品法與聖道

的修習，都是錯誤的信念、錯誤的信仰，這樣的教說是

在宣揚錯誤的觀點。

正見不是宣傳

可能會有人質疑，真正信仰的演講，是不是在推廣

信仰。不是，當然不是，因為這些演講是基於正確信仰

的智慧，即正見（sammāditthi）。錯誤的信仰，是邪見

（micchāditthi），是信仰生命的延長，亦即戲論法。正

見不是戲論法。貪（慾望）、慢（自負）、見（錯誤信

仰）是三戲論法，只會延長輪迴的現象。貪愛與錯誤信

仰的根源是無明（avijjā）（無知）、邪思惟（不善的

態度）（ayonisomanasikāra）、自負（asamimāna）、

無慚（ahirika）、無愧（anottappa）、掉舉（散亂）

（uddhacca）。要注意無明會引發樂與貪。每當你看、

聽、聞、嚐、觸與想，這些根門活動不停地在變化。它

們是無常、苦與不實在的。然而，當它們發生的剎那，

你若無正念（mindful）於這些活動的真正本質，你會

誤以為它們是恆常、快樂而實在的。這就是無明，會引

起貪戲論，尤其貪愛是一個延長輪迴的因素。因此說，

無明是貪戲論的根源。我們必須了知此無明，並連根拔

起這延長輪迴的根。要怎麼做呢？觀照其明顯的感官現

象―「看到」、「聽到」等等，於是它們真正本質會

被了知是「苦」等等。如此「錯以為樂」等等的貪戲論

就不再有其威力。這是暫時的拒絕摒除，但當你的禪修

更強力時，聖道―即通往阿羅漢道的路一旦升起，那

麼貪戲論與其無明的根源，則會完全消滅。

由於邪思惟，欲樂的渴望將生起。所以這種不善的

態度也是貪戲論之根。同樣地自負、無慚、無愧、掉舉

也是貪戲論之根，這些不善心所併同邪思惟必須讓它沒

有機會發生，它們都必須以正念於名法與色法的觀照來

驅除。

這六個因素加上無明也會引致見戲論（d i t t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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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ñca）―延長輪迴的錯誤信仰。在看的當下，若

不去注意名與色、不善的態度等等會讓你認為自己是

「我」，這是錯誤信仰，這個見戲論與其根源亦可以用

正念於名法與色法的觀照來驅除。

自負

當人想著自己是「我很聰明」、「我很高貴」、

「我很強」、「我很有才能」，這是自負（asami māna） 

，我們必須理解並拒絕之。在以上偈頌，sabba的意思

是制止所有東西，消滅一切。換言之，去熄滅戲論法的

根本原因，亦即無明與自負。當它們滅絕時，貪與見戲

論法和所有煩惱都趕走了。在所有煩惱中，很重要的是

去滅除集起的貪愛（samudaya tanhā），它是輪迴重生

的根本原因，亦是名法與色法存在的痛苦。

練習去驅除潛伏的貪愛

各種的貪愛在適宜的時候就會抬頭，要拒絕它們，

你必須日夜持續地練習正念。如果以聖道（八正道）仍

不能趕走它們，那麼樂與求樂的飢渴，在情況有利時就

會出現。它們是潛伏的。在看到美的東西、聽到令人愉

快的聲音、嚐到美食等等時，貪愛會發生。各種的貪愛

存在於俗世間，這種貪愛甚至能迫人殺其父母。未生怨

即阿闍世（Ajātasattu）王因為對王國的貪愛殺死其父

親，即是一例。對於聖者，雖然已經沒有感官的渴望，

會引他到下層的世界，但須陀含（入流果）仍有一些微

弱的渴望，它可以過有家庭的生活。斯陀含（一來果）

也還有隱約的感官渴望，而阿那含（不還果）再也沒有

感官渴望了。不過，阿那含還有一些殘存的對物質與非

物質存在的渴望。因此，普通人和須陀含、斯陀含、阿

那含都應練習以袪除這些潛伏的貪愛。

覺知―練習正念

如 何 練 習 ？ 覺 知 （ S a t o ）― 要 有 正 念 ，

練 習 正 念 。 這 裏 要 注 意 四 件 事 ： （ 1 ） 身 體 的 活

動；（2）感受；（3）念頭與想法；（4）法念處

（phenomenology）的領域，亦即不屬於前三類的其他

生命現象，稱為法念處。包括六根門及五蓋煩惱的身心

現象。不管是令人愉快、不愉快或中性的，只要是那感

覺一出現就去注意。法念處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它在

身體或心理的活動不明顯，也不是感覺。看與聽是被包

含在法念處裏，喜歡和生氣也是。法念處的目標也是一

發生就必須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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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練習正念？

當說到要有正念，說的是瞬間、幾秒鐘、幾分鐘、

還是幾小時？不，不是這麼短的時間，而是要一直這樣

做下去，日以繼夜。在《大義釋》裡，說是要「一直有

正念，一直不停地保持著。早上、下午、晚上、半夜，

凌晨時分也要。新月或下弦月，所有季節都要。孩提時

要、青春期要、到老年也要，一直到除非他已經完全確

立了。」這裡的要點是，為了不給貪愛發生的機會，你

應該要練習，注意每次你看、聽等等。不過，對於初學

者，他可能還沒能力注意到每一動作。因此，最好是先

注意身體的某一接觸。當坐時你注意「坐」、「坐」。

假如你認為只是注意「坐」、「坐」不那麼有正念，

那你可以一起注意跟「坐」明顯連結的身體接觸，

「坐」、「觸」、「坐」、「觸」。

注意升起與落下是根本基礎

我們的基本指導（在禪修中心）是不停地注意腹部

的升起與落下：「上」、「下」。當你這樣做時，你可

能會發現自己的心會徘徊、思考和反思，可能會生起愉

快或不愉快的感覺，手腳可能必須動動換個位置，影像

與聲音變得明顯。這些都必須被專注觀照。假如你站起

來走路，這些身體動作也要被觀照。當沒什麼特別要注

意的，重新集中你的心在「上」、「下」並繼續不斷觀

照著。當觀照力變強時，依其指示要努力不斷地注意生

起的現象。當他們密切遵守這指示，成千的人已經得到

清楚的內觀。觀照的特別方法在《基礎內觀》（Basic 

Vipassana）和《聖居經》（Ariyāvāsa Sutta）裡有完整

的討論。簡單地說，當現象的真相不能被察覺並觀照

時，就會生起貪愛―渴望感官欲望、執取和歡樂。發

生貪愛的時機必須以觀照其現象的真正本質來預防，那

本質是苦、無常與不實的。

在以內觀和阿羅漢道（八正道的智慧）驅除潛伏的

貪愛時，你就變成阿羅漢了。不過，很重要的是，要在

得到阿羅漢道之前了知並驅除自負。這自負不只跟著感

官渴望和貪愛而生，也跟著善行而來  的驕傲。它可以被

誤以為是貪愛的消滅，而不自知已經有了自負。有些人

不認為自己有自負，但只要有不合他意的人存在，即是

自負的。要如何領會並驅除自負，世尊有如下的解釋及

訓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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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負於你的地位和老師的地位

(3)  Yam kiñci dhammamabhijaññā, 

ajjhattam atha vāpi bahiddhā. 

Na tena thāmam kubbetha, 

na hi sā nibbuti satam vuttā.

不要把自己的地位想得高而自負，不要讓你老師的

屬性讓你自負。「我來自貴族階級」、「我來自有錢人

家」、「我是如此有權勢」、「我受高等教育」、「我

會講經」等等。所有這些都會激起人的自負。像是得到

非凡的內觀和擁有超自然的狂喜，也會提舉人的自負。

以上提到自負的原因，可以是關於自己或自己是老師

的。這些自自負不應該發生，尤其是身在僧團中的。在

世界上，美貌、教育、財富和名望，也是自負的原因。

不要只想著自己或輕視別人。要如何約束這種自負？有

兩個方法：省察（patisankhāra）（反思觀照）和禪修

練習。

「現在的地位是前世之業的結果加上現世的努力，

它們不是永恆的。有一天終會不復名望，當你又老又病

時，名望對你一無所用，你不能依賴它的。你這一世可

能很富裕，但下一世卻不見得。人們責備自負的人，佛

陀也是。假如你因自負而失禮，你將會受苦，可能在下

一世是低階層者。你可能以為自己很高尚，但這自己是

什麼？那只是由三十二種如毛、髮等等可憎的成分構成

的東西。那只是流動變異狀態的現象。」如此觀照你就

可以拒絕自負，並繼續注意影像、聲音、想法等等，內

觀禪修者便可以拒絕自負出現的任何機會。只要當驕傲

的意圖在你的意識中生起，你馬上注意並拒絕之。假如

這先前的意圖（不善的態度）被注意到了，自負就沒機

會發生，它已經被消滅了。當沒能注意先前的意圖，自

負將發生，然後應注意它並驅散它。靠著一再的注意與

驅散，阿羅漢道將可得，而自負會完全被消滅。

為何應該消滅自負？佛陀與尊者們從不把驕傲作為

一個安寧的正法。有些人把法的自負當成是有益的，尤

其在生滅隨觀智（udayabbaya-ñāna）階段（了知種種

現象的逐漸生起與消融），人們錯誤地以為「這就是

了」，而覺得自負。有些人以為奉行道德戒律就夠了，

而從不練習內觀禪修。那些精通論藏（Abhidhamma）

並擁有分析身心現象的知識者、那些能講道的、那些奉

行禁慾主義者（dhutanga）、那些擁有超自然狂喜的，

總是認為他們已經得到終極目標，從來沒有想過練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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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禪修的。所有這些微小的自負，和那些認為已經到了

終極目標的，都還沒達到涅槃。他們仍需練習直到寂滅

現前。如《法句經》（Dhammapada）所言，最高的自

負，仍會困擾阿那含，最好是一直練習，達到阿羅漢道

為止。這裏有三種形式的自負要去消滅，世尊繼續講說

如下：

消滅所有三種自負

(4)  Seyyo na tena maññeyya 

Nīceyyo atha vāpi sarikkho. 

Phuttho anekarūpehi, 

Nā’ tumānam vikappayam titthe,

以上偈頌（gāthā）的意思是：「不要自負地想，

『我』因為我的地位而優越、『我』因為我是老師而優

秀。」不要因為你身分較低或平等地位而自負。因為地

位較高或同一水平而自負，很明顯容易了解，這叫做真

實的慢或勝慢（yāthāva māna），是經過比較的自然驕

傲，但那必須被驅除。雖然人不一定比較優越或只是

同一水平，卻仍然因為自己想「我」很優秀、「我」

是同一水準而自傲。這叫做不真實的驕傲（ayāthāva 

māna），很明顯地這也應被驅除。你可能會質疑，是

否這種「我不如他們尊貴」的想法可視為謙遜，像《吉

祥經》（Mangala Sutta）提到的謙遜（nivātoca），我

將解釋。是的，對別人謙遜是nivāta mangala，但那不

是劣慢（nīcamāna），如果只是劣慢，就不是對別人謙

遜，而是比較起來不如人或同等的。為此說明如下，一

位年輕僧會說：「我很資淺，所以何必像那些長老那樣

克制」；「我們不是行者，行為不必和行者一樣」；

「我們只是學習僧，何必像教授僧那般行止」；「我們

只是下層工人，不是官員也不富有，所以我們可以維持

像現在這樣的生活」。這些例子裡，人自傲，雖自居於

比人低下卻變得自負。這是劣慢，在相對低的地位自

豪。所有這三種型式的自負都需被注意並拋棄，都因執

取「我」、「自我」而生起。

所以世尊（the Blessed One）告誡如下：「當你接

觸到種種感官對象，絕不要想那是『我』在看、『我』

在聽。」換言之，不要當作是自我。不從事內觀禪修的

人，在看、聽等等時總是這樣想：「那是我在看、我在

聽等等」。不應該這樣以為，但世俗的人很難去克制這

種想法。這些深諳分析知識（analytical knowledge）和

論藏的人也是這樣想。在觀照身心現象的當下，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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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自我的執取。但即使在那時你可能還會想「我觀

照」、「我了知」。同樣地那些宣揚名色是無常、苦、

無實的人，在講經時可能會有「我說法」的想法。所

以，要在看、聽、想等等的當下要把自己從「我」解離

是不容易的。要解離「我」該這樣作：在看、聽等等當

下，觀察並了知這生出的現象，當你專注於持續地注

意與觀察，你自己會知道，眼睛與影像只是感官對象

（色），眼意識和了知只是認知主體（心），而沒有獨

立實體的「我（atta）」、「自我」。

在了知影像或聲音現象立即消融於當下，你將了悟

真正的本質，那就是它們是無常、令人不快、不可靠

的，全都是苦而不實在的。當你體悟真正的本質，你

也將免於對自我的執取。不只是這錯誤信念（見），

同時「我看」和「我知道」的自負也將沒機會出現，

而被完全消滅。最後，自負的根可被世尊之正道（the 

Path of Worthy Ones）拔除。那是每一次你看、聽等等

時，去注意與觀察，以得到完全的消滅。這裡，作為一

種教學模式，我想提一提可敬的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 

Thera）是如何免於所有形式的自負的。

可敬的舍利弗尊者狂喜的哭喊

有一次，可敬的舍利弗尊者，在取得佛陀的許可

後，去行腳，許多比丘陪著他。其中某比丘看到了心生

妒忌，向佛陀告狀說可敬的舍利弗尊者撞到他，卻沒道

歉就繼續走了。佛陀派人去問尊者，可敬的舍利弗尊者

如此回答：「崇敬的您，那一個沒有練習注意與觀察，

這些稱做身體的組合元素的人，以致於可能會撞到禪修

中的夥伴，未予道歉就繼續行腳前進了。」他的意思

是：因為他已經完全實踐觀照於身體的不純淨，這種事

不會發生在他身上。然後可敬的舍利弗尊者繼續說：

「排泄物與各種髒污被棄於地，然而土地卻永不抱怨也

不憎惡它。我，您的弟子，也是如此，已經開展像土地

的態度。」他的意思是說他可以像土地一樣忍受任何

事。「水、火和空氣也是一樣，永不抱怨也不憎惡，雖

然排泄物與各種髒污被丟向它們。我，您的弟子，也有

像水、火和空氣一樣的態度。我就像一張布，擦拭髒污

或不髒污的東西，而從不厭惡它們。我像是衣衫襤褸的

乞丐，進到村莊去行乞。」那是很令人驚嘆的，可敬的

舍利弗尊者從很高的婆羅門種姓（brahmin caste），卻

像乞丐、最低種姓一樣謙卑。我們應該記取這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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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謙卑，說話柔軟。再者，他告訴佛陀他的行為像一

隻斷了角的公牛一樣溫順。他厭惡他的身體，就像一個

沐浴並塗滿檀香的年輕人，厭惡掛在他頸上的發臭狗

屍。他也不喜歡他的身體，就像一個人不喜歡他頭上漏

油的壺。所有這些可敬的舍利弗尊者的描述，說明他對

他的身體一點都沒有自負，因為他已經由禪修觀照身體

的不純淨，發展了對它的嫌惡。他不會因自負而失禮。

從這裡，我們應該學到如何驅除我們的自負。只是碰到

了可敬的舍利弗尊者袈裟的衣角，這比丘就虛報被大

長老（Mahathera）撞到，他忌妒大長老，因為大部分

比丘們都跟隨大長老去行腳，只剩少數留在世尊（the 

Lord）身邊。只是想干擾大長老的行腳，他向佛陀謊

稱。在聽到可敬的舍利弗尊者解釋後，這忌妒而歪曲事

實的比丘，後悔了並祈求原諒。佛陀原諒了他，也要求

大長老原諒他。大長老不但原諒了他，還要這比丘也原

諒大長老，假如大長老對比丘做錯了什麼的話。總之，

做錯事的人應不耽誤且立即請求原諒，因為這是那些值

得尊敬的人的行為。壞人懷有自負，不想求某某人原

諒。對此我們應該小心。

根據這三個偈頌，假如戲論法與其根源，尤其是貪

與慢（自負），被驅除了，所有個人的煩惱會被消滅，

然後所有苦會熄滅。這是楔石，寂靜安樂（santi）。

這寂樂只能在自己內心顯然地注意到，所以，正覺者

（the Enlightened One）如下告誡，你必須力圖消滅身

心內的煩惱。

內在的寂靜

(5)  Ajjhatta’ mevu’ pasame, 

na aññato bhikkhu santi’ meseyya. 

Ajjhattam upasantassa, 

natthi attā kuto nirattā vā.

所有苦只能被內在的寂樂終結，但寂樂無法外求。

人們卻追尋他們身外的平安。期待神的救贖，意思是靠

外力幫助尋求和平。在當時很可能有些天神認為消滅生

命的輪迴可以靠神的救贖而得。佛陀宣揚尋求內在的和

平，並非靠任何外力的和平，以便排除那些天神的任何

懷疑。內在的寂樂可以靠專注的運用（念住）而得到，

那只能由自己內在去執行，不能靠神或任何救贖者。要

達到涅槃，所有苦的止息，你必須要練習念住，它會驅

除所有煩惱。你不該尋求外來的救贖或除了練習念住以

外的其他工具。以上三偈頌的結論，是說你應該練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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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內裡的煩惱、貪愛和自負。當煩惱止息，就不再會

有認為受苦和滿足的自我。於是也不會有，以為死後

自我（靈魂）即停止存在（斷滅見 uccheda ditthi）的信

仰。世尊繼續說：「對於內在煩惱已驅除的人，就再沒

有那永存的自我可執取了，所以為什麼還需要去相信死

後有沒有靈魂這個問題。」

依循三十七道品法和念住，所有自己內在的煩惱被

消滅了，因此不再會有相信「我」、「自己」的存在

（我見atta ditthi）。像是「我知道」、「我很卓越」的

自負也將消失。例如，充滿空瓶的空氣會被倒進去的水

趕出來。當你練習三十七道品法和念住，潛伏在個人內

裡的煩惱，會越來越變得不活躍，在得到完全內觀時，

它們會和我見與慢（自負）一起完全被驅除。如此，沒

有空間會去相信死後靈魂不存在。因為這些執取與信仰

完全被消滅了，阿羅漢不憂慮、不渴望等等，他免於現

世所有的苦與貪愛。在得到涅槃後，所有苦被殲滅了，

因為再沒有來世與痛苦會發生。因此，重要的點是，依

靠著念住的練習，去得到內在煩惱的止息。拿阿羅漢的

寧靜與海洋中央的水比較，佛陀開示如下：

和海洋中央一樣寧靜

(6)  Majjhe yathā samuddassa, 

ūmi no jāyati thito hoti. 

Evam thito anejassa, 

ussdam bhikkhu na kareyya kuhiñci.

以上偈頌的意思是：「海洋中央是平靜的，免於活

躍的渴望的人也是。比丘不應發展內外的貪等等。」人

們可能不知道海洋中央的平靜，而本經是講給非常了解

海洋的天神與梵天聽的。海中央可以說成水面與水底之

間，也可以說成是離岸一、兩百公里遠的海中央。練習

像海洋中央一樣平靜並免於貪愛和渴望是必須的，不

被快樂或不快樂干擾。如上練習就是常恆（sadā）―

日夜無時無刻，覺知（sato）―以正念，練習―

（sikkhe），即日夜無時無刻地練習正念。

如何練習和海洋中央一樣寧靜

觀照你看到的，並標記「看到、看到」。不過剛開

始時，你可能只能觀照到眼睛所顯現影像的本質與特

徵；當觀照更成熟時，生起、消失與無常的徵象，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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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真正本質會被了知。要如此做，你必須持續練習。

並以同樣的方式來練習聽、聞等等。觸覺則非常廣泛，

當你走時，觀照「走」；當你站時，觀照「站」；當你

坐時，注意「坐」等等，每個身體的動作都必須被觀

照。當你感到痛時，也要去觀照。這些都算是觸覺。再

來，當你思考時，觀照「想」。此外，必須觀照任何舒

服與討厭的身體感覺和心理感受。簡言之，每一個身體

和心理活動都應被觀照，愉快的、不愉快的、中性的感

覺亦須觀照，同時現象的本質應被注意與觀照。當每次

出現的顯著現象，被注意並觀照到了，專注將變得更

強，你將能從自我智慧區別出「只有感官對象―色

法，和知道的心―名法。」從那裡，因與果的相關性

被感知了，並經自我智慧區別了。持續不斷的生起與消

失也被注意到了。無常（不停地生起與消逝）、苦（因

為持續不斷的生起與消融）和無實（現象自行生滅變

異、不隨人意）全經自我智慧領悟了。當進入無常等等

的內觀變得成熟，接著來的是從聖道與果來的內觀智，

這就是涅槃的領悟，名與色的完全滅去。假如你繼續依

此方式內觀禪修，導向阿羅漢道的聖道與果將被達成，

於是你內裡的所有煩惱將被完全熄滅。

所有煩惱都已除去的阿羅漢是安穩的，不受快樂或

不快樂的感覺，和生命的變遷而擾亂。假如你不能依照

前述的程序練習，那你就是在創造以下七種因子成長

增高的機會：貪、嗔（dosa）、癡（moha）、慢、疑

（ditthi）、煩惱、業（kamma）。假如這七種因子成長

增高，聖道與果是得不到的。在沒達到阿羅漢道之前，

因為尚未捨棄貪，你仍然會受到快樂或不快樂的感覺

所影響。所以，必須無間斷地注意並正念地觀照（sadā 

satosikkhe）。假如你如此做了，這七個因子不會有機

會生起，經由阿羅漢的聖道與果，於是它們被消滅了。

消滅活耀的貪愛，你可變得安穩冷靜。在七個因子中，

煩惱包括懷疑、怠惰、掉舉、無慚、無愧。不讓這七種

因子成長增高，就必須練習正念，然後得到阿羅漢道，

你就會變得安穩冷靜，像無浪的海中央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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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回答第一個問題的要義，是拋棄戲論法及其根

源，並因此得到安寧。所有這些講經都是根據個人經

驗，與充分理解的內觀來詳細解說的。有些天神與梵天

想知道，若經由個人經驗以得到內觀要如何練習及練習

什麼。正覺者於是決意使化身佛再向祂要求，以提供這

樣的講經。化身佛頌揚世尊後並作如下請求：

化身佛的請求

(7)  Akittayī vivatacakkhu, 

sakkhidhammam parissaya vinayam. 

Patipadam vadehi bhaddante, 

pātimokkam atha vāpi samādhim.

化身佛頌揚佛陀時，如此說道：「喔！佛陀，用

開眼……」佛陀據說擁有五種眼：（1）肉眼（Mamsa 

cakkhu），肉身的眼，佛陀可以清楚看到，方圓八

里（one yojana）的任何東西；（2）天眼（Dibba 

cakkhu），神通的眼，可以看見全宇宙，看到生命在死

後進入下一世；（3）慧眼（Paññā cakkhu），智慧的

眼，亦即省察的智慧、內觀智慧、道智與果的內觀、

回顧的內觀；（4）佛眼（Buddha cakkhu），佛獨有的

眼，亦即祂的全知，那是洞察一切眾生感官機能的成熟

度，和他們的渴望與傾向。據此佛陀可以因材施教，讓

眾生能容易地得到聖道與果証；（5）普眼（Samanta 

cakkhu），全見的眼，完全覺悟通達的智慧。

以上偈頌的前兩行表示：「喔！五種眼的擁有

者，你已經傳了好法，由你的親身經驗與內觀智慧

所得的法，這個法可以驅除並摧毀所有的危險。」

是哪些危險呢？有兩種危險：可感知的危險，例如

從動物、人類（賊、壞的行政官員等等）和各種疾

病；另一種是不可感知的危險，例如貪、嗔、痴、

忿（kodha）、恨（upanāha）、覆（makkha）、

惱（palāsa）、嫉（issa）、慳（macchariya）、諂

（māya）、誑（sātheyya）、強情（thambha）、激情

（sārambha）、慢、過慢（atimāna）、驕（mada）、

放逸（pamāda）。所有這些都是煩惱雜染、不喜的心

理活動與惡行。

化身佛繼續說：「世尊，請詳細述說您由親身經

驗，與內觀所學到的基本做法，即奉行戒律（vinaya）

和練習專注以獲得內心平靜。」佛陀考慮到這些即將解

脫的天神與梵天的性情，而作如下回答：從眼睛開始。

BAL0092-內文.indd   28-29 2015/4/20   下午 04:18:25



30 31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第二部分

(8)  Cakkhūhi neva lokassa, 

gāmakathāya āvaraye sotam. 

Rase ca nānugijjheyya, 

na ca mamāyetha kiñci lokasamim.

克制感官的眼睛

道德戒律可以分為三種形式（範圍）：小戒、中

戒、大戒*。小戒（戒較小的範圍）涉及戒殺、偷、

淫、說謊、背後誹謗、虐待、毀壞植物幼苗、無意義的

言語、偷食、參加世俗的娛樂、化妝、用高級裝飾的

床、接受金錢和做生意。中戒與小戒相同，再加上私下

貯存食物的過患。大戒則包括戒除不善（不如法）的生

計，像是算命、醫療行為等等。根據當時來聽講經的天

神與梵天的性情，佛陀從克制眼睛著手，關於感官的克

制以及規範比丘行為的小戒等。「克制眼睛這感官」意

指比丘不該注視東西、東張西望、看男男女女（因為那

會產生無益的結果，像是愛、貪等等）。當比丘進入一

個村鎮時，他必須眉目低垂，只看眼前兩尺之內，天神

與梵天也和人們一樣敬重這種克制感官的比丘。看到東

 * 此處大中小戒的定義與傳統中國佛教不同。

西，世俗人會記住形狀和影像，而誘發煩惱。異性間的

吸引會發展出貪愛執取。同性之間不太會有興趣，而當

男人看見女人，細微的身體行為或舉止會被注意到並記

住，反之亦然。令人不快的感官經驗，即使在異性之間

也會引起憎恨。所有這些都是因為缺乏，對眼睛這感官

的克制。男人女人的形象和其他感覺在回憶中重現，從

而產生執取貪愛或憎恨。當你生氣或充滿貪愛時，心

會失去平靜。在憤怒和貪愛的折磨下，人可能失眠、

說不該說的話、甚至犯罪而立即引來麻煩。而假如你

殺、盜、說謊，你死後會到下層世界。所有這些都是眼

睛這感官，因沒有守好紀律，引生的不良結果。比丘

們、佛陀的弟子們，也因此，看東西時，不要注意那

形狀或影像，不要去注意身體行為乃至舉止的微小細

節。當影像的感覺出現時，持續注意這明顯的現象，靠

著深度的內觀，就不會有喜歡或不喜歡，影像的感覺

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目標的消融（現象的消失）在看

的瞬間立刻發生。所以，它被了知為只是苦而不實在

的。有了現象真正本質的了知，貪愛與憤怒這類的煩惱

就被消滅了。佛陀如此告誡如何克制眼睛這感官。然

而，只有影像知覺的經驗，而沒有感受、情感等等的

生起，並不那麼容易。在壞滅隨觀智（bhangañ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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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消融的內觀）階段，根據念住法（Satipatthāna 

Dhamma），你將親身經驗只有影像的知覺。加之，在

行捨智（sankhārupekhhāñāna）（以平衡心看待目標生

起的了知）階段，那變得更清楚。許多禪修念住的行

者，都有這種只有影像知覺的經驗。

心護長老

心護長老（Cittagutta Thera），住在錫蘭庫南達卡

（Kurandaka）洞穴中，不只在他去到村鎮時克制眼睛

這感官，當他在穴中也是如此。就像在這裡禪修的行者

一樣，不看任何東西而觀照著。禪修中的行者雖然有眼

睛，卻應表現地像盲人，有口耳卻應像聾啞一樣，雖強

壯卻應表現像虛弱的人。行者不需要環視四周，他必須

不停止地觀照。心護長老從不看洞穴的頂，也不注意入

口處的樹。有一天，一些比丘來拜訪洞穴，讚賞穴頂的

壁畫。長老說他已經住在這洞穴六十年了，只有這時靠

比丘們的好眼力才知道這些壁畫。大村（Mahāgāma）

的國王三次邀請長老到他的皇宮，但長老並未接受。於

是國王命令長老托缽的村裡，凡乳母皆不許哺乳幼兒，

長老只好答應來皇宮七天。不管來致敬的是國王還是王

后，他都祝禱：「願國王快樂」。他的弟子比丘告訴他

這樣不妥，長老回答他不區分國王和王后，意思是他不

想看他們。我們該說心護長老對眼睛這感官的克制是最

高度的。雖然緬甸有一些像心護長老一樣偉大的比丘

們，但很可惜沒有任何記錄可查。

不要聽村里的流言

正覺者（佛陀）指示要克制去聽村里的流言。如

巴利義釋（Niddesa Pāli）所評註，村里談話是動物談

話。動物談話是關於世俗事務的談話，和道與果是背道

而馳的。這種村里流言會干擾專注，因此，行者被告誡

不要去聽關於家庭事務的談話、不要看報紙等等。假如

你碰巧聽到，只要觀照「聽到、聽到」。佛陀如此警

告：「聽到聲音時不要注意說的是什麼，更不要管像是

聲音是否甜美這樣的微小細節，讓那成為只是單純的聲

音。」

不要嚐出樂趣

為了在進食時不要想著樂趣，佛陀如此教導：「在

進食前，反思著適當的東西。」什麼是適當的東西？怎

樣反思？「食物不是為了世俗的享樂而吃，不要因年

輕、美貌、外觀而驕傲。進食是為了身體要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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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免於飢餓和飢餓引起的疾病」。飢餓是最大的苦，

其他疾病可以治癒到一定程度，但飢餓不行。飢餓在現

世、來世折磨你，沒完沒了。只有達到涅槃可以讓你免

於飢餓。在滿足飢餓時，你應該依據佛陀的教導，從事

有道德的行為。比丘分享人們供養的食物，卻不從事有

道德的生活，就是沒有盡到責任。

把食物反思為可厭的

「在雨中或太陽下出去托缽，是非常麻煩的。對佛

陀的教誨沒信仰的人，把出去托缽當作乞食。」這樣的

觀照，食物對比丘而言將不再是美味了。雖然那些沒信

仰的人可能對托缽的比丘不尊敬，但有信仰的人則當作

是有功德的行為。只要想到被咀嚼成一團的食物有多可

厭；或當食物變成糞屎時。假如你這樣的觀照著，你在

進食時就不會覺得享受了。雖然對美食的渴望沒有完全

拋棄，但也會變得不那麼強烈。

以念住觀照著進食

另一個方法是進食時以念住觀照著。這是最好的，

永遠不會渴望美味的食物。你應該專注於觀照你進食動

作的每一細節，例如：當你看食物時是「看、看」、

「看到、看到」，當你撥動食物時是「撥動、撥動」，

當你把食物夾到嘴前是「夾、夾」，當你張嘴時是「張

開、張開」，當食物碰到嘴唇時是「觸、觸」，當咬時

是「咬、咬」，當你知道味道時是「知、知」，當你吞

嚥而食物接觸你的喉嚨時是「吞、吞」、「觸、觸」。

這就是你進食時觀照的方法，在喝湯等等的時候，也要

同樣地觀照。假如你觀照並注意你吃喝動作的每一細

節，你就不再享受味道了，於是對美味的渴望肯定將被

驅除。

吃自己兒子肉的寓言

假如你必須吃你兒子的肉，哪會有吃的樂趣？在那

情況你必然驅除所有對滋味的渴望。有一次一對年輕夫

妻來到一個村莊，在路上發現沒有食物了。丈夫說因為

他無法提供食物，最好你把我殺了當做食物。女人也要

求丈夫把她殺了，因為她不再是盡責的妻子。然後兩人

同時想到了一個念頭，就是可以殺了兒子，他什麼都不

懂，而且他們可以再生一個。小孩子被丟給父親，父親

又丟回給母親，就這樣丟來丟去一直到小孩掉在地上摔

死了。然後他們靠著小孩的肉補充體力繼續前進。他們

邊吃邊哭，別說享用了。這不是真實故事，只是個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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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同樣地，當你進食時，你必須沒有貪念或渴望，用

持續的觀照，你可以驅除對食物的渴望。

對非禪修者的忠告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比丘和參加內觀禪修的行者，如

何反思並觀照看與吃。假如非禪修者也相當程度地驅除

對食物的渴望，將會有快樂。假如你不貪嘴，家庭關係

會更好。戒除菸酒也很重要。為了不給在家人添麻煩，

新的比丘在剃度時被指示，在托缽時不管得到什麼都要

滿足。非禪修者也應該盡量驅除對食物的渴望。

對什麼都不興味

目前為止講解的都是有關於克制眼、耳和味覺感

官。聞和觸的感官似乎漏掉了。所以佛陀告誡：「不

要喜愛世上的東西。」要去注意任何當下發生的身心

現象，以去除渴望。練習聚精會神地觀照每個現象

（Tāsam vinayā sadā sato sikkhe），如此可以驅除所有

潛伏的貪愛。若是沒能去注意，可能會喜歡上它們，這

種喜歡必須被注意，直到它消失。

對災難沒有抱怨

(9)  Phassena yadā phutthassa, 

paridevam bhikkhu na kareyya 

kuhiñci-Bhavañca nābhijappeyya, 

bheravesu ca na sampavedheyya.

「那些努力修習，想要從輪迴解脫的人，當遇到災

難時，不管什麼原因他都不該產生任何悲傷。」以上偈

頌如是說。這是對禪修中的行者與比丘說的，不是對天

神與梵天說的，後兩者沒理由遇到災難。不過，天神與

梵天，在聽到行者與比丘不抱怨任何種類的苦，會敬重

他們。有這種敬重與信仰，他們會在短時間內達到道與

果的階段。因為這部經是給那些已被灌輸信仰的人，它

講的是對道德和心的平靜（自我專注）的做法。假如有

任何不愉快的感覺，像是太冷、太熱、蚊子咬、四肢疲

勞、身體的痛，不要抱怨，不要改變姿勢，只要繼續耐

心地觀照。

耐心地觀照

「喔！比丘，在這種狀況下，比丘們是不受熱或

BAL0092-內文.indd   36-37 2015/4/20   下午 04:18:26



38 39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第二部分

冷、餓或渴擾亂的，甚至蚊蟲或蛇咬。他也可以忍受辱

罵的話語和指責。他可以忍受任何身體發生的不愉快的

感覺，甚至可以忍受致命的重病。」世尊如此告誡。

「有信仰的人對實踐這種耐心的比丘們致以崇高的敬

意。有些甚至在被瀕死的痛折磨時還能觀照。其他信仰

的人，見到這樣的忍耐力，不由得會發出欽佩與信心，

同時讚揚佛法。」

沒信仰的人聽不進關於信仰的話

沒信仰的人把忍耐的修習當做自虐，而不起信心

的。在那時，天神與梵天聽到忍耐的修習，都起了信心

與崇敬，他們充滿法喜與輕安。佛陀開示本經時，讓天

神與梵天都能得到真正智慧，且觀照到這法喜與輕安也

會消逝。這裡的許多行者，親身經驗到修習忍耐的結果

會增長專注力。緬甸諺語「耐心引生涅槃」，在內觀禪

修得到很好的証明。開始時，身體會發生疼痛與其他不

愉快的感覺。觀照這些感覺但不要改變身體姿勢，疼痛

感會變得更急，但隨著禪修加強，它們會漸漸消失。而

有些行者，這些不愉快的感覺則完全滅絕。有些人咐囑

每當不愉快的感覺升起時就改變姿勢，因為他們從未以

自我專注的成熟去經驗到這些感覺的消逝。假如時常變

換姿勢打斷了自我專注，真正的內觀智慧不會達成。

不要嚮往有更好的來世

佛陀教導不只要忍耐不愉快的感覺，也要不嚮往更

好的來世。有些人出家是期待在天神世界有更多的感

官樂趣。佛陀在世的時代，女人以為她們的丈夫出家

是為了來世可以享受更多的女天神。護國法師（Ashin 

Ratthapala）與須提那法師（Ashin Sudinna）的前妻們

問道：他們在來世碰到的女天神會有多漂亮。佛陀告誡

說：不要嚮往天神的世界。

對來到的危險沒有懼怕

不要害怕將到來的危險，而干擾你的禪修練習。

在《大義釋》（Mahāniddesa Pāli）裡提到可怕的危

害，像是（1）老虎和其他可怕的動物如蛇、盜賊

（dacoits）；（2）關於來世、老、病、死、庸官、壞

人，和自然災害像是火災、水災等等。在佛陀的時代，

許多人進入森林練習禪修，無懼於這些危險與災害。

沙彌山基賈的故事

佛陀在世時，有一位叫做山基賈（Samkicc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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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生是可敬的舍利弗尊者座下的沙彌（Novice）。

當他被剃度並成為阿羅漢時，他奉行皮的五法業處

（tacapañcaka kammatthāna），即觀照身體的五個不淨

組成，亦即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另一時

間，三十位年長的比丘們則接受正覺者的禪修指示，要

求離開去某一森林練習禪修。世尊看到即將到來的危

險，因此告訴他們離開舍利弗尊者。而尊者也領會到危

險，所以他讓年輕的沙彌山基賈跟著比丘們一起去，因

為他可以獨力拯救這些比丘們。於是三十個比丘與沙彌

山基賈就前去到某一森林開始修習禪修了。一晚，來了

五百盜賊想要一位比丘的性命，此時，每一比丘都自告

奮勇，但沙彌山基賈解釋了他被尊者派來的目的並要求

讓他去。當盜賊準備要殺害他時，這七歲的沙彌山基賈

安靜地坐著禪修。此時盜賊的首領用他的長刀攻擊他

時，這刀倒捲到柄。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一次。於是盜

賊的首領最終了解到：即使是無生命的刀也崇敬正直的

人。而他，這個有感覺的人，對此卻如此地無知。由於

如此悔悟，他請求原諒，而且五百盜賊最後成了沙彌指

導下的比丘。後來這沙彌離開了三十位比丘，並帶著

五百位新比丘回去見可敬的舍利弗尊者。當他們向正覺

者致敬時，他們被如此告誡：

Yo ca vassasatam jī ve, 

dussīlo asamāhito. 

Ekāham jīvitam seyyo, 

sīlavantassa jhāyino.

「未擁有道德和專注的人可能活到一百年;不過，

具有戒德、奢摩他和內觀禪那（Vipassana jhāna）的人

之一天，比那一百年要高貴多了。」在聽到這告誡時，

五百位新比丘皆達到了阿羅漢果。這故事是在闡明：佛

陀時代的比丘進到森林禪修，不怕任何危險。這種比丘

的特質，被佛陀高度肯定，「即禪修時不受害怕任何危

險擾亂的能力」。 所以有信仰的人，在具有崇拜和敬

畏這樣殊勝的屬性時，可以得到特別的內觀體驗。

老虎與比丘

有一次，三十位比丘奉佛陀指示，進入一個森林練

習禪修，他們協議各自留在一處持續練習，互不見面。

在凌晨，一位打盹的比丘被一隻老虎咬走了，不過為了

不打擾其他禪修中的比丘，他一聲不吭。十五天後，當

他們出來參加布薩羯磨（誦戒集會）時，發現十五位比

丘不見了。當知道發生的事後，他們協議假如再有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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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虎咬走時，要讓其他人知道。比丘們的這種行為值

得讚美，因為他們繼續禪修沒被嚇走。照常地，老虎又

來咬走一年輕比丘，在聽到年輕比丘的驚呼，其他比丘

追了出來。但老虎已跑到一個高高的懸崖，追不上了。

比丘們建議年輕比丘：這是你表現比丘特質的時候了，

亦即盡全力地禪修。年輕比丘誠摯地禪修好像什麼都沒

發生一樣。就在老虎吃掉他之前，他達到了阿羅漢道。

如何捨棄苦

在這故事，如同另一個故事裡，那可敬的帝須尊

者（Tissa Thera）打斷自己的腿做為保證（他不會跑

走）。 用念住這方法，苦的感覺被捨棄了，那是根除

的唯一途徑。在這裡，行者們練習內觀禪修，親身體驗

了苦的感覺逐漸的消失。假如觀照夠強、夠成熟，苦的

感覺會完全被消滅。前面故事的比丘，在他被老虎抓走

前，且當他被老虎吃時，一直熱心地禪修，並未被死亡

的恐懼中斷。因為禪修的主要目的是，從老、病、死和

重生中解放，你不應該被這些危險動搖。不過，有些行

者，因為害怕疾病和疼痛而放棄了修習。有些因為擔心

他們可能會死去而停止了禪修。但是有成熟練習的行

者，會盡力觀照而免於這些危險。正如老虎與比丘的故

事中的沙彌山基賈和比丘們，我建議你們持續觀照著而

別怕上面提到的這些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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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mia）〕的國王。犍陀羅王棄世而出家為比丘，

他的朋友毘提訶（Videha）國的王得知後也緊隨其後。

當時，這兩位比丘一起在喜馬拉雅森林修習法。因為只

吃水果與菜根，沒有鹽，他們變得營養不良。當他們去

到鄰近的村莊，村民滿懷尊敬與崇拜地提供他們米與

鹽。一天，他們托缽來的食物沒有鹽，因此毘提訶比丘

給犍陀羅比丘一些鹽，後者問他鹽從何處來，得知毘提

訶比丘因為保留了前些天的鹽。犍陀羅比丘譴責道：

「朋友，你已經放棄了這麼大的毘提訶國，有一萬六千

城鄉，國庫全是財寶，為何還只為了明後天而保存這沒

價值的鹽？」大部分人雖然有錯，也不能忍受被譴責，

想要反駁，毘提訶比丘也是如此：「教授比丘，既然你

已經放棄了犍陀羅國的王位，你已沒有追隨者和人民可

以教訓，現在又為何訓斥我？」。菩薩犍陀羅比丘解釋

道：「喔，毘提訶比丘，我說的是事實，我不要不善的

修行，那不端正行為的染污從未存在於我。」於是毘提

訶比丘領悟了真理，之後兩比丘繼續修行並得到了超自

然能力，死後重生於梵天的世界。

這故事的主旨是，就算是比丘也會不遵從這個教

誨，即去戒除貯存東西。現在來說，許多人認為存點鹽

不算是錯。但佛陀教誨下的比丘們，擁有不貪、知足、

在前面兩講中，我們已經完成了九個偈頌，今天我

們要從第十偈頌開始，講的是對比丘的指示，避免於儲

存東西和其他物資。

必須避免儲存東西

(10)  Annāna'mathopānānam, 

khādanīyānam athopi vatthānam 

Laddhā na sannidhim kayirā, 

na ca parittase tāni alabhamāno.

以上偈頌裡，佛陀告誡比丘們不要為了明天而保留

或貯存食物、果菜汁、袈裟。假如前一天的食物隔日再

吃，比丘就犯了減損德行的過失的罪過。下午、晚上或

黎明前喝果汁是被許可的，但是假如天亮再喝，那就變

成是為次日貯存的，所以也算是克制德行的違犯過失。

下面的故事給我們，有關於以上指示的一個很好的教

訓。

連鹽也不要貯存

在某一世，菩薩（ B o d h i s a t t a ）曾是犍陀羅

（ G a n d h a r a ） 國 〔 在 印 度 西 北 部 靠 近 喀 什 米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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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要理解輪迴的危險，應常常觀照著奢摩

他目標的心像，到達禪定專注的階段（禪那）；並且也

要常觀照著身心無常等特質，而達到道與果的安止階

段。要這樣，他不該隨意移開此心念。」以上說明的意

思是比丘應該總是觀照於一個個的禪那階段。觀照奢摩

他目標的心像，你會達到奢摩他禪那（samatha jhāna）

階段。而內觀安止階段也可由內觀禪修得到。因此建議

你必須持續觀照以下各項之一：一個十遍處（kasina）

目標、身體的不淨、呼氣和吸氣、身體的三十二個組

成、慈愛。這樣做，奢摩他禪那專注將得以實現。這是

自我專注練習的基本原則，而後引致道、果與涅槃。

內觀，自我專注

另一種禪那專注是內觀，自我專注，經由觀照身

心現象，引致道、果與涅槃。內觀，自我專注，是要

持續聚精會神地注意（sadā sato sikkhe）而獲得。這

樣做時，觀照的心與被觀照的對象同步，在剎那剎那

間，心不會飄移。觀照的心與被觀照的對象同步，被

稱為內觀剎那定（vipassanā khanika samādhi），內觀

的剎那自我專注。得到內觀剎那定，在《清淨道論》

（Visuddhimagga Vol.1-281）中有如下的解釋。在由禪

沒有煩惱的特質，不為未來貯存任何東西。知道這道

理，許多天神與梵天因而發展了更深的信仰和崇敬，他

們獲得了特殊的內觀智慧。關於「不貯存袈裟」的指

示，為了減少負擔，佛教比丘們被建議不保有超過三件

袈裟。如果保有多餘的袈裟，雖然不算罪過，但這比丘

不再被視為，正在修習減輕煩惱的。佛陀也告誡著，即

使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或袈裟可穿，也不要擔憂。比

丘要以奉行內觀禪修去忍耐，或者反思：「我前世的功

德不夠強，不足以讓我有足夠的食物和袈裟，在現世我

必須儘可能努力修習。我比那些在下層世界受苦的好多

了。和某些人或動物比較，我應該要感到高興。能成為

比丘，並有機會練習禪修，已是個大獎賞。」就像在這

裡的行者，當你的心已飄移，去擔憂焦慮於衣食的不

足，要用內觀禪修的方法去觀照。

基本原則和自我專注

(11)  Jhāyī na pādalolassa, 

virame kukkuccā nappamajjeyya. 

Athā’sanesu sayanesu, 

appasaddesu bhikkhu vihare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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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風元素。再者，他還將解析地感知到，存在的只

有注意的心和被注意的對象（物）之身心現象。他還

將注意到因果關係的結果。之後，感官對象的持續升

起與消融變得非常明顯與清楚，好像是他已可掌握似

的。在此階段，消融的結果就是無常因為不斷生起與

消逝的苦，和名與色的不實在，被完全了知。這對緣

起存在（conditioned existence）的自然現象的了知，是

因為強力的瞬間自我專注。如《清淨大疏》（Visuddhi 

Mahātīka）提到的「沒有心的瞬間的自我專注，就沒有

內觀」，這時已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參考清淨

有些精通分析研究論藏的人堅持，緣起存在的三個

基本特性（無常、苦、無我）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去深思

來感知，並得到內觀。但這種信念與巴利注釋書（Pāli 

Commentaries）不符合，注釋書說思惟智（sammasana 

ñāna）（通過分析觀察與思惟的內觀）只有在四種清淨

（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疑清淨）完成之後才發

展。從那之後，進入生滅現象的內觀。再者，很清楚

的，燦爛的光、色彩、狂喜等等，不可能只通過論藏的

分析研究而經驗到的。根據以上偈頌裡的“jhāyī＂，建

那狀態轉向出定後，行者將領會禪那出定狀態中的心識

會消融消逝。對無常等等特性的內觀，加強了瞬間的心

的一境性（one-pointedness）。心的一境性，根據注釋

書，是瞬間的內觀自我專注。沒有蓋障，觀照沒有中

斷，剎那念力形同一條相續的鏈，心在這個層面，停止

飄移，好像已經達到安止定般（appanā samādhi），投

入的專注觀照著。對一位以奢摩他為車，「上路導向」

涅槃的行者，若沒有近行定（upacāra samādhi）和安止

定就不可能達到涅槃。同時，行者，以內觀為觀照的框

架，若缺乏瞬間的內觀自我專注，則永遠不能達到涅槃

（《大疏》Mahātīka Vol.1-15）。若心沒有瞬間的自我

專注能力，就不會有內觀（《大疏》Vol. 1-11）。

雖然你可以用觀照「站」、「站」、「坐」、

「坐」、等等來練習內觀禪修，但假如瞬間專注力不夠

強，你就不能領會名與色個別個別的自然特徵。在觀照

的初期，無常等等的特徵還未被察覺。不過，假如當你

走、站、提、放、降時，你不斷地觀照「走」、「站」

等等（根據《念住經》Satipatthana Sutta）瞬間自我專

注（剎那定）將逐漸成熟。從那時起，觀照的心與被觀

照的對象同步了。隨著瞬間自我專注的加強，當一個人

在注意「走」等等時，他會清楚地領會堅硬、推力、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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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簡單說，以上偈頌意思是敬畏地修習自我專注。不

只如此，也要不中斷地修習，沒有暫停；不放棄地修

習；不鬆懈禪修的意願；不離開禪修練習；不忘做有善

德的事；假如尚未完全達成，要正念於成就戒德、自我

專注與智慧。感知輪迴危險的比丘，應保持在一個安靜

的地方，必須始終關注並正念地，從而好樂禪那的寂

靜，不要到處環顧，應完成三種學處的訓練（戒德、自

我專注和智慧）。為了要修習定力，你應該要到一個安

靜的地方以免受打擾。一個安靜而不受打擾的地方是禪

修十分必要的，可能的話進入森林最好。不過為了安全

的理由，現今，許多禪修中心都設在適當的地點。

要警醒

(12)  Niddam nabhahulīkareyya, 

jāgariyam bhajeyya ātāpī. 

Tandim māyam hassam khiddam, 

methunam vippajahe savibūsam.

在增支部巴利（Anguttara Pali）《無戲論經》

（Apannaka Sutta）三集篇（Tikanipāta）提到：被賦予

三法的比丘，肯定是在阿羅漢道的路上。這三法是：

議你要觀照八種奢摩他禪那，並建立主要或基本的自我

專注。假如無法達成，那就觀照並注意通過六感官門生

起的名與色，去獲得強力的內觀瞬間自我專注。為了要

完成這種自我專注，你必須要不移來移去，而是要停在

一處，冷靜地練習禪修。不禪修而到處去晃，從一個房

間去到另一個房間，聽村里的講話或流言，算是流浪的

放縱。要持續禪修，不要沒理由地到處去。

四肢躁動

「必須避免躁動」意思是避免討厭的行為、無功德

的行為。比丘有三種躁動：（1）做事有懷疑。遵守戒

律的比丘在做事之前應先想好。不過，他們不應該做

值得懷疑的事；（2）對已經做的錯誤（失職、罪行）

而悔恨。假如有悔恨或憂慮，他應該觀照並驅散之；

（3）身體的躁動。講經、聽講或說話時無目的地抖腿

和手。這是需要通過禪修的方式，來控制這種不安。

要正念

“Nappamajjeyya＂，要有正念，它有多重意義。

《大義釋》如此解釋：「你必須以敬畏的態度來行

動。」換言之，以敬畏的態度實行戒德、自我專注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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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除怠惰

要警醒並持續禪修，你應該驅除怠惰。怠惰不會因

為你命令「不要怠惰」就可被趕走，要積極地如下觀照

與反思才能捨棄它：（1）「假如重生在下層世界就沒

機會禪修了。許多這樣的生命都過去了。現在是最適合

禪修練習的時候，抓住這機會，不要成為怠惰的犧牲

者。懶惰會再次把你拉到下層世界，那你就會受許多世

之苦。」這是深思下層世界的危險來捨棄怠惰的方法。

（2）「在這世上，人們努力地為他們的日常生存，雖

然終日勞碌，有時候還不夠一天的生活，何況還有好多

月、年和一生。當你練習禪修，不是只要足夠用於一

天、一個月或一生，如果情況順可，你將可以在一週或

一兩個月之內成就更高的法，這可以拯救你免於下層世

界，如此整個輪迴的苦將會停止。不要讓怠惰損害你，

用愉悅與熱情練習禪修。假如你躊躇了，你就不能成就

更高的法。」這是以深思禪修練習的好處來拒絕怠惰的

方法。（3）「這不是普通人的路，這是高貴的人踩的

路。走在這路上的人不應怠惰與懶散，你必須積極勤

勉。」這是以深思聖道來趕走怠惰。（4）「那些施捨

缽食的人不是你的親戚，他們不想財富，也不是要施捨

（1）克制感官；（2）節制飲食；（3）要警醒。巴利

語“ātāpī＂表示不要少了勤奮心與熱誠去觀照。煩惱

則不會有任何機會顯現，而寧靜可得，只要你勤勉地觀

察與禪修。這意味著多努力而少睡眠，煩惱就會枯竭。

能不斷地熱誠地禪修，你應會醒得多睡得少。把一天分

為六時段，把睡眠的一段放一邊，其他時段就花在熱切

的禪修上。從精進覺悟（Jagariyanuyoga），巴利注釋

書《大義釋》解釋如下：一位比丘，在這指示下，應保

持心的純淨，在白天走和坐時去觀照，完全免於蓋障；

傍晚也是（晚上十點以前），在走和坐時去觀照，從而

排除蓋障；在夜裡（晚上十點到凌晨兩點）朝右側睡；

準備躺下到睡著前注意每一動作；也要記得在凌晨兩點

醒來（為了健康要睡四小時）。凌晨醒來，在走和坐時

注意與觀照，避開蓋障。這是警醒地修習的程序，精進

覺悟地修習。相當清楚的，睡眠時間在晚上只有四小

時，而在凌晨兩點起床，並開始注意走和坐。在走之前

你從坐姿站起來時，及從走到坐下之前，你在座位前也

是站著，這兩小段時間你都是站著的，這必須被觀照是

「站、站」。在白天直到晚上十點前，你正禪修時應避

免躺下。如此醒多睡少保持警醒。醒著的時間不禪修是

不對的，因為會想種種事物，而帶出不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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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成就了阿羅漢。然後他又去到這老信徒的家托缽，

在接受食物、牛奶等等時，祝福她女兒「願你幸福！」

從森林回來的年老女信徒，聽女兒告訴她，尊者看起來

非常冷靜與純淨。當知道尊者達成阿羅漢道了，她對女

兒說：「在佛陀的教導下，你的兄弟，尊者，是多麼的

快樂啊！」。

帝須尊者的故事

有一次，在南錫蘭的馬哈嘎瑪（Mahāgāma）村，

有一位貧窮賣柴火的，叫做馬哈提舍（Mahātissa），

他是如此仁慈，他與妻子兩週一次的供養食物給比丘

們。這些年輕比丘卻在他們面前把食物丟棄，說：「這

些不好。」 馬哈提舍對此悶悶不樂，但卻無法提供更

好的食物。他的妻子鼓勵他說：「誰說有孩子的人是窮

的，這是你女兒，把她送去幫傭，我們可以得到十二

元，買一隻乳牛，那我們就可以供養牛奶了。」從那

天開始，用抽籤的，只有幸運的比丘能從馬哈提舍得

到牛奶與奶油的供養。他對此相當高興，他去蔗糖工

廠工作，存了十二元，於是想去接回女兒。在那時，

帝須（Pindapātika Tissa Thera）尊者正在去帝須大寺寶

塔的路上，這賣柴火的前來致敬並跟隨尊者。近中午時

給你享福的。『願他們健康地去練習禪修並從輪迴解

脫，也願我們從這些善行得益。』這是他們施捨的目

的。所以你應該努力練習禪修，拒絕怠惰，以不辜負他

們的希望。」這是以回報施捨的善行來驅除怠惰的方

法。與這相關的，我將告訴你們《馬哈瓦經》（Sutta-

mahāvā）注釋書提到的長老伽蜜多尊者的故事。

長老伽蜜多尊者的故事

有一位年長的女信徒，對於住在農民  洞穴中的長老

伽蜜多尊者，非常忠實。一天，在她去收集森林中的水

果與菜葉前，她交待女兒在尊者前來托缽時，提供好

米、蜂蜜、奶油與牛奶，而要女兒吃剩下的，至於她自

己則已經吃了碎米與酸菜作為午餐。當尊者在準備托缽

時，無意中聽到了，他自責說：「這老女士以碎米粥和

酸菜當午餐，也要女兒吃剩菜，卻交代女兒把最好的給

你。她給你這些並不期待從你得到農作、食物或衣服，

她要的是人居的幸福、天神的世界和涅槃。你能滿足她

的希望嗎？事實上，假如你還不能免於貪、嗔與痴，你

不該接受她供養的食物。」這樣反思後，他放下了托食

用的缽，在洞穴中精進地觀照，決意不達阿羅漢道就不

起座。在持續正念，不斷地禪修相當時間後，就在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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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柴堆上，自動火化了。

這兩個故事的訓示是：比丘應該盡力驅逐懶惰，以

回報在家人供養的食物。有一樣要考慮的是：練習禪修

對比丘的好處是遠大於供養食物的人。

（5）深思佛陀所遺贈，那高貴的法財，來消除怠

惰。怎麼做呢？聖人的特質，亦即佛陀的遺贈（有七

項，即信、戒、慚、愧、聞、捨、慧）是非常可敬的。

現今人們只追求物質的遺贈，不過，超越世俗的遺贈才

是最有價值、最值得的。這超越世俗的特質將阻止重生

於下層世界。能得到聖人的特質，像是道德、信仰等

等，是極其重要的。如果你想要這些法財，你就不應懶

散。如此深思佛陀遺贈的高貴與價值，怠惰必被驅除；

（6）想到佛陀和其他比丘像是舍利弗尊者等的價值；

（7）想到佛陀和其他比丘像是舍利弗尊者等的高貴；

（8）想到佛陀和其他比丘像是舍利弗尊者等的可敬，

去趕走怠惰。也要想到你自己成為一位比丘的可貴和機

會。

這是八種用深思趕走怠惰的方法。根據內觀禪修練

習，當你開始鬆懈於正念或變懶散時，要以標記「鬆

懈、鬆懈」、「懶散、懶散」來觀照並驅除之，然後你

的觀照將再次得到力量。

分，賣柴火的想：「雖然我沒帶食物，但有一些錢，到

村口我將買些食物給尊者。」沒多久，看見一個人提著

一個飯盒向他們走來。這窮漢請尊者稍等一下，跑去找

那人，要用一元買他的飯盒。那人很貪心不肯賣，要更

多錢。最後這窮漢把全部十二元都給了他才買到飯盒，

拿回供養尊者。當一半食物放進了缽時，尊者就用缽蓋

掩住了，但這窮漢要求供養全部，尊者想可能有什麼理

由，於是接受了。在他們繼續旅程中，尊者知道了整個

過程，他想：「這人做了不容易做的事，等我找到適

當地點，我必須在一坐之間，努力証得阿羅漢道，讓

我的身體、皮、肉、血乾掉吧。」在帝須大寺（Tissa 

Mahāvihāra），尊者開始修習，在第七天黎明即証得了

阿羅漢道。他很虛弱疲倦，知道活不了多久，於是招集

了眾比丘，問他們還有什麼疑問。他們立即知道，尊者

已經做了該做的而得到阿羅漢道了。他們想知道背後的

原因，在知道相關原委後，尊者許願決意，他的身體只

有賣柴火的碰觸後才會移動，然後他進入涅槃。在知道

偉大的尊者往生時，卡卡哇那提舍（Kākavannatissa）

國王來到帝須大寺準備火葬典禮。尊者的屍體卻始終無

法運到火葬柴堆上。當賣柴火的被請來，他向尊者致

敬，並把尊者的腳放在他頭上，之後這屍體跳起來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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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笑，嗤牙咧嘴和拍手。喔！比丘們！假如因為某事或

一些快樂，讓你想笑，稍微露齒微笑就夠了。」

身體的遊戲，包括與活的或模型的馬、象、馬車、

等，還有牌、棋等。言辭上的玩樂，意思是玩音樂、唱

歌、開玩笑和搞笑。這些都該避免。

避免美化和性關係

在家人的美化，這裡需要解釋一下。比丘不要去美

化袈裟、拖食的缽等等，從而具有良好的外觀，他們的

寺廟和住所也不要。性關係被認為是最無品性和最不道

德的行為。假如比丘從事性交，他永不能再被授以出家

聖職，那是生命重大的損失，也是佛陀教團的損失。因

此，應該捨命克制。在家人仰慕並崇敬比丘，世尊的子

民，因為他們戒絕了性關係，那是在家人認為最想要的

事。敏東（Mindon）王對比丘表達了虔誠之意：「單

看他們戒絕性生活，他們就應該被尊敬。」當世尊正在

講述此經時，天神與梵天讚美道：「因為比丘們不受性

的汙染」，他們變得充滿喜樂與信心，他們可以容易地

得到更高的法。以這樣的看法，佛陀講了這部經。簡單

說，就是避免大笑、玩樂、怠惰、虛偽和性交。除了性

交，還有其他七個次要的的性關係，佛陀這樣向生漏婆

避免虛偽

有些人，雖然曾經做過，像是偷和殺的不道德的行

為，卻假裝憎恨這種行為。一些大騙子喜歡裝作討厭說

謊。這就是虛偽。有些禪修中的行者，會抱有他們應該

標記並驅除它的想法。當被業處（kammatthāna）老師

問到，他們不願承認。這也是一種虛偽。假如病人不告

訴醫生發生什麼狀況，醫生將無從救治他。同樣地，假

如行者不告訴他的老師，心裡想的是什麼，老師就無法

引他到正途。因此，佛陀說：「人不奸詐、不隱藏過

錯、直來直往、有理解力。讓他來接受指示與告誡，於

是七天之內阿羅漢道就是他的。」

避免大笑與玩耍

有六種笑法：（1）稍微張眼微笑；（2）稍微露齒

微笑，這兩種笑是佛陀與阿羅漢喜歡的。無來由的笑應

被注意與驅除。（3）輕聲笑。普通人常這樣笑，但比

丘應該避免。（5）笑到流淚；（6）笑到前扑後仰，這

兩種笑常見於次要的人，這也是比丘不該有的。假如看

到或聽到可笑的事，標記並驅除之。在《增支部三集》

（Anguttara Tika Nipāta）裡，佛陀說：「只有年輕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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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時，就像勝利的拳擊手，本是為了金牌，反而得到一

把蔬菜一樣。天神世界應該比不上道、果與涅槃。當這

種升天渴望生起時，標記並驅除之。

不要算命和施醫

(13)  Āthabbanam supinam lakkhanam, 

no vidahe athopi nakkhattam. 

Virutañca gabbhakaranam, 

tikiccham māmako na seveyya.

「熱愛與景仰佛陀、佛法與僧伽的比丘們，不應練

習阿闥婆咒語（āthabbana mantam）。」為了要練習阿

闥婆咒語，他必須吃無鹽食物，睡在蔓延的草地上並遵

守被要求的練習。在第七天他必須去到一個墓地，根據

他的文字規定採取七個步驟，揮舞著雙手背誦咒語。如

此完成了教規訓練。如《大義釋》所評註，有這種教義

知識的人，在戰爭時，可以對敵人的軍隊施放各種危險

和疾病的法術。這似乎類似於古代異教徒時代，苦修者

的作法。這阿闥婆教義盛行於古印度，不過它卻無法阻

止阿拉伯和希臘軍隊踐踏全國。而且，印度也被西方人

統治了許多年。我想講一個我在十八歲時聽到的故事，

羅門（Jānussoni brahmin）解釋。

避免七個次要的的性關係

「喔！生漏婆羅門！在這世上有些比丘（沙門

samana）和婆羅門聲稱他們不受性的汙染，不過他們喜

愛擦香水、舒緩按摩、受女信徒護理，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的道德不再純淨，因為他們接受與女性身體接觸的

感官樂趣。」戒女和奉行道德戒律的女士，也必須避免

男人的按摩與護理，因為這些等同次要的性關係。有一

種例外，假如該女士病得很嚴重而沒有女性可以照顧她

時。其次是與女性一起笑。第三種次要的的性關係是，

當比丘與一女士互相凝視，因而產生的感官樂趣。第四

種，當一比丘隔牆聽一女士的聲音，而樂在其中。第五

種是，回憶過去與某女士之間發生的事（像是談話、歡

笑和遊戲）而有快樂的感覺。那些已離開家庭，出家為

比丘的，應特別注意這點。第六種是夫妻之間的享受和

樂趣。最後一種是，在現世身為比丘，嚴格奉行戒律，

憑藉這樣得來的功德，而渴望來世的天神居所。正念於

出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目的，亦即從輪迴解脫，比丘理

當避免這些次要的的性關係。沙門天神，為了解脫，在

前世經過艱苦的禪修，而當他重生於忉利天，向下看著

BAL0092-內文.indd   62-63 2015/4/20   下午 04:18:28



64 65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第三部分

在聲明捨棄世俗世界後，比丘沒有理由去參與世俗

事務，他們應該熱心地、勤奮地練習並觀照著，以免於

輪迴之苦的羈絆。比丘也必須避免醫療行為，或是聽鳥

叫來預言。如果病真的治好了，就意味著一個很大的功

德，所以關於比丘的醫療行為似乎有些異議。不過，對

佛陀、佛法與僧伽的特質有認真的信仰與熱愛的比丘，

應高度重視道、果與涅槃的實現。把其他不必要的東西

放在一旁，他們應該努力於戒、定與慧的成就。

重要的是充滿純粹的信仰

對佛陀的教誨，充滿深而純的信仰，是具有重要意

義的，例如「如此實踐道德，如此修習以得到專注與智

慧。」世俗事務的功能像是算命、醫療等等，只造成道

德的退化。假如道德不純淨，就不能獲得定與慧；沒有

定與慧，就幾乎沒有機會從輪迴解脫。從輪迴解放與解

脫，只能靠純淨的道德，與其帶來的定與慧。「不只有

你，還有成千上萬個人可以贏得真正的快樂，並從輪迴

解脫，根據佛陀的教說和指示。以醫藥或執行世俗事

務，你可以得一段短暫的幸福，只有一世，但不是永

久的快樂。」靠這樣深思以充滿深而純的信仰，應該

是比丘的願望。根據戒律，比丘是可以給予某些人醫

關於巧合的。

一位從米翁．吉（Myaung Gyi）村來的人，去找一

個所謂的魔術師當學徒。一天，有一個商人帶著珍貴的

禮物來求一個護身符，這老師就叫學生準備一個。其實

學生不知道該怎麼做，他只好用茅草葉作了一個小戒指

交給商人。到了年底，這商人帶了更珍貴的禮物回來，

因為他相信他的生意昌盛是因為這護身符。那只不過是

巧合，商人的生意不可能是因為這只茅草戒指而變好。

這是一個值得用反思的推理，和智慧來學習的教訓。有

許多這樣的例子。就算有一些可能性，佛陀的弟子們應

該恭敬佛陀、佛法與僧伽，不要去涉及任何違反世尊教

誨的東西。在現代，有些知名的祭司常會給某種東西當

做藥物或用以避免危險、邪惡等等。這也是不符合教誨

的。奉獻給佛陀、佛法與僧伽三寶的比丘們，應該避免

這些做法。不只如此，比丘也不該從事算命、解夢、看

手相、製作辟邪物和護身符。再者，比丘不該參與以星

象幫人看結婚或建築動土的日子。換言之，比丘不該做

得像占星家。因為科學家與天文學家聲稱恆星和行星屬

於其他宇宙，不管它們與我們這個世界有什麼相關，佛

陀教我們要奉行道德戒律、發展專注，並以對業報的深

度信仰去實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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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照顧的，像是自己的父母、照顧父母的人、服務他

的人和沙彌。也被准許施藥給比丘的親戚朋友，擴及

七代。假如當比丘想要處方給其他人時，必須與其他

比丘討論過。有一次在錫蘭，一少女來找馬哈巴杜瑪

（Mahāpaduma）尊者，替瓦莎芭（Vasabha）王后求處

方。可敬的尊者諮詢了其他比丘們。當王后恢復健康，

他們送來三件袈裟和三百元，說道：「請提供鮮花。」

可敬的尊者請淨人收下了錢，並供花給佛陀，如此免於

犯了戒律的罪行。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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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若也受你歡迎，這是錯誤的態度。即使是有誠意的

讚美，我們必須避免心花怒放，那只是一個聲音，一種

自然現象。重要的是要更加努力地，去取得值得讚美的

有價值的屬性。要想冷靜而不受責備或讚美的干擾，你

必須努力練習正念。當被讚美於經典、道德純淨、定與

慧的成就時，你應該用最大的努力，去得到聖者已經達

到的更高階段。除非直至達到阿羅漢果，不管他們怎樣

讚美你，就是反省：「我還沒有完成」並努力去達成阿

羅漢果。一旦達到阿羅漢果，沒必要再避免興高采烈

了，因為阿羅漢不再有自負與驕傲了。假如還不是阿羅

漢，你必須克制自己，注意這種得意與驕傲。不因被責

備而氣餒，不以被讚美而得意，而是保持冷靜與克制，

這是強烈的定的象徵與標誌。

要耐住好與壞，要得到平衡寧靜，你必須擁有平

和的定。因為貪，你會心緒不寧，因此貪必須被拒

絕。貪圖的欲望與貪婪，讓你在被讚美時驕傲，而不

被讚美時憤怒而沮喪。因此，貪婪與憤怒應該被驅

除。忌妒與吝嗇是貪的結果；垂涎想占有你珍愛的東

西和人，也是不寬容與憤怒的結果。由於慳吝是心神

不安的原因，那應該被消除。誹謗，四個口頭不道德

之一，是導致違反戒德的行為。不只這樣，那還會造

今天的演講將從第十四個偈頌開始。全部有二十個

偈頌，我們已經在前面三講中完成了十三個。

耐受斥責與讚美

(14)  Nindāya nappavedheyya, 

na unnameyya pasamsito bhikkhu. 

Lobham saha macchariyena, 

kodham pesuniyañca panudeyya.

在這個偈頌，佛陀講道不要因斥責而沮喪，或因讚

美和恭維而興高采烈。無疑的，人們必須面對這兩個世

俗的法。並沒什麼新穎的。不過人們因責備而感覺震驚

與沮喪，不管是關於世俗事務或佛法。在嚴格意義上

講，世俗事務像是階級、種姓、財富、教育和職業等方

面去想並不重要。不要去在意這方面的責備，聽到時標

記並隨之捨棄。至於在佛法上，在聽到關於道德（戒）

等方面責備的話時，你必須回想自己的過錯和不足之

處，如果有，改正它，快樂地生活。假如你沒有錯或不

純淨，則不必去理會那責備。「即使是正覺者也曾被貶

低。假如我沒做錯什麼，就沒有什麼要注意的。」這樣

回想，你一定不要氣餒。即使是沒有誠意的表揚或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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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ābhakamyā janam na lapayeyya.

佛 陀 的 弟 子 ， 好 比 丘 ， 聖 者 ， 是 不 得 從 事 農

業、賺薪水的工作、算命、醫療行為、各種生意等

等，他們不應該享有這些職業的收益。正如佛陀不接

受這些職業，他的門徒也不能。在《長部戒蘊品》

（Sīlakkhandhavagga）的《梵網經》（Brahmajāla 

Sutta）裡，正覺者的道德特質是這樣被頌揚的：「喬

答摩（Gotama）比丘節制不做生意。」《沙門果經》

（Sāmaññaphala Sutta）裡佛陀也這樣講道：「阿闍

世（Ajātasatta）王，在我的教誡裡，比丘須避免交

易。」因為《大會經》（Mahāsamaya Sutta）是佛陀覺

悟之後，在第四與第五旬齋戒期（lenten periods）之間

宣說的，那裡只有比丘與沙彌。因此很顯然的，他們之

間沒有換物營利的事，他們大多數是阿羅漢和聖者。比

丘們是如此的可愛和可敬，純潔清淨沒有任何商業交

易，不像世俗人。再者，比丘們不像世俗人一樣作生

意，一點也不會降低品格。在《大義釋》中，本來意思

是說，比丘不但避免商業交易，他們之間也避免換物營

利。假如不是這樣，佛陀的避免商業交易，可能意指

「比丘間避免交換物品。」那麼這將是最不恰當的解

成相愛的人之間的誤會。誹謗也該被驅除。在《長

部》（Dīghanikāya）中，道德戒律被解釋為殺生捨離

（pānātipātam pahāya）：戒絕身體的三種不道德行為

（殺、盜、淫）與言語的四種不道德行為（妄語、兩

舌、惡口、綺語）。在此經中，戒絕性與不純淨（非

梵天行abrahmacariya）也清楚地以這些字眼淫慾捨離

（methunam vippajahe）表達。第十四偈頌說明了如何

避免誹謗（兩舌―pisunavācā）；第十七偈頌提到戒

絕說謊；第十八偈頌解釋如何戒絕說難聽的話（惡口

―pharusavācā）。其他的戒律是殺、偷、輕佻的談

話（綺語―samphappālāpa）。「捨棄貪婪」一詞意

指戒絕偷竊與輕佻的談話，這兩者都是基於貪婪。殺可

以被避免，靠著驅除其起因，那就是憤怒與恨。以上所

說的，包含了戒絕長部提到的，七個不道德的道德戒

律。

好比丘不得作生意

(15)  Kayavikkaye na tittheyya, 

upavādam bhikkhu na kareyya kuhiñci. 

Gāme ca nābhisajje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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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的想法。細微煩惱包括：（1）Ñāti vitakko：想

著親戚或希望他們健康富裕，或為他們的不幸悲傷；

（2）Janapada vitakko：有關區、省、國家等的想法；

（3）Amara vitakko：為了長壽或成仙而自虐；（4）

Parānudayatā patisaññutta vitakko：對別人憐憫或同情的

想法；（5）Lābhasakkāra siloka patisaññutta vitakko：

想要接收供養、禮物等的想法；（6）Anavaññat t i 

patisaññutta vitakko：想被人高估而不是低估。

這些粗顯、中度、細微煩惱要用定與慧拒絕之。這

些粗中細煩惱，不管在人前人後、在個人或客觀的事務

上，都不應發生。假如發生了，標記並驅除之。 你可

能想犯什麼，以為沒人知道，但天神與有超自然力量的

馬上可以感知。除此之外，為了守護你的尊嚴，你不該

讓它們占上風。此外，因為它們的惡果，也因為它們是

不道德的基礎或支持者，它們應被拒絕。雖然在本經並

未直接討論道德的戒律守則與訓練，由以上陳述，應該

算講得很清楚了。所以，化身佛要求對戒律規則的指

示，已經完整回答了。“Game ca nabhisajjeyya＂意味

著比丘不應執取村里，換言之，比丘不應該把自己依附

於施主。假如施主健康快樂，比丘是高興的；當他們悲

傷或不健康時，比丘也難過；他參與任何施主做的事。

讀。因此本經中“kayavikkaya＂這字是要被翻譯成「好

比丘，佛陀的好弟子，要避免交易。」在現代，在家弟

子提供袈裟等給僧伽，對「僧伽的道德」滿懷信心，期

望人類世界、天神住所和涅槃的真正快樂。他們供養物

品，自己不用，也不給自己心愛的另一半更好的。所以

比丘應該為了教誨的改善提升，而接受與使用它們。不

過，很悲哀的是有些比丘轉賣袈裟存錢，或買東西像是

收音機、發報機等用來營利。對比丘們來說，避免商業

交易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已經被在家弟子完全地供

養了。世尊的告誡「避免商業交易」應當被遵守，像許

多比丘們一樣。

不犯可非難的行為

可非難的行為與煩惱有三種程度：粗顯的、中度

的、細微的。粗顯煩惱包括：殺、偷、性交（三種身

體行為）；說謊、誹謗、辱罵、輕佻的言語（四種言

語行為）；計劃獲得對方的財產、殺的動機、不相信

業與果報（三種心理行為）。違反戒律的條文與持守

也包含在內。三種心理行為可以用定與慧來排除。中

度煩惱有三：（1）Kāmavitakko：欲愛的想法；（2）

Byāpāda vittakko：惡意的想法；（3）Vihimsā vitak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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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布。這比丘講了一段感謝的開示，就回去羅訶那了。

他的老師長老也在四旬齋結束後回家，兩人又在同一地

點遇到了。年輕比丘講述了他是如何被他的父母款待，

並把糖蜜、油和布供養給長老。禮敬完後，年輕比丘說

羅訶那地區比較適合他，他要回去那裏。年輕比丘的

母親本來預期，會看到長老帶兒子回來，看到長老一

個人獨自回來，以為兒子死了嚎啕大哭。「這年輕比

丘如此不貪婪，甚至沒讓他母親知道他回來了。」長

老這樣想著。之後，他告訴這母親一切，還給她看那

塊布。這母親充滿了喜悅與奉獻，轉身向著兒子的方

向，五體投地，狂喜地拜禱：「世尊已經講了《傳車

經》（rathavīnita）、《難羅伽經》（nālaka）、《迅

速經》和《大聖種經》（maha ariyavamsa），就因為有

像我兒子一樣可敬的比丘。看看他是多麼好的一個人，

他在我家接受供養食物三個月，卻從沒提到我們是母與

子。」這故事裡，年輕比丘為何不讓他母親知道，他是

兒子的理由很明顯，他完全不執取他的家庭與親戚。也

可能他希望他們有更高貴的德行。假如知道了真相，他

們的供養變成是對兒子的執取。對兒子執取的慈愛，比

純粹因為對僧伽高貴的道德，虔誠的傾慕與信仰，所致

的功德是比較低的。這年輕比丘的行為非常適當，相當

這些行為等同於比丘依附著施主。佛陀建議比丘不要有

這種依附。以下的故事是，關於一位沒有這種依附的年

輕比丘（《清淨道論》Vol. 1–88）。

一位免於執取檀越的比丘

有一天，一位比丘，哥倫陀（Korandaka）寺大長

老（Mahathera）的姪子，去到羅訶那（Rohana）地區

學習。當長老被此比丘的母親頻繁的查問後，長老於是

出發去羅訶那，想把這年輕比丘帶回來。就在同時，年

輕比丘卻也離開了羅訶那，想著：「離家這麼久了，我

最好回家去向老師致敬並看看母親。」兩人在摩訶吠利

恆（Mahaveliganga）河畔相遇，當各自了解了其目的

後，兩人繼續原來的行程。年輕比丘在四旬齋（lent）

的第一天到達了哥倫陀寺，且被送到他父親所建的寺

內。第二天他父親來到寺裡，知道有一位客僧來住，他

見到客僧就誠敬地要求：「崇敬的您，習慣上，凡住在

我們寺裡的比丘，在四旬齋期間，都請到我們家接受食

物供養，而在四旬齋結束時離開我們。」這比丘默許了

要求。因此施主與其妻在四旬齋期間，以尊敬和信仰供

養了食物。當四旬齋結束時，比丘來告假，卻被要求多

留一天。在離開那天，他們又供養食物、糖蜜、油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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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東西，以為那比自己的好，雖然也許是一樣的

東西。就像俗話說「看到鮮魚就把燻魚丟掉了」。這

當然就是貪。再有就是惡欲（pāpicchatā），意味著

想要被稱讚，自己不具有的氣質和屬性，也想要接受

並使用並不適用於他的東西。這是可恥的慾望。想被

稱讚自己的身分與能力，與過度地使用物質，被稱為

多欲（mahicchatā）。那也是過度的貪。若是一個沒

有打算讓其他人知道，他的特質和屬性、也知道自己

所處位置的人，那他就是被賦予少欲、少貪的人。假

如他免於過欲、惡欲和多欲，他也被稱為充滿著少欲

的屬性。富樓那尊者就有這種特質，也力勸別人這

樣。我奉勸你們要向富樓那尊者一樣地練習。（2）

Santutthi意思是知足。當比丘滿足於他所有的（袈裟、

住所、醫藥、施捨的食物），就說是如實供養的滿足

（yathālābhasantosa），它的意思是他可以被准許交

換因為健康因素用不著的東西。例如，假如比丘不夠

強壯，他可以換一件輕一點的袈裟。或認為好的東西

對他並不適合，那他可以換個比較差的。這也被稱為

如實供養的滿足。這些是富樓那尊者所擁有的三種形

式的滿足，大家應該相應地練習。（3）捨離：寂靜、

隱居。身體的隱居（身獨住）是保持隱居沒有伴侶。

可敬。母親提到的《傳車經》等等，也顯示她不是對佛

法不了解的人。很少在家人，甚至只有一些出家人知道

這些經，因此在這裡應該對這些經做些評論。

《傳車經》的修行

在巴利根本五十經篇（M u l a p a n n ā s a  P ā l i）

的《傳車經》的簡介裡，世尊詢問從迦毗羅衛城

（Kapilavatthu）來禮敬的比丘們，關於一位被讚揚

是無貪、同時也宣揚教導其他人這樣做的比丘是誰？

他們回答是富樓那尊者（Punna Thera），就是那擁

有十論事（kathavatthus），並力勸其他人也要依照十

論事來行為的人。這十論事的精髓是：（1）少欲論

（Appicchakathā）、（2）知足論（Santutthikathā）、

（3）捨離論（Pavivekakathā）、（4）遠離社群論

（Asamsaggakathā）、（5）精進事論（Vīriyārambha 

kathā）、（6）持戒論（Sīlasampadakathā）、（7）

定論（Samādhikathā）、（8）慧論（Paññāskatha）、

（9）解脫論（Vimutti-sampadakathā）、（10）解脫智

見論（Vimuttiñānadassana kathā）。

（1）少欲，不貪；於阿羅漢，那是完全免於欲

望與貪執的。過欲（Atricchatā）意指想要得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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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Gāhamuttaka），意思是比丘是乾淨純潔的，依

照受供（高貴而有正確地接受特質）原則接受供養。

在家人可能試圖誘惑，但比丘不會，換言之，比丘接

受供養是單純無邪的。另一方面，在家人可能純淨而

虔誠，而比丘卻不是，這就是所謂放任執著於觸緣

（muttagāhakasamsagga），這種情況，比丘就不是單

純無邪的。這些相關與聯結應該被避免。最好的關係

是雙方都沒有任何引誘的意思，這被稱為避捨而解脫

（muttamuttaka）。以下所述注釋書中的故事與這些異

性接觸有關。

丘拉頻良巴第亞帝須長老的故事

一 位 女 信 徒 供 養 丘 拉 頻 良 巴 第 亞

（Culapiniapatiya）的帝須長老整整十二年。一天，她

的村莊失火，其他比丘們都去到村裡，了解情況並慰問

他們。在現代，當寺廟附近的村莊失火，有些比丘們甚

至過去幫忙。以在家人角度，這是很適當且值得讚賞

的。在那時，其他人奚落長老說：「你的比丘們來只是

為了接受施捨的食物。」 丘拉頻良巴第亞的帝須長老

隔日也是去找這女信徒，這女信徒在一個穀倉邊像往常

一樣盡責地招待他。在分享完食物回家的路上，人們取

心的出離（心獨住）是無罣礙並享用著禪那與內觀意

識。存在根源的滅絕（寂靜獨住）意思是涅槃。要理解

這三種獨住，也要激勵別人這樣做。（4）遠離社群：

不與異性有關聯。因為互相看到而執取異性稱作見觸

（dassanasamsagga）。要避免這個，留在看不到異性

的地方，或者看到時不要去留意而要觀照。假如因為

聽到異性聲音、或對方的消息，而產生執取，那就是

聞觸（savanasamsagga），這也應該只是聽到的感覺，

沒有其他。語觸（Samullapanasamsagga）是因跟異性

說話產生的執取，這也應非常謹慎地被標記。因為使

用男人、女人和比丘自己的東西而產生的執取稱為受

用觸（sambhogasamsagga）。身觸（Kāyasamsagga）

是因為與異性身體接觸而產生的執取，這在比丘中很

少發生，因為戒律是禁止這樣的。不過，對戒律不敬

重的比丘可能會發生。你必須從這五種與異性的觸緣

（Samsaggas）中出離出來，並要求別人也這樣做。

免於異性的觸緣並解脫是很重要的

與這五種異性觸緣相關，注釋書說：「俗家弟子

供養食物等等引誘比丘，比丘也提供花與果引誘俗家

弟子。」這解釋了引誘與被引誘的。有所謂持守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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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沒有道德的人，因為接受者沒有道德等等的特質，

所以他的功德就不大了。反觀因陀迦，雖然他只供養一

湯匙，但他供養的是法師阿努魯達長老，那是完全被賦

予道德等等的高僧，所以結果是極高的。比較因陀迦與

安古羅德行的益處，很清楚的，考慮接受者的特質，你

的德行才會有卓越和高尚的好處。比丘們在火災時的詢

問與幫忙，可能不值一百或一千元。上面故事的女士的

施捨，想到戒等等的特質，能帶來無數的好處。她可能

享受像因陀迦一樣的天神，幸福好幾世。她可以很容易

地得到涅槃的寧靜。這裡基本的一點是，現世短期的好

處不應被考慮，要考慮的是以純淨與信仰依止聖僧團

（the Order），看的是長遠的利益，亦即對於整個輪迴

週期的好處。這些全部與遠離社群論有關。

（5）精進事論：要熱心地不懈地練習，身體與心

理都要。在走動時發生的煩惱，當你坐下時不應該還存

在。坐著時候的煩惱，不容許在走動或躺下時還有。那

些必須在發生的當下，被勤奮地拒絕。要以精進事論練

習，並敦促其他人也這樣做。（6）持戒論、（7）定

論、（8）慧論：擁有道德、專注與智慧練習。道德的

意思相當容易了解。這裡專注的意思是，觀照直到得到

禪那專注。如果尚不可行，那就努力於更強的內觀，瞬

笑她說：「我們不是告訴你說，你的比丘只會在用餐時

間來嗎？」這女人回答說她的比丘沒問題，而那些其他

比丘也做了他們該做的。

純潔高尚、慈悲尊敬的極高好處

這女人說出的話是非常深刻而正確的。「當你依止

於僧伽，那是因為對比丘的特質（道德、專注與智慧）

的信心，做慈善行為也是因為這樣。比丘們是被賦予道

德和這些的，假如供養他們，結果是順著輪迴而幸福，

並在最後達到涅槃。」供養應該在這種信心與信仰下做

的，即使是一湯匙的施捨，假如以這種態度，也會帶來

幸福，並導致重生於天神世界。因陀迦（Indaka）供養

一匙的飯給法師阿努魯達（Anuruddhā）長老，變成天

神投生於忉利天（Tāvatimsa）。他在那裡不是重生為

普通的天神，而是跟已經在那裡的天神一樣強大，所以

當他在忉利天傳授對阿毗達磨的講道時，他可以坐在很

靠近佛陀的位置。作為比較，在那時安古羅（Ankura）

天神本來坐得很靠近佛陀，但是後來又來更多更亮的天

神，安古羅就只好讓位，退到十二由旬遠的地方。當他

在人世時，安古羅曾經提供豪華、精心製作的施捨數千

年，然而他的德行卻是在佛陀教誨的領域之外，他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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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五種異性觸緣中的受用觸（不因互相使用東西而執

取），誘惑和解放之間，那是從施予者的執取解放，亦

即她兒子是如此免於家庭與父母的羈絆，他甚至沒讓他

們知道他是誰。心中存著這兩種特質（即遠離社群），

這女信徒虔敬地景仰她兒子。這是一個奇蹟，這女信徒

預知遠離社群論。這裡要詳細解釋“gāha＂（執持）和

“mutta＂（解脫），以使你們全都能清楚地了解《傳

車經》。這年輕比丘不讓他母親知道他就是兒子，是因

為他想讓他們解離執持，從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雙方

都獲得超脫，即使是他整整三個月都接受他們的供養。

《難羅伽經》的修行

這修行法是以實踐牟尼行（moneyya）法的難羅伽

（Nālaka）比丘來命名，亦即給比丘或屬於比丘的練

習。在他的大伯父甘哈戴維拉（Kanhadevila）隱士指

導下成為一位隱士，約在菩薩（Boddhisatta）（未來的

佛陀）出生後。根據經集（Suttanipāta）注釋書，他當

時一定很年輕，因為當他的大伯父讓他成了隱士時，

他還在路上玩。在《轉法輪經》（Dhammacakka）的

講道後，瞿曇佛陀（Gotama Buddha）大約才三十五

歲，而這年輕隱士應該已是五十歲左右。由於聽從他

間的自我專注（內觀剎那定）。關於智慧（智），那是

去得到完全的內觀智慧，從而獲得聖道智，聖道的智

慧。記住這是佛陀正法教誡的「必須」法。若像是「不

需要禪修」的說法，則與佛陀的教誡是背道而馳的。

顯然的，這些話對佛陀的教誡有多麼大的傷害。只要想

想：沒有禪修如何能得到禪那專注，沒有觀察與標記如

何得到內觀專注，沒有內觀如何得到智慧。你將清楚發

現答案就是「不可能」。那些相信這種「不需要禪修」

的話的人，不會去禪修，因此就沒有專注，沒有內觀智

慧，也不會有聖道的智慧。他們與佛陀教誡外的人有何

不同？這個關聯應該特別注意。這《傳車經》的主題是

要練習正念，被賦予戒、定、慧，同時也宣揚要他人這

樣做。（9）解脫：聖果的四個狀態。去練習並敦促別

人努力得到聖果的這四個狀態。戒、定、慧的賦予，及

擔保你的解脫（聖果的四個狀態）。（10）解脫智見：

智慧或心的眼，反應在得到四個聖果狀態後的解放。這

內觀是如何得到的，在許多經都提到：「在解脫後，解

脫的領悟發生於心的意識上。」這智慧通常在得到聖果

之後立即自然出現，所以不需要為這智慧做特別的禪

修。哥倫陀寺女信徒對兒子的景仰，與這《傳車經》有

關，尤其是遠離社群論，不與異性關聯，她兒子正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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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兩次。完全的解放則不能只經由一次的聖道，消滅

其煩惱而得到（意思是完全的解放，只能以四道或以

聖道來根除四次而得）。這兩句話非常深奧。簡短地

說，比丘們若停留在同一樹下或同一森林中，那只能是

一天，並指在同一村莊接受施捨食物，只能是一天，

不是兩天。難羅伽隱士依此而做，一樹過一樹，一林過

一林，一村過一村，終於成了阿羅漢。假如你不懈地奉

行此牟尼行法，你在得到阿羅漢道後只需活七個月。假

如你規則地練習，你將要有七年；當你怠惰地修，你可

能要活十六年。難羅伽隱士勤奮地實踐，因此，他七個

月後即進入涅槃（般涅槃），就在欣古拉（Hingula）

山上。而哥倫陀村的女信徒，崇敬景仰她兒子，因他在

任何接觸的出離方面，都能跟難羅伽隱士相比。她以應

有的尊重向她兒子頂禮，因為他實踐了《迅速經》的修

行，即使對母親或村里他也不執取。

《大聖種經》的修行

這是非常高貴的行為。對食物和住所的施捨有三種

形式的滿足，另外就是滿足於禪修。這四者一起構成大

聖種的修行（Mahā-ariyavamsa patipadā）。關於這行

為，佛陀如此教導：「喔！比丘們！在僧團中，比丘們

大伯父的話，他去波羅奈城（Benares）的密嘎達哇那

（Migadāvana）尋找佛陀，請求指導其牟尼行法。世

尊則以三十二個偈頌講解了牟尼行法，「我將為你詳細

述說牟尼行法……」在佛陀教誡的早期，很多沒有佛教

信仰的人，對佛陀的教誨，表現得不甚尊敬甚至惡語相

向。如同我們開始講解念住禪修時，也有很多輕蔑的批

評。因此世尊告誡我們對待辱罵與尊重這兩者，要在同

樣的基礎上，亦即被罵不生氣、受禮拜與尊敬也不欣

喜。同時也必須戒絕性交，並避免任何其他世俗的享

樂。你一定不要虐待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一

定不要欲求你沒有的，並避免執取你已經有的。你應該

只吃適量的食物。在接受施捨食物後，你應該隱退到森

林，坐在樹下。你必須花時間在觀照世俗的與超越世俗

的禪那狀態。早上去到村莊托缽，而且你必須拒絕弟子

的邀請或者送到你這裡的食物。依序前往民舍，像啞巴

一樣不說一個字，不期待慈善捐贈與禮物。不管好壞，

或是沒東西，都要當作是好而對的，不因供奉少而責

備。如佛陀所教導，有四種不同等級的修行成果（三低

一高）。煩惱的消滅或涅槃，可以由聖道（聖者的路）

的生起得到一次，絕不會有兩次。換言之，由第一次聖

道（the first magga）的煩惱熄滅，是在一次就完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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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lapana）虛言、抬舉（lapana）。“Ālapana＂意思

是比丘開始勸說。當俗家信徒來到他的寺廟時，比丘用

這種勸誘的話打招呼：「您來做什麼？是來邀請我們的

嗎？假如這樣，您先走，我會帶著其他比丘一起來，您

要邀請幾位？」。「我是某某教授僧。國王、部長和議

員都崇敬我。」如此沒人開口問，他就頌揚自己的身

份和地位，這是另一種勸誘的方式。如果是當被要求

時，說自己是這樣的，是虛言、抬舉。兩種勸誘的說話

方式都是不被允許的。只為了取悅俗家弟子而讓他們

說東說西是提升興趣（sallapana）。恭維他們的地位而

稱呼「百萬富翁」、「磨坊主人」、「總裁」等等，

是奉承（ullapana）。這兩種也不應該。如果你以清淨

的良心這樣說話，那是情有可原，因為在佛陀時代，

佛陀自己也稱呼國王為「大君（Mahārāja）（偉大的國

王）」。此外，比丘可能說：「施主，去年大約此時，

您新莊稼收成時做了供奉，今年要不要也這樣？」而他

可能繼續設陷直到信徒答應：「是的，崇敬的您。」

這就是所謂的勸服（unnahana）。另一種勸誘的方式

是：看到一位有一支甘蔗的人，比丘可能說：「你從哪

得到這的？」當回答「從我的甘蔗田啊！」，比丘又

問：「你的甘蔗好又甜嗎？」，當那人回答「你嚼嚼看

滿足於糞掃衣（pamsuku）（從垃圾堆中取出的廢棄破

布）或任何一塊布當作袈裟。他總是感激這種滿足，從

不會嘗試利用不恰當的方法去得到袈裟。他不擔憂得不

到袈裟，也不會變得貪婪，把收到的袈裟存起來。他穿

著袈裟，總是深思著不純淨處，而力求解脫。他不以這

種知足而自負，也不因別人沒有這種知足而責備人。」

要滿足於不管哪一種袈裟，不執取它們；關於這種

知足的行為，不讚美自己、也不看低別人；使用它，以

反思的心在不純上；這些是具有聖種行為的人之特質。

以同樣的方式滿足於，不管哪種食物和住所的施捨，也

是兩種形式的聖種行為。欣喜於禪修，在這方面不高估

自己也不低估別人，則是第四種聖種行為。關於滿足於

施捨的食物、袈裟等等的行為，哥倫陀村的女信徒也頌

揚她的兒子比丘。提一下也不是不恰當，她也因為他欣

喜於禪修而讚揚他。所有以上提到的，都是不執取村里

（gāme ca nabhisajjeyya）這告誡的說明。

避免為了施捨物而有勸誘的字眼

「不要對俗家信徒用甜蜜勸誘的話，而期待施

捨禮物或供養。」《大義釋》及其注釋書，還有

《清淨道論》，解釋了甜蜜勸誘的話如何被用作勸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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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了」時，比丘說：「我們不能說給我甘蔗」。

假如像這樣，不給人機會說「不」，也叫做不停地勸

服（samunnahana）。所有這些勸誘的方式，比丘都不

宜做。暗示（ukkācana）意謂另一種諂媚的話，像是：

「這家人只認識我，他們總是只供奉我。」不應以勸誘

的動機說出甜蜜溫柔的話。另一種方式是貶低自己、稱

讚俗家弟子，說：「我享受了很多你的好處」、「你

已經完全地供養了我」、「因為你，人們才給我施捨

物」、「我被稱為某某導師高僧，而不稱我的姓名」、

「人們因為你而知道我」。正與此想反，有的是讚美自

己而貶低別人，說：「因為我，你得到許多功德；你成

為尋求佛、法、僧三寶庇護的忠實信徒；你因為奉行五

戒而有較好的行為；我教你巴利佛法及其翻譯；我讓你

奉行八戒；我管理你寺院的建築物和建設；因為我你才

有幸聽到深奧的說教正法。」這是虛言、抬舉，比丘應

該迴避。以清楚的良心、慈愛和好願，有時候比丘會貶

低俗家弟子，有時候又會讚揚他，為的是要他們有功

德、練習禪修，而不是期望施捨。這種真心的對待，就

不是做作或勸誘了。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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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丘沒有袈裟等等，這也該避免。再者，比丘應該避

免說假話、背後中傷、辱罵、說或寫傳奇或寓言。他不

可帶著期待，接受施捨禮物的心態來講道。在《巴利相

應部》（Vo. I–402–3）中是這樣說的：

不清淨的講道

「喔！比丘！某比丘可能藏著這樣的念頭向他人宣

道：『我希望人們會聽我的講道而投入，然後循例供養

我一些東西。如果是這樣，那真好。』以這種期待的講

道是不清淨的。」

清淨而純潔的講道

「喔！比丘！某比丘可能以這種心思在心中講道：

『這正法是佛陀妥善地宣說的，有這些特質：你可以

現場經驗它；你可以馬上從它受益；值得你邀請別

人來探索並實踐它；它是應該要修習並常存於心；尊

者們已經親自經驗並領會它了。』當你因為正法的好

與價值，並以對人們的慈愛，去守護、獎勵他們而宣

說，這就是清淨而純潔的講道。」當比丘以清淨的心講

道，只有這樣，他才能免於勸誘有關接受四個必需品

（payuttavācā）的字眼。

這是最後一講，要講的是剩下的五個偈頌。

(16)  Na ca katthitā siya bhikkhu, 

na ca vācam payuttam bhāseyya. 

Pāgabbhiyam na sikkheyya, 

katham viggāhikam na kathayeyya.

不要虛榮心強

在佛陀僧團的比丘，「必須不吹牛，應該絕對避免

莫須有的虛榮。不應該對自己擁有的太放肆。有些人養

成誇大的習慣，好像他們來自有錢人家。對於世俗這方

面，比丘必須戒絕這種虛偽。有些人假裝他們有嚴格的

道德戒律；好像他們已經實踐了頭陀行（dhutanga）；

好像他們深入學習了經典文獻；好像他們被賦予了超自

然能力而能讀出別人的想法。比丘不能這樣做假。即使

被問到自己的特質與經驗，他應該講該講的，而不是自

吹自擂。」尊敬佛法的世俗人也不應該造作。不管是在

家人或比丘，應誠實而正直，從不造作，也不誇大，而

是準確和真實的人。

「你必須永不說出，要求供養比丘那四種必需品的

話語。」比丘不應無意地提起袈裟不夠用，或者寺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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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家人的。所有這些都是世俗事務。事實上，不管是

誰，只要成為佛陀僧團的比丘，都要被當作是釋迦家庭

的一員，沒有高低種姓的區別。在僧團中，差別在於

受戒的資歷、戒定慧完美的程度、對經典的知識和禪

修的成就。粗俗的心理態度者，因此，應該以相關於經

典成就的大小來考慮。對經典知識較少的比丘，可能把

自己放在與精通經典的比丘同一基礎上。關於頭陀苦行

（dhutanga）實踐與禪那也一樣。一位拋開家庭成為比

丘的人，可能想自己與經典成就聞名的長老一樣。有些

甚至有種想法，認為別人不像他，有這麼多的禪修成

就。這種冒失的態度應該避免。行者們，練習禪修，不

應懷抱這種厚顏的心理。不過，在得到生滅隨觀智時，

你可能會把自己看得過高的。如果發生了，觀照並驅除

之。再者，不應有爭辯，尤其在討論佛法時。爭議可能

在於誰知道最多。對禪修中的行者言，最好不要捲入任

何爭執或爭論。假如有什麼要爭辯，最好停止討論或談

話，而繼續觀照並拋棄這粗俗的想法。

(17)  Mosavajje na nīyetha, 

sampajāno sathāni na kayirā. 

Atha jīvitena paññāya, 

身口意沒有粗俗的態度

在三種粗俗的態度中，粗俗的身體態度包括比丘集

會時的無禮、走站時推擠長老僧、站在長老僧前、坐在

較高的位置、蒙頭、站著與長老僧講話、說話時比手畫

腳、在長老僧前環膝而坐。比丘不應表現這種無禮的態

度。有些年輕比丘佔了最好的位置，當長者來時也不讓

位。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有時候與其他比丘一起吃飯

時，有些比丘會表現出討厭的行為，像是吐痰、擤鼻、

清喉嚨等等，這些也要小心地避免。言語的態度可以這

樣解釋，對可敬的人與比丘講話時沒有敬意。在比丘集

會時，假如你想講話、問問題、回答問題、或說教，必

須先徵求同意。假如沒這樣做，那就是沒風度。當在村

里時，比丘不該問俗家弟子：「你有什麼給我們的？你

們要供養我們什麼？是茶或咖啡？」這是不符合世尊的

教示，這也是無教養的行為。粗野的心理態度意思是，

不克制心靈地去思與想某事物和經驗。從低層家庭來的

比丘，想自己與高層家庭來的比丘相同。在印度和錫

蘭，有種姓制度的階級歧視，從低種姓來的比丘必須向

高種姓來的比丘致敬，即使是在家人也可能不尊敬低種

姓的比丘，而低種姓的比丘是被期望，要去尊敬高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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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特質，這個人永遠不會獲得真正的定。而那些可

理解，區別名與色的分析智慧、現象的生起與消逝的智

慧、因生起與消融而知無常的內觀等等而傲慢的人，可

能永遠得不到真正的內觀智。當得不到內觀智慧，這樣

的人不會有道果。永遠記得這個：「不要因為教育、職

業、道德訓練而虛榮，也不能貶低別人。」當你有很好

的生活，或受到很好的教育，或當你已經完成道德訓練

和頭陀行實踐，你會傾向於貶低沒那麼幸運的人。現

今，由於受到某些教派的影響，有些人經常顯出無理而

傲慢，尤其對不同教派但擁有很好的道德、知識、頭陀

行實踐、奢摩他內觀禪修的人。這些都是與佛陀的教誨

矛盾的。

(18)  Sutva rusito bhahum vācam, 

samanānam vā puthujanānam. 

Pharusena ne na pativajjā, 

na hi santo patiseni’karonti.

面對質疑但沒有苛刻的反駁

「遇到世俗人對比丘的質疑，比丘不該用苛刻的言

語反駁。」沙門、僧侶不一定指的是佛教比丘，也可以

sīlabbatena nāñña’matimaññe.

避免說謊也不狡猾

世尊告誡我們，比丘不應放縱自己說謊。第十二偈

頌論到避免欺騙（亦即掩飾自己的過錯，假裝沒有）。

有些人自命不凡，其實沒有那些特質，例如讓別人以

為他戒律嚴格，以為他已經得到寂靜，其實都沒有。

現今，有些人說他們已經沒有貪、嗔等煩惱，心理可

以保持寧靜純潔，不用練習任何種類的禪修。這應該

認真地考慮，它是不是狡猾。佛陀不曾教導，也沒有

任何注釋書提到過，不練習奢摩他或內觀禪修，而能

心無障礙而寧靜的。你將從自己的經驗找到真相。很

顯然的，相信「心，不用練習禪修，就可以純潔而寧

靜」這種說法，不過是誑（sātheyya），虛偽。對禪修

中的行者而言，當老師問你時，最重要的是只講你真

正體驗或領會到的。因此，佛陀在巴利《雜阿含經》

（Anguttara Pali Vol. 1–57）和巴利《中部中五十經篇》

（Majjhimapannāsa Pāli 298）中解釋關於五個精勤支

（padhāniyanga）如下：「不自負，不迴避，不狡猾。

當被老師或智者問到時，應該說實話。」假如他假裝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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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觀禪修方法。一家日報也登載了，對我的內觀禪修

教導的批評。我沒有任何評論，且必如此反思：「這是

佛陀的法，每個人都有其主張。喜歡我指導的人會來找

我，喜歡別人的會去找他們。」我繼續以冷靜沉著的意

識，指導著內觀禪修。我也注意到我的教導有些成功。

仰光的教法禪修中心在緬曆1311年開幕時才只有二十五

位行者，現在夏天就有大約一千個行者，而冬天則大約

有兩百個。這也許是由於敬服佛陀的指示「不報復」

（na pativajjā）的好處。當發生辯解，或假如你聽到有

人指控你時，千萬不要試圖用惡劣的話反駁他們。假如

一定要評論，不管用什麼理由，要用柔軟與慈愛的言

語。習慣上，不要去報復已經消滅煩惱，那些可敬的高

貴的人。比丘或沙門僧是練習著去根除煩惱的人，是高

貴的人。假如你已經忠實地修習並消滅了煩惱，那你就

是真正的沙門， 有一個寧靜的心，而不再有任何傾向

去報復了。因此，聲稱免於煩惱的沙門，被批評時不會

以難聽的話反駁的。

(19)  Etañca dhammamaññāya, 

Vicinam bhikkhu sadā sato sikkhe. 

Santīti nibbutim ñatvā, 

是佛教教條外的任何僧人。這部《迅速經》是佛陀早期

宣說的教誡，大約在祂大覺悟之後第四旬齋戒期結束

時。在當時，許多佛陀教誡外的僧侶與他們的信徒、國

王、婆羅門，還有某些天神，都公開承認他們自己的信

仰，而質疑佛陀的教誨。因此，佛陀指示不要去反駁，

必要解釋時也不要用苛刻的言辭。

寬容的自我經驗

我 在 緬 曆 1 3 0 0 年 開 始 ， 在 我 的 出 生 地 雪 布

（Shwebo）區的謝昆（Seikkhun）村指導內觀禪修。從

靠近馬哈希寺院附近，黑德曼（Headman）寺來的比

丘，不贊成我的教誨。當他們知道了我在經典知識的幅

度，他不敢公開批評我，只在背後批評。那些與他友好

的比丘和俗家信徒也是這樣做。我則繼續我的教導，未

曾報復他們。因為我是經由親身經驗在講法，沒有什麼

要害怕的。因為經由親身經驗而得到信仰與信心，因此

在我寺院的行者與信徒不斷地增加。 黑德曼寺的比丘

在四五個旬齋期後還俗並結婚了，五年後就死了。在我

回到仰光時，有一家報紙寫了一篇評論，批評我所教導

的內觀禪修。我不予置評。還有一本書《聖者入居的步

驟》（｀Ariyabonthwa Nyanhlega´）也批評我所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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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āgassa nibbutim＂，意思是貪、嗔、無明等等的消

滅被稱為“santi＂，平安。以上提到的說明，指出煩

惱的熄滅是涅槃的和平至喜，也可以稱作“santi＂或

“santilakkhana＂。煩惱的結果像是業與其作用、名與

色、有情存在與苦的情況，在煩惱消滅時也完全熄滅

了。煩惱的消滅，這裡指的是煩惱的完全滅絕，沒有

機會再出現，是由於聖者之路（聖道）的功德。這不

是指煩惱的暫時消滅，要理解的是“santi＂或涅槃的

至喜是煩惱的完全殲滅，完全沒有機會再發生。有了

這種理解，你要以正念，一直觀照下去，直到煩惱被

聖道熄滅。這煩惱的滅絕，只有在喬答摩佛陀的教導

下才可能，不是任何其他的教導。因此，佛陀告誡：

在祂的教導下「熱誠、勤勉地練習」。以上提到的佛

陀告誡，與第五偈頌的一樣｀ajjhatta me vūpasame, na 

aññato bhikkhu santi me seyya´（比丘不要求諸於外，

而是試著去擁有內在的寧靜）。在當時，有些人與天神

相信，由信奉其他宗教，苦可以被終止，而得到永久的

快樂。另一些人相信他們可以，靠膜拜創造他們的神而

到天堂。還有一些人還在懷疑，意思是他們還不能肯定

任何信仰和信念。假如當你可以用聖道（聖者之路）驅

除你內裡的煩惱，所有的苦將會根絕了。要根除煩惱的

Sāsane gotamassa na pamajjeyya.

以持續地注意來觀照

這偈頌的前兩行指的意思是：「感知輪迴的危險，

努力從輪迴解脫自己，充分理解戒、定、慧的比丘，正

如在這裡告誡的，應該觀照並努力練習，注意日夜生起

的名法與色法。」化身佛在第七偈頌，已經要求佛陀

指示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戒德實踐和奢摩他練

習。相應地，世尊在第八偈頌，利用解釋克制眼根等來

講戒德實踐，並經由指導，如何用觀照進入禪那狀態，

來講述定力的實踐。在第十八偈頌，佛陀講述著不要用

難聽的言詞反駁他人。而且，不要只是滿足於傾聽和理

解，這些針對戒德和定力實踐的指示與告誡，而是無時

無刻練習它們，日以繼夜，如第二偈頌所提到的。

涅槃、寂滅、平安、至喜的特性， 
基本上是相同的

第十九偈頌的後兩行解譯如下：「當確定了煩惱

的熄滅，是涅槃的和平至喜之後，（你）應該正念於

佛陀的教誨。」第十九偈頌中的“Nibbutim＂是應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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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的領悟

Tassa tam cittam aparāparam manasikaroto 

pavattam 

samatikkamitvā appavattam okkamati; 

appavattamanuppatto  

maharāja sammāpatipanno nibbanam 

sacchikarotīti vuccati.

以上的巴利文說明：「不斷觀照與注意的行者，觀

照的心，從不斷生起的名色之流游出，反轉存在的過

程，達到一種不發生的狀態。高貴的彌蘭（Milinda）

王遵循正確的方法，達到了不發生的狀態，據說領悟了

涅槃平和的至喜。」一位為了得到聖道而禪修的行者，

應要不斷地觀照與注意（按照指示“sato sikkhe＂）名

與色，例如觸、看、聽、想等等行為的意識，這些都

是不斷生起的現象，一個接一個發生。所有這些連續

而不斷產生想法、感覺、看等等的現象，被稱為流轉

（pavatta），不斷生起的名與色之流，就像小溪中新

水、舊水持續地流走。行者觀照的心總是密切地配合著

不斷生起的名與色之流，隨時相續地觀照與注意著。以

方法，只有在佛陀的教誨裡找得到。簡單地說：「在佛

陀的教誨下，勤奮與正念地練習，直到煩惱經由聖者之

路被消滅。」

煩惱的滅絕，像熄滅中的火苗， 
一樣明顯嗎？

在這時刻，值得懷疑的是，經由聖者之路而消滅煩

惱之後，所獲得的“santi＂（平安）、和平的至喜或涅

槃，是否可以明顯地看到，像是吹熄微弱的火苗一樣。

是否你可以看到貪、嗔、無明、錯誤信仰和多疑的消

滅，或說貪、嗔等等在原處消失。當然不是這樣。你不

能看到這樣，因為當你接近聖者之路時已經沒有貪等

等。在你到達聖者之路的邊緣時，你不再經驗貪、嗔等

等，它們只有一個機會發生，但不像火焰的形式。當聖

者之路開始升起，貪、嗔等等發生的機會不存在了，因

此不像火燄的熄滅那樣被明顯地看到。那要如何感知

呢？只有當煩惱、名色、和有感存在的條件等，皆已不

存在任何現象時，可以被感知而領會。如何感知而領

會，《彌蘭王所問經》（Milinda pañha 311）是這樣評

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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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微的欲望和惡意解脫，將永不會再重生於人間和天

界，而只會重生於有形與無形的梵天界，從那裡他將進

入涅槃。假如成為阿羅漢而體悟涅槃的人，是完全免

於像是渴望有形的存在“rūparāga＂（色欲）、渴望無

形的存在“arūpa rāga＂（無色欲）、自負等等的束縛

（結縛）。假如當在消滅現存的名與色的連續性時，將

不會再有名與色的新的存在升起。這個名與色新的存在

的根絕，稱為般涅槃（Parinibbāna）。因為沒有再生

了，他將完全逃離所有老、病、死等等的悲慘與苦。相

反地，假如不是這樣，即使重生於天界，他將會死而重

生於人間或下界。那時在那裡他必將經歷種種身體與心

理的老、病、死等等悲慘與苦，就像在現世所受的一

樣。這就是為何必須追求煩惱的內部滅絕，而不是外

部。這些從煩惱等等來的苦之完全消滅及通往究竟安寧

的方法或練習，只有在佛陀的教誨（教誡）裡可以找

到。這就是為何我們被教導，要在佛陀的教誡下，以正

念並勤奮地觀照，直到所有煩惱都被阿羅漢道（聖者之

路）棄絕。

巴利大師的想法

這 裡 要 考 慮 的 一 點 ， 是 喬 達 摩 自 己 的 正 法

這樣的觀照，於是很快而短暫地出現了行捨智（以平衡

看待事物而生起的智慧或內觀）和隨順智（適應的智

慧）。那時起行者達到了名與色之流滅絕的狀態。生起

與消逝的現象不再被體驗，只有這現象：完全根絕生起

的名與色。這就是寂滅、涅槃。隨著名與色的毀滅，

貪、嗔等等不再存在。所以，經驗了名與色毀滅的現

象，你就可以說是領悟了涅槃。此外，從經由聖道領

悟了涅槃開始，某一些煩惱變得完全熄滅，再也沒有

機會發生。若經過須陀洹道的體悟，將棄絕三種結縛

“samyojanas＂（三結、束縛），即：（1）身（我）

見結“sakkayaditthi＂（獨立個體的邪見）；（2）疑

結“vicikicchā＂（不可知論的懷疑）；（3）戒禁取結

“sīlabbataparāmāsa＂（拘泥於儀式）。換句話說，

能把你拉向下層世界的強烈的貪、嗔和無明，也熄滅

了。所以，一位須陀洹（入流果）永遠不會犯下把你

拉向下界的殺、偷等不道德的行為。他已從四個下界

中解脫，且將只重生於人間或天界七世。假如是經由

斯陀含道（一來果之路）體悟涅槃，粗顯的感官欲望

“kāmarāga＂（欲欲）和粗顯的惡意“byāpāda＂（嗔

恨）被消除了，而他將至多會被重生於天界或人間兩

次。假如成為阿那含道（不還果）而領悟涅槃的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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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的化身佛在忉利天發表的。化身佛的話，因此，

和真正佛陀的話是一樣深刻的。這最後偈頌表達第19

偈頌提到的「勤奮地以正念實踐佛陀的教誨」（sāsane 

gotamassa na pamajjeyya）的理由。

(20)  Abhibhū hi so anabhibhūto, 

sakkhidhamma manītiha madassī. 

Tasmā hi tassa bhagavato sāsane, 

appamatto sadā namassamanusikkhe.

在這偈頌裡，“so＂這個字翻譯成「那喬答摩佛

陀」比「正念地練習的人」更貼切，後者是古代教師的

版本。再次，我要說這偈頌是創造出的化身佛說的。這

偈頌的意思是「在佛陀的教導下，那正念地修習的人，

能克服感官對象等等，將永不被六感所影響。」他已經

由親身經驗達成法了，不是像「就是這樣、那就成了」

用聽說的。“so＂（正念地練習）的完全解釋會是：一

般人無法在看、聽等等時，去觀察注意感官對象的現

象，將會覺得快樂，而專心於這些好的感官經驗。所以

他們碰到不愉快的感官經驗時，也會受苦於生氣與狂

怒。不過，對於不時具有正念，每當他看、聽、觸等等

時，會作觀照並注意的人，只會理解到無常、苦、和無

（Gotamassa sāsana）是否真的是喬答摩佛陀本尊，或

是創造出來的化身佛所說的。在其他經典裡，假如是

佛陀本尊所說的，總是會提到如來（tathāgata）或尊師

（satthu）。然而在本經，它被表述為“gotamassa＂：

由佛陀本尊。對巴利大師而言這是耐人尋味的，到底是

佛陀本尊說出的、還是被創造出的化身佛對佛陀的建

議。比較容易被當作是被創造的化身佛頌揚佛陀的建

議。但是在《大義釋》中評述為“tenāha bhagavā＂，

意思是：「因此，佛陀說」。我也因此相應地解釋，

把這偈頌當作是佛陀本尊所說的。假如是“ tenāha 

nimmito＂而不是“tenāha bhagava＂，就可以被解釋

為「由被創造的化身佛所建議」。那將會比較合適，

可能在原始的巴利經典裡是這樣的。原因是，在錫蘭

的危機時刻，這《大義釋》經文是，只由一個不很虔

誠的比丘逐字傳下來的。戒律註疏―《第二學》

（Vinaya Atthakathā–Dutiyasikkhā）（274）說到，在大

三藏尊者（Mahatipitaka Thera）的僧團裡，大阿羅漢

（Mahārakkhita）從這不虔誠的比丘學到的。考慮這說

法，可能這年輕比丘的學習，會有所謬誤也是合理的，

像是“bhagavā＂而不是“nimmito＂。再者，化身佛是

根據真正佛陀的意思說出的話，就像阿毘達磨藏，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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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與勤奮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不正念。」根據這摘

錄，相當清楚地，阿羅漢沒有需要，被提醒要正念與勤

奮。這就是為何本偈頌應該被當作是由創造出的化身

佛，在佛陀的建議與讚賞下說出的。因此應該被翻譯成

這樣：「在這喬達摩佛陀的教誡中，你應該要勤奮並正

念。為何是這樣？因為喬達摩佛陀已經打敗所有感官，

他已經不再是六感的受害者。他已經親自體悟佛法，那

是異端邪說。『這樣說了』、『這樣聽到了』所不能達

成的。他在戰勝了六感後，根據他親身經驗來告誡。他

以對佛法的完全完整地智慧規勸著，要經由親身經驗來

覺悟。因為這些理由，在佛陀指導下的人，應該正念

並努力地日夜練習，用全部時間，以尊重和崇敬遵循

著。」這一版本比較適當。不過，目前它在現存的《大

義釋經》文，被說成“tenāha bhagavā＂。所以我才翻

譯得好像這偈頌是佛陀本尊所說的。你可以自己選擇。

《迅速經》的緬甸文譯本在此結束。剩下的就是解釋注

釋書，作為本講記的結束。

注釋書的結論

在注釋書中，結論如下：

從第八偈頌，巴利文｀cakkhūhi neva lolassa´的意

實的現象。並沒有因為那些感官對象而貪愛或憤怒。換

句話說，感官對象再也不能影響他，他已經得到進入法

的內觀，那是可以親身體驗的。最後兩行的意思是這樣

解釋的：「因為法的體悟（那是應該要親身體悟的），

在佛陀教導下的人，無時無刻地正念，並以尊重和崇敬

實踐著。」「體悟該要體悟的」指的只有佛陀和阿羅漢

們。是否必須告誡一個阿羅漢去保持正念，是可質疑

的。《中部五十經篇》（Majjhimapannāsa）《枳吒山

邑經》（Kītāgiri Sutta）（142）的摘錄，將解釋以上的

問題。

Ye te bhikkhave bhikkhū arahanto khināsavā 

... pa ... 

sammadaññavimutta, 

Tatharūpanaham bhikkhave bhikkhūnam 

na appamādena karaniyanti vadāmi. 

Tam kissahetu, katam 

tesam appamādena, abhabbā te pamajjitum.

「喔！比丘！那些是阿羅漢的比丘，免於所有束

縛，經由聖者之路解脫了，他們已經知道了真理。我從

未告誡那些阿羅漢要正念、勤奮地練習，因為他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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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那些變成阿羅漢的天神與梵天成千上萬，就像在

《死前經法》最後發生的一樣，還有數不盡的天神與梵

天變成須陀洹、斯陀含和阿那含。到這裡我們結束了

《迅速經》的講記。

完結

思是「制伏眼感官等等」，那是制伏感官的道德規範。

在第十偈頌，詳細述說了關於比丘使用四種必需品的道

德規範，像是施捨的食物、袈裟、寺院和醫藥，指示

不要貯存或藏匿施捨的食物等等。第十二偈頌談的是

戒絕性交；第十四偈頌是不要背後誹謗；第十七偈頌

是戒絕說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戒經》（pātimokkha 

sīla）的指示，在這裡只是簡短地提到了《戒經》，

《戒經》的其他部分在第十五偈頌說明。第十三偈頌論

及活命遍淨戒（ājīvapārisuddhi sīla），清白操守的道德

規範，像是從事學習阿闥婆真言（athabbana mantras）

等等。同一偈頌中，它建議我們要練習進入奢摩他和

內觀禪那狀態，意思是發展專注。在第十九偈頌，

“vicinam＂（去調查和推理）指的是知識，同時“sadā 

sato sikkhe＂在此偈頌被重複了幾次，指出三個道德訓

練。（假如這偈頌被當作是被創造出的化身佛說出的，

可以說它是佛陀建議的。）第十一與十二偈頌包括對於

「要留在隱居的地點、要警惕等等」的說明，意思是要

用支持戒、定、慧的資糧，而避免那些無益的。所以佛

陀已經完全回答了，與道德實踐、專注練習相關，由創

造出的化身佛所提出的問題。世尊以阿羅漢道，當作本

經結論的高潮。注釋書也提到，在這本《迅速經》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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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止禪的一種。十遍是地、水、火、風、藍、

黃、紅、白、虛空及光明等遍。遍是整體全部之

義，即將近行修習出現的似相，擴及十方無有邊

際之處。

三十七道品法 Bodhi pakkhiya dhammas：三十七道品分

別為：四念住（1.身念住；2.受念住 ；3.心念住 ；

4.法念住 ）。四正勤（1.未生惡法令不生；2. 已生

惡法恆令滅；3. 未生善法令出生；4. 已生善法令

增長）。四神足成就之法（1. 欲神足；欲修証出

世間法；2. 勤神足，精勤習禪；3. 心神足，心神

專一；4. 觀神足，正念觀照著諸法）。五根（1.信

根；2. 精進根；3. 念根；4. 定根；5. 慧根）。五

力（1.信力；2. 精進力；3.念力；4.定力；5.慧

力）。七覺支（ 1.念覺支；2.擇法覺支；3.精進

覺支；4.喜覺支；5.輕安覺支；6.定覺支；7.捨覺

支）。八正道（1.正見；2.正思惟；3.正語；4.正

業；5.正命；6.正精進；7.正念；8.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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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戒、定、

慧。增上乃指為達成涅槃目標之主要成份之法。

注　釋

漢文巴利文（英文）：注釋（某些取材來自網路，

恕不詳列出處）

一至三劃

一境性 ekaggatā（one-pointedness）：它是指觀照心與

目標結合成一境，當心跟隨著當下生起的目標，

不斷地觀照修習，剎那剎那間即能及時擊中目

標，乃至心能毫不費力，不散亂地專注於單一所

緣，持續體驗著相續生起的真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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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邁向涅槃的唯一道路，亦是

三十七道品的最後一組，朝向解脫之最重要穩定

平衡的力量。（它只有在佛陀教法中才有，其它

教法團體無此修行法，因此肯定無斷除煩惱之聖

者。）

十遍處 kasina：也稱作「十遍處定」或「十一切處」，

是以十種方法來達到心自主周遍一切禪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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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限制，不受光源明暗影響。佛陀擁有五眼

cakkhu，分別是：肉眼mamsa-cakkhu、天眼dibba-

cakkhu、慧眼paññā-cakkhu、佛眼Buddha-cakkhu、

普眼samanta-cakkhu。

巴利 Pali：巴利語是古代印度的一種地方俗語，屬於印

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印度-雅利安語支的一種

中古印度-雅利安語，與梵語十分相近。

心獨住 citta-viveka：心的超脫，是說清淨無雜染，在

一種深度的專注平靜狀態（禪那）、真實的道與

果。

比丘  bh ikkhu：廣義為禪修者，狹義指稱年滿十八

歲，修持戒、定、慧之出家僧眾。女性為比丘尼

（Bhikkhuni）。

比亞卓 Pyatho：緬曆十二至一月間。緬曆：Tagu得固

（三至四月間）、Kason格絨（四至五月間）、

Nayon那雍（五至六月間）、Waso哇梭（六至七

月間）、Wagaung哇高（七至八月間）、Tawthalin

多德嶺（八至九月間）、Thadingyu德丁卒（九

至十月間）、Tazaungmon德桑蒙（十至十一月

間）、Natdaw那多（十一至十二月）、Pyatho比

亞卓（十二至一月間）、Tabodwe德波端（一月至

三藏 Tipitaka：巴利三藏，亦即經藏、律藏和論藏。

下層的世界、下界（The Nether World）：地獄。

大君 Mahārāja：偉大的國王。

大師 Sayādaw：禪師、尊者、長老。

大疏  M a h ā t i k a：清淨道論大疏Vi s u d d h i m a g g a -

Mahātika。

大會 Mahāsama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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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場合。

大會經 Mahāsamaya Sutta：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文大

藏經》中的長部第二十部經。

大義釋 Mahāniddesa Pāli：Niddesa，譯為《義釋》，有

《大義釋 》、《小義釋》二部分。

都是逐字逐句的解釋。

四劃

邪思惟 ayoniso manasikāra（unwholesome attitude）：

非理作意，即不正確地思量、分別、不善（不健

康）的態度。

天神 deva（god）：天，提婆，天界之住民。

天眼 Dibba cakkhu：能見極遠方事物，或能透視障礙物

（例如：牆）或身體，能看到各處的事物，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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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胎時，占師預言此子長大後將會弒父。王與后

十分驚恐，就在他出生不久，把他從樓上拋擲至

地面，但只摔折了他的手指，故從小父母又叫他

「婆羅留支」（斷指的意思）。由於他處胎時就

與自己結下惡緣，所以頻婆娑羅王便把他取名為

「阿闍世」，意思是「未生怨」。

未生怨王受提婆達多的唆使，殺害其父親頻婆娑羅王

登上王位，此後在佛陀向未生怨王開示《沙門果

經》之後，他依教奉行，成為佛教僧團的大護

法。佛陀入般涅槃後的第一次聖典結集，是在未

生怨王的護持下完成的。

正念 sammā-sati（mindful）：是通往成就涅槃的八正

道之一。正念被解釋為能夠活在當下，清楚覺知

當下目標且不忘失，能守護心不受傷害。

正覺者 samyak-sambodhi（the Enlightened One）：正遍

知，證得無所不知，即是正覺，或稱等覺、等正

覺、正等正覺、正等覺、正盡覺，是如來十稱號

之一。

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a ñāna：實際體驗到諸行法剎

那無常之生滅現象，即「身」和「心」現象都以

非常快的速度變化生滅。當行者排除了十種觀

二月間）、Tabaung德保（二至三月間）。

化身佛 Nimmita Buddha：化身佛是被佛陀創造出的佛

陀影像，是佛陀的代理人，替佛陀提問出要開示

的問題。

水 āpo：身體有四種要素（dhātu or mahā-bhūta）：地

大（pathavī-dhātu），堅硬（thaddha-lakkkhaṇa）

或固體的（粗觸的）。水大（āpo-dhātu），黏

結（ābandhana）或流動。火大（tejo-dhātu），

加熱（paripācana）是火，加熱非單指熱，而是

溫度的變化。風大（vāyo-dhātu），推動或支持

（vitthambhana）是支持或推動。

火 tejo：參看「水」。

五劃

四聖諦：catvāri āryasatyāni （Four Noble Truths）：

苦Dukkha Sacca、集Samudaya Sacca、滅Nirodha 

Sacca、道Magga Sacca。

平安、寂靜 santi（tranquillity）

未生怨王 Ajātasattu：釋迦牟尼佛陀時代，印度「摩

竭陀國」，都城是「王舍城」。當時的國王是

「頻婆娑羅王」，王后叫「韋提希夫人」。皇后

BAL0092-內文.indd   114-115 2015/4/20   下午 04:18:34



116 117

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注　釋

一個完整的宇宙，而這樣的宇宙在數量上是難以

計算的。

忉利天 Tāvatimsa：意譯為三十三天，是佛教世界中欲

界的第二層天，因有三十三個天界而得名。

六劃

吉祥經 Maṅgala Sutta：吉祥經有時候也稱為「在家居

士戒律」，它深受佛陀追隨者的歡迎。其中有兩

段敘述背景的序偈，時常都有人引以誦讀。此偈

頌闡述了天神和世人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討論什

麼才是真正的吉祥。 經文以「如是我聞」開始，

接著便敘述經典的背景及內容。佛陀簡要的講述

了三十八種吉祥與幸福。

名 nāma（mind）：名法。名指心識、精神（含結生心

及死心），色指形體、物質。

因陀迦 Indaka：一個住在王舍城的因陀迦（Indaka），

供養一匙的飯給僧團，獲得投生於忉利天的果

報。

地 pathavi：參看「水」大。

安止定 appanā samādhi：在安止定的階段，諸禪支已經

完全茁壯。禪修者能夠以似相為對象，停留在安

染後，由於七覺支的力量，禪修者的色法變得健

康，血液淨化，感官覺知力、敏銳度提升，且修

行善心變得清淨，強而有力，外貌莊嚴，聲音悅

耳，體味無臭、清香，容易消化食物，免疫力增

強。他也克服貪、嗔煩惱疾病，獲得心靈健康及

免疫力。最後証得涅槃時，會對自己說「就是這

個了」。

生漏婆羅門 Jānussoni brahmin：名叫生漏的婆羅門。婆

羅門是印度的祭司貴族，他主要掌握神權，占卜

禍福，壟斷文化教育和教導農時季節，主持王室

儀典，在社會中地位是最高的。

由旬 yojana：指公牛掛軛行走一日之旅程。約八（或

稱十二）哩路。

皮表五物 tacapañcaka：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

膚（三十二分身之第一組五物）。

皮表五物業處 tacapañcaka kammatthāna：Kammatthana

直譯的意思是業處（心工作的場合）即禪修的對

象。

世界 Cakkavalas：輪圍（鐵圍）世間的別名。《清淨道

論》所說的輪圍世間，是指「世界界域」（world-

sphere）或宇宙（universe），這語詞是用來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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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b）︰「身語意默中，我說無漏默，名圓滿寂

默，永寂諸惡故。」

肉眼 Mamsa cakkhu：肉身的眼，佛陀可以清楚看到方

圓八里（one yūjana）的任何東西。參看天眼。

自我 atta; ādānesu：自我。靈魂。

色 rūpa（physical matter）：名色。名指心識、精神，

色指形體、物質。

行者 yogi：修行者，禪修者。

行捨智 sankhārupekkhāñāna（knowledge of equanimity 

about formations）：諸行法的完全平衡。對一切身

心現象深刻地理解「捨」，在傳統修習進程中，

是觀的最高階段之一。一種微細的、平衡的心

態，不會因為樂、苦經驗的交替所困擾。

七劃

佛眼 Buddha-cakkhu：佛獨有的眼，亦即祂的全知，那

是洞察一切眾生感官機能成熟度的大小，和他們

的渴望與潛在傾向。據此佛陀可以因材施教，讓

眾生能容易地得到聖道與其果。參看天眼。

伺 vicāra：保持心持續地投入於目標。觀（Vicāra）亦

作伺，「伺」一詞通常意為考察，然而在此則意

止定中很長的時間，不會落入有分。在此階段，

不間斷的完全專注能持續一、二、三小時或更

久。此時聽不見任何聲音，心只會專注於似相，

不會趨向其它對象。

安古羅 Ankura：天神名。

有尋 vitakko：（Vitakka）亦譯作尋。舊釋為vi（強

化）+takka（思索）。尋思、思維、思量。將心投

入於目標。班迪達大師稱之瞄準及精進力，即心

投向目標的決心，經由不斷地修習，最終心抵達

了目標。充分掌握了真實法。

牟尼行 moneyya：譯作牟尼位、牟尼性，也作寂默。

即原始佛教所謂的三牟尼（tīṇi moneyyāni），

亦即指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又譯「三寂

默」。據巴利本《增支部》三．一二○經記載，

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者為「身寂默」；

離虛誑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離雜穢語者為

「語寂默」；已證入無學位之漏盡境界，得無漏

之心解脫或慧解脫，並具足而住，此為「意寂

默」。《集異門足論》卷六云，無學之身律儀

為「身寂默」；無學之語律儀為「語寂默」；

無學之心為「意寂默」；如世尊云（大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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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戒禁取見結、欲愛結、嗔結、色愛結、無色

愛結、慢結、掉舉結及無明結。結就是束縛的意

思，要解開全部十結，必須到達四果聖人「阿羅

漢」，才能完全將十結解開拔除的。

身獨住 kāya-viveka：離人群，至森林、樹下、山中或

僻靜處修習。

那雍 Nayon：緬曆五至六月間。參看比亞卓。

八劃

兩舌 pisunavācā：兩舌是指搬弄是非，向甲說乙的是

非，向乙說甲的是非，離間親友的互信與情感，

製造事端。

受供 dakkhineyya：福田人，值得接受供養之人，例如

佛、阿羅漢等。

定  samādh i（concentrat ion）：禪定。專注。定，

三學中的第二項。定學的極致，可以達到禪那

（ j h ā n a），但仍無法完全解脫內心煩惱。定

有三種：1.剎那定（khan ika samādh i）；2.近

行定（upacāra samādhi）；3.安止定（appanā 

samādhi）。

居士 gaha-pati：音譯迦羅越、伽羅越。意譯長者、家

為保持心繼續專注於目標。尋是把心與心所投向

目標，伺則是心繼續專注於目標。

吠陀 Veda：又譯為韋達經、韋陀經、圍陀經等，是婆

羅門教和現代的印度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經典。

「吠陀」意思是「知識」、「啟示」。

戒 sīla（moral practice）：三學中的第一項。戒行。道

德。

沙門 samana：托缽比丘，指出家修行的人。婆羅門靠

神來救贖或解脫，但托缽比丘由己力尋求解脫。

佛陀及其徒眾，過的是寺院生活，可稱為沙門。

但其他非追隨佛陀的修行人也以此稱之。

見 dassana：見解。

邪見 ditthi（false faith, wrong belief）：見，錯誤信仰，

錯誤信念。

見戲論 ditthi papañca：原文Papanca有虛妄、障礙等

意，這裡特別指輪迴之因的愛（Tanhā）、見

（Ditthi）、慢（Māna）而言。

身見結 sakkāyaditthi：生命有獨立個體的邪說。成為

須陀洹，必須斷除三結（samyojana）：身見結

（sakkāyaditthi）、疑結（vicikicchā）、戒禁取結

（silabbata-parāmāsa）。十結分別是：身見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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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逸 pamāda：粗心或輕率，於社會善及不善行為中，

將因缺乏考慮而傷害彼此。放逸有兩種：1、放逸

於應離棄等等不善的身、口、意業。2、放逸於

應遵行之戒定慧法。由於此二事放逸，導致世間

暗昧無光。所以，佛陀臨終前，最後一句教誡說

「你們要不放逸地努力。」

易行道 sukha-patipadā：在安止或內觀發生之前，如

果鎮伏煩惱沒有太大的困難，就稱為「樂行道」

（sukha-patipadā），無須承受那麼多痛苦就能

證得果位。反之則稱為「苦行道」（dukkha-

patipada）。即修行進展艱難，奮力而為才足以鎮

伏煩惱者。

果  pha l a（ f ru i t ion）：涅槃道之果。道心（pa th 

moment）巴利文是magga，道心生起後會生起

果心（fru i t  moment）巴利文是phala，合稱道

及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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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真實聖諦

的傳承。

注釋書、論書、註疏 Atthakathā（The Commentary）。

波羅提木叉 Pātimokkha：佛教術語，又作般羅底木

主、家長。在佛陀時代是指吠舍種姓階級的豪富

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

念 sati（Mindfulness, awareness）：又譯為念根、繫

念，佛教術語，五根之一。念是一種穩定有力、

敏捷、牢固、遍佈的心理狀態，修行者將心固定

在某個對象上，持續剎那剎那專注的觀察它，就

稱為念。以正確的方式來修習念，被稱為正念。

念住 Satipatthāna（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覺知

的建立。四念住（巴利文：satipaṭṭhāna，梵天文：

smṛtyupasthā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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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身心現

象之苦、無常及無我的本質，斷除所有的貪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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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念住（kāyānupassanā）；

2 . 受 念 住 （ v e d a n ā n u p a s s a n ā ） ； 3 . 心 念 

住 （ c i t t ā n u p a s s a n ā ） ； 4 . 法 念 住

（dhammānupassanā）。

忿 kodha：嗔恚、惡意、厭惡、忿怒，遍及一切的反抗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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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近行定修習階段。

長部 Dīghanikāya：因收錄的經文篇幅較長，所以稱

「長部」。共收錄《梵綱經》等34部。

阿那含 anāgāmi（non-returner）：三果，不還果。四果

聖者：（1）須陀含（入流果，初果，Sotapanna，

stream-entry）；（2）斯陀含 （一來果，二果，

Sakadāgāmi，once-returner）；（3）阿那含（不還

果，三果，Anāgāmi，non-returner）；（4）阿羅

漢（無生果，四果，Arahant）。

阿羅漢 Arahant：阿羅漢、無生果、四果。參看「阿那

含」。

阿羅漢果 Arahatship

阿羅漢道 Arahatta magga

阿闥婆吠陀 Athabbana-ved：四明論，即指梨俱吠陀Iru-

veda、沙摩吠陀sa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

阿闥婆吠陀Athabbana-veda，為古印度婆羅門教根

本聖典。

阿闥婆真言 athabbana mantras：吠陀（Veda）吠陀

是印度最古老的聖典，也是哲學宗教的起源。

吠陀是[知識]的意思，婆羅門教認為這是古聖人

（Rsi）受神的啟示（Sruti）而寫出來的。吠陀

叉、喇底木叉。意譯為隨順解脫、處處解脫、別

別解脫、別解脫、最勝、無等學。為佛教出家眾

所應遵守的戒律，是學處中最重要的核心規定，

所有僧團成員都應遵守。後世僧團將波羅提木叉

的內容收集一處，就形成《波羅提木叉經》，又

稱《戒經》，是律藏的核心。

法師 Ashin：在緬甸尊稱比丘時，通常加在名字之前，

稱Ashin Vicāra。

法輪 dhammacakka：為對於能拔除煩惱之八正道佛法

之喻稱。相對地，缺乏正念等佛法之緣起「三輪

轉」煩惱―業、果報，卻讓眾生因不善業造作

而輪迴不已。三輪轉的止息，稱「還滅」或「正

向苦盡」，即因於八支正道的「法輪」。因拔除

煩惱，而切斷三輪轉，証四聖諦，脫離輪迴。

直接法 Nitattha：直接意義，了義法。直接授以修習內

觀，導向聖道之真實、勝義，直接意義的了義教

法。

近行定 upacāra samādhi：在進入禪那之前，非常接近

禪那的定力，它就在真正入定的附近，不過還沒

有到達。此時修習，心已鎮伏五蓋，達到相當的

平靜，似相已生起乃至種性心，剎那的出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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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dhi）；五、慧根（paññā）。

帝須 Tissa：帝須．目犍連子（Tissa Moggaliputta），

生於華氏城，印度佛教高僧。屬於上座部分別說

系，為阿育王尊崇的上座長老，曾召集第三次經

典結集。

思惟智sammasana ñāna：即觀照名色法現象，所具無

常、苦、無我之隨觀智階段。含此智之後，尚

十種屬世間心的觀智階段。十種觀智為：1.思

惟智 sammasana；2.生滅 udayabbaya；3.壞滅智 

bhaṅga；4.怖畏智 bhaya；5.過患智 ādīnava；6.厭

離智 nibbidā； 7.欲解脫智 muñcitukamyatā；8.審

察智 paṭisaṅkhā； 9.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 10. 

隨順智 anuloma。

思惟、尋 vitakka（thinking, discursive thinking）：覺，

尋，尋思、思量，推論的思考。

尋就是將心投入於目標，把心投入於所緣，例如：修

習毗婆舍那時，把心投入到當下生起名色真實現

象上。就是尋的作用。

活命遍淨戒 ājīvapārisuddhi-sīla：即須正命而活（正

確的謀生方式），不能邪命自活。如不得買賣毒

品、麻醉品、武器、奴隸以及供屠宰的動物。

共有四種，即梨俱吠陀（Rgveda），夜柔吠陀

（Yajurveda），沙磨吠陀（Samaveda），阿闥婆

吠陀（Atharvaveda），合稱四吠陀、四明論。阿

闥婆吠陀內容主要為巫術、咒語之匯集，亦包含

若干哲學與科學之思想，內計有收錄讚歌731首，

主要是用於祈福、禳災之咒法與巫術。

非梵行abrahmacariya：為「梵行」的反義詞，即性

交、交媾、性行為、淫欲法、不淨行，是指以染

汙心發生兩性交媾的行為。

剎那定 khanika samādhi：定的特相就是不散亂，作用

就是消除散亂，每一個剎那定的定力僅維持剎那

的瞬間，但相續的剎那定所產生的定力，也極為

可觀。有如密集絲線所編織而成的布匹一樣地強

韌有力，其定力可區分為，具五禪支的剎那定，

及第一（二、三、四）禪那的毗婆舍那。

九劃

信心 saddhā：「信」或「相信」。但是saddhā不是單

純的「信」，而是由確知而生之堅定心。「根」

共有五種，分別是：一、信根（saddhā）；二、

精進根（vīriya）；三、念根（sati）；四、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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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涅槃 parinibbāna：與涅槃同義，指滅盡生命中所有

一切貪、嗔、癡、煩惱及微細雜染等十結。

十一劃

婆羅門 Brahmin, bramana：原意是純潔的人。傳統上指

印度種姓制度中的祭司，此種人是靠神（Brahma

梵天）的恩典及祭祀等來解救或解脫眾生。此法

不同於沙門（samana），佛陀稱已經自淨其意的

人為真正的婆羅門，亦即阿羅漢（arahat）。 

寂滅處 santipada：是涅槃之義

強情 thambha：頑固、無禮、不敬。

掉舉 uddhacca（restlessness）：屬於五蓋不善心所。指

心浮動不安之精神現象，為「昏沈」之對稱。

梵、梵天 Brahma：婆羅賀摩梵，創造神；在印度教中

指最高階的眾生，傳統上認為全能的造物主，但

佛陀歸之為眾生之一，即會毀亡，也會死。

貪欲 raga（lust）：貪求。欲愛，熱情。

貪愛 tanha（lust）：貪愛。欲望。執著。

十二劃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M o h ā b o d h i （ t h e  S u p r e m e 

相應部、雜阿含經 Samyutta-Nikāya 

苦 dukkha（misery）：佛陀教法中，有關生命現象的

三個共同的特性之一。 它們是無常（anicca）、苦

（dukkha）與無我（anatta）。

風 vāyo：參看「水」。

毘提訶 Videha：古印度有兩個國家, 東邊的憍薩羅國

（Kosala）與西邊的毘提訶國（Videha）。

審察 paṭisaṅkhār ñāna（reflective contemplation）：反思

觀照審查的智慧。行者為脫離諸行相續的生起現

象，再繼續觀照其一切行法所具三法印的特相，

當他明確清楚地審查到此三相時，即是審察智。

十劃

家 gaha 握持[者]

根本分、根本五十經篇Mulapannāsa 

涅槃 Nibbā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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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是透過毗婆舍那觀照，將生命的五蘊世間所

有一切行法都滅盡和寂靜的狀態，所以涅槃中永

遠沒有生命中的種種煩惱、痛苦，從此不再受其

後有，也就是不再有下一世生命的六道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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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色法不如實知見，即闇昧於種種現象，不通

達真理與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理之精神狀態。

無明有兩種：一、完全不知其真相。二、所執持

的知見，是錯誤的。

無常 anicca：參看苦。

無愧 anottappa（fearlessness）：無慚的特相是不厭惡

身語惡行（或無羞恥於惡行）；無愧的特相是不

害怕惡行。它們各自的作用是無恥地為惡和無懼

地為惡。

無慚 ahirika（shamelessness）：參看無愧。

無戲論經 Apannaka sutta：本經為世尊抵達拘薩羅國婆

羅門村時的事跡。為世尊對村中婆羅門居士眾就

有關無戲論法的宣道開示；佛說所謂無戲論法，

意指應當實際以根本中道禪法來滅諸歧見與相互

戲論諸法。

結縛、三結 samyojanas：身見結 sakkāyaditthi、疑結 

vicikicchā、戒禁取結 sīlabbata-parāmāsa。

善男子、善女人 kula-putta

菩薩 Bodhisatta：原意「覺有情」，蒙佛授記，上求佛

道發願成佛，和以慈悲心下化眾生的大偉人。習

慣用於指未達完全覺悟前的悉達多．喬達摩。

Enlightenment）：大菩提大智慧。至高無上的覺

悟。

奢摩他 Samatha：寂止。Samatha-bhavana（修止），與

修定（samādhi）同義。

喬答摩，瞿曇 Gotama：釋迦族的姓，多指佛陀、世尊

富樓那 Punna：全名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梵天文Purna 

Maitrayani-putra），簡稱為邠耨、富婁那、富剌

拏、彌多羅尼子，意譯為滿慈子、滿祝子、滿願

子。迦毗羅衛人，為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

被譽為說法第一。

惡口 pharusavācā：是用惡劣的、惡毒的、不堪入耳的

言語侮辱人、傷害人。

惱 paḷāsa：想與比自己高位的人競爭，所生之煩惱。

斯陀含Sakadāgāmi（once-returner）：斯陀含，一來

果，二果。參看「阿那含」。

斯陀含道 sakadāgāmimagga

普眼 samanta-cakkhu：或稱一切眼，佛陀所具五眼之

一，能了知一切有情無情事物，緣起因果之寬廣

且深奧之大智慧。參看天眼。

無我 anatta：參看苦。

無明 avijjā（ignorance）：是根本煩惱的別稱。因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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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 issā：對他人成就的嫉妒。是不喜與厭惡的不善心

所。

業 kamma：行為，特指日後將產生善或不善果報的行

為。

業處 kammaṭṭhāna：指禪修的對象、目標、方法。有

四十種主要的「止的業處」修止為主，導致四禪

八定的方法；有七種主要的「觀業處」清淨的層

次，導致十四種觀智，以及三解脫（空、無相及

無願），成就漏盡的方法。

經咒 mantā（comprehensive wisdom）：曼陀羅：咒

文、咒術、經文、聖言。

經藏  S u t t a：是世尊以及聖弟子們的言行集 ,一共

有五部，即《長部》D īghan ikāya、《中部》

Majjhimanikāya、《相應部》Samyuttanikaya、

《 增 支 部 》 A n g u t t a r a n i k ā y a 、 《 小 部 》

Khuddakanikāya。

聖人 Ariyas：內心淨化至已體驗涅槃者，聖者從須陀洹

（預流果）到阿羅漢共有四層次。

聖道智 ariya maggañāṇa（knowledge of the Noble True 

Path）

道 magga（path）：道即通往涅槃（菩提）之路，為求

間接法 Neyyattha：間接意義，不了義法。佛陀先教授

以「聞思智慧」之啟發，以排除錯誤信仰及認知

的邪見與戲論，乃至如何通過戒定慧修行，以達

致最終道果涅槃的事例解說，最後依靠「修慧」

讓與會的天神和梵天，在大會結束後証得聖果。

集 samudaya：有關「執取」的真相，即無明與貪愛的

生起samudaya、滅去atthangama、樂味assada、危

險ādīnava，以及出離nissarana。經由內觀，了知執

取真相（苦真相的因）後，摒除了執取及危險，

通過厭離通達，順利進入道諦的路程上，而最後

領悟到苦的止息，即滅諦。

須陀含、須陀洹 sotapanna（stream-entry）：入流果，

須陀含，初果。參看「阿那含」。

須陀洹道 Sotapattimagga

須提那 Sudinna：耶舍迦蘭陀子

十三劃

傳車經 rathavīnita sutta：第二十四經，說七種清淨的行

道。即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

非道智見清淨、行道智見清淨及智見清淨等七清

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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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蜜多 Ashin Mitta, Sangha mittā：印度統治者阿育王 

（西亞 247 B.C.~207 B.C.在位）之子，Sayadaw 摩

哂陀長老（Mahinda）之妹。

慢 mana（conceit）：自負。佛教術語，意譯為驕傲、

傲慢、虛榮。以無明產生的薩迦耶見為根源，導

致對於自我產生錯誤的認知，因而產生的心態與

見解，都可被稱為慢，又稱我慢。

種姓 caste：印度社會世襲的社會等級制度。種姓制

度（Caste）的四個階層：婆羅門（Brahmanas，

修行者）、剎帝利（Ksatr iyas，王室）、吠舍

（Vaisyas，商人）和首陀羅（Sudras，農人），

彼此間互不通婚，絕不混淆。另種說法：雅利

安人包括婆羅門（Brahmanas，祭司）、剎帝利

（Kshatriyas，武士與貴族）以及吠舍（Vaishyas，

平民）。

至於第四個種姓，首陀羅（Shudras），則是達薩人以

及亞利安人與達薩人的混血。

種族 kula：部族、家族、家庭、族系。

綺語 samphappalāpa：花言巧語，華而不實的話語。虛

偽不實在吹捧諂媚的話語。動聽但是內容虛假的

話語，或是講出來會引人產生貪嗔癡煩惱，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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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 patipadā，（相對於佛典文獻的教理學習之

pariyatti）行道表示實踐，也就是戒定慧三學的付

諸實行，經由它們引生「親証」，以達到出離與

解脫。

道智 maggañāṇa（knowledge of the true path）剎那間根

除潛在煩惱（十結）的關鍵智慧。

過慢 atimāna：三種傲慢之一。此處指與別人相比，乃

實質優勝於他人之勝慢心態。

犍陀羅 Gandhāra：又作健駝邏、幹陀衛。意譯香行、

香遍、香風。是古印度十六列國之一。現今印度

西北在巴基斯坦北邊，印度河和喀布爾河交會的

白沙瓦（Peshawar）附近的谷地。

十四劃

僧伽 sangha：在經文中，僧伽（sangha）這個詞（字

面意義為：團體、集體）通常指兩個意思之一：

（1）一群出家的比丘與比丘尼（bhikkhu-sangha 

and bhikkhuni-sangha）;（2）一個「聖者」團體

（ariya-sangha）: 即已至少證得初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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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成之巴利文獻阿毘達摩《論事》

論藏、阿毘達磨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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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迴 samsāra（prolonged rounds of rebirth）：佛教認

為，輪迴是一個過程，當死心生滅後，人即死

亡，隨即由於業力引導「結生心」生起，由此業

所生色法形成新生命體，該生命體可以是人類，

也可以是動物、鬼、神。到達涅槃的境界就可擺

脫輪迴。

十六劃

激情 sārambha：急躁、放肆、反抗、性急、挑釁。

獨住 viveka：有三種獨住，即：身獨住kāya-viveka離

群索居而精進、心獨住 citta-viveka心離三毒煩惱

而精進，與寂靜獨住 upadhi-viveka証得涅槃而寂

住。

隨順智 anuloma-ñāna：它是出世間道心路過程「種

性心」出現之前，所生起的「欲界心」此智，

隨順前八種觀智的作用，隨順之後道智的作

用。十六觀智是內觀修習的十六個階段。名

色分別智nāmarūpa-pariccheda-ñāna、緣攝受

犯下壞事的言語。凡是令人邪思這一類的言語都

屬於綺語。

誑 sāthey：佯裝、假裝。說謊、欺騙的意思。

慳，吝 Macchariya：不喜歡自己的東西與其他人分

享，或有任何關係。貪得無厭。對自己財產的慳

吝。

十五劃

增支部、即北傳四阿含經的增一阿含經、南傳五部經

藏之一的增支部（Anguttara-Nikāya）

增支部三集 Anguttara Tika Nipāta

慧、智慧 paññā：智慧。分為聞、思、修三個層次，

paññā智慧則須經由親証獲得。三學：戒行sila、禪

定samādhi與智慧pabba。戒、定、慧。

慧眼 paññā-cakkhu：明白四聖諦，看到事物的實相，亦

即反觀的智慧、內觀智慧、道智、果智的內觀、

追憶洞察的內觀。參看天眼。

嗔、嗔恚dosa（anger）：嗔恨。心的三個染污不淨

（三毒）：嗔恚dosa、貪愛raga、愚癡moha。

諂 māyā：欺詐

論事 Kathā-vatthu：由阿育王國師，目犍連子帝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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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滅見 ucchedaditthi（annihilation belief）：認為人死了

就一了百了，生命就此化為烏有，不再有未來。

覆 makkha：詆毀或誹謗，輕視。忘恩負義。

轉、流轉 pavatta

雜染 kilesā（defilements）：煩惱。污穢。

壞滅隨觀智 bhangañāna（knowledge of dissolution）：

參看 sammasana。

癡、愚癡 moha（delusion）：無明。與avijja同義。參

看dosa。

難羅伽經 Nālakasutta：因難羅伽比丘的發問而說的。

見本經之內文

覺知 Sato：Sato sampajāno（經由觀察四念處，了徹身

心本質無常、苦、無我的覺知）。

釋迦 Sakya, Sakkya：乃印度種族之名，因釋尊係出

身於釋迦族之賢人，故被尊為釋迦牟尼  Sakya-

muni。muni，寂默、賢人之義。一般亦以Sakya 之

譯語「能仁」，稱呼世尊。

智paccaya-pariggaha-ñāna、思惟智sammasana-

ñāna、生滅隨觀智udayabbaya-ñāna、壞隨觀智

bhaṇga-ñāna、怖畏現起智bhaya-ñāna、過患隨

觀智ādīnava-ñāna、厭離隨觀智nibbida-ñāna、

欲解脫智muṇc i tukamyatā -ñāna、審察隨觀智

patisaṇkhā-ñāna、行捨智saṇkhārupekkhā-ñāna、隨

順智anuloma-ñāna、種姓智gotrabhu-ñāna、道智

magga-ñāna、果智phala-ñāna、省察智（返照智）

paccavekkhana-ñāna

禪那 jhāna：佛教術語，意譯為思惟修或靜慮。可用

「安止」（absorption）來表達，事實上，它是心

的特質，將心固守在一個特別的清晰的心之影像

對象上（奢摩他）。而對當下真實法進行觀察與

體驗（毗婆舍那），由此持續了知一行法三法印

之共相，進而得到最後解脫智。觀慧的禪那，則

是智慧依靠著已達到的禪那。

十七劃以上

戲論 papañca：佛教術語，意指無法使人趨向解脫的

世間言論三種錯誤不善的心態。通常可以分成渴

愛、慢、及邪見三種，又稱執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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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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者德真實法益，勤修念處

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助印芳名錄迅速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Tuvatak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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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芳名錄

釋大策 
釋大惠 
釋惟敬 
釋善一
釋惟闡
釋聖悔 
釋法成
釋惟遠 
釋禪文 
釋印融 
釋善詮 
釋善稔  
釋善曦  
釋中含  
釋善廉  
釋如願
釋心觀
釋性敬
釋善揚
釋常仁
釋善獻
釋隆海
釋禪賢
釋明痴
智光禪師
高李汝 
高清標 
鄭玉燕
高維均 
高詩欽
林紫芬 
陳慧瑄 
林文彬

陳澤祥
李月幼 
陳玫樺
于淑琴
高玉美 
王美皇 
鄭文琳 
陳保伸 
廖登連 
李榮高 
游沅忠 
趙佩玲 
徐鳳英  
莊宮齡 
胡永豪 
徐勤妹 
藍   儷 
陳美君 
吳佩陵
葛道芳 
鄧維欣 
施皓翔 
李幸華 
張碧玉 
王超麟 
劉盡德
王玉珠 
鄭武雄 
陳天文 
張亞嵐 
簡彩霞 
李再壽 
李清文 

鄭金陽
鄭寶玉 
翁稚瑩 
廖靖慈 
吳雲嬌
林寶連
陳明鈺
曾雲華 
鄭桂枝 
李玉鳳 
林瑞雄 
葉鈴鈴 
韓月英 
郭禮敦 
王丁蓉 
王永慶 
王素蓮
陳亮光 
鄭麗玲 
陳郁雯 
陳怡如 
吳淑惠 
莊連富 
秦苡珊
卓秀娟 
潘逸騏 
陳彥霖 
李怡珊 
林明慧 
林庭均 
陳鄭勤
陳   銀 
鍾宜蓁 

謝秀枝 
蕭豫台 
龔純貞 
馮至疄 
吳彥霖 
黃麗玲
賴雪琴 
陳皆興 
陳俊菖 
黃于修 
周芷妡 
高煒育
楊維明 
林俊勝 
黃桂琴 
吳貴春 
吳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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