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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尋求內在的平靜及解脫。比丘的生活方式是基於理

想的不執著（ideal of non﹣attachment），那是學過《律

藏》的人都熟悉的。至於《律藏》乃是為佛教出家眾制

定的戒律，巴利三藏其中的第一部。

人們期望比丘是將每天乞得的食物和其他比丘分

享。佛陀曾言：「如果有人接受食物，卻沒有人分享，

比丘就無法享用食物；即使那可能是他最後的一點食

物，他的最後一口飯。」〔（Udāna）有感而發的說

教。〕囤積食物，是不允許的，擁有的財物比生活所需

的還多也不許可。甚至根據一位英國巴利學者霍納女士

（I.B.Horner），特別關於《律藏》於乞缽規則的研究

指出：「比丘擁有多餘的缽，要當公用的缽比自己使用

的記名缽，有著更短、實際存有的期間。」比丘蓄餘

缽，只能存放十天，《律藏》列出種種財產項目，如住

所、床、椅子、容器、陶器等，那些是屬於僧團的，且

不能給任何個別的比丘，也不能當成禮物或分割。

人類想要的物質中最誘惑人的是黃金，它奴役了很

多人。當然比丘嚴禁擁有黃金或白銀，而《律藏》包含

了違犯罪行情況下，應如何拘留處置的指示。如果比丘

序文

這是馬哈希尊者（Ven.Mahāsi Sayādaw）有關《法

嗣經》（Dhammadāyāda Sutta）演說的英文翻譯。時間

是在1970年教誡和供養（Ovāda&Pūjā）日的週年紀念

日，而隔年同樣的場合也做了重複的演講。馬哈希尊者

給了兩次同樣的談話，毫無疑問地是基於經典的深邃意

涵。

事實上，《中阿含》的《法嗣經》是佛陀的重要教

導。理應得到那些崇仰佛法者真心的關注。此經典的要

旨在於：為了作為佛陀可敬的弟子，比丘應避免追求物

質上的富裕，並且經由修習八正道以尋求法的傳承。本

經所傳遞的訊息，符合了佛陀的基本教導。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苦的根本原因是欲望，所以，

假如我們想獲得解脫，儘可能克服欲望是有必要的。特

別是對那些已經一心一意邁向涅槃的比丘們、專精的佛

弟子們，這個教導尤其與他們有關。佛陀所創立的僧

團，是個男、女都有的團體，成員經由不執著的捨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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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還是地主，甚至緬甸也有；這兩個地方以保留了最

純淨的上座部傳統而引以為傲，整個這樣的僧團與佛陀

所構想的理想團體，真是天壤之別。如今許多佛教比丘

專心於尋求他們的物質福利，而沒有依照佛陀的教誨來

生活。

比丘追逐物質富裕的專注心，讓馬哈希尊者嚴肅地

看待，此外還有那些心繫佛陀教導為福址的佛教徒、比

丘及在家信眾也一樣關切著。因此，馬哈希尊者在他的

許多演講裡，強調不執著修習的需要。在《減損經》

（Sallekha Sutta）的演講中，他說：「比丘不得要求食

物、袈裟或住所，除非對方是他的親屬或曾經邀請過

他。他或其他比丘都不能使用此方式接受任何東西。要

求公開捐贈就如現今有人正在做的，那是非常失禮的比

丘。比丘不應該明示或間接暗示而使信眾供應食物或袈

裟。」

總 之 ， 一 位 好 比 丘 是 能 依 佛 陀 教 導 而 生 活

的 出 家 人 ， 所 以 使 得 佛 法 的 傳 承 ， 也 就 是 法 嗣

（Dhammadāyāda），成為生活的基石。所以，如此的

比丘不必煩惱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因為在普

擁有任何黃金或銀，他必須在僧伽會議承認他的過犯，

並被沒收黃金。然後該沒收的東西，交到居士那裡，他

可以把它扔掉或為比丘們買他們可以接受的物品。除了

違犯戒律的比丘，其他的比丘都可以享用它。假如沒有

居士接受黃金，一位值得信賴的比丘會被公眾指定去丟

棄它。他必須注意丟棄的地方，不能有跡可尋獲。

奧爾登堡（Oldenberg）教授對於佛教僧團嚴禁擁

有黃金或白銀的談話，值得注意。他說：「很明顯地，

除了藉此禁戒及比丘遵守的戒律之外，別無他法可保

證古代佛教僧團（Buddhist Order）得以從所有嚮往世

俗權力以及世俗享樂中，確實保有自由與純淨。一個

生活共同體的比丘成員都在尋求，從任何世俗事中獲

得平靜和解脫，如果這樣的僧團，實際表現的與其公

開聲明的，並沒有準確吻合的話，它不可能徹底地嚴

守不持有黃金戒以及隨後一切可能的行為。」（“The 

Buddha＂p.358）

當然，戒律只反映了早期佛教僧團的生活方式。大

約在佛陀涅槃後二百年，僧團第一次分裂，因為接受在

家人某些供養而產生問題。據說今天斯里蘭卡的比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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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正法禪修中心（Thāthana Yeikthā）自1949年我們來

到這裡後，就成為毗婆舍那禪修中心。在開始的時後候

並沒有很多建築物。我正式住下來的這個寺院，有著散

亂的大廳不足以同時容納超過四十個比丘，此外，有四

間木造建築，做為員工宿舍，這些就是當時僅有的建

物。現在這個當法堂的地方，原本是安排作為臨時的演

講廳，它見證了1949年十二月禪修中心的正式開幕。

該中心一開始有廿五位禪修者。女眾禪修者住在禪

修中心地勢較低、有茅草屋頂的竹屋。而比丘和男眾禪

修者則住在同樣建物，位於地勢較高的另一側。後來禪

修者人數逐年提高。許多新建築誕生；在寫作當時至少

有超過三百位禪修者，夏天時上升到一千五百人，而現

在已沒有空地可蓋新的建築物。

自從正法禪修中心開放以來，已過了廿一年。1950

年，我告訴我的弟子，每年舉行一次集會，而且所有曾

在該中心修行毗婆舍那的禪修者，可聚集一堂一起復

遍信仰佛教的國家如緬甸，可確保他物質生活安適。事

實上，許多比丘由於他們戒德純淨和精神的成就，居士

都會爭相供養，這已是眾所周知。

我們相信，馬哈希尊者的《法嗣經》講記，會得到

所有佛教徒、僧俗及信徒的熱切關注，他們都心懷佛陀

教導為福址。那些想要了解佛陀的法音並追隨他尊貴的

教導以獲得內在平靜和解脫的人，將會珍惜這部經典，

這是值得欣賞的。

英譯者鄔耶蒙（U Aye Maung）



110 111

《法嗣經》介紹風動石《法嗣經》講記 Dhammadāyāda Sutta

2. 《法嗣經》介紹

《法嗣經》是佛陀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時所

講授的。佛陀宣揚它，因為在那些日子裡，一些比丘過

分重視財物。這類執著會導致缺乏對戒（morality）、

定（concentration）及慧（wisdom）的尊重，而這經文

可作為精神衰頹的對治法。

甦信心和熱忱，而且密切聯繫和親和力，會引生慈心

（metta）遍佈於行為、言語和思想上。

然後，正法禪修中心的創始人，鄔睿（U Thwin）

尊者，建議集會最好也能作為教誡和皈依的場所。我也

有這種想法，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免得我被控以自我

本位以及自我讚揚。因此，根據鄔睿尊者的建議，我們

現在稱之為一年一度的告誡和致敬日。 

這個任務落在我身上，要告誡目前在現場的比丘

們、禪修者和在家弟子。今年，我打算根據去年演講的

主題《法嗣經》，依此基礎來做告誡，我想再談這部

經，因為它是佛陀一個重要的教誨。阿育王在他的多次

銘文中，重複提到佛陀的一些教誨，因為它們十分深奧

且值得認真思考。同樣的，我打算再談《法嗣經》，也

是因為它的意義深刻以及和現代有著特殊關聯。如果僧

俗能依此經行之，將有利於他們，並有助於傳播佛陀的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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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質財產繼承的比較

當人們繼承過世父母的遺產時，往往都表現非常熱

衷。沒有人願意為兄弟姐妹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事實

上，大家都太貪婪，以至於某人的死亡往往意味著家族

的分裂以及後代子孫之間開始以惡意、爭吵、反目來相

待。這是在家眾常見的現象，相同地比丘對繼承財物的

熱忱，並不亞於一般俗人。一位著名的禪師去世後，常

會出現弟子之間互相爭奪、混戰的情形，基於各自所說

的遺贈、親近結交或者教派權利而宣稱擁有繼承權。從

《律藏》的觀點來看，這些說法可能合法可能不合法。

過去英國殖民政府受理許多有關僧院繼承的糾紛，而且

有些居士因為花太多錢打官司以至於淪為赤貧。像這樣

的官司訴訟，現在仍在進行中。 

有一次，因為一位在家信徒的請求，我派了比丘到

他的寺院居住。後來那間寺院的某位比丘寫信給我，要

我召回派駐的比丘，因為在其祖師的時代，宣稱此寺院

為四方所屬的財產。因此必須答覆說：派駐的比丘並不

3. 本經典的巴利原文

Dhammadāyāda me bhikkhave bhavatha mā 

āmisadāyāda atthi me tumhesu anukampā ‘kinti me 

sāvakā dhammadāyāda bhaveyyum no āmisadāyāda.

「比丘！你應該從我這裡傳承佛法。你不應該仍

然滿足於財物的繼承。」

在這段文字中，佛陀清楚表達了他的希望，並強調

傳承佛法重要性，就像父母在臨終之前給自己心愛孩子

的指示。有些人擔憂自己死後，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的孩

子，會繼承較少的遺產，較多的遺產會分給年長的孩

子。因此，他們生前即為其財富做公平分配，或者為他

們較年輕的孩子準備秘密的備份。同樣，佛陀教導弟子

們傳承佛法，那是他為弟子們所做的最好事情。雖然這

部經是在與比丘對談，但他的教導，也同時指引著對他

深信不疑的在家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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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的傳承

現在繼續來看《法嗣經》的巴利原文。

Atthi me tumhesu anukampā kinti me sāvakā 

dhammadāyadā bhaveyyum no āmisadāyadā ti

我的弟子們，我悲憫你們。所以，我關心的是你

們應當如何成為佛法的而非財物的繼承人。

因此，當佛陀力勸弟子們慎重關注法的傳承，其動

機是出於悲憫心。他並不是要大家拒絕適當的食物或衣

著等。他警告的是：大家不要渴求這些事物而犧牲了聖

道的生活。 

佛陀的追隨者應該尋求的佛法有兩種，即真正的或

至高無上的佛法（the supreme Dhamma）和中間過渡的

佛法（the intermediary Dhamma），佛要求他的弟子們

要珍惜這兩種佛法。根據註釋書，至高無上佛法包括

四種道（magga）或觀智（insight knowledge），即須

是為了占有寺院，而是為了當地人民精神的提升；所以

我們力勸弟子們傳承佛法而不是物質財產，而且他（派

駐僧）與該信徒的關係僅止於和寺院有關佛法的事而

已。現在這位我派任的比丘在另一個地方；他已經拒絕

這位信徒的邀請，再進駐他那仍然乏人問津的寺院。

有一次應當地人民的請求，我們也召回應他們邀請

而派任的一位比丘。這間寺院是一位比丘所擁有，而且

事實上，他歡迎我們的比丘。且我們與世俗人的這種紛

爭毫無關係。此外，我們不得不忽視一些禪修中心，讓

不會教導毗婆舍那的人強制地占領。我們不煩惱這種情

況，而讓它們完全落入相關的在家眾手中。在全緬甸寺

院的所有權糾紛非常多。從《法嗣經》的文脈中，可見

這種事態應是令人深切關切的原因，而且恐怕已經破壞

了居士眼中的僧團形象。

許多比丘都以追求食物、衣服、寺院、金錢、名

譽、聲望等等為優先。有些人不擇手段追求財物，甚至

違反了《律藏》法則。這種瘋狂的追逐財物意味著佛法

實踐的衰退，因此它也違背了佛陀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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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裡得到重生，在那裡聽聞並修行法，最終可成就涅

槃。換句話說，這中間過渡法是實現最高佛法的一種方

法。

因此每個有信心和熱忱的真正佛弟子，都應該在目

前生活中努力修證這四種道果和涅槃。如果他不能達到

這個目標，他應該實踐布施、持戒等，不僅是為了在人

和天界裡得到快樂，且為了成就涅槃。換句話說，他應

該同時追求至高無上佛法和中間過渡佛法的傳承。

然而，佛陀不要信眾們渴求財物。這裡指的不該執

取的財物有兩種。第一種是比丘的四種生活必需品，即

食物、衣服、住處和醫藥。一旦加入僧團就一定會有這

些必需品。很容易就可得到它們。現在的比丘甚至可得

到外國藥品，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很難獲得的。有些僧

院遠比普通人家的破爛房子來得大而且好。這些必需品

很容易獲得，要感謝居士們的信任，但佛陀不想要比丘

們執著於此。

然而，有些比丘意圖不擇手段獲取財物。有一些冒

充是阿羅漢，而有些聲稱擁有神秘的力量，如此設想可

以增進來自信徒們豐厚的物質供養。當然，為了一己之

陀洹、斯陀洹、阿那含和阿羅漢道，四種果（phala）

則相應於四道和涅槃。這些是九種超越世俗之法，唯有

透過佛陀教誨的基礎，我們才能領悟到。達成這四種道

智即代表達成證果和涅槃。達成須陀洹道智者，也同時

證果，也就是抵達了涅槃的門檻。這階段的行者完全免

除生於更低世界的煩惱。他來世會生於人界或天界，而

且經過七世的人天往返後，可免於面對病、死及其他痛

苦。所以佛陀督促弟子們在法的傳承上，精進努力至少

達到這最低階段。

當行者證得斯陀洹道果後，他在人和天界的輪迴不

會超過兩次。同樣的，當他證悟了阿那含道，他保證一

定會從固有的人天痛苦中得到完全徹底的解脫。他是註

定會到梵天界修證，達到阿羅漢道果，即意味著所有苦

難完全滅盡，這也是佛陀力勸弟子們修行佛法所要達到

的最高目標。

這個至高之法的傳承，主要是針對比丘。對於無法

遵從佛陀教誨的一般信眾，則有中間過渡法。註釋書中

描述為佈施，守戒的生活、遵循齋戒日、佛塔前供花紀

念佛、聽聞佛法等等。做這些良善的行為，會在人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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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必須在地獄中受苦。那些行為良善但渴愛感官欲

樂的人，佛陀也意識到年老和其他災禍在等待著他們。

他也知道，大迦葉、舍利弗和其他弟子經由認真實踐佛

法而獲得精神力量和智慧。若沒有佛法的傳承，我們就

無法摒除輪迴的可能以及伴隨它而來的一切苦難。

在各種生存中，苦難是與生俱來的，以病、老、死

樣貌表現的。我們不需要詳述週遭許多老人為年老所折

磨的悲慘境遇。生病是很普遍的災禍而醫院也都擠滿了

令人同情的病患，即使有人一生都很健康，在死前也必

須面對痛苦的疾病。在天界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

我們不努力修證道果和涅槃，我們就會一世又一世陷入

重複的災禍中，並且極可能再生於更低等的世界。 

根據註釋書，四種更低層的世界是畜生、地獄、餓

鬼和阿修羅界；這些地方就如沒有正念者的私人住宅。

這裡所說的忘失正念（Unmindfulness）意思是指：一

個人無法護衛自己，不造身口意惡業以及過度沉迷於感

官欲樂。這也意味著沒有做好事，沒有布施、持戒和修

行。一般來說，我們住在家裡，雖然有時候我們會有

一、兩天住在別的地方。同樣地，忘失正念的人他大部

私而剝削人們，這是不能容忍地違犯了一切比丘所應遵

守的戒律。

僅有出家眾的財產，是以四資具的形式來繼承的。

至於世俗人、在較高層的天人，有其他物質繼承的方

式。許多人布施、行善等，希望得到天界的祝福或在人

間有更好的再生。這種布施、持戒和修行的行為，將不

會導致內觀智（道果智）或者涅槃。也不能保證他們從

三惡道的危險中，獲得解救。想要再生於更高層次的欲

界人、天中，這樣的欲望意味著執取財物，它會傷害道

德生活，因此我們可能會墮到較低層次的世界裡，遭不

善業所淹沒。

即使我們因為善業，而在人、天界中獲得更高世界

的重生，我們仍將遭受到老、病和死。因此第二種財產

的繼承也是卑下、不可愛且不值得努力以赴的。因此，

我們不應該太重視其他世俗的幸福，更別說是四種生活

的必需品。

佛陀因悲憫弟子門而告誡他們要對抗這些誘惑。因

為他見過一些比丘因執著財物而墮入更低的世界。就像

一位在迦葉佛時代的迦毘羅（Kapila）比丘，因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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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兩名出家眾的明喻

佛陀說，假設有兩名比丘在他剛吃飽飯時來看他。

因為他們從遠方來，又累又餓。佛陀說，他有過剩的食

物需要處理掉，如果他們想吃可以吃。其中一個比丘憶

起佛陀的教誨，所以他決定要以虛弱和飢餓狀態度過夜

晚。但另一個比丘吃掉了食物，因此恢復了精力和消除

飢餓。佛陀宣稱，第一個拒絕食物的比丘比起他的同伴

更值得讚揚和尊敬。

在一般人眼裡，另一個比丘應受指責是沒有道理

的。他善用了快被丟棄的食物，且因此得到了活力，使

他在修習佛法上有熱忱與精力。事實上，佛陀並沒有看

輕他，但他認為第一個比丘在精神上較為優越，因為他

的自制有助於少欲知足、煩惱減少、精進力發揮並且容

易活命。

佛教教導我們要控制我們的欲望。放縱欲望會導致

瘋狂地追求財物或任意地消耗食物等行為。對那位能克

制欲望、婉謝佛陀提供食物的比丘而言，這種錯誤的行

分的時間都生活在更低層的世界。他輪迴在天上或人間

的時間非常之少，就像我們偶爾才會到別人家拜訪一

般。這往往是普通人的命運。佛陀十分關注信眾的未

來，因此他堅持必須要有佛法的傳承。

佛陀也說，如果弟子們只關心財物而沒有遵循他的

教誨時，其他人將會批評他及弟子們。舉例來說，如果

我們的孩子行為有待改進之處很多，社會會責怪我們。

同樣佛陀那時代的人，也會為佛弟子們的缺失而追究佛

陀的責任。他們會說，儘管佛陀聲稱自己無所不知，卻

無法有效地訓練信眾們。另一方面，如果弟子們真正地

致力於佛法，佛陀一定會得到人們的讚頌。

要成為真正的佛弟子是不容易的。許多人對佛陀都

有堅定的信心。有些人甚至加入了僧團，把所有的時間

和精力都奉獻於聖道的生活。但即使他們崇敬佛陀並且

熱忱而誠心地布施、持戒等，經常有可能再生於更低的

世界。因為只有修證道果和涅槃這至高的傳承，才可以

確保真正的解脫。因此，佛陀深切地關懷他的弟子們精

神上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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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舍利弗的提問

在強調佛法傳承的需要後，佛陀離開了眾比丘的集

會。然後舍利弗長老提出了問題：佛弟子們實踐或不實

踐「遠離」（detachment）生活，會有多少程度差別。

至於遠離乃是佛教生活的主要特色。為了回應比丘們的

請求，舍利弗回答問題如下：

佛 陀 的 生 活 方 式 是 以 身 、 心 、 感 官 欲 樂 等 的

遠離（v iveka）為基礎。但一些弟子並沒有效法他

而修習遠離生活。佛陀的遠離分為三種：身獨處

（kāya﹣viveka）、心獨處（citta﹣viveka）和究竟獨處

（upādhiviveka）。身獨處是指獨居生活。佛陀通常獨

居，不找尋同伴。獨處有助於平和與快樂。佛陀在孤獨

中度過日子，除了有些場合有必要和其他人往來，例

如，當他必得向別人講道時。

心獨處就是修行禪那成就（jhānasamāpatti）。佛陀

完美地成就一切禪那。

究 竟 獨 處 是 指 引 起 眾 生 痛 苦 的 四 種 執 取

為是難以想像的。他將能戰勝邪惡的欲望，並且為了精

神的提升而培養知足心態。此外，對於提供物質需求的

在家眾來說也會很輕鬆。

有些比丘經常會抱怨他們的在家信徒們所提供的食

物等。在毛淡棉，有一位年長的比丘每天都要吃咖哩

雞。即使當他在旅途中，他的在家隨從也必須攜帶他最

喜歡的食物。同樣地，那位擁有意志力甚至能婉謝佛陀

提供食物的比丘，在面對艱辛和困苦時，將不會感到沮

喪。克己經驗的記憶將能激發他堅定意志、發揮能量、

減輕他的煩惱染污並且將生活必需品減到最少。

這兩個比丘的明喻表現出佛陀教導信眾的方法。他

的態度非常溫和，就像仁慈的父母訓練孩子一樣。他是

出於大悲心，因此值得我們尊敬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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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等等的每一瞬間，若我們立即注意到並消除煩惱污

染，讓它們沒有出路而消失；最後當行者成就聖道時，

它們在心中完全停止生起並且徹底的止息。如果你不如

此以作意思惟或正念來去除煩惱，那意味著你歡迎它

們，也就違背了佛陀的遠離（獨處）修行。必須要淨除

的煩惱共有十六種，舍利弗長老在他的後半部說法中有

詳細的描述。

又有些弟子熱衷於於追求財物的獲取，而忽略了

修行佛法。他們沒有認真修戒德，更不用說定或慧。

如果說有修習內觀，那只是表面敷衍而已；他們修行

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功德和波羅蜜或是為其來生的業力

（kammic potential）。不用說，若某人以累積財富為優

先，絕不可能修行佛法的。換句話說，追求財物意味著

修行佛法有缺陷；反之，如果比丘沒有認真地修行佛

法，就會被假定為對世間財產更有興趣。有些比丘設法

得到金錢，他們正面違抗了《律藏》嚴禁比丘持有金、

銀等的戒規。

（upādhis）的止息，亦即涅槃。涅槃缺乏：一、感

官對象；二、貪婪、憤怒和其他煩惱污染；三、行

（abhisankāras）就是善與不善的業；四、蘊或名色的

聚集或身心的組合體。所以涅槃被標示為究竟獨處。佛

陀和阿羅漢即擁有此一特質，他們能夠隨時透過阿羅漢

道果來入住（contemplate）涅槃。內觀的行者，在洞察

解無常、苦及無我的片刻，即獲得了部分的究竟獨處。

無論何時他洞察了生命的這三個實相，他總是能免除感

官欲望、煩惱、行或再生的蘊。

如果沒有任何正當理由，佛教比丘卻不過著獨居生

活，那麼他就是缺乏「身獨處」，或者說對佛陀的這項

屬性缺乏修行。如果他不修行奢摩他，將會沒有「心獨

處」。如果他不修行內觀，他不會有究竟獨處。若佛弟

子不效法佛陀並修習三種遠離，或者他不實踐至少獨處

或獨自過活，這就意味著其精神生活的衰退。佛陀教導

信眾淨除貪、瞋和其他煩惱，而若是該弟子不能遵循教

導即是未能實踐佛陀的遠離。

煩惱的生起可以明智的作意思惟或正念來克服。但

是作意思惟本身並不會有助於根除它。只有在看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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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歧途的出家眾有三點該受責備。他們沒有修習佛陀所

珍視的遠離；他們沒有努力消除煩惱；太過度地渴求財

物，令他們不修內觀以止息煩惱。所以為了避免善良人

們的批評，比丘們應該修習佛陀所要求的遠離。至少，

他們可以決定是否修習身獨處，換句話說，就是過獨居

生活。他們應該真心地修戒和定，以克服煩惱污染。他

們至少應該努力達成須陀洹道，肯定可免除我見和懷

疑。

佛陀教誨中有關僧團道德鬆散導致的惡劣結果，適

用於所有的比丘，不論其年齡或精神地位。事實上，佛

陀特別提到：年長的比丘、成年比丘和年輕的比丘，有

道德缺陷就該受到譴責。這裡的年長及成年比丘分別是

指戒臘十年或五年的人，而年輕比丘在僧團可能只待數

年而已。所以本經關係到所有的比丘，而且若每位比丘

不能效法佛陀並依循他的教導，即會遭受非難。

另一方面，一位有修習遠離的比丘是值得稱讚的，

因為他效法佛陀榜樣；他已克服了煩惱染污，而且最終

他不會在意物質福利，因此在實踐佛法上是不疏忽怠慢

的。在論述佛陀的話語時，舍利弗長老提到了「值得讚

8. 正道上的障礙

根據舍利弗長老所說，有些佛弟子走向墮落之路。

有五種墮落的原因稱為蓋（nivaranas）或者說是達成定

及慧的障礙。它們是感官欲樂、瞋恚、怠惰、惡作（懊

悔）及疑。在這裡，怠惰（thinamiddha，即是昏沉及睡

眠）意味著不樂聽聞或修行佛法，並在禪修時感到厭煩

或無精打采的。惡作（kukkucca）是指擔心或焦慮自己

過去的失誤；而疑（vicikiccha）是指懷疑佛、法、僧

以及達成道、果、涅槃的方法。

如果一個人過著不道德的生活，沉溺於喝酒、賭博

及其他惡習中，他的小孩長大後將會有樣學樣。同樣

地，年長比丘們若屈服於蓋障且虛度光陰，定會打擊僧

團中年輕出家眾的士氣。事實上，他們就涉入了墮落之

途。他們有點像是一個人丟下他被認為必須承擔的負

荷。因為他們已經放棄了可令煩惱止息的內觀禪修。有

些比丘修習了一陣子就放棄，而有些則批評並使別人打

消修內觀禪的銳氣。因此，根據《法嗣經》，這修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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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貪和瞋

接著，舍利弗長老繼續描述貪（ l o b h a）和瞋

（dosa），這是首先兩個應該去除的煩惱。貪可以解釋

為欲望、渴求、喜悅、愛、有粘性、執著、貪婪等等。

惡行通常都是出於貪念。人們會受苦是因為追求欲望的

目標，他們必得取悅所愛的人。貪會為邪惡補給燃料，

而且因為它不善的本質，會導致在地獄中受苦。此外，

它會導致重複的輪迴，以及隨之而來的老、病、死和其

他的痛苦。

瞋的意思是憤怒、憤恨、惡意、攻擊和破壞的欲望

等。看到或聽見我們不喜歡的事會讓我們生氣和不開

心。我們屈服於憤怒並且殺害或虐待別人，這些不善業

會引生於更低下的世界。如果投生於人界，他必須為過

去世瞋所驅動的行為付出短命、多病等代價。

有正確的方法可克服貪與瞋。那就是介於兩個極

端－過度放縱於感官欲樂與苦行之間的中道方法。有些

人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滿足感官欲望上，還有人修自我禁

揚」（pasamsa）。他用這個詞來激勵比丘，惟有實踐

佛陀的教導是最重要的，如此才稱得上是佛法的傳人。

佛法的傳承，能夠確保永遠地從輪迴的痛苦及出生於惡

道的危險中得到解脫，當舍利弗長老對訓練有素的出家

眾，引用值得讚揚的語句以鼓舞並教化聽眾們時，此即

長老心目中的佛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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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念處經》文中所說“Gacchanto vā gacchāmiti 

pajānāti……＂，當行者注意到站、坐、臥、彎曲、

伸展等姿勢時，他同時也在辨識名與色。因此，當他

注意在走路、拿起恰恰好的食物、放下它等，他同時

已覺察到僵硬、移動和了知的心。覺察腹部的起伏和

其他身體動作也是如此。這是辨識心和物質的內觀智

（即名色分別智），其間沒有個生命實體存在。這種

辨識名色的智慧（nāmarūpaparicchedanāna）和見清淨

（ditthivisuddhi）是由經驗所得來，與邏輯或推測無

關。它與佛法的特性相符，亦即自見（sanditthiko）

（每個人必須自己去領悟佛法），且符合《念處經》強

調：不可或缺的修行和個人的體驗。

有些人批評念處禪修方法。他們認為不需要去注意

走路或站立等，這些我們每天生活中如此熟悉的活動，

而這類訓練將不會導致非凡的內觀智。這樣的批判是由

於對根據《念處經》而來的內觀實修，缺乏體驗的緣

故。

我們每天呼吸，但很少人會探究呼吸（ānāpāna）

練習對心鍛鍊（mind﹣training）的價值。在印度有

欲，並無助於定和靜。佛陀的方式避免了兩種極端，而

且中道方法在非佛教體系的思想中是找不到的。這就是

所謂的八正道，包含了正見、正思惟、正精進等。這條

道路有利於發展智慧之眼和內觀智。

稱之為智慧之眼是因為它使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本

質上它與內觀智並無不同。在修行八正道時，我們必須

留心不斷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名、色的過程、身心組合

體或五取蘊。在看到、聽到等的每個瞬間，我們注意到

身和心的活動。如此以剎那至剎那為基礎的正念，有助

於我們發展出一種清楚的洞察力以明白名色的本質。

在修習的過程中，我們要來作名與色的區分。因

此，在視覺方面我們認知眼睛和所見之物是色，而眼識

及了知看見的心是名；在聽覺方面，耳朵和聲音是色，

而耳識及了知聽見的心是名；在嗅覺方面，鼻子和氣味

是色，而鼻識及了知嗅到的心是名；在味覺方面，舌頭

和食物味道是色，而舌識及了知嚐到的心是名；在觸覺

方面，身體感受器官和所觸之物是色，而身識及了知觸

到的心是名；在意想方面，心的物質基礎是色，而意識

及了知想到的心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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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相去甚遠。因為普通的認知是無法達到

念、定和其他較高的精神力。相反的，它為無明所支配

的，會引發恆常的錯覺、樂和有我的實體。因此普通的

認知和貪、瞋及其他煩惱是緊密連結的，而念處禪修具

有正念和正定（sammā sati and sammā samādhi），恰好

適合取代平常的、錯覺的認知。

但在行者尚未圓滿修定之前，他無法達成他的目

的。在佛陀的時代，有一些人擁有特殊的潛力（波羅

蜜），能達成內觀智，並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聖道及果

位。現今很少有行者能在數天內達到定和內觀智。

非佛教的聖人在修行法，但他們的目標只是達成定

（samādhi）。無論如何，依循呼氣吸氣的修行並無法

達成內觀智或者道智（vipassanā or magga insight）。同

樣的，我們不應該認為這些注意觀照個人身體動作的修

行，與發展正念、專注及內觀智無關緊要。有些人做鍛

練是為了強身，而有些人念注於身體動作是為了發展正

念、正定和其他更高的精神境界。

此外，還有其他理由為何不應貶低，對那些我們

熟悉的事情所做的觀照訓練。在修習遍處（kasiṇa，將

似相擴大到十方無色之處）時，我們會使用普通的東

西，如泥土、水、色彩等等，但不要認為這些器物無

法使人達到禪那。有些業處（kammatthāna）或心智培

育（bhāvanā）的練習，包含持續觀照身體器官，如頭

髮、牙齒、指甲、甚至排泄物，但別把這些和污水處理

工人或掘墓人每天的工作混為一談，他們的日常體驗與

精神提升無關。

對於內觀修行涉及日常生活的觀照，所引發的

批判與佛陀有關內觀禪修的教導是不相容的。根據

念處方法來觀照站或坐等，與一般身體動作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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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展定時，它不會出現。當心如是平靜而沒有障礙

（蓋）時，才會達到心清淨（cittavisuddhi）。有了心

清淨，禪修者才能在每個觀照的當下辨識名與色。這種

能辨識的心識在一開始練習時不會出現，只有在定得到

動力時才有。之後，禪修者就能辨識名與色，名就是

心，而色就是心所緣的目標。他知道除了名色之外什麼

都沒有，沒有自我、沒有眾生。然後，他才能得到見清

淨（ditthi﹣visuddhi）。

接著，當行者觀照到走路、彎腰等時，他就了解到

走路是起因於想要走路的念頭。所以想要彎曲手臂的念

頭會使其手臂彎曲，並非我使得手臂彎曲。我們能看見

東西是因為有眼睛及可見的物體。並沒有「我」，要我

們去看東西。因此我們辨識出因和果，而這就叫做「緣

攝受智」（paccayapariggaha﹣ñāṇa）。當禪修者了解到

未來和過去都只是由因和果造成的，這種內觀智就會發

展成度「疑清淨」（kavkhāvitarana﹣visuddhi）。這種觀

智有助於消除個人存在於過去或未來的疑惑。行者經由

剎那到剎那的當下，觀照名色的過程中修行八正道，從

而產生這類及其他的觀智。這個特別的啟發是來自於佛

10. 定是真正內觀智的重點

定是內觀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出自於佛陀的教

誨：

Samādhim bhikkhave bhavetha 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utam pajānāti……

比丘們，你們要培養定（平靜的心）。能夠成就

定的比丘，即能如實知見事物的原貌。

如實知見事物的實相（yathābhutam），即是在看

到事物的當下，所生起（或出現）的眼睛、可見物、眼

識以及樂或不樂受，都能了悟到它們的無常性。同樣

地，在聽到、觸到等的當下，也可說是洞察了實相。只

有在充分圓滿定的時候，洞察力才會產生。換句話說，

只有定能導致洞察實相，這是體驗的智慧，與邏輯或智

力無關。

洞察無常的才是真正的內觀智，但是當行者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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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所以同樣當他看見某物時，他只注意到消失而

已。這就是生滅智（udayabbaya ñāna），在此境界，禪

修者會看到光並經歷狂喜。他覺得既輕盈又舒適。心十

分敏銳且機警，所以沒有東西能逃離他的注意力。

當禪修者達到「怖畏智」（bhaya﹣ñāṇa），並觀照

走路、舉起腳和放下時，這腳或身體的外表會變得模

糊，而只有僵硬和動作仍然清楚。即便如此，會發現它

們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就像行者所觀照到的站、臥、觸

摸等現象一樣。禪修者只察覺到所觀照的目標及能觀照

的心二者都消失了。行者經驗產生一種真正的洞察力，

洞識了一切存在現象之無常、苦和無我，而此符合了

佛陀的教導“Samahito yathābhūtam pajānāti……＂這比

丘具有平靜心且能如實知見事物的真相。當此內觀智

慧之眼充分發展時，行者即能經由聖者的道果（magga﹣

phala）產生的智慧，從而了悟涅槃。

此外，透過正念的修行以發展八正道，會帶來

洞察力、殊勝的智慧（abh iññāya）與透徹的了悟

（sambodha即開悟）。每當禪修者了解一切事物是無

常的，這智慧會摒除煩惱的生起，且在聖道上徹底根除

陀的教導，叫做「引生慧眼」（cakkhukarani）。

這種體驗就像個盲人因為良藥而恢復視力。以前行

者認為自我是看到、聽到等的代理人。他可能曾聽過否

定自我的教誨，以及堅持名色或因果是宇宙唯一的真

相。

隨著定的進一步發展，慧眼會使禪修者帶來更高的

內觀智，當他持續著觀照名色的過程，他會察覺到其正

念所緣目標的生起與消失。這就是如實智（yathābhūta﹣

ñāṇa），意思就是洞察所有現象的生起與消失。起初，

這種覺知是擴散的，只限於同一類相續的名色。之後行

者了解到一切事物是不斷地轉變，亦即沒有事物是恆常

的，一切都是苦並缺乏自我實體。這就是由作意思惟

（reflection）得來的「思惟智」（samāsana﹣ñāṇa）。

當專注力更增進時，在邁出一步或彎曲手等，行者

能洞察到這些現象的消失是一節一節的。在一上一下

之中，他注意到現象是分成一節一節地消失（vanishing 

piece by piece）。當他聽到聲音時，在他的觀照下，那

聽到以及消失都是分成多節的（in pieces；剎那剎那生

滅不息）。他不了解其意義，因為二個連續的聲音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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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道的修行

抵達永久的平和及自由之路或是涅槃，即為中道的

八正道。舍利弗長老形容它是消除貪婪與憎惡之道，並

可成就慧眼、非凡的內觀智與煩惱的止息。此內觀智形

成了八正道的目標是不尋常的，因為它使人覺知到名與

色之間的因果關係、名色的無常、不滿足和無我。

中道就是八種生活方法，包括正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每當看見或聽

見等等生起的當下持續觀照身心的過程來修習此中道。

若忘失正念於這些當下，就會對愉悅的感官目標引生渴

望並對不快的感官目標引生憎惡。隨著定力的增進，禪

修者會了悟到一切現象的無常以及其因緣。對一切事物

他不會有情緒化的反應，所以就沒有渴望與憎惡生起的

場合。

每個正念觀照的當下，都含有中道的八要素。注意

力聚焦在所有現象的努力，即是正精進。觀照走路、

站立等行為，即是正念。把心準確地固定在個別的感

煩惱。八正道的毗婆舍那禪修也會引導至涅槃。因煩惱

止息後，緣業及業果（kammicfruit）這兩種輪迴的新名

色（new nāma﹣rūpa即新生命）也會滅絕。這就是暫時

捨斷涅槃（tadaga nibbāna）意指煩惱、業及業果的輪迴

所帶來固有的痛苦暫時滅絕。然後，當禪修者在精神上

從毗婆舍那的道進展到聖者的道，就會徹底滅絕煩惱、

業和名色。這就是真正的涅槃，它來自煩惱染污的徹底

消滅（samuccheda pahāna）；這也是佛陀和阿羅漢的目

標，可以保證永久地從痛苦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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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欲望及瞋恚會變無力，只有達到下個階段，即阿那

含之時，才可確保這些煩惱徹底滅盡止息。因此，在

阿那含時，禪修者不會因感官欲樂而高興，也不會有

任何事令他生氣。只有在阿羅漢位階，才能成就對欲

有（bhavarāga）的生命執取及其他有餘煩惱的完全滅

絕。所以佛陀提出了八支中道以消除貪和瞋。

官目標上，即為正定。這三種道支，形成正定（sammā 

samādhi）之道的部分。再者，正見即是了知所觀照的

身心現象之真相。換言之，當行者了知一切現象的無

常，並且它們並無任何的自我實體，這實體會生起男人

或女人的錯覺、有魅力或討人厭，這種了知即是正見。

正思惟則是使心專注於現象存在的真實本質。正見和

正思惟形成慧正道（panna magga）。這兩種慧正道加

上三種定正道形成能作正道（kāraka），意指運作的道

（working maggas）。此五正道間的和諧與合作，對成

功修行內觀是絕對必要的。

毗婆舍那修行尚包括三種戒正道（silā maggas），

即正語、正業和正命。禪修中的行者已經擁有這些美

德，或是在他禪修前已承諾遵守這些道德戒律，還有在

觀照感官對象（sence object）的當下，他在道德上是純

淨的，因為在那當下沒有貪或瞋生起的機會，而且這意

味著解脫了邪語、邪業及邪命。

因此隨著煩惱逐漸削弱，禪修者會獲得聖道上的

須陀洹位階，可使他免於貪與瞋，這二者會導致他再

生於更下層的世界。在下一個斯陀洹位階，粗重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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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陀洹、阿那含和阿羅漢。

在此禪修中心，依照著《念處經》修習，當行者觀

照身體的活動、心識的狀態，如感受等，便會察覺到名

色的本質。隨著定力的發展，他們會獲得真正的內觀

智。這些觀智包含了正見的培養及其他毗婆舍那道，因

此可以去除貪、瞋等的生起。

因此修習正念的人無論做、說、感覺或思考什麼，

都是真正的佛陀弟子。他們可能是比丘或一般信徒，但

不論性別或年齡都值得稱讚。因為依照佛陀的勸導他們

就是佛法的傳人。

構成內觀修行的八正道可再分為三組：即慧正道，

包括正見與正思惟；戒正道：正語、正業和正命；和定

正道：正精進、正念和正定。

12. 佛道的修行

有些人認為透過適當的作意思惟就可以克服貪和

瞋。適當的作意思惟可能偶而有幫助，但只有修習

毗婆舍那道才有助於根除這二個主要的煩惱。因此，

即使菩薩自己也要持續觀照此五取蘊並修毗婆舍那。

由於內觀智的進展讓行者得以從所有煩惱解脫並成就

阿羅漢與佛的位階。這是出自《長部》的《大本經》

（Mahāpadāna），提到後來成為毗婆尸佛的菩薩，曾

在黎明前持續觀照五取蘊（upādānakkhandhā）。

在這裡所言的取蘊意味著名色或是身心的組合。並

且若沒有正念觀照名色生滅的過程，會引起恆常的錯覺

等，而必然執取它。每位菩薩都持續觀照名色的過程，

之後才會成就最高的證悟（enlightenment）而成佛。

所 以 ， 我 們 應 該 記 住 ， 每 一 個 菩 薩 都 是 經 由

修行毗婆舍那道，成就四種道與四種果（paths and 

fruitions），然後才成佛。佛陀的弟子們同樣如此。他

們持續觀照取蘊並發展內觀智，之後才能成就須陀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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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念

佛 陀 以 四 念 處 （ s a t i p a t t h ā n a s ） （ 念 的 應

用 ） 來 解 釋 正 念 （ s a m m ā  s a t i ） 即 身 隨 觀 念 處

（kāyanupassanā），念住於有關身體的觀照；受隨觀念

處（vedanānupassanā），念住於有關受的觀照；心隨觀

念處（cittānupassanā），念住於有關心識狀態的觀照；

法隨觀念處（dhammanupassanā），念住於有關心物

（mind﹣objects）的觀照，例如：情欲、物質、可見目

標等。所以行者要培養正念唯有透過四念處的禪修。

13. 正精進

正精進（sammāppadhāna）可分成四種：一、努力

令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不生起；二、努力藉由內觀及道智

以克服已生起的不善心識狀態；三、努力發展善的心識

狀態，特別是內觀與道智；四、努力維護並開展已生起

的善心識狀態，直到成就阿羅漢。人們只有經由修行毗

婆舍那，才能發揮這四種正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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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ṇo na upalabbhati “Mahāparinibbana Sutta, 

Dīgha Nikāya” 

須跋陀！彼法、律教法裡沒有八支聖道，那個教

法裡沒有預流沙門；沒有一來沙門；沒有不還沙

門；沒有阿羅漢門。《長部．大般涅槃經》

這些話體現了佛陀最後的教誨，是我們應該牢記並

理解如下：

《轉法輪經》（Dhammacakkapavattana sutta）、

《無我相經》（Anattalakkhaṇa sutta）、《大念

處經》和其他經內都有佛陀的教法。另外還有波

羅夷法、僧殘法、波逸提法和其他戒律。這些經

和律的法則形成佛陀的教誨。只有那些遵從佛陀

的教誨的人會致力於八正道，且只有那些如此實

踐八正道的人會成就須陀洹、斯陀洹、阿那含的

位階以及確保煩惱止息的阿羅漢道。只有在佛陀

的弟子中才會發現這種聖者。其他宗教或教派的

信眾中缺乏完全解脫的聖者。

15. 正定

佛陀以四禪那定（jhāna samādhi）來描述正定正道

（sammā samādhi magga）。因此它包含形成內觀修行

基本的四禪定（pādaka jhāna samādhis），在屬性及離

五蓋障礙方面與初禪同義的剎那定（khanika samādhi）

以及四種道定（magga samādhis）。

止禪內觀（samatha vipassanā）的修行對三個定正

道來說是不可少的。沒有它，就談不上八正道。八正道

只在佛陀的教導中才有，而與八正道脫離的宗教和思想

體系，都不能指示確保徹底滅絕煩惱的四種聖道。所以

那些不知道八正道的人，就不知道須陀洹、斯陀洹、阿

那含或阿羅漢。這是佛陀在他般涅槃前夕告訴苦行者須

跋陀（Subhaddha）的話。

Yasmim kho subhaddha Subhaddhasamaṇo pi tatthana 

upalabbhati dutiyopi tattha samaṇo na upalabbhati 

tatiyopi tattha samaṇo ni upalabbhati catutthopi tat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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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nāha則是怨恨，不善心識的狀態（unwholsome 

state of consciouoness）開始於憤怒，不久引生怨恨。

如果一個人沒有得到他尋求的財物，他就會把憤恨

（resentment）發洩在任何得到的人身上（kodha），而

如果這憤恨復甦的話，就會變成怨恨。注釋書說明的這

些變異（differentiations）並不容易讓人理解。

所以，即使你自稱為佛教徒，如果你不按照佛陀的

教誨，來持續觀照名色的過程並修習八正道，不能成就

聖道上的這些位階。如果沒有這樣的修行，你甚至不會

成為須陀洹，得以保證從更低的下界解救出來。

在《法嗣經》中，舍利弗長老闡明了十六種或是八

對煩惱。我已經解釋了第一對煩惱，就是貪和瞋。第二

對是憤恨（kodha）和怨恨（upanāha），這些都隱含在

瞋之中。根據注釋書，追逐財物會導致貪。如果貪沒有

達成目的，就會產生瞋。而若貪滿足了，則對另外的目

標會生起貪。貪的不滿足感會使我們陷入悲慘境遇，不

給我們任何東西或我們不喜歡的人，瞋會讓我們憎恨他

們。瞋會將貪注入根源於渴愛之九種不善的（akusula）

心識中。這九種不善心識的狀態包括：一、基於渴愛

（tanhā）的追求；二、獲得追求之事物；三、決定如

何運用它；四、對此決定感到高興；五、過度的執著；

六、保存執著之事物；七、慳吝；八、護衛此事物；

九、為護衛個人所持有財物的需要，引起爭論、武裝衝

突、毀謗和欺騙。

再 者 ， k h o d h a 是 憤 怒 （ a n g e r ） 和 殘 酷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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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我們的利益。我們可能同樣會認為他會危害我們所

愛的人，所以也有這三種想法。再者，我們可能相信有

人過去曾經為我們的敵人做好事，或是目前他正在為我

們的敵人做好事，或是他未來會替我們的敵人做好事。

因此，一共有九種我們懷恨的原因。

有些人沒有正當理由就表達出他們的厭煩。因為他

們的挫折或任何不利的事件，太陽、風、雨或其他無生

命的對象都會使他們懊惱。因此，他們會因為難堪而詛

咒某個器物，例如被樹樁絆倒，則會踢打它以發洩怒

氣。這是粗暴易怒的醜陋模樣，也是許多壞脾氣者的特

徵，而在巴利文為atthanakopa（無理之瞋）。它是低下

的、卑劣的，且有損道德聲譽的。

根除憤怒與怨恨的方法即為八正道的中道。我們可

以這些方法來克服它們，如果，我們因任何理由而生

氣，不應該讓怒氣從言語或行為中發洩出來，而應該作

意思惟生氣的弊病。如果作意思惟無法消除它，那麼我

們應該記住，在行為或言語上冒犯我們的人，只是個名

色或身心的現象，它已經滅去了，和我們當下的名色相

同：我們的憤怒生起時，名色現象也滅盡了。此外，他

16. 憤恨與怨恨

不提別的，一般而言各種渴愛和歡樂（crav ing 

and  pleasure）可能被視為貪，而各種憤怒、挫折

和惡意則為瞋。特別是kodha巴利文意指憤恨，而

upanāha意指怨恨。憤恨及怨恨都是瞋的特殊形式，

且二者都是因追逐財物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憤怒與

怨恨。

憤怒和怨恨二者都是低下且卑劣的。我們面對不愉

快的感官對象時，會憤怒。憤怒就像一條眼鏡蛇，當牠

被惹毛時會發生嘶嘶聲並舉起頭部。即使是那些善良且

態度溫和的人當聽到冒犯他們的話時，有時也會太敏感

以至於發洩他們情緒。這樣脾氣的爆發可能會成為羞愧

及懊悔的原因。也可能損及朋友間的友誼，並傷害自己

的道德名譽。

有些人可能會記恨冒犯他們的人。我們會記恨人，

由於認為：一、過去他曾經危害過我們的利益；或者

二、他目前正在危害著我們的利益；或是三、他將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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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誨“Sute suta mattam bhavissati……＂，當你聽到時，

就把心專注於純粹聽到。

將必得承受自己不善的言或行。如果我們生氣了，我們

也會和他一樣受苦。

克服憤怒有個更好的方法是觀照它，這是八正道的

修行。無論如何，最好的方法是僅僅觀照聽到，當我們

聽到冒犯語的當下立即觀照，如此可摒除憤怒的生起。

所以行者試著經常正念於看到、聽到等當下生起的身心

現象，以遮斷來自感官印象的煩惱。如果這修行沒有助

益，那他就必須由作意思惟或正念於情緒，來去除憤

怒。

如果憤怒太強而表現在臉上或言語中，我們應該當

下馬上透過名色的作意思惟，或者持續觀照名色來制止

它。若沒有在它萌芽時阻止它，常會造成粗野的行為、

威脅、咒罵和其他情緒的爆發，這是很可恥的，而且會

破壞朋友間的友誼。憤怒常使得親近的人苦惱，且比關

係疏遠者更常發生，而那些幫我們度過危機的通常是親

密的朋友或親戚。因此若有人的所言或所行冒犯了我

們，應該想到他以前曾為我們做的好事而忍耐。我們應

觀照不愉快的話並練習自制。曾有禪修者說過當被岳父

責罵時，他透過正念而保持冷靜及沉著。這符合佛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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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以獲得財物。後來，當他的目的失敗後，他對

他的恩人們做了不實的指控。他對佛陀的忠告置若罔

聞，所以為自己的惡行付出極高的代價。根據《相應

部》，他死於可怕的疾病，並且落入無間地獄。阿闍世

王子為了王位而弒父，也是很著名的忘恩負義事件。今

日還是有人為了邪惡的欲望，毫不猶豫地毀謗老師或其

他恩人。

我們應覺察到對別人該有的感恩，並努力盡可

能報答他的德行。在佛陀時代，有位老婆羅門拉達

（Radha）想要加入僧團，但是沒有比丘願意擔起授戒

師的責任。後來，根據佛陀的指示舍利弗為這位婆羅門

授戒，以報答拉達曾布施一匙米給他的恩惠。舍利弗的

感恩之情是非常值得讚賞並做為模範的。即使我們無法

回報他人的善行，我們必須警惕自己勿做惡行回報。如

果我們被誘導忘恩，應該透過作意思惟或正念修行來消

除這種的無情（ill﹣feeling）。

17. 忘恩和自負

第三對弊端（evils）是makkha（忘恩）和palāsa

（自負）。忘恩就是拒絕感謝恩人，毫無疑問的，我們

欠父母很深的恩情。然而，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談他們

的感激之情，說照顧子女是每個父母的責任，或說父母

對子女的關照是因為子女過去的善業。有些人否認他們

曾受到老師或長輩的恩惠，將其智能成長歸功於自己的

努力。事實上，即使是對我們的福祉只有輕微的貢獻，

我們也應該感謝他人及回報其付出。根據佛陀所說，即

使我們終生且全心全意的護持父母，也無法還清父母的

恩情。但是，據說如果父母正好是非信徒或非佛法僧三

寶信眾，就盡可能為他們精神的福祉做些事來報答恩

情。因此，古代的老師形容感恩父母是無限且無法衡量

的。

那些專注於追逐物質福利的人通常不會想到感

謝老師們。在佛陀時代，有一位比丘叫拘加利耶

（Kokālika），他想要利用與兩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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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拒絕的是不持戒或愛爭吵的比丘，就不算是慳

吝。同樣地也適用於禪修中心接納行者的原則。二、信

眾慳吝（kula macchariya）和信眾有關的慳吝。信眾慳

吝者要求其信徒全心全意追隨他，且不喜歡他們和其他

比丘來往。某信徒在面對朋友或親戚時有相同的獨占態

度，那也是慳吝。如果想要朋友或信眾不和愚蠢或不道

德的人來往，就不能算是慳吝。三、財物慳吝（lābha 

macchariya）想要獨占財物的欲望。如果拒絕給予不道

德的比丘財物，或是拒絕給予自己所需之物，例如蓮花

色比丘尼拒絕把她的內衣給優陀夷比丘，這就不算是財

物慳吝。四、讚美慳吝（vanna macchariya）是種渴望

見到別人缺乏值得讚賞的特質，例如某人擁有的美麗。

五、法慳吝（dhamma macchariya）不樂和別人分享佛

法的智慧。

這些慳吝將導致死後墮入更低下的世界以及惡業的

果報。嫉妒和慳吝並無好處，反而只會使人在現在和未

來都不快樂。在《長部》的《帝釋所問經》中，天神之

王帝釋問佛陀：雖然人們追求快樂、和平與安全，為何

卻無法脫離危險且必得受苦。佛陀說不幸的苦難眾生，

18. 自負、嫉妒與慳吝

另一個弊端是自負，那是種將自己想成與那些道德

或智力超優者，是同等的欲望。有些人誇大聲稱，自己

德高或博學或精神上有所成就，並評比自己甚至超過真

正有這些特質的人。有些容易受騙的人成為他們的信

徒。在古印度有一些騙人的導師，他們炫耀有佛陀的證

悟與智慧，也成功獲得無知者的信任。這種自負誇耀是

公然的罪惡，我們應該透過佛法的中道來克服它。

舍利弗所譴責的另一對弊端是嫉妒（issā）和慳吝

（macchariya）。人們傾向於嫉妒，在財富、外貌、教

育、官階、領導能力，或其他可稱道的屬性方面超越自

己的人。當我們不想要看到，有人擁有類似我們的所

有，或不想要別人與我們所執著的事物有任何關連，我

們就會心懷慳吝。

慳 吝 可 分 為 五 種 ： 一 、 住 宿 慳 吝 （ ā v a s a 

macchariya）與住宿相關的慳吝，這尤其和比丘有關。

住宿慳吝就是獨占僧團的寺院並拒絕善比丘的入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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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須陀洹道。須陀洹道及果智能完全滅消除包含嫉妒和

慳吝在內的六種煩惱。這種成就表示能永久從低下世界

的危險中解脫，經過人間與天界最多七世輪迴後，最終

成就阿羅漢位階與涅槃。所以我們力勸弟子們，經由嘗

試至少成就須陀洹道與果，以作為佛法的傳人。

是因為嫉妒和慳吝這二個羈絆。佛陀的陳述是無疑的事

實。因為這兩種罪惡，人們互相爭吵而造成不幸與悲

慘。其中慳吝之惡，尤其顯見於狗的行為中。當一塊肉

被拋在兩隻嬉戲的狗中間，牠們就會滿懷慳吝想獨占食

物而互咬對方。我們已經在《帝釋所問經》和《減損

經》（Sallekha）的講經中，解釋過嫉妒和慳吝，就不

再詳述了。

不過，我們仍要指出這兩種罪惡對緬甸佛教的傷

害。只喜愛物質財富的比丘們不想與在有些方面優於他

們的人分享勢力範圍。曾經有一間寺院沒有住持，他們

應該告訴信眾們去物色一位以學問聞名的、遵守戒律的

並且專注於修內觀的比丘來擔任住持。但事實上，大多

數的比丘不希望他們之中有這種人，因為他們嫉妒別人

有追隨者，以及嫉妒別人在佛法的修行和知識上令其相

形見拙。如果我們十分重視佛陀的教誨，則對那些能有

效助長人們精神的提升者，歡迎他們並給予全心的擁護

乃是我們的責任。

根據注釋書《中部》第一段，那些能夠誠心並堅定

地修習正念的人，當他們的內觀智開展很好時，就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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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對其獻身弟子要求的最基本條件，當他作如下的聲

明：

Etu viññu puriso asatho amayavi ujujāt iko 

ahamanusasami aham dhammam desemi. 

讓一位不瞞騙、不放肆且賢明的又真誠的人來到

我身邊。我會教導他。如果遵從我的指示，他必

定會得到阿羅漢果，即是，達到神聖生活的目

標，所花的時間至少七天或最多七年。

只有當行者能不瞞騙和不自負時，則禪師可以更有

效地引導他們。只要他瞞騙並隱藏自己的缺點，例如多

數時間花在說話和睡覺而不勤奮練習，則在他精神上的

進展，禪師是無能為力的。禪師不再能合宜地指導這樣

的禪修者，就如醫生無法治好否認自己有病的人。禪師

也無法幫助那些假裝修得很好且已經成就觀智的行者。

這類騙人的行者就像假裝已康復的病人一樣，將不會有

進展。

因此禪修者應該觀照他的心路過程（ m e n t a l 

19. 瞞騙及偽善

我們要論述的下一對煩惱染污是瞞騙（māyā）和

偽善（sātheyya）。māyā就是瞞騙，我們藉此隱瞞過錯

並假裝無辜。sātheyya就是偽善，或炫耀自己實際上未

具備的資格。有宗教偽君子假裝是有學問，或專注於修

苦行，或者已獲得神通力，或修內觀已成就更高的觀

智。他們用詭計和瞞騙以感動愚人。曾經有一位比丘在

講道時說：「嘿，那邊的女人！注意！不要讓你的心遊

蕩！」當然，大部分人都缺乏專注力，但集會中的每個

婦女都以為比丘在對她說話，且他的話使大家更信服

他，因為這令大家生起如此的印象：他能超乎尋常地了

知她們的心意。

克服瞞騙和偽善之惡的方法就是修習八正道。不修

習正念的人很可能會隱藏自己的弱點而自命不凡。在過

去生有這兩種性格缺陷者當中，特別可以發現他們帶有

這種前生殘留的習性。無論如何，將心定於涅槃和解脫

的行者，必須要消除它們。事實上，無瞞騙和無偽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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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無禮和虛榮

我們接下來要思考的弊端是無禮（thambha）和虛

榮（sarambha）。thambha意思是無禮或對值得尊敬的

人和物不尊重。有些人不願意以舉止或說幾句話表達

對佛像、佛龕、長者等的敬意。另一個弊端，即虛榮

或sarambha，是種渴望要做不妥當的事只為了使別人失

色。例如有人花了很多的錢在布施上，只為了勝過別

人。但若有一個人布施、持戒和禪修是出自於純淨、真

誠和無私的動機，其他人同樣的行為是無法匹敵的，那

就不是虛榮。因為虛榮的特質是空虛、不真誠和自私；

像這樣的特性與想要盡最大的努力過聖道生活的渴望是

不可混淆的，而此欲望乃從純淨的善心識所生起的。

這兩種弊端即無禮和想要虛有其表地超越別人的欲

望（虛榮），通常不會發生在真誠且勤奮修行內觀的行

者身上。但只有當成就阿羅漢位階時，它們才會絕跡，

所以禪修者要不斷地防範它們。

process），並護衛自己免於瞞騙和偽善。隨著定的發展

以及生滅隨觀智的達成，我們的心即可免於這二種罪

惡。曾經有一個女人，她對丈夫很霸道又傲慢，她修習

了正念後覺得後悔。她承認自己的缺點並發誓除去它

們。我們要努力克服這些煩惱染汙，否則它們會引起痛

苦、逐漸傷害固守的道德誠信並延長輪迴，因此修習正

念與八正道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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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假自卑感，但只有成就阿羅漢位階時才能克服真自

卑感。

另一種我慢是atimāna，意思是過度的我慢。起初

一個人可能認為自己和別人立足點是平等的，但之後這

個信念可能發展成過度我慢，而使他夜郎自大。政府官

員、宗師、領導者以及在某些領域中因其權威、特殊資

格、知識、技能或成就而自豪的人，他們的性格特色往

往是過度我慢。他們太過我慢，因而待人傲慢不遜。他

們時常在寫作或談話中無意洩漏出過分的驕傲。

甚至一些已達成如生滅觀智這精神層面的行者來

說，這類我慢仍會讓他們苦惱。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的

精神進展勝過老師。所以我們要修內觀，才能在須陀洹

位階克服假我慢，我們也應該嘗試成就阿羅漢位階，以

去除真我慢，此慢乃憑藉某些我們的確擁有的特殊資格

才可能合理化它。

21. 我慢與過度我慢

下一對值得我們注意的煩惱染污是我慢（māna）

和過度我慢（ a t i m ā n a ）。 m ā n a 就是驕傲或我慢

（ c o n c e i t），可能源自於一個人的良好家世、財

富、外貌、智力或隨眾。我慢有三種：一、勝慢

（seyyamāna）就是認為自己在家世、社會地位等優於

他人的感覺。這種感覺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假感會在

聖道上的須陀洹位階時消失，而真感則要到阿羅漢位

階。二、等慢（sadisamāna）就是認為自己和他人平

等的感覺，這種感覺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假感會在須

陀洹位階消失，但真感則等到阿羅漢位階。三、劣慢

（hinamāna）就是認為在某些方面不如人的感覺，這種

感覺並不是形成謙虛或尊敬別人的基礎，而是我慢和自

大的根本。很諷刺的，它會對更高階層者違抗和輕蔑，

因為對他而言他們是完全異類的。因為比起在某些方面

優於他的人，他過著不羈的生活方式享受更多的自由，

所以他會有我慢。再者，在達成須陀洹位階時，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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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舍利弗也像是一塊用來清理髒腳的布；這塊布

很有耐心且不會抱怨，舍利弗也一樣。

六、舍利弗採取低種姓賤民的態度面對高種姓的婆

羅門。當一位賤民進入村莊時，他必須用小棍子敲出聲

音，警示別人他到來了，使別人可以避免接近他。長老

舍利弗說他有這樣的謙卑近似於賤民的自貶。

七、舍利弗就像斷角的公牛一樣，溫順而且不會攻

擊任何眾生。

八、舍利弗厭惡他的身體。他不再喜歡他的身體，

就像洗好澡並裝扮好的年輕男女不會喜歡在脖子上掛上

一具腐爛的屍體。

九、舍利弗覺得他承受著身體的負擔，就像一個裝

了動物油脂的壺，有許多孔隙在滴油。

當舍利弗如此向佛陀談到他的忍耐和謙卑，讓那位

誣告他的比丘感覺到懊悔，為其罪行向長老道歉。舍利

弗原諒了他並且也請求他的原諒。

舍利弗的謙卑實在堪稱楷模。很多人可能無法像長

老一樣修行謙卑到如此非凡程度，或者甚至完全消除一

般的我慢，但是我們都應該試著克服過度我慢。

22. 舍利弗長老的謙卑

在此舍利弗長老的謙卑應當作為我們的課程。有一

次，佛陀的兩位重要的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告別佛陀去

周遊各地。有個比丘看到舍利弗有很多隨行比丘，十分

嫉妒。他就到佛陀面前誣告舍利弗擦撞他，但沒有道歉

就走掉。佛陀知道實情，只派人告知長老有關該比丘的

抱怨。舍利弗說忘失正念的人可能做出這種事。但他總

是經常念住於自己的身體。然後他提到他所修習的忍

耐，把自己與某些事物做比較。

一、舍利弗把自己比喻成大地，它做為垃圾場讓所

有乾淨與不乾淨的東西都能傾倒。它接受各種污物、糞

便、膿、痰等卻沒有訴苦或憎惡。舍利弗所修習的忍耐

實在是大地的特點。

二、三、和四，再者，污物可傾倒於水中；火及空

氣也可處置它（焚化）。但是水、火和空氣既不會抱

怨，也不會嫌惡。舍利弗也是以同樣的方式修習忍耐，

達到非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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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沉醉我慢可能起源於財富的獲得。有些人是

如此不勝陶醉於財富的虛榮中，以至於沒興趣修習正

念。以信眾的贈與物而沉醉得意，使比丘變得自負，

而怠惰於修習《法嗣經》中所強調的戒、定、與禪修

（bhāvanā）。

信徒供養禮物以示特別的敬意，這樣的禮物稱為

sakkāra。接受這種供養且深受其信眾尊敬的比丘易成為

虛榮及自負的人。這種沉醉我慢特別與高僧、方丈、宗

師們有關，因為他們的權威和領導地位而常變得過分自

私和貢高。

在佛陀的時代有一位宗師叫刪闍耶（Sañjaya）。

他有兩位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在佛陀的引導下，他

們成就須陀洹，這兩位年輕人告訴老師他們有意加入佛

教僧團。他們也促請老師這樣做並修習佛法。刪闍耶拒

絕了，他說自己已當了很久的老師，讓他去當別人的弟

子是一件羞辱的事。他們請他再考慮應該怎麼做，因為

許多人將會去追隨佛陀，留下他等於沒有弟子一樣。刪

闍耶說聰明人在人口比例中占少數，如此大部分的愚人

將會來他這裡而只有少數聰明的男女會去追隨佛陀。他

23. 沉醉我慢與放逸

現 在 我 們 談 到 了 最 後 一 對 煩 惱 染 污 ， 即 在 舍

利弗的說法中所提到的沉醉我慢（m a d a）和放逸

（pamāda）。mada意指沉醉我慢（intoxication with 

pride），而pamāda是放逸（unmindfulness）。根據《小

部》的〈分別〉（Khuddaka Vibhanga）的巴利原文有

二十七種沉醉我慢。換句話說，人會沉醉於我慢，起源

於優渥生活的二十七個特徵之一。

第一個特徵是出生（jāti）。在印度這個字涉及種

姓制度。人分成四個階級，即國王或貴族、婆羅門、商

人和勞動者。國王和婆羅門因為他們的皇室血統或學問

而不勝沉醉我慢，這往往使得他們盲目且不理性，就像

酒鬼或因腺體季節性分泌的影響而發狂的公大象一樣。

有些人因為執著於他們的宗族、健康、青春、長壽

等等而成為沉醉我慢的犧牲品。對許多人來說，陶醉於

健康或青春會障礙毗婆舍那修行，因為這會使他們不念

住於死亡不可預測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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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隨從、富裕、美麗、學問和智慧

現在再提到五個我慢的原因，即一、擁有太多隨

從；二、豐富的消費品；三、美麗；四、專業知識及

五、敏銳的才智。前兩個原因不需要解釋，第三個原因

特別和女人有關。

佛世時，頻婆娑羅王的王后讖摩（Khemā）非常自

豪自己的美貌。她沒有去會見佛陀，因為她擔心佛陀會

在說法中輕視她的美貌。但當她參訪竹林精舍時，因國

王的計謀使她不得不見佛陀。然後，她很驚訝地看見佛

陀旁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子。她明瞭到佛陀並沒有輕視

美女。因為有一位比她美麗的女孩隨侍在佛陀身邊。事

實上，這女孩是佛陀所創造的幻象。當王后看著女孩

時，佛陀用他的神通力使女孩漸漸變老、生病和死亡。

王后覺知到自己身體也有這種與生俱來的敗壞種子，並

且當佛陀向她宣講佛法時，她成就阿羅漢位階。她成為

佛陀首席女弟子，以智慧聞名。

另 一 位 女 子 叫 賈 那 帕 答 卡 莉 安 妮

似乎十分明瞭佛陀的卓越，但因為其領導地位的我慢使

他無法追隨佛陀。現今也是如此，可能有些領導者無法

忍受，在別的老師引導下修習佛法的念頭，這一種形式

的沉醉我慢會使人無法成為佛法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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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司、苦行、耐力及名聲

以下這些沉醉我慢的原因包括：比丘長時間位居聖

職及世俗人在政府部門任職內，上司對下屬作威作福

的態度；實踐苦行（dhutanga）；身體的忍耐力；例如

能旅行好幾個小時的體力；名聲或聲譽（yasa）與成就

（iddhi）。

沉醉我慢的第四個原因是名聲，字面上的意思是擁

有隨從，但這裏的意思我認為是指名聲或聲譽。因此當

一個比丘擁有經藏的導師、講經師或禪師的名譽時，他

可能會充滿傲慢。過度我慢會使得升到高階的公務員迷

惑。這一組的沉醉我慢最後一個原因是成就，意思並不

是字面所指的不尋常的能力，而是指不凡的成就或成功

會引起過度的我慢。

（Janapadakalyāni），她也以自己的美麗自豪而沒有向

佛陀致敬。最後她被迫會見佛陀，佛陀以同樣方法引

導她，達成阿羅漢位階。她被稱為難陀長老尼（Nandā 

therī），而且以禪那的修行聞名。以前她讓沉醉我慢所

支配，就像《古薩本生經》（Kusa jātaka）中美麗的波

帕伐帝（Pabhavati）輕蔑古薩國王一樣。

另外兩個沉醉我慢的原因是廣博的學問和敏銳的才

智。在這裡學問並不是指修習毗婆舍那得來的觀智，因

為已成就內觀智的行者永不會傲慢。它是指透過學習而

得到的世俗學問或佛陀教誨的經典知識。

敏銳的才智（patibhanañāna）使人能夠即席演說或

寫作，並能善於用字遣詞演講或寫作清晰、精確和有

效。憑藉著敏銳的才智，他可以說服別人並迅速解決問

題。這種才智與機智可能是沉醉我慢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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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太矮，也是造成沉醉我慢的原因。一個人擁有勻稱

的身材，意思是一般的身高和體重或是沒有任何的生理

缺陷，這兩種特性也可能會造成沉醉我慢。所以引起沉

醉我慢的原因有二十七種，它們會阻擋我們在精神上的

進展。難怪毗婆舍那的修行對那些擁有健康、財富、學

識和領導權，因而虛榮誇大的人，無法引起共鳴。有些

人相信他們信守戒德的生活或經常使用念珠，即可省卻

正念的修行。但實際上，各種形式的沉醉我慢或我慢都

有害於精神上的進展，需要經由正念的作意思惟來消除

它們。

26. 沉醉我慢的其他原因

另外五種造成沉醉我慢的因素是道德、禪那、專業

知識或技能、適當的身高和勻稱的身材。沉醉我慢可能

起源於對道德的執著。道德純淨的人有時會對其他非純

淨者無禮。但若他是出於善意地以品德的純淨為重的

話，且沒有顯示比你更崇高的態度，就不算沉醉我慢。

另一個沉醉我慢的原因是修得更高的禪定（近行定和安

止定）。達到這些定的禪修者可能有時會對定功不如他

的人說出輕蔑的話。有些人因為缺乏持續的精進而達不

到近行定，那禪師要特別關注這些行者，但這個責任和

沉醉我慢無關。修得真正剎那定的人，是不容易會有沉

醉我慢的。此外，現在能修得禪定的行者非常少，而且

因為執著於禪定而造成過分我慢或沉醉我慢的案例，等

於不存在。

另一方面，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在一門學問的傳統支

派，或一種學術領域有傑出的能力而受沉醉我慢所支

配。另外，有人長得恰好的身高（五呎或六呎）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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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善的放逸就會完全滅除。接著阿那含道時，引起

不善想法的放逸，例如感官渴愛和瞋恚，皆可滅盡。而

成就阿羅漢道時，確保滅盡其他餘留的放逸，例如貪愛

生命的放逸。但根據《中部》的〈禁行〉（Vatta）經注

釋書，阿那含位階的行者可以克服四種煩惱，即瞋恚、

憤怒、怨恨及忘失正念（放逸）。所以根據此注釋書，

在阿那含行者身上仍有長久不消失的煩惱，例如貪愛生

命、我慢、無明等，但它們不屬於這類放逸。

因此，為了徹底的克服與放逸關連的煩惱，一定要

修八正道，直到證得阿那含道為止。

放逸是對五種感官缺乏自制。換句話說，想念感官

目標、渴求或以它們為樂就是放逸。所以佛陀教導比丘

們，使用四資具，即食物、袈裟、醫藥和住所只能出於

保全生命，而非滿足感官欲望。若要矯正放逸，確實可

靠的對策即是修止及內觀。

放逸在感官意念（sensous thoughts）呈現的沉迷模

樣，並不像那以違犯基本戒德作為宣洩出口的放逸那麼

粗劣。與感官目標有關的放逸，其預防方法就是適當的

作意思惟、持續的正念和自制。最好的方法是持續觀照

27. 對治放逸

我們在聖道的進展上要克服的最後一種弊端是放逸

（pamāda）。放逸在《小部》的〈分別〉中的解釋是

忘失正念，它會導致喪失自我控制而有不當的行為、語

言和思想。這是所有放逸中最糟且最嚴重的。殺害、偷

竊和邪淫為身體上的放逸；說謊、毀謗、辱罵和綺語為

言語上的放逸；貪圖他人的財產、計劃謀害其生命或接

受邪見，例如否認業報法則的見解，這屬於心的放逸。

因此放逸會讓我們產生邪惡的思想、言語和行為。

放逸意味著隨心所欲而不約束它、讓它自由發揮，就如

解開公牛的轡勒，放任牠隨意覓食。對治放逸就是嚴格

地遵守道德戒律。持續的修定可以防止思想的放逸，而

修行內觀意味著在每次觀照的當下，與所緣對象有關的

放逸全然消除。

當行者在聖道上邁進時並且從一個階層開展到另一

階層時，可根除放逸。

因此在須陀洹位階時，會嚴重違犯道德的那些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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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六種放逸

我們現在依放逸的輕重程度依序來解釋放逸如下：

一、程度最輕且最微細的放逸形式，是偶爾的心散漫且

忘失觀照；二、次輕微的放逸是疏忽並讓有些感官目標

逃離我們的觀照；三、較糟糕的放逸會生起感官意念；

四、更有害的放逸會讓我們沉溺於感官樂趣中；五、更

加危險的放逸會引生欲望想要殺人、偷竊、說謊或違犯

其他惡行；六、最糟糕的放逸是表現在邪行或邪語中。

每個佛教徒都應該努力擺脫最後兩種放逸。修習毗

婆舍那的比丘和佛弟子應可克服第四種放逸。行者應經

常保有正念並護衛自身不受第三種放逸干擾，即感官意

念。如果修正念時出現感官意念，應馬上觀照並拒絕它

們。至於那些認真禪修想要成就道果（內觀智）的人，

他們應該努力直到免除前兩種放逸為止。

以剎那至剎那為基本，持續觀照當下身心活動的過

程，並修習毗婆舍那道法（magga dhamma）可達成須

陀洹道，此道確保六種煩惱的徹底滅盡，即忘恩、自

名色過程如升起及落下等。

若沒有認真修習毗婆舍那，必定引生放逸，亦即違

犯道德感官意念、掉舉（restlessness）及散漫心。如果

行者沒有活力的、堅決的、堅持的及踏實的修行，則不

能避免放逸。放逸令禪修不帶勁，斷斷續續修習、長期

停修，或精進力鬆弛或放棄禪修，或是無法持續地且堅

定地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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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瞬間的煩惱止息，還有最終有關須陀洹道等的內觀

智也會生起並且了悟涅槃。

比丘能成就這些觀智並克服煩惱，不論輩分高低，

都是值得稱讚的。他們是佛法真正的傳人。佛陀的首席

弟子舍利弗長老強調佛法傳承的必要，但是如果我們不

知道如何依照《轉法輪經》、《大念處經》、《大本

經》等的教導來修行八正道，就很難了解應當如何根據

道、果和涅槃來傳承佛法。但這修行對我們來說是清楚

的且不困難的，因為我們在這些教導的基礎上已實際修

行了毗婆舍那。那些忠實地遵循我們指示去禪修的行

者，將獲得真實的利益。

修行八正道就像是服用良藥以治療惡疾。正如良

藥可以幫助我們治癒許多疾病，修八正道也能幫助我

們滅除各種煩惱。首先我們應該修前分道（pubbabhāga 

magga）或毗婆舍那道。這種做法會是有效的，只要我

們根據五取蘊來觀照名色的過程或者以剎那到剎那為基

準觀照所緣目標。這樣的修行可以洞察名色的真正本

質，即是無常、苦等。如是生起的觀智（insights）形

成了內觀道（vipassanā maggas）例如正見等。這就是

負、嫉妒、慳吝、瞞騙和偽善。成就阿那含道位階時，

厭惡（瞋恚或vyāpāda）、憤怒、怨恨和忘失正念就會

徹底滅盡。最後成就阿羅漢道時，貪婪、無禮、不善的

欲望想要令別人失色（虛榮）、我慢、過度我慢以及傲

慢，或無節制的我慢，即沉醉我慢就會根除。在《中

部》的〈禁行經〉注釋書以及佛陀的其他教誨中，皆有

描述成就聖道時，這十六種煩惱全都滅盡。

根據這些註釋書，放逸在阿那含道時會完全地滅

絕，但是仍然有執著生命、無明、我慢於自己真正擁有

的以及其他煩惱。所以行者要持續地實踐八正道直到成

就聖道，才能確保一切其他的煩惱徹底滅盡。於是只有

這樣，行者或比丘才能成為依據佛陀教誨的佛法傳人。

實踐八正道是消除沉醉我慢及放逸絕對必要的。這

修行包含持續向內觀照身心的過程，或是每次看到、聽

到等行為而生起的五取蘊（upādānakkandhā）。行者經

由如此修行而發展的正定或剎那定，使他得以成就名色

分別智，即會辨別能觀照的心與被觀照的色（感官目

標），以及一切事物的無常。這種觀智並不是尋常的知

識，而是特別的且具洞察力的。這種觀智的每個剎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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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兩種修行方法

註釋書中介紹了兩種修八正道的方法。有些行者以

修奢摩他為導向的毗婆舍那，有些人則以修毗婆舍那為

導向的奢摩他。有些人在修毗婆舍那前就發展了近行定

（upacā samādhi）或安止定（appanā samadhi），這就

是止（samatha，奢摩他）。換句話說，修八正道有兩

種方式：一、在已成就奢摩他定之後，修毗婆舍那道；

二、還未先成就奢摩他定之前，即修毗婆舍那。奢摩

他定就是安止定或禪那定；而近行定就是禪那定之前

（prejhānic samādhi），因行者得以近行定遠離蓋障的

干擾而發展平靜祥和的心識。

對一些行者來說，這兩種定任何之一都能奠定修毗

婆舍那的基礎。毗婆舍那修行包含了名與色的觀智、

其因果關係、其壞滅（dissulution）、無常等。最終

它產生了道（須陀洹道）等，在聖道上逐步消除十結

（samyojanas）和潛在煩惱，而後上達阿羅漢位階而使

一切煩惱完全滅絕止息。

會導向聖道的前分道或初道。當內觀道基礎奠定好了，

八正道的聖道會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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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

在這種定或心清淨（由剎那定而生起的純淨心）基

礎下，正念的修行逐漸引起能辨識名（心）與色（物）

的洞察力，即巴利文所謂的名色分別智（nāma﹣rūpa 

paricchedañāṇa），然後是洞察其間的因與果關係的緣

攝受智，（paccaya pariggahañāṇa）；接下來不久了悟

所有現象的生起及消失（或開始和結束）與無常等一起

的洞察力。

此修行方式始於持續觀照名色，從它們的特性如無

常等出發。所以如是修行內觀智會先生起，而奢摩他或

者剎那定隨後浮現。換言之，修習毗婆舍那居前，而後

奢摩他或剎那定才隨之浮現。

因此過分強調修內觀的重要，是不可能有的事。但

只有修內觀可以引導我們成就道（聖道）、果（果位）

和涅槃，使我們成為法的真正傳人。

註釋書中還描述了聖道上純淨的內觀修行。這種修

行並非以這兩個奢摩他定的任一個為前提，卻與持續觀

照蘊或者名色過程，而了悟它們的特性如無常等有關。

這持續觀照會引生各種階位的內觀智等，如像洞察名色

之間的差異等等。這意味著見清淨往往源自於心清淨。

此刻心清淨以免於蓋障為前提，所以雖然這毗婆舍那修

行迴避兩種奢摩他定，它乃奠基於所謂的毗婆舍那剎那

定。所以雖然行者能免除這兩種奢摩他定，但他不能沒

有內觀剎那定，此定是修內觀不可或缺的。

註釋書中說到心一境性（one ﹣pe in tedne s s  o f 

mind），係源自於對所緣感官目標的注意力。此處所緣

的目標是指形成內觀持續觀照的目標，即身心現象。毗

婆舍那修行排除了與了悟無常、苦等無關的外在目標，

這些目標導向作意思惟及推論的思考。

隨著定的發展，行者永遠不會發現他的心是散漫

的。觀照的心識與被觀照的對象完美地配合。沒有任何

心識可以逃過他的觀照。心變成為觀照心識的連續系

列。雖然觀照目標有所改變，但它們與觀照心識同一步

調。此刻，蓋障會完全消失並且生起所謂內觀剎那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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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離開了集會。他的作法深深傷害了迦葉佛的教誨。

接著他的哥哥蘇達那長老就在那一天成就般涅槃。

至於迦毘羅，他死後墮入到無間地獄中，而他的母親和

妹妹曾辱罵善比丘們，也落入此地獄。在釋迦牟尼佛時

代，迦毘羅因有餘的惡業而轉世成為一隻大魚，在舍衛

城附近的河中。這條魚是金黃色的，但嘴裡發出惡臭。

有一天這隻魚被抓到並帶給國王。國王把牠帶到佛前，

詢問為何此魚有金色外表卻有難聞的氣味。佛陀解釋此

魚的前世是迦葉佛時代博學的迦毘羅比丘。佛陀告訴國

王，迦毘羅曾經如何辱罵與他意見相左的比丘們。曾經

如何傷害迦葉佛的教誨；以及其邪語業報如何令他非受

苦不可並墮入畜生界。

他有金色外表歸因於他努力發揚佛法，其惡臭則是

由於他謾罵其他比丘。

然後，佛陀問魚：

「你不是比丘迦毘羅嗎？」

「是的，尊者！我就是比丘迦毘羅。」

「你從那兒來？」

「尊者，我來自無間地獄。」

30. 附錄

《法嗣經》的講述中談到了比丘迦毘羅和其他惡

劣的比丘們。以下是《經集》中所提到迦毘羅的完整

故事。在迦葉佛般涅槃之後，僧團中有兩兄弟蘇達那

（Sodhana）和迦毘羅。他們的母親莎達尼（Sadhani）

和妹妹塔帕納（Tapana）也加入了比丘尼的行列。哥哥

研究戒律五年，修行佛法而成為阿羅漢。弟弟全心研究

經典而成為博學的比丘。

由於對佛法的博學，他有許多的追隨者，並且得到

很好的物質供養。因其博學而貢高我慢，令他變得狂妄

和傲慢。在任何事物上他愛唱反調，且當他們試圖說服

他時，他就以辱罵反擊。他的哥哥試著使他覺醒，但是

徒勞無功而最後所有重視品德的追隨者都離他而去。

他沒有良好的道德生活，他的追隨者也沒有。有一

次，在比丘的集會中，他挑戰有誰會背誦波羅提木叉教

誡偈（Pātimokkha）。沒有人能背誦。他就說：「你們

是否能聽到教誡偈並不重要，戒律根本就不存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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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誨的真義如下：

佛陀曾經教導十善行和八正道作為高尚正法。即使

一個人已經放棄一家之主的生活，過著無家的比丘生

活，如果他說話粗魯且以虐待有情眾生為樂，那他的生

命是惡劣與下賤的，且會增加煩惱染汙。

與他人爭論為樂的比丘仍然埋首於無明中。他無法

理解及欣賞有學問者所傳授的真正佛法。以無禮的語言

攻擊已成就道果的阿羅漢，反駁他們說他們一無所知，

這是由於他的無知，他不知道它是種煩惱染汙會令人墮

入地獄。

看不見這種邪惡的比丘會墮入更下層的世界，經歷

一世又一世令人沮喪及陰沉的輪迴，且遭受更多的痛

苦。就如很難清理一個已充滿尿便多年的糞坑一樣，像

迦毘羅這樣被邪惡纏身的比丘，也很難清淨己身的一切

罪惡。

因此比丘們應該認清迦毘羅是這樣的人：熱衷於感

官樂趣、感官想法、邪惡修行並且與放蕩婦女有密切關

係。他們應該對這種比丘避而遠之。他們應該團結一致

而令像迦毘羅這種卑劣、不受歡迎的假比丘離開。

「你的哥哥蘇達那在那裡？」

「他已經成就般涅槃了，尊者。」

「你母親莎達尼在那裡？」

「她在大地獄中，尊者。」

「你妹妹塔帕納在那裡？」

「她也在大地獄中，尊者。」

「你現在要去那裡？」

「我現在要去無間地獄，尊者。」

然候魚死了並墮落在無間地獄。迦毘羅故事使聽到

的人感到恐懼，而佛陀則講述《迦毘羅經》從下列詩句

開始：

Dhamma cāriyam brahmacāriyam  

etadahu vasuttamam  

pabbajitopi ce hoti  

agara anagāriyam 

法行、梵行即名聖財

《迦毘羅經》包含十句偈（gāthās）而此經中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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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袈裟、缽和身體都著火了。他痛苦地嚎叫著。他的

確是個餓鬼，看到他令我很驚訝這類傳說的眾生確實存

在。」目犍連尊者悲憫這餓鬼以及其他一切有情眾生，

因為他們必得考慮這類痛苦，只要他們仍然身陷輪迴

中，所以他十分地為之震撼。他笑了，是因為他知道他

已終結所有的這類苦難。

然後佛陀說了以下的話：

比丘們，我的弟子們是如此的博學而能看到這類

有情眾生。他們能提出親眼見證的報告來實證我

的說法。在我殊勝開悟前夕的夜晚，我有看到這

類有情眾生。但是我從未告訴任何人，因為我的

揭發將會為害到無神論者。比丘們，那個餓鬼是

迦葉佛時代的一個惡比丘。因其惡業的結果，他

在地獄中累劫受苦。接著由於他的殘餘業報，使

他現今正在遭受火燒身體的痛苦。

註釋書中解釋了pāpabhikkhu（惡比丘）這個詞。

惡比丘是濫用四種生活必需品（即食物、住所、袈裟和

醫藥）而這四資具乃是信徒相信布施給有德的出家人會

在驅逐那些有邪惡思想和邪修行的不良比丘後，比

丘們應該讓生活在一起的善比丘們組成僧團，並在齊

一、和諧與相互尊重的基楚上修行佛法。如此他們將得

到完整的內觀智而最後成就阿羅漢位階及苦難滅盡的涅

槃。

這是在《迦毘羅經》中佛陀教誨的全文。根據註釋

書，那些帶魚給國王的人，聽完此開示後加入了僧團，

修行佛法且不久後成就阿羅漢位階。

《相應部．因緣品．惡比丘經》

有 一 次 ， 佛 陀 住 在 王 舍 城 的 竹 林 精 舍 中 ， 目

犍連尊者和勒叉那（Lakkhana）尊者住在耆闍崛山

（Gijjhakūta）山上。有一天這兩位長老下山進城去乞

食。在路上某處，目犍連尊者笑了。他的同伴問他為什

麼笑，目犍連尊者說回答此問題的時間未到，要在佛陀

面前才能答覆。

走完托缽的巡迴路線後，兩位尊者去見佛陀。在佛

陀面前，勒叉那又問了這問題而目犍連回答如下：

「當我走下山坡時，我看見有個比丘在空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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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益。惡比丘不會自我克制其行為和言論，他不擇

手段獲取財物，且讓他的惡習性隨心所欲。因此他死後

會在地獄受苦，後來到了釋迦牟尼佛時代，他以比丘的

樣貌墮在餓鬼界。

同樣的，前世是墮落的比丘尼或墮落的沙彌也會成

為餓鬼。這些餓鬼的故事可以在《相應部》和《律藏》

中找到。即使是如勒叉那長老的阿羅漢，也看不見這種

餓鬼們。非常可能，曾經有多少餓鬼出現，就有同樣多

的敗壞比丘及比丘尼出現在迦葉佛時代。因為過去世時

他們誹謗有德的比丘以及沒有遵照佛陀教誨生活，因而

在地獄中受苦並成為餓鬼。

因此至高無上的佛法傳承是依照道、果及涅槃的修

行，或者至少其次的佛法傳承則是持戒和布施。但願大

家都能真誠的修行戒、定、慧，並獲得佛法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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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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