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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三十七品與菩薩行阿含經三十七品與菩薩行阿含經三十七品與菩薩行阿含經三十七品與菩薩行    釋開仁．2011.7（美國佛法度假） 

 

 壹壹壹壹、、、、阿含經阿含經阿含經阿含經之由來之由來之由來之由來    
 （（（（壹壹壹壹））））阿含阿含阿含阿含：：：：來來來來、、、、傳來傳來傳來傳來，，，，歸歸歸歸、、、、趣之意義趣之意義趣之意義趣之意義 阿含，梵語作 Āgama（ā-√gam），義譯有「來」、「傳來」；法「歸」、「趣」無等的意思。1古代或音譯作「阿鋡」2、「阿鋡暮」3、「阿含暮」、「阿笈摩」、4「阿含慕」。5

 

 

1、唐．慧琳《一切經音義》： 卷 26：阿含（此云「教」也，亦云「法藏」也，眾善所歸歸歸歸也）。6
 卷 50：阿笈摩（梵語「其業反」，亦言「阿伽摩」，此名「教法」或言「傳」， 謂展轉傳來，以法相教授也。舊言「阿含」，訛略也）。7 

 

2、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4： 阿含，正云阿笈多，此云教。 《妙樂》云：此云無比法，即言教也。 《唯識論》云：謂諸如來所說之教。 《長阿含序》云：阿含者，秦言法歸，所謂萬法之淵府，總持之林苑也。 
                                                
1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129：1. Coming near, approaching; 2. anything 

handed down and fixed by tradition (as the reading of a text or a record , title-deed , &c ); 3. a 

traditional doctrine or precept , collection of such doctrines , sacred work. 
2
 《大智度論》卷 100〈90 囑累品〉：「修多羅者，是四《阿鋡阿鋡阿鋡阿鋡》中經名，摩訶衍中經名。」(CBETA, 

T25, no. 1509, p. 756, b26-27)。 
3《四阿鋡暮抄解》卷 1 (CBETA, T25, no. 1505, p. 1, a5-7) 
4《續一切經音義》卷 8：「阿笈摩阿笈摩阿笈摩阿笈摩(或云阿含暮阿含暮阿含暮阿含暮、或云阿鋡阿鋡阿鋡阿鋡，皆梵語輕重異也。此云藏藏藏藏、亦云傳傳傳傳，謂佛祕藏累代傳行；或翻為教，即長、中、增一、雜，第四種阿含也)。」(CBETA, T54, 

no. 2129, p. 969, a12-13) 
5《中阿含．85真人經》卷 21〈2 長壽王品〉：「復次，或有一人誦經、持律、學阿毘曇、諳阿含*慕，多學經書。」(CBETA, T01, no. 26, p. 561, b26-28)  *含＝鋡【宋】【元】【明】。 
6
 CBETA, T54, no. 2128, p. 473, c17。 

7
 CBETA, T54, no. 2128, p. 640,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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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論》解其智慧門為說阿含義甚深。 涉法師云：阿含，此云，傳所說義，是則大小二教，通號阿含。8 
 

3、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84-485)： 阿含是「展轉傳來」的意思，也可以簡譯為「傳」。然所說的「展轉傳來」，不只是文句的師弟傳授，而更有實質的意義。……āgama 是由彼而此──「來」的意義。如四果中的「一來」sakṛdāgāmin、「不來」anāgāmin，都是譯 āgāmi 為來的。阿含是「來」，是「展轉傳來」，有傳授傳承的意思。……。 我國古譯阿含為「趣」與「歸」。如： ◎晉代道安，解為「秦言趣趣趣趣無」。9
 ◎僧肇《長阿含經序》說：「秦言法歸歸歸歸。……譬彼巨海，百川所歸， 故以法歸為名」。10

 ◎《善見律毘婆沙》卷 1 說：「容受聚集聚集聚集聚集義名阿含。如修多羅說：佛告諸比丘：我於三界中，不見一阿含，如畜生阿含畜生阿含畜生阿含畜生阿含，純是眾生聚集處也」。11
 ──《善見律毘婆沙》，舉「畜生阿含」為例。畜生阿含，就是畜生趣

(Tiryagyonigata，Tiracchānagatiyo)。趣是趣向、去處，實與道安等傳說相近；是以 gata（去的意思）轉釋阿含的。 

 

4、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4： 涉法師云：阿含，此云，傳所說義，是則大小二教，通號阿含。而小乘中別開四部：謂《《《《增一阿含增一阿含增一阿含增一阿含》》》》明人天因果；二《《《《長阿含長阿含長阿含長阿含》》》》破邪見；三《《《《中阿含中阿含中阿含中阿含》》》》明諸深義；四《《《《雜阿含雜阿含雜阿含雜阿含》》》》明諸禪法。以四阿含為轉法輪，設教之首，別得其名，嵩輔教編，由昧通別猶豫不決，其詞則枝。12
 

                                                
8
 CBETA, T54, no. 2131, p. 1112, a26-b2。 

9
 道安的《四阿鋡暮抄解》卷 1：「阿鋡暮阿鋡暮阿鋡暮阿鋡暮者，秦言趣無趣無趣無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採撮其要逕至道法。為四阿鋡暮，與阿毘曇及律，並為三藏焉。」(CBETA, T25, no. 1505, p. 1, a5-7) 

10
 僧肇的《長阿含經序》：「阿含，秦言法歸法歸法歸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法歸法歸法歸為名。」(CBETA, T01, no. 1, p. 1, a13-19) ※淵府：指財物或文書等集聚的地方。（《漢語大詞典（五）》p.1484） 

11
 CBETA, T24, no. 1462, p. 677, a22-25。對應的巴利文是 Kasmā panesa dīghanikāyoti vuccati? 

Dīghappamāṇānaṃ suttānaṃ samūhato nivāsato ca, samūhanivāsā hi nikāyoti vuccanti. “Nāhaṃ, 

bhikkhave, aññaṃ ekanikāyampi samanupassāmi evaṃ cittaṃ; yathayidaṃ, bhikkhave, 

tiracchānagatā pāṇā; poṇikanikāyo, cikkhallikanikāyo”ti (saṃ. ni. 3.100) evamādīni cettha 

sādhakāni sāsanato ca lokato ca. 漢譯「阿含」的對應詞是 nikāya，不是 āgama。 
12

 (CBETA, T54, no. 2131, p. 1112, 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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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貳貳貳））））尼柯耶尼柯耶尼柯耶尼柯耶（（（（NikAya）：）：）：）：部部部部、、、、集集集集之之之之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五尼柯耶 四阿含 《相應部》(SaMyutta NikAya) 《雜阿含》 《中部》(Majjhima NikAya) 《中阿含》 《長部》(DIgha NikAya) 《長阿含》 《增支部》(AGguttara NikAya) 《增一阿含》 《小部》(Khuddaka NikAya)  

 

 貳貳貳貳、、、、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道道道道品品品品 

 （（（（壹壹壹壹））））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一一一一、、、、佛弟子修學的心要佛弟子修學的心要佛弟子修學的心要佛弟子修學的心要────────道諦道諦道諦道諦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175)： 苦痛的原因（集）消除了，生死大苦也就從此結束，得到了涅槃的大解脫。但無始以來，苦與集是不斷的延續，如不修對治道，是不會自動結束的。所以要說到道諦，道才是佛弟子修學的心要，如生病而請醫生，主要是為了服藥一樣。 

 二二二二、、、、何謂何謂何謂何謂菩提分法菩提分法菩提分法菩提分法？？？？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 問：何故名為菩提分法，菩提分法是何義耶？ 答：盡、無生智，說名菩提，已究竟覺四聖諦故。若法隨順此究竟覺，勢用增上，此中說為菩提分法。13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5〈6 分別賢聖品〉： 經說「覺分有三十七」，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盡、無生」智，說名為「覺」。隨覺者，別立三菩提：一、聲聞菩提，二、獨覺菩提，三、無上菩提。 

                                                
13

 (CBETA, T27, no. 1545, p. 496, b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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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睡眠14皆永斷故，及如實知已作己事不復作故」，此二名「覺」。15三十七法順趣菩提，是故皆名「菩提分法」。16
 

 三三三三、、、、三十七品三十七品三十七品三十七品之重要性之重要性之重要性之重要性 （（（（一一一一））））佛佛佛佛出現於世出現於世出現於世出現於世，，，，便有三十七品便有三十七品便有三十七品便有三十七品 《增壹阿含．6 經》卷 3〈8 阿須倫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一人出現於世，便有三十七品出現於世。云何三十七品道？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真行，便出現於世。云何為一人？所謂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故，諸比丘！常當承事於佛，亦當作是學。17
 

 （（（（二二二二））））修三十七品如修三十七品如修三十七品如修三十七品如伏雞伏雞伏雞伏雞隨時蔭卵隨時蔭卵隨時蔭卵隨時蔭卵，，，，自然自然自然自然順得順得順得順得漏盡漏盡漏盡漏盡 《雜阿含．263 經》卷 10： （1）不修習道品終不能得漏盡解脫 爾時，佛告諸比丘：  「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云何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識，此識集、此識滅，不修方便隨順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心得解脫，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解脫。所以者何？不修習故，不修習何等？謂不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譬如伏鷄，生子眾多，不能隨時蔭餾18，消息冷暖，而欲令子以觜、以爪啄卵自生，安隱出[穀-禾+卵]，當知彼子無有自力，堪能方便以觜、以爪安隱出[穀-禾+

                                                
14

 《大智度論》卷 70〈49 問相品〉：「「佛法」者，「佛」名為覺，於一切無明睡眠中最初覺故，名為覺。」(CBETA, T25, no. 1509, p. 552, b6-7) 
15

 編按：此句梵文為 azeSAvidyAprahANAt tAbhyAM svarthasya 

 yathAbhUtakRtApunaHkartavyatAvavodhAc ca，其中並無「睡眠」一字，只有「無明」。 而「已事」，應該是「己事」(svartha)的訛誤，自己的事。同一詞，真諦譯為「已利」也應是「己利」，自己的利益。artha，可以是「利」或「事」。在相關的論書中，只有《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1譯為「已作己事」(CBETA, T29, no. 1562, p. 726, c14-16)。 
16

 (CBETA, T29, no. 1558, p. 132, b2-8)。 另參：《大毘婆沙論》卷 96-97(大正 27，495c27-501c24)，卷 141(大正 27，724a8-726c6)。 
17

 (CBETA, T02, no. 125, p. 561, b18-25) 
18

 印順法師《雜阿經論會編（上）》（p.61．n.2）：「卵」原本作「餾」，宋本作「留」，元本等作「鷚」，義均難通。經說「伏雞」、「蔭餾」，乃雞母孵卵之喻，「蔭餾」應為「蔭卵」之誤。卵與留之[留-田]，字形相似，宋本乃誤作「留」，義不可通，乃改為「餾」為「鷚」。若改為「卵」，則「隨時蔭卵，消息冷暖」，文義了然。今改「卵」，下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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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所以者何？以彼雞母不能隨時蔭餾，冷暖長養子故。 如是，比丘不勤修習隨順成就，而欲令得漏盡解脫，無有是處。所以者何？不修習故。不修何等？謂不修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2）勤修習道品終不欲令得漏盡解脫而自然漏盡 ※舉伏雞蔭餾喻 若比丘修習隨順成就者，雖不欲令漏盡解脫，而彼比丘自然漏盡，心得解脫。所以者何？以修習故。何所修習？謂修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如彼伏雞善養其子，隨時蔭餾，冷暖得所，正復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然其諸子自能方便安隱出[穀-禾+卵]。所以者何？以彼伏雞隨時蔭餾，冷暖得所故。 ※舉斧柯喻 如是，比丘善修方便，正復不欲漏盡解脫，而彼比丘自然漏盡，心得解脫。所以者何？以勤修習故。何所修習？謂修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譬如巧師、巧師弟子，手執斧柯，捉之不已，漸漸微盡手指處現，然彼不覺斧柯微盡而盡處現。 ※舉藤綴喻 如是，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不自知見今日爾所漏盡，明日爾所漏盡，然彼比丘知有漏盡。所以者何？以修習故，何所修習？謂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譬如大舶，在於海邊，經夏六月，風飄日暴，藤綴漸斷。 如是，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一切結縛、使、煩惱、纏，漸得解脫。所以者何？善修習故，何所修習？謂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說是法時，六十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19
 

 （（（（三三三三））））無漏根無漏根無漏根無漏根、、、、力力力力、、、、覺支覺支覺支覺支、、、、道支為勝義正法道支為勝義正法道支為勝義正法道支為勝義正法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3： 此中有二種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 ◎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20即素怛纜、毘柰耶、阿毘達磨。 ◎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支、道支。 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 

                                                
19

 (CBETA, T02, no. 99, p. 67, a22-c3) 
20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5〈2 分別根品〉：「「名」（nAman）謂作想，如說色、聲、香、味等想。「句」（pada）者謂章，詮義究竟，如說「諸行無常」等章；或能辯了業用、德、時、相應、差別，此章稱句。「文」（vyaJjana）者謂字，如說[褒-保+可]、阿、壹、伊等字。」(CBETA, 

T29, no. 1558, p. 29, a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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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怛纜等。 ◎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道。 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久住。若持證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經說：「我之正法，不依牆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21
 

 （（（（四四四四））））三十七品非是小乘法三十七品非是小乘法三十七品非是小乘法三十七品非是小乘法 《大智度論》卷 19〈1 序品〉： 菩薩摩訶薩，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如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所謂乾慧地乃至佛地。」是九地應學而不取證，佛地亦學亦證。 復次，何處說三十七品但是聲聞、辟支佛法，非菩薩道？是《般若波羅蜜．摩訶衍品》中，佛說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 佛以大慈故，說三十七品涅槃道，隨眾生願，隨眾生因緣，各得其道。22欲求聲聞人，得聲聞道；種辟支佛善根人，得辟支佛道；求佛道者，得佛道。隨其本願，諸根利鈍，有大悲、無大悲。譬如龍王降雨，普雨天下，雨無差別。大樹、大草，根大故多受；小樹、小草，根小故少受。23
 

 （（（（貳貳貳貳））））別論別論別論別論 

 一一一一、、、、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 

    1、身念處，2、受念處，3、心念處，4、法念處。 

 性空法師《念處之道》頁 282-283： 

“satipaTThAna”有兩種不同的拆解方式： 1. upaTThAna（upa-√sthA）；2. 

paTThAna（pa-√sthA）。 

“upaTThAna”，接頭詞“upa”與語根“sthA”所組成的動詞“upaTThAhati”之名詞
                                                
21

 (CBETA, T27, no. 1545, p. 917, c20-p. 918, a1) 
22《大智度論》卷 63〈41 信謗品〉：「觀觀觀觀色等諸法實相，不生不滅，行行行行六波羅蜜、修修修修四念處等，如是可得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三種因緣：正觀正觀正觀正觀、、、、正行正行正行正行、、、、正修正修正修正修。」(CBETA, T25, no. 1509, 

p. 505, a25-28) 
23

 (CBETA, T25, no. 1509, p. 197, b2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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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upa”有「伴隨」、「親近」、「隨從」的意思。語根“sthA”是「住」、「立」的意思。二詞結合成“upaTThAna”有「近立」、「安放」、「看護」、「現起」、「建立起」等含意。結合了“sati”成為“sati-upaTThAna”的複合詞，則有「念的近立」、「使念效勞」、「以念護衛」、「念的現起」、「念的建立」等意涵。因此，「念」被理解為一種靠近心、為心服務、護衛著心的特質。 

“paTThAna”（pa-√sthA），接頭詞“pa”與語根“sthA”所組成的動詞“paTThahati”之名詞化。“pa”有「於前」、「於先」，或「有強調、加強語意」的意思。“paTThAna”有「於前而住」、「全然的建立」，引申為基礎、地點、根據之意。結合了“sati”成為
“sati-paTThAna”的複合詞，有「念的基礎」、「念的立足處」、「念的根據」等意涵。 綜合言之，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所呈顯的意涵，其實是略有差異的。 

“sati-upaTThAna”的解讀方式偏重於「念的建立」義，“sati-paTThAna”則偏重於「念的立足處」義。論師們對於此兩種解釋都接受，然而更偏好後者。漢譯文獻大多將“satipaTThAna”譯為「念住」或「念處」，也有譯為「四意止」。 

 （（（（一一一一））））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是是是是一乘道一乘道一乘道一乘道 《雜阿含．607經》卷 2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乘道一乘道一乘道一乘道，淨諸眾生，令越憂悲，滅惱苦24，得如實法，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25
 

 ※溫宗堃〈四念住如何是唯一之道──再探“ekāyana magga”之語意〉，《福嚴佛學研究（第六期）》，頁 5-6： 

 （1）此中，“ekāyana”，即單一的道路。的確！道有許多的名稱，如說：「道、途、街，徑、街、路；船、渡橋，筏、艇、橋。」在這裡，用“ayana”指說道路。因此，“ekāyano ayaṃ, bhikkhave, maggo”：在此應如是了知其意義為「比丘們！這道路是單一的道路，不是分為二的道路。  （2）或者，應獨一而去，所以是“ekāyana”。「獨一」：捨離群眾而獨處、遠離。「應…而去」：應…而行。 （3）或者，經由此〔道路〕而往，所以是“ayana”，意思是〔經由此道路〕從輪迴行往涅槃。單一者所有的道路即 ekāyana，「單一者」指最勝者。一切眾生之中最勝者是世尊，因此，說的是世尊。的確，其他人也藉由此〔道路〕而
                                                
24

 惱苦＝苦惱【宋】【元】【明】。 
25

 (CBETA, T02, no. 99, p. 171, a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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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雖然如此，這仍是世尊的道路，因為是他使之生起的緣故，如說：「婆羅門！世尊令未生的道路生起。」 （4）或者，它去，所以是“ayana”，意思是，它去、它生起。它在單一處去，所以是“ekāyana”，也就是說，不在其他處，而是僅出現在此〔佛陀〕法律中，如說：「須跋陀！在此法律裡有聖八支道」。這是說法不同，但意思一樣。 （5）再者，它去向一處，所以是“ekāyana”。也就是說，雖然在前階段裡，是多面的修行方法，但在後階段裡去向單一處，唯涅槃。如梵天主說：「見生之滅盡者，同情〔眾生的〕利益，了知那“ekāyana”的道路——〔人們〕在過去藉由此路渡過瀑流，〔未來〕將會〔藉由此路〕渡過〔瀑流〕，〔現在〕也正〔藉由此路〕渡過〔瀑流〕。」26
 

 （（（（二二二二））））四念處猶如四念處猶如四念處猶如四念處猶如父母境界父母境界父母境界父母境界 《雜阿含．617經》卷 2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為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27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困，不得自在。』 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 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父母境界。』 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以不？』 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鬪。 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駿28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 如是，比丘！如彼鷹鳥，愚癡自捨所親父母境界，遊於他處，致斯災患。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於自境界所行之處，應善守持，離他境界，應當學。 比丘！他處他境界者，謂五欲境界，眼見可意、受29念妙色，欲心染著；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可意、受30念妙觸，欲心染著。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 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謂四念處。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是故，比丘！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遠離他處他境界，應當學。
                                                
26

 Ps I 229-230。 
27

 坐：拒守。（《漢語大詞典（二）》頁 1039） 
28

 駿＝迅【宋】【元】【明】，＝濬【聖】。 
29

 受＝愛【宋】【元】【明】。 
30

 受＝愛【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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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三三三三））））修四念處能修四念處能修四念處能修四念處能自護護他自護護他自護護他自護護他 《雜阿含．619經》卷 2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緣幢伎32師，肩上竪幢，語弟子言：『汝等於幢上下向護我，我亦護汝，迭相護持，遊行嬉戲，多得財利。』 時，伎弟子語伎師言：『不如所言，但當各各自愛護，遊行嬉戲，多得財利，身得無為安隱而下。』 伎師答言：『如汝所言，各自愛護，然其此義亦如我說，己自護時即是護他，他自護時亦是護己；心自親近，修習隨護作證，是名自護護他。云何護他自護，不恐怖他、不違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護他自護。』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護者修四念處，護他者亦修四念處。」33
 

 （（（（四四四四））））淨其戒淨其戒淨其戒淨其戒，，，，直其見直其見直其見直其見，，，，具足三業具足三業具足三業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然後修四念處然後修四念處然後修四念處 《雜阿含．624經》卷 24：  爾時，尊者欝低迦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如上廣說，乃至「不受後有。」 佛告欝低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但於我所說法，不悅我心，彼所事業亦不成就，雖隨我後，而不得利，反生障閡。」 欝低迦白佛：「世尊所說，我則能令世尊心悅，自業成就，不生障閡。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如上廣說，乃至「不受後有。」如是第二、第三請。 爾時，世尊告欝低迦：「汝當先淨其初業，然後修習梵行。」 欝低迦白佛：「我今云何淨其初業，修習梵行？」 佛告欝低迦：「汝當先淨其戒，直其見，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34何等為
                                                
31

 (CBETA, T02, no. 99, p. 172, c24-p. 173, a28) 
32

 伎＝技【元】【明】。 
33

 (CBETA, T02, no. 99, p. 173, b5-19) 
34（1）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二冊》(p.24-25)：「依經說，應該先修清淨戒與正直見，然後依（正見正）戒而修四念處，這是符合八支正道的次第進修的。」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29)：「修學解脫道的，開始是先要正「直其見」解，這就是正見與正思。其次是要清「淨其行」為，這就是正語，正業與正命。正業，正語，正命，如雙足，足是能向前進的。不但要有兩隻腳，還是要無病的，能走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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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身身觀念住，專精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廣說。 時，欝低迦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時，欝低迦聞佛教授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不受後有。」35
 

 （（（（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念處念處念處念處的的的的修學修學修學修學方法與次第方法與次第方法與次第方法與次第 《長部．大念處經》36（Mahā-Satipaṭṭhāna Sutta） （一）總述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樓國劍磨瑟曇城中。 爾時，佛呼諸比丘：「諸比丘！」諸比丘應諾：「世尊！」  世尊如此開示：諸比丘！此是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苦憂，成就正道，體證涅槃之唯一道路，此即四念處。四者何耶？   於此諸比丘！比丘 安住於身，循身觀察，熱誠、正知、正念，37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安住於受，隨觀感受，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安住於心，隨觀心識，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安住於法，隨觀諸法，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二）別釋 

1、身念處（kāyānupassanā 身隨觀）  

(1)安般念（ānāpānasati 出入息念、觀息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A、修止：了知出入息之長短、全息、寂靜身行 

                                                                                                                                          見與正思，如眼目，眼目能明見道路。不但有眼目，而且要是目無眚翳，見得正確。不論要到什麼地方，一定要認清目的地，認識道路，又要能一步步的向前進。有了這兩方面的相互助成，才能達到目的地。一般的行路都如此，何況向解脫道呢？這當然要足目相成，才能達於彼岸的涅槃。這說明了，出世的解脫法門（世間善道也如此），非先有正確的見解，清淨的行為不可。否則，不管你說修說證，決無實現的可能。」 
35

 (CBETA, T02, no. 99, p. 174, c21-p. 175, a16) 
36

 性空法師中譯，《念處之道》（大念處經講記）頁 14-42，嘉義：香光書香出版社，2003年。 
37《念處之道》頁 68-69：「熱誠（AtApI）， AtApa 原意是熱，意指熱誠、熱切，對事物有濃厚的興趣，還有努力、精進的意思，亦即北傳所譯的「四正勤」。…正知（sampajAna），正知就是智慧，即正確地、完整地、平等地觀照所緣。…具念、正念（satimA），要不斷地保持正念。熱誠與正知是正念重要的緣。若無熱誠與正知，正念就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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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樹下或空閒處，結跏趺坐，端正身體，置念面前，38正念而出息，正念而入息。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修習：我當覺知（息之）全身而出息；修習：我當覺知（息之）全身而入息。39
 ◎修習：我當寂靜身行而出息；修習：我當寂靜身行而入息。40

 諸比丘！就如熟練的轆轤41匠，或轆轤匠之弟子，42當拉長時，了知：我拉長；拉短時，了知：我拉短。 諸比丘！比丘如是在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修習：我當覺知（息之）全身而出息；修習：我當覺知（息之）全身而入息。修習：我當寂靜身行而出息；修習：我當寂靜身行而入息。 

B、修觀：觀照內外身、生滅法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安住於身，觀照外身；安住於身，觀照內外身。安住於身，隨觀生法；安住於身，隨觀滅法；安住於身，隨觀生滅法。43
 

C、修止觀之成就 於是「有身有身有身有身」44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45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38《念處之道》頁 97：parimukham是前面、面前之意，又是嘴巴附近之意。 
39《念處之道》頁 101：「全身」是呼吸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 
40《念處之道》頁 103：身行意指「呼吸」，因為風界的作用，呼吸讓我們感覺身體的移動。 
41

 轆轤：利用輪軸原理製成的井上汲水的起重裝置。（《漢語大詞典（九）》頁 1329） 
42

 Bhikkhu Thanissaro之英譯：just as a skilled turner or his apprentice。 
43《念處之道》頁 111：「生滅的觀察是修習四念處每個方法時，都必須觀察的，唯有生滅過程的觀察，才是導向解脫的要素。……生滅的觀察分為兩方面，一是觀察因緣生滅因緣生滅因緣生滅因緣生滅，如觀察呼吸時，由於身體、鼻孔、心的生起，呼吸才能生起；若身體、鼻孔、心的因緣不具足，呼吸就不能生起。再者觀察剎那生滅剎那生滅剎那生滅剎那生滅，就法的本質來說，一切有為法、名、色，皆一生起立即壞滅。就呼吸而言，於呼吸生起至壞滅的每一剎那，仔細地觀察整個過程的生滅現象。因此，清楚地觀察自己的身體，觀呼吸的名、色，呼吸的生滅因緣，觀察呼吸不斷生、滅的過程，觀察生滅，然後觀察壞滅，有時觀察自己，有時觀察別人，正知正念地觀察，了知法的真實相。」 
44（1）帕奧禪師《正念之道》頁 115：「有身（atthi kAya）是指由於強而有力的觀智，禪修者只見到純粹的名色身──究竟名色法，絲毫不見色聚等概念法，這是壞滅隨觀智以上這些觀智的特徵。也因為如此，這時開始才被認為是純粹的觀禪。」 （2）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Ven. U Silananda,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1990, 

p.179：breath-body only（唯有息）。 （3）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Nyanaponika Thera, BPS, Kandy, 1996, p.118：ther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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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儀（Iriyāpatha 觀姿勢） 復次，諸比丘！比丘行走時，了知：我行走；站立時，了知：我站立；坐著時，了知：我坐著；躺臥時，了知：我躺臥。無論何種姿勢，皆如實了知。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46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3)正知（Sampajāna 明覺）  復次，諸比丘！比丘行往或歸來時，以正知而行。前瞻或旁觀時，以正知而行。屈伸肢體時，以正知而行。著袈裟、持衣缽時，以正知而行。飲食、咀嚼、嚐味時，以正知而行。大小便利時，以正知而行。於行、住、坐、臥、醒、語、默時，亦以正知而行。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4)不淨觀（Patikūlamanasikāra 厭惡作意） 
47

 復次，諸比丘！比丘思惟此身，自足底而上、由頭髮而下，皮所覆包，遍滿不淨，思惟：於此身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間膜、胃中物、糞、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皮脂、唾、涕、關節液、尿。    諸比丘！猶如兩端開口之糧袋，裝入種種穀物，諸如：稻、米、綠豆、豌豆、芝麻、精米。視力佳者，解開糧袋，觀察分辨：此是稻、此是米、此是綠豆、此是豌豆、此是芝麻、此是精米。如此，諸比丘！比丘思惟此身，自足底而上、由頭髮而下，皮所覆包，遍滿不淨，思惟：於此身，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間膜、胃中物、糞、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皮脂、唾、涕、關節液、尿。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5)四界分別觀（Dhātumanasikāra 界作意）  復次，諸比丘！比丘於任何姿勢中，以各種界思惟觀察此身，即：此身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諸比丘！猶如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之弟子，屠宰牛
                                                                                                                                          

body（僅有身體的活動存在）。 
45

 無所依而住（Anissito ca viharati），Nyanaponika 註解為 Independent of craving and wrong 

views（不依靠或執著渴愛和錯誤見解）。 
46

 「…」表示此段經文與上述同，故從略，下同。 
47《念處之道》頁 133：「不淨觀修法，就對象來說有兩種：一、有識不淨觀，觀自己及他人身體的不淨。二、無識不淨觀，觀死屍的不淨相。就修法的方式來說也分二種：一、以不淨作為止禪目標，若以死屍為止禪目標時，只能取同性的屍體。二、以不淨作為觀禪目標。此段先介紹有識不淨觀，無識不淨觀，在「觀墓園九相」時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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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並將其肢解成塊後，坐於四衢48道口。   如是，諸比丘！比丘於任何姿勢中，以各種界思惟觀察此身，即：此身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6)墓園九相（Navasivathika 九種墳場觀） 

A、腫漲、青瘀、腐爛 復次，諸比丘！猶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死後經一日、二日，乃至三日，腫漲、青瘀、腐爛；因而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B、野獸食噉 復次，諸比丘！猶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被烏鴉、老鷹、禿鷹所啄食，或被犬、財狼所噉食，乃至被各種蟲所噬食。因而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C、血肉附著，筋腱連結之骸骨 復次，諸比丘！猶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血肉附著，筋腱連結之骸骨。因而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D、無肉有血，筋腱連結之骸骨 復次，諸比丘！猶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無肉血跡漫塗，筋腱連結之骸骨。因而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E、無肉無血，筋腱連結之骸骨 復次，諸比丘！就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無血無肉，筋腱連結之骸骨。因此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F、骸骨散置 復次，諸比丘！就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骸骨散置各處；有手骨、踝股、腳骨、小腿骨、大腿骨、髖骨、肋骨、背骨、胸骨、頸椎骨、下顎骨、牙齦骨、頭蓋骨。因此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48

 四衢：四通八達的大路。（《漢語大詞典（三）》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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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G、白骨螺色 復次，諸比丘！就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如螺色之白骨。因此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H、骸骨堆積 復次，諸比丘！就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已成骸骨堆積年餘。因此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I、骸骨粉碎 復次，諸比丘！就如比丘得見被丟棄於墓墟之死屍，骸骨粉碎成骨粉。因此反觀自身，思惟：此身亦為如是法，難免如此之情況。 如是，比丘！安住於身，觀照內身；安住於身，觀照外身；安住於身，觀照內外身。安住於身，隨觀生法；安住於身，隨觀滅法；安住於身，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身有身有身有身」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身，循身觀察。 

2、受念處（Vedanānupassanā 受隨觀念處） 復次，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受，隨觀感受？ 在此，諸比丘！〔1〕比丘經驗樂受樂受樂受樂受時，了知：我經驗樂受；經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時，了知：我經驗苦受；經驗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時，了知：我經驗不苦不樂受。 〔2〕感受有愛染的樂受時，了知：我正經歷有愛染的樂受；感受有愛染的苦受時，了知：我正經歷有愛染的苦受；感受有愛染的不苦不樂受時，了知：我正經歷有愛染的不苦不樂受。 〔3〕感到無愛染的樂受時，了知：我正經歷無愛染的樂受；感到無愛染的苦受時，了知：我正經歷無愛染的苦受；感到無愛染的不苦不樂受時，了知：我正經歷無愛染的不苦不樂受。  如是，比丘安住於受，觀照內受；安住於受，觀照外受；安住於受，觀照內外受。安住於受，隨觀生法；安住於受，隨觀滅法；安住於受，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受有受有受有受」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受，隨觀感受。  

3、心念處（Cittānupassanā 心隨觀念處） 
49

 

                                                
49《念處之道》頁 133：「了解心是智慧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心存在於我們的中心位置，



 15

復次，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心，隨觀心識？ 於此，諸比丘！比丘── ﹝1﹞心貪欲時，了知：心貪欲；心無貪欲時，了知：心無貪欲。 ﹝2﹞心瞋恨時，了知：心瞋恨；心無瞋恨時，了知：心無瞋恨。 ﹝3﹞心愚癡時，了知：心愚癡；心無愚癡時，了知：心無愚癡。 ﹝4﹞心收縮時，了知：心收縮；心渙散時，了知：心渙散。 ﹝5﹞心廣大時，了知：心廣大；心不廣大時，了知：心不廣大。 ﹝6﹞心有上時，了知：心有上；心無上時，了知：心無上。 ﹝7﹞心專注時，了知：心專注；心不專注時，了知：心不專注。 ﹝8﹞心解脫時，了知：心解脫50；心未解脫時，了知：心未解脫。51
   如是，比丘安住於心，觀照內心；安住於心，觀照外心；安住於心，觀照內外心。安住於心，隨觀生法；安住於心，隨觀滅法；安住於心，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心有心有心有心」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心，隨觀心識。  

4、法念處（Dhammānupassanā 法隨觀念處） 

(1)五蓋（Pañca-nīvaraṇa） 復次，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隨觀諸法？ 在此，諸比丘！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即依五蓋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依五蓋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 內心有貪欲貪欲貪欲貪欲時，了知：我內心有貪欲；內心無貪欲時，了知：我內心無貪欲；了知未生之貪欲生起；了知已生之貪欲滅盡；了知已滅盡之貪欲，於未來不再生
                                                                                                                                          在所有的名色法當中，它的變化最快，「我」的概念最強。以智慧了解心的無常，才能去掉「我」的概念，了解心的緣起、心的空。」 
50《念處之道》頁 182：「『解脫心』是指透過如理作意暫時解脫煩惱；或在安止定中降服煩惱而暫時解脫的心。『未解脫心』指沒有上述兩種暫時解脫的心。」 
51（1）《念處之道》頁 133：「這裡提到的八對十六種心都是世間心，因為無常、苦、無我本質的觀照只是針對世間法而已，並不涉及出世間法。」 （2）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p.76-77)：「心是種種心，一切內心作用，都是可以稱為心的。如《相應部》等立十六心（他心智所知的心）：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攝心，散心，廣大心，非廣大心，有上心，無上心，定心，不定心，解脫心，不解脫心。十六心的前六心，也許會被想像為：有貪心、離貪心等，似乎在貪、瞋、癡以外，別有心體的存在。然從攝心、散心、廣大心、非廣大心等而論，十六心的被稱為心，到底不外乎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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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內心有瞋恨瞋恨瞋恨瞋恨…無瞋恨…。 內心有昏沉睡眠昏沉睡眠昏沉睡眠昏沉睡眠…無昏沉睡眠…。 內心有掉舉追悔掉舉追悔掉舉追悔掉舉追悔…無掉舉追悔…。 內心有疑惑疑惑疑惑疑惑…無疑惑…。  如是，比丘安住於法，觀照內法；安住於法，觀照外法；安住於法，觀照內外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法；安住於法，隨觀滅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法有法有法有法」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依五蓋觀察諸法。  

(2)五取蘊（Pañca-ūpādānakkhandha） 復次，諸比丘！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即依五取蘊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依五取蘊觀察諸法？ 在此，諸比丘！比丘了知：此是色色色色，此是色之生起，此是色之壞滅。 此是受受受受…。此是想想想想…。此是行行行行…。此是識識識識，此是識之生起，此是識之壞滅。 如是，比丘安住於法，觀照內法；安住於法，觀照外法；安住於法，觀照內外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法；安住於法，隨觀滅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法有法有法有法」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依五取蘊觀察諸法。  

(3)十二處（āyatana） 復次，諸比丘！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即依內六處、外六處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依內六處、外六處觀察諸法？ 在此，諸比丘！比丘了知眼根眼根眼根眼根，了知色塵色塵色塵色塵，了知緣此二者生起之結縛；了知未生之結縛生起；了知已生之結縛壞滅；了知已壞滅之結縛，於未來不再生起。    比丘了知耳根耳根耳根耳根，了知聲塵聲塵聲塵聲塵…。比丘了知鼻根鼻根鼻根鼻根，了知香塵香塵香塵香塵…。比丘了知舌根舌根舌根舌根，了知味塵味塵味塵味塵…。比丘了知身根身根身根身根，了知觸塵觸塵觸塵觸塵…。比丘了知意根意根意根意根，了知法塵法塵法塵法塵…。 如是，比丘安住於法，觀照內法；安住於法，觀照外法；安住於法，觀照內外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法；安住於法，隨觀滅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法有法有法有法」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依內外處觀察諸法。  

(4)七覺支（Bojjhaṅga） 復次，諸比丘！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即依七覺支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依七覺支觀察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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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諸比丘！比丘有念覺支念覺支念覺支念覺支時，了知：我有念覺支；無念覺支時，了知：我無念覺支；了知未生起的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增長圓滿。    比丘有擇法覺支擇法覺支擇法覺支擇法覺支…無擇法覺支…。比丘有精進覺支精進覺支精進覺支精進覺支…無精進覺支…。比丘有喜覺支喜覺支喜覺支喜覺支…無喜覺支…。比丘有輕安覺支輕安覺支輕安覺支輕安覺支…無輕安覺支…。比丘有定覺支定覺支定覺支定覺支…無定覺支…。比丘有捨覺支捨覺支捨覺支捨覺支…無捨覺支…。 如是，比丘安住於法，觀照內法；安住於法，觀照外法；安住於法，觀照內外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法起；安住於法，隨觀滅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法有法有法有法」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 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依七覺支觀察諸法。 

(5)四聖諦（Sacca） 復次，諸比丘！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即依四聖諦觀察諸法。 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於法，依四聖諦觀察諸法？ 於此，諸比丘！比丘如實了知：此是苦苦苦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苦之集苦之集苦之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苦之滅苦之滅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苦滅之道苦滅之道苦滅之道苦滅之道。  

A、苦聖諦（Dukkhasacca） 復次，諸比丘，何謂苦聖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愁悲苦憂惱是苦，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求不得是苦。簡而言之，五取蘊是苦。    復次，諸比丘！何謂生？所有生類中，諸眾生之受生、形成、出生、諸蘊之顯現、諸處之獲得。諸比丘！此名為生。    復次，諸比丘！何謂老？所有生類中，諸眾生之衰老、老耄52、齒落、髮白、皮皺、壽減、諸根遍熟。諸比丘！此名為老。  復次，諸比丘！何謂死？所有生類中，諸眾生之崩潰、散滅、命終、死亡、諸蘊離析、死屍棄捨，諸比丘！此名為死。 復次，諸比丘！何謂愁？無論何時何地，由於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惱之法，而有憂愁、悲傷、苦惱、內憂、內愴。諸比丘！此名為愁。  復次，諸比丘！何謂悲？無論何時何地，由於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惱之法，而有痛哭、悲泣、慨歎、哀號。諸比丘！此名為悲。 復次，諸比丘！何謂苦？關於身體之苦痛、不適，由於身觸所生之苦痛、不適。諸比丘！此名為苦。    復次，諸比丘！何謂憂？關於心之苦痛、不愉悅，由於意觸所生之苦痛、不愉悅。諸比丘！此名為憂。  

                                                
52

 老耄：七、八十歲的老人。亦指衰老。（《漢語大詞典（八）》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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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諸比丘！何謂惱？無論何時何處，由於任何之不幸，遭遇令人苦惱之法，而有憂惱、苦惱，及由憂惱、苦惱所生之苦痛。諸比丘！此名為惱。 復次，諸比丘！何謂怨憎會苦？無論何時何處，遭遇不如意、厭惡、不愉悅之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或遇心懷惡意、傷害、擾亂、不適意者，卻須與其聚會、交往、共事、結合。諸比丘！此名為怨憎會苦。  復次，諸比丘！何謂愛別離苦？無論何時何處，與可意、喜愛、愉悅之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相逢，或遇心懷善意、適意、可靠者、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同事、親戚，卻不能與之聚會、交往、共事、結合。諸比丘！此名為愛別離苦。    復次，諸比丘！何謂求不得苦？ 諸比丘！受生支配之眾生，生如是欲求：願不再受生，願不再有來生！然此欲求不可得，諸比丘！此即求不得苦。  諸比丘！受老支配之眾生，生如是欲求：願不衰老，願不變老！然此欲求不可得，諸比丘！此即求不得苦。  諸比丘！受病支配之眾生，生如是欲求：願無病苦，願不生病！然此欲求不可得，諸比丘！此即求不得苦。  諸比丘！受死亡支配之眾生，生如是欲求：願能不死，願不會死！然此欲求不可得，諸比丘！此即求不得苦。  諸比丘！受愁悲苦憂惱支配之眾生，生如是欲求：願不遭受愁悲苦憂惱，願不再愁悲苦憂惱！然此欲求不可得，諸比丘！此即求不得苦。  諸比丘！何謂簡而言之，五取蘊是苦？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諸比丘！此即簡而言之，五取蘊是苦。  諸比丘！此即苦聖諦。 

B、集聖諦（Samudayasacca） 復次，諸比丘！何謂苦集聖諦？ 愛欲引導再生，喜與貪伴隨而起，無論何時何處，追求愛欲，即：欲愛、有愛、無有愛。    諸比丘！愛欲於何處生起？在何處住著？   凡於世間有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在該處住著。  於世間何者是誘人、可意者？ 

(A)六根 在世間眼根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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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間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B)六塵 在世間色塵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      (C)六識 在世間眼識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D)六觸 在世間眼觸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E)六觸生受 在世間眼觸生受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F)六塵生想 在世間色塵生想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 
(G)六塵生思 在世間色塵生思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 
(H)六塵生愛 在世間色愛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  
(I)六塵生尋 在世間色尋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尋…。香尋…。味尋…。觸尋…。法尋…。  
(J)六塵生伺 在世間色伺是誘人、可意者，愛欲即在該處生起與住著。  在世間聲伺…。香伺…。味伺…。觸伺…。法伺…。 諸比丘！此即苦集聖諦。  

C、滅聖諦（Nirodhasacca） 復次，諸比丘！何謂苦滅聖諦？ 此即愛欲之消逝無餘、捨離、滅盡、解脫、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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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諸比丘！於何處捨離、滅盡愛欲？ 在世間有誘人、可意之處，就在該處捨離愛欲、滅盡愛欲。  在世間何者是誘人、可意者？ 
(A)六根 在世間眼根是誘人、可意者，就在該處捨離愛欲、滅盡愛欲。  在世間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B)六塵……乃至……(J)六塵生伺 在世間色塵是誘人、可意者，就在該處捨離愛欲、滅盡愛欲。 在世間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 ……【※與上述集聖諦之項目相同，故中間從略】…… 在世間色伺是誘人、可意者，就在該處捨離愛欲、滅盡愛欲。 在世間聲伺…。香伺…。味伺…。觸伺…。法伺…。 諸比丘！此即苦滅聖諦。 

D、道聖諦（Maggasacca） 復次，諸比丘！何者是苦滅道聖諦？ 此即八支聖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見？諸比丘！如實知苦、知苦之集、知苦之滅、知導致苦滅之道。諸比丘！此等名為正見。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思惟？出離出離出離出離思惟、無瞋無瞋無瞋無瞋思惟、無害無害無害無害思惟。53諸比丘！此等名為正思惟。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語？離妄語、離兩舌、離惡口、離綺語。諸比丘！此等名為正語。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諸比丘！此等名為正業。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命？於此，諸比丘！聖弟子捨邪命，依正命為生。諸比丘！此等名為正命。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精進？於此，諸比丘！意欲、勤奮、精進、策勵，避免尚未生起之邪惡、不善法生起。比丘意欲、勤奮、精進、策勵，降伏已生起之邪惡、不善法。比丘意欲、勤奮、精進、策勵，促使未生起之善法生起。比丘意欲、勤奮、精進、策勵，促使已生起之善法持續、增長、圓滿成就。諸比丘！此等名為正精進。  
                                                
53《中阿含．189聖道經》卷 49〈1 雙品〉：「云何正志？無欲念無欲念無欲念無欲念、、、、無恚念無恚念無恚念無恚念、、、、無害念無害念無害念無害念，是謂正志。」

(CBETA, T01, no. 26, p. 736,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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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諸比丘！何謂正念？於此，諸比丘！比丘以熱誠、正知、正念，安住於身，循身觀察，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熱誠、正知、正念，安住於受，隨觀感受，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熱誠、正知、正念，安住於心，隨觀心識，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熱誠、正知、正念，安住於法，隨觀諸法，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諸比丘！此即是正念。  復次，諸比丘！何謂正定？在此，諸比丘！比丘離欲樂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入初禪而住。除滅尋伺，寂靜一心，定生喜樂，達二禪而住。離喜而住，正念正智，以身感受樂，如諸聖者說：捨與正念者所樂住，入第三禪。捨離苦樂，滅除喜憂，捨念清淨，達第四禪而住。諸比丘！此名為正定。  諸比丘！此等名為苦滅道諦。 如是，比丘安住於法，觀照內法；安住於法，觀照外法；安住於法，觀照內外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法；安住於法，隨觀滅法；安住於法，隨觀生滅法。  於是「有法有法有法有法」之念現起，唯有正念與覺照，無所依而住，不再貪著世間之任何事物。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隨觀諸法。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於法，依四聖諦觀察諸法。 
(三)結：修習念處的成果（Satipaṭṭhānabhāvanānisaṁso） 諸比丘！任何人依此修習四念處七年，可得二果之一：今生證得究竟智；若煩惱未盡，則得不還果。諸比丘！不須七年，依此修習四念處六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今生證得究竟智；若煩惱未盡，則得不還果。不須六年，諸比丘！……不須五年，諸比丘！……不須四年，諸比丘！……不須三年，諸比丘！……不須二年，諸比丘！……不須一年，諸比丘！依此修習四念處七個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今生證得究竟智；若煩惱未盡，則得不還果。 不須七個月，諸比丘！……不須六個月，諸比丘！……不須五個月，諸比丘！……不須四個月，諸比丘！……不須三個月，諸比丘！……不須二個月，諸比丘！……不須一個月，諸比丘！……不須半個月，諸比丘！依此修習四念處七日者，可得二果之一：今生證得究竟智；若煩惱未盡，則得不還果。 此即如前所述：諸比丘！此是唯一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苦憂，成就正道，體證涅槃之道路，此即四念處。為此而說此經。  世尊如是說已，諸比丘歡喜讚歎世尊之所說。  
 （（（（六六六六））））修四念處能得聖果修四念處能得聖果修四念處能得聖果修四念處能得聖果 《雜阿含．635經》卷 2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未淨眾生令得清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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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眾生令增光澤。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淨眾生，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羅漢、得辟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上說。54
 

 二二二二、、、、四正四正四正四正勤勤勤勤 

1、未生諸惡不善法令不生，2、已生諸惡不善法令斷， 

3、未生諸善法令生，4、已生諸善法令增長。 

 「正勤」（samyakprahana；sammappadhana） 「正斷」、「正勤」的辭源或許可說是 samyak-prahana，它同樣來自於√ha，含有：「斷除」、「精進」二意；而「正勝」的辭源是 samyak-pradhana，它是來自於√dha，有「最勝」、「最上」、「努力」、「精進」之意。從字源的角度來看 samyakprahana（正勤、正斷），並無「最勝」、「最上」的意涵；而 samyakpradhana（正勝）則無「斷除」之意，它是經過後來的翻譯，其語義才轉為有「斷除」、「遺棄」之意。 從巴利語的辭源解析中，可清楚所得知 sammappadhana只意味著「精進」、「努力」之意而已，並無「斷除」、「拋棄」或「最勝」、「最上」的意思。這與梵文
samyakprahana是不大相同的。這是不是表示，在巴利文中有單獨使用「正斷」或「正勝」的可能，則有待進一步探討。〔※資料來源：福嚴《大智度論講義》
(1999-2000)，頁 106-109。〕 

 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162-163)： 「四正勤四正勤四正勤四正勤」：這是四種能斷除懈怠、放逸，勇於為善的精進，所以也名四正斷。勤與精進，佛法中都是指向上向善的努力來說。那四種呢？ 

1、「能斷已生諸不善法能斷已生諸不善法能斷已生諸不善法能斷已生諸不善法」：由於精進，能斷過去已生諸不善法──煩惱。已生的已經過去了，但過去了的煩惱，還能影響自己身心，束縛自己，這要以精進來斷除他。如曾經加入了社會的不良組織，雖然好久沒有活動了，但還受他的控制。必須以最大的勇氣，割斷過去的關係，才能重新做人。 

2、「不起未生諸不善法不起未生諸不善法不起未生諸不善法不起未生諸不善法」：以精進來達成不再生起未生諸不善法。未生的煩惱，還沒有生起，那不是沒有嗎？不能說沒有，只是潛在而沒有發現出來罷了。這必須精進對治，使善法增長，智慧增長，才能使未生的煩惱，再沒有生起的機會。 

                                                
54

 (CBETA, T02, no. 99, p. 176, a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