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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要。馬哈希尊者在此講記中，明確地教導內觀禪練習

的實踐方法，必定能令熱忱的讀者以非常睿智的手法，

進一步邁向涅槃。這並不是誇大的話。透過閱讀此經，

一個人可能因此而生起好奇心，很想知道梵天的天神給

予鳩摩羅迦葉的指點，所帶出的十五個謎題究竟是甚

麼，而世尊所解釋的答案又會是甚麼。

透過講者的才智，此經的編排，巧妙地融入了清晰

易懂的解釋。希望這次的翻譯，能夠真誠地讓讀者愉快

地閱讀，特別是那些懂得英語及愛好了解佛法哲理的人

們。這機緣甚或能夠鼓勵他們皈依佛教的三寶，並透過

體驗內觀禪修而尋獲真正的和平與快樂。

佛陀正法的光芒仍然在閃耀中。實相是名言所不

及的。佛陀的人生目的便是證得覺悟，他以無限的慈

悲教導我們要常常保持「覺知及自制」（mindful and 

self-possessed），遠離對任何事物的貪愛，及避免產生

心靈及情感上的執著，它們都是剎那生滅的，特別是

色身（rūpa），它總會衰敗、致苦及死亡。消除煩惱

（kilesā）的方法在此經中已明確地為您闡述，您可以

按照以下的著名言句實踐它：

如是我聞。縱使佛陀已經指出了方向，個

英譯者序

皈依禮敬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尊敬的最上大智者（Agga Mahā Pandita）―馬

哈希尊者所闡述的眾多重要經典之中，《蟻丘經》

（Vammika Sutta）是其中最有趣的經典之一，該經以簡

單有效的方式及清晰的言語展示佛陀教法的真諦。馬哈

希尊者的教導，猶如耀目的光芒，驅去一些深奧法理的

模糊或黑暗處，這部分是常人智慧不容易理解的。

這篇本來由佛陀所教導的微妙教法，經過馬哈希尊

者之解釋，成為他本人所新闡述的概念。此經以非常扼

要及動人的方式展示了正遍知的佛陀之睿智。其中讀者

將發現一些根本的宗教概念，它們由眾多不同的寓言及

生動的短故事所修飾，在經過精確的描述後，省去了與

佛法實踐方面無關的東西，讀者將發現它們相當有趣和

有價值。

尊者以嶄新的形式講解，表達修習內觀禪法的重要

性，而內觀對於人類從愛欲所生的煩惱中解脫束縛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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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者序

緣起

雖然作為佛教徒已經十多年，而當翻譯員也超過

七年，這卻是我首次出版一本屬於佛法方面的譯作，

因為內容涉及許多巴利語，在這次過程中不免遇到一

些困難，幸好在我的居住地（澳門）有一個小型的緬

甸南傳佛教組織，主持是出家多年的緬籍僧人烏勘尊

者（Sayadaw U Ukkam），他在緬甸已經考取了法師

資格（Dhammacariya），因此這次翻譯中遇到的許多

巴利語和義理不通之處，都是全靠尊者為我釋疑和解

決。及後我小時候的一位中學英文老師，居澳的緬甸

華僑林明理（U Aung Pe）先生，知道我翻譯馬哈希尊

者的著作，亦發心為我的譯文，以緬文的版本進行校

對。在這些善友的共同協助下，這本《蟻丘經講記》

才得以順利地完成。因此特別感謝他們在各方面的幫

忙和提供意見，讓我在過程中獲益良多，也感謝MBSC

提供我此次翻譯的機會以及對此書編校和出版。這次

翻譯在2011年5月開始，並於同年11月譯畢，前後約六

人必須或遲或早地透過精進努力而達致自

身的解脫。

祝福您們均能夠修持正道，解除一切蓋障的牽纏，

追求涅槃，讓一切渴愛不再生起。

敏瑞（Min Swe）

（Min Kyaw Thu）

佛法弘揚協會秘書

（Secretary Buddha Sāsana 

Nuggaha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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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更改為羅馬化的國際巴利語，以方便與目前網上流行

的原經文查照。

舉例說，英譯本112頁的 “gicchantova gicchamiti 

pajanati”（行走時了知｀我行走´） 更改為 “gacchanto 

vā  ‘gacchāmī’ t i  pa jānā t i ”；又如169頁  “pa jaha 

c ingava ram”（除去這個濾水器）更改為  “pa j aha 

caṅgavāraṁ”。

一般緬文在許多發 ‘i’ 音的詞，在羅馬化版都是 ‘a’ 

音的，而許多發長音的地方，於英譯本無標注者，亦已

增加標注。另一個特別例子，是英譯本在多處（例如

148、157頁），將 “tika”（意思為《複注》或《鈔》）

譯成 “Dighas”（意思為《長部》），在此中譯本已全數

更改。

類似上述的巴利語更正例子，在全書中均可見到。

這都是歸功於烏勘尊者慈悲協助校正及網路上的巴利經

文資源。

二、英譯本部分刪節及從緬文本的補入

按照出版的資料，緬文本的《蟻丘經講記》內容有

260頁，而英譯本則有206頁，經過比對，發現英譯版曾

將緬文版內容重複或冗長的地方作出刪減，以及在某些

個月時間。

翻譯二三事

本書主要是根據一九九五年八月，由馬來西亞雪

蘭莪州佛教內觀禪修學會（Selangor Buddhist Vipassana 

Meditation Society, SBVMS）重印的《蟻丘經講記》英

譯本作為原譯文，並以少部分緬甸原文作補充。

讀者在閱讀此書的時候，有幾項事情是值得注意

的，特別能夠同時閱讀英文版本的人士必須要知道，此

版本雖然根據英文版作出翻譯，但同時亦從緬文版本補

充和修正了一些英譯本刪除及誤譯的內容。這裡就幾個

方面向讀者說明：

一、緬文巴利語（Burmese Pali）的更改

本經中有許多引用巴利語原經文的地方，而緬甸佛

教所習慣使用的巴利語是緬文的巴利語，這與國際慣用

的羅馬化巴利語（Romanized Pali）存在些許不同的地

方＊

。英譯本因為沿用緬式的巴利語，因此中譯版將它

*  有關一些緬文巴利語與羅馬化版的差異，可以參考這篇網路文章

（ 內 容 為 英 文 ）：How the Burmese Pronounce Pali，http://pali.pratyeka.
org/#Burmeseac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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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書中大約有數處出現類似的小問題，中譯本已作出

修正。

因為上述的種種因素，讀者不難發現中譯本與英譯

本之間會存在些許差異，不過，絕大部分的內容，中譯

本還是根據英譯本的內容作出翻譯的。雖然經過多方的

校對，恐怕仍會存在疏漏，因此希望讀者能夠不吝賜正

和提供意見。

本書的內容概要

《蟻丘經》是一部甚富趣味的短篇佛典，在漢傳大

藏經中的對應譯本見於《雜阿含經》（第三十八卷）及

施護譯的《蟻喻經》。本經一開始以一位來自梵天的天

神向一名叫作鳩摩羅迦葉的僧人說了一篇載有十五個謎

題的寓言，然後請他向佛求教。因此，佛陀逐一地為他

解釋這十五個謎題背後的甚深意義，從身口意三業、五

蓋、五蘊、乃至阿羅漢果等內容對應這些謎題。

馬哈希尊者的講解，配合傳統南傳佛教解脫道次

第的教法，亦即戒、定、慧三無漏學，以及其細分的

七清淨和內觀十六階智，使經文所提及的十五個謎題

與解脫道之間的關係清楚明瞭。在解說當中，尊者附

以《本生經》、《益世嘉言》等典籍的故事，並對部

內容上，作出了選擇性的節譯。

舉例說，在英譯本的第二部分結尾及第三部分的開

端，緬文版分別記錄了馬哈希尊者每次講座結束時作的

總結及翌日講座開始所重溫的內容，可能由於內容的重

複冗長，所以英譯並沒有譯出。

因此，在這部中譯本裡，我們選擇把緬文版中部分

英譯本沒有的內容補入，希望讓讀者能夠更完整地理解

某些重要的概念；譬如說本書的第三部分《現起時應當

觀照》，當中有數個段落，涉及馬哈希尊者引用巴利文

注釋的論證和解說，對於理解後文義理有著相當重要的

作用，因此我們選擇把這些段落補入，供讀者能夠翻查

相關的資料。這部分內容的譯出，歸功於林明理老師協

助把緬文翻譯成英語，並由烏勘尊者找出所屬的注釋原

文和修訂相關巴利語。

三、對英譯本的一些小更正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亦發現有部分英譯內容與緬

文稍有差別，因此亦作出了一些修正。舉例說，在英譯

本124頁，內文提到一位婢女嘉利（Kāli）對其主人韋

得希咖（Vedehikā）的質疑，緬文本內容是指該婢女負

責全部的家庭雜務，而英譯則誤譯負責家務者為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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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此翻譯之功德，回向世間一切眾生，

悉皆趣向究竟涅槃，徹底解脫一切諸苦。

陳永威

序於澳門佛教正勤禪修中心

2014年3月17日

分人物和概念加以說明和譬喻，以豐富講記的背景資

料和趣味性。

全書的重點，莫過尊者對於「四念住內觀禪法」的

講解，尊者在書中多次重申應如何以四念住禪法，觀照

和標記當下現起的貪欲、疑惑、無明等各種煩惱，從而

體證佛法，證得聖果。因此，這部講記可以說是一部小

本的解脫道次第，從凡夫趣向聖道、果的過程作出簡單

而扼要的說明。對於當代佛教徒來說，是深具實用性

的。

自佛法從東漢（約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以來，四

念住禪法以及《阿含經》一系的根本佛法雖然被翻譯成

漢語，而且曾經一度被重視〔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僧稠

（公元480至560）〕；然而，唐代以後約千多年間，漢

地對於這些教法的闡述和實踐可以說是鮮有所聞。這次

翻譯《蟻丘經講記》，除了作為自己修習波羅蜜的其中

一行，更重要的是希望讓現有對於《阿含經》及其對應

的巴利語系《尼柯耶》的相關教法內容得以充實，尤其

對修習四念住的講解說明，更是十分重要。衷心期望這

被譽為「一乘道」（ekāyana magga）的四念住教法，

能夠在漢語佛教界普及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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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平常人很少前往安陀林，這是一個遠離人煙的地

方，充滿寂靜祥和。然而，到了現代，這個林區已經變

成一片可耕種的土地，可以見到一些農作物。

當我到了印度，我曾經參訪祇園精舍的遺址，世尊

曾經在這裡渡過了十九次的結夏安居（Vassas），並且

對於這個神聖的地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裡已經再沒

有寺院，只剩一片空地留著少許祇園精舍的殘留遺跡，

僅見一些地基磚塊和幾口不再使用的舊井。過去的安陀

林，現在已差不多變成荒蕪，難以見到樹木或林藪。只

有小塊土地長有農作物。雖然如此，在佛陀的時代，這

個地方曾是偏僻的林區，充滿寂靜與祥和，平常人是不

敢進入的。

十五個被提出的問題

當鳩摩羅迦葉住在安陀林的時候，有一天，一名梵

天的天神於夜間普現光芒，出現在鳩摩羅迦葉面前，給

了他十五個深奧難解的謎題。我將重誦巴利語的原文，

以描述梵天提出這十五個謎題的方式，讓各位能夠一心

諦聽。[2]然而，若重誦整篇梵天所述的原文將需要頗多

的時間，故此，我僅誦出一部分作為一種示範。現在請

各位細心恭聽。

蟻丘經1

緣起

今天晚上將要講的經典是《蟻丘經》。《蟻丘

經》的內容是利用土墩或蟻丘作舉例說明的教法。

此教法在僧團結集（Sangāyana）中被複誦和記錄，

收於巴利五部尼柯耶（Nikāya）的《中部》三編五十

經（Pannāsa）的根本五十經（Mūlapannāsa）譬喻品

（Opammavagga）。在講解此經前，我們先介紹敘述此

經的歷史。

經典的介紹

有一晚，當世尊在舍衛城祇園精舍（Jetavana）留

宿，一名叫作鳩摩羅迦葉（Ashin Kumāra kassapa）的

長老正在祇園精舍北面的安陀林。在佛陀的時代，尋求

獨處閑靜的長老比丘和比丘尼一般都隱居安陀林。[1]那

 1  又名《蟻垤經》（垤：音跌 dié），收錄於巴利經藏 MN23: Vammika 
Sutta，《中部》根本五十經的譬喻品；相當於漢譯《別譯雜阿含經》

（佚名）第一卷十八經、《雜阿含》（求那跋陀羅譯）第三十八卷一○

七九經、《蟻喻經》（施護譯）及《增一阿含經》（曇摩難提譯）第

三十三卷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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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時代，印度被稱為中國（Majjhima-desa），人們習

慣彼此以巴利語溝通，這一種方言現今仍使用於三藏的

經典中。在那一段日子，巴利語是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

使用的共同語言。這便是為甚麼梵天使用巴利語來跟鳩

摩羅迦葉說話。

巴利學者們奉摩羯陀語為神聖的語言，他們認為巴

利語，即摩羯陀語，是梵天們經常使用的言語。[3]在人

間，人們有時候說巴利語，有時候說別的語言。不過，

在佛世，巴利語是人們的共同語言。因此，本經所使用

的語言是巴利語，其他佛陀的教法亦如是。為了讓各位

能夠了解和欣賞巴利語的意思，我將首先以一般的緬甸

語解釋其意思，讓大家讀誦這些聖言，然後一句一句地

向你們講解。

「Bhikkhu, Bhikkhu」即是「比丘！比丘！」，這

是鳩摩羅迦葉起初被稱呼的名字。兩次重複這個字是

巴利語裡所使用的驚嘆詞（āmetik）。它表示驚嘆的意

思。就好像突然間受到驚嚇，譬如看到蛇或猛火而警

覺，恐懼地而叫著「蛇呀！蛇呀！」或者「著火呀！著

火呀！」。

「Bhikkhu bhikkhu，比丘！比丘！ayaṃ vammiko，

這大土墩或蟻丘；rattaṃ，在晚間，dhūmāyati，噴出悶

Bhikkhu bhikkhu, ayaṃ vammiko rattiṃ 

dhūmāyati, divā pajjalati. Brāhmaṇo 

evamāha‘abhikkhaṇa, sumedha, satthaṃ 

ādāyā’ti.’ Abhikkhaṇanto sumedho satthaṃ 

ādāya addasa laṅgiṃ laṅgī, bhadante’ti. 

Brāhmaṇo evamāha –‘ukkhipa laṅgiṃ; 

abhikkhaṇa, sumedha, satthaṃ ādāyā’ti. 

Abhikkhaṇanto sumedho satthaṃ ādāya 

addasa uddhumāyikaṃ. Uddhumāyikā, 

bhadante’ti.

比丘！比丘！此蟻垤夜噴煙、晝亦然。婆

羅門言：「賢者應執劍掘之。」賢者執劍

掘之而見閂，「尊者。閂也。」婆羅門復

曰：「取去閂，賢者。執劍而掘之。」賢

者復執劍而掘之，見膨脹之蛙，「尊者。

脹上之蛙也。」婆羅門復曰：「取去膨脹

之蛙，賢者。執劍掘之。」⋯⋯2

如上所述，梵天以巴利語向鳩摩羅迦葉說話。在佛

 2  巴利經文內容根據印度內觀研究所 CSCD Tipitaka 的網站資料，http://
www.tipitaka.org/romn/；中譯經文根據元亨寺日譯漢本《蟻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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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鏟刀」，及abhikkhana，「繼續反覆地掘下去。」

Eti，這樣的方式給予指示：Sumedha，這位善良睿智

的學生；satthaṃ ādāya，拿起鏟刀；abhikkhanamto，持

續地掘後；uddhumāyikaṃ addasa[5]，見到或發現一隻類

似青蛙的蟾蜍，當觸碰牠的時候會變大和膨脹起來。

「Bhadante，尊敬的老師，uddhumāyikā，這裡有一隻

每次觸碰便會變大和膨脹起來的蟾蜍。」Eti，學生這

麼說。以上就是梵天提出謎題的方式。梵天以巴利語說

出這些話語。

經文意思的重點是有一位婆羅門老師，在向眾多的

學生傳授知識，或者給予教導指示。如果是一般可以

在城鎮裡頭學習的世間知識，老師便會在城鎮裡提出

這些指示。若是在城鎮裡無法確切地教授的知識，但

可以在林區以實地考察的模式適當學習的話，老師會

把學生帶往森林，並教導他們熱衷地以研究的方法，

探索事物的實貌。在古代，負責教育學生的婆羅門老

師猶如今日的學校校長。他們也被稱作聞名的老師

（Disāpāmokkha），就像現代的大學教授般。這意思是

說他們是權貴的首席老師，名聲普聞遍及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事實上，Pāmokkha這個詞，即教授的意思，[6]它

是源自昔日的Disāpāmokkha這個詞。

燒的煙霧；divā，在日間；pajjālahi，噴射出猛火的光

焰。」我們先想想梵天說話時的方式。在沒有說任何相

關的事情，他驚訝地說「比丘！比丘！這大土墩在晚間

噴煙，日間噴火」[4]，好像在說那個大土墩或蟻丘就在

附近。容我稍後再解釋土墩的意思。

「 B h i k k h u , B h i k k h u ， 比 丘 ！ 比 丘 ！ a y a ṃ 

vammiko，這蟻丘；rattiaṃ，在晚間，dhūmāyati，

不斷地噴出煙霧；divā，在日間；pajjālati，它在噴

出猛焰。」Brāhmaṇo，那位婆羅門老師；sumedam 

evamāha，向他年輕及學識豐富的學生作出指示。

Sumedha，我這位有智慧的年輕學生！satthaṃ ādāyā，

來拿起鏟刀，及emam vammikam abhikkhana，持續

地去掘此土墩（丘）。E t i，這樣的方式給予指示。

Sumedho，這位善良和年輕的睿智學生； sa t thaṃ 

ādāya，在拿起鏟刀後；abhikkhaṇanto，在老師給予指

示後，不斷地掘那土墩；laṅgiṃ addasa，他發現了門

閂（一根用來扣緊門戶的橫木或棒子）。「噢！老師

（Bhadante），這裡有一個門閂（laṅgī）」等等，那位

學生說道。Brāhmaṇo，那位婆羅門老師；evamāha，再

次指示說：laṅghiṃ ukkhupa，「移去或拿走這門閂」及

sumedha，「我善良聰明睿智的學生；sattha  ādāy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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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出火焰？把這個門閂取走並丟棄在一旁，然後繼續挖

掘。」當這位學生移去門閂後，繼續挖掘泥土，然後他

發現一隻蟾蜍，稱作Uddhumāyikā。

Uddhumāyikā蟾蜍是一種青蛙，當每次被觸碰的時

候就會變大及膨脹，有些人可能曾經驗及看過。這種青

蛙在雨季開始時會整群的留在水池裡，並呱呱地叫著類

似「唵……音」的聲音。然而，在注釋書裡面，牠被解

釋為：「這類青蛙經常留在腐爛的葉子中，在灌木叢

裡。這種動物的尺寸約為指甲或腳趾甲（nakhapitthi）

的大小。如果牠約有大腳趾甲的大小，那麼應說牠不是

很大。我們在緬甸所看到的這類青蛙不是那麼小的。[8]

牠大約有「拱尹」（Gon-hnyin），一種（緬甸）果實

的大小，外型平伏，有點圓，裹在一個長形的外殼裡。

牠有一個比較厚，褐色的硬殼約一圓硬幣兩倍的大小。

看來注釋者所指的應該是好比斯里蘭卡所見到的青蛙的

大小。Uddhumāyikā蟾蜍的身軀，在緬甸所見的大小要

大許多。就我記憶所及，這類青蛙在緬甸語是稱為「啪

安」（Phar-Onn）或「啪拱尹」（Phar-Gon-Hnyin），

「啪」（Phar）在緬甸語的意思是「青蛙」。我沒有聽

說牠被稱作「啪達列」（Phar-dalet）。有些人說牠是稱

作「啪比郁」（Phar-byoke），那當然，牠的背上長著

這位婆羅門名師（Brāhmana Disāpāmokkha）在森

林活動營中教導他的學生，據說發現了奇怪的大土墩

（蟻丘）。蟻丘的奇特徵象是它晚上噴煙，日間噴出閃

亮的火焰。在發現此蟻丘的奇特徵象後，婆羅門老師叫

其中一位聰明的學生對它進行挖掘。該名學生一定是

非常可靠的，因此才能獲得他的好老師信任以及寄予

盼望。這就是為甚麼這名學生的優秀品德被讚譽為：

「sumedha，聰明及學識豐富的資優學生」。

婆羅門是這樣吩咐其學生做事的：「噢，我這位優

秀的學生！這裡就是該土墩，它的確很奇怪。晚上不斷

地噴煙，而日間則噴出猛烈的火焰。因此，此蟻丘或土

墩下面，一定埋藏著某類價值不菲的物品（寶物）。因

為這樣，他給予指示說：「我品學兼優的學生！你最好

拿起鏟刀，挖掘或開鑿此土墩。」

為了遵從指示，那睿智的學生在手持鏟刀後，開始

竭其所能持續地挖掘。[7]在他挖掘過程間，第一件找到

的是一個大門閂，類似用作扣緊門戶的橫木。然後，那

聰明的學生報告說：「老師！這就是我所發現的一個大

門閂。一定是這個大門閂的固有性質，所以造成了在晚

上噴出煙霧，甚且日間釋出火焰。」在聽到此報告後，

名師說：「我的好學生！這是不對的。這門閂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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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五個問題相關的首要（主要的）寓言

看著一個大蟻丘，晚間噴煙，甚且日間噴

火焰，那尊貴的老師向他優秀的學生建

議，為了尋求事實的真相，利用鏟刀鋒利

的邊緣挖掘它，出現了一個門閂、跟著是

一隻醜陋可厭的蟾蜍、一個交叉路、濾水

器、狡猾的烏龜、大刀（Dah）3、[10]剁肉

的木砧板、一塊結實的肉及一條神聖的

龍，因此有次序地製造了十五個謎語。

讓我們來解釋這寓言。「晚間噴煙」意思是晚上它

會噴出煙。「噴火焰」意思是在日間它會噴出猛烈的火

焰。這兩個寓言的意思是指那個大蟻丘。這蟻丘或土墩

是由那婆羅門老師所發現。當他見到蟻丘，他要求學生

用鏟刀挖掘它，以明確地了解在蟻丘裡面的是甚麼。

在挖掘蟻丘後，第一樣被發現的是一個門閂，一般

用作扣緊門戶。然後學生繼續挖掘，一隻「青蛙」（蟾

蜍）叫Uddhumāyikā跳了出來。此後，一個「十字路

 3  Dah 是一種單刃的大刀。

誘人的有毒鱗狀物。Uddhumāyikā蟾蜍是那種差不多呈

圓形的青蛙。不過，這個詞彙的使用，大部分都要視乎

是在那個地方所發現到的青蛙，然後採納那一種的用法

或詞彙。我們不可能確實說那一種是正確的。每一個國

家或居住地都有各自的命名。

在《無諍分別經》（Arana Vibhanga Sutta）裡面，

世尊教導Janapadaniruttiam（各國土的言語）：paññata

（智慧的）詞彙共同地在某一國家或地區所採納或使

用；nābhiniveseya：不應該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詞彙。

因此，不要計較不同人所認知的不同名字[9]，我們稱牠

為「青蛙」便可以，這是所有人都認知的一個俗名：當

那隻青蛙每次被觸碰時都會膨脹起來。那位偉大的老

師仍然要求他的學生把這隻青蛙移走，丟棄牠繼續挖

掘。完成進一步的挖掘後，鏟子觸碰到一個位置，發現

在土墩裡面有一個交叉路。如此這般，新奇古怪的事

情一個接著一個的被發現，直到最後他們遇到一條龍

（Naga）。在挖掘的過程中，從最初開始在土墩（蟻

丘）發現的所有事物一直到龍，總共有十五個：這是披

上神秘面紗的謎題總數。我們在巴利文稱作Paheli，也

即是謎語或難解的問題。它們會構成一個寓言，以連串

的方式排列，可以很容易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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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予這十五個謎題後，婆羅門以下述的姿態告訴

鳩摩羅迦葉。

比丘！您應該前往親近世尊及恭敬地提出這些謎

題。您應該記著佛陀對這些謎題的意思所作的解釋。關

於這些謎題，那些能夠正確地解答它們的人只有（一）

世尊；（二）佛陀的弟子；（三）從我得到提示或解決

方法的人。[12]除此三種人外，沒有其他人能夠就這些謎

題給予一個真實及圓滿的解釋。在給予指示，指出何處

可以獲得這些謎語的解釋後，梵天返回天界。

在這一個關係當中，我們有需要講解梵天到底有甚

麼關聯，以及祂來到人間給予這些謎題是抱著甚麼意

圖。我希望，因此，跟各位解釋那些關聯和意圖是甚

麼，透過引述久遠世前所發生的過去事。

鳩摩羅迦葉的過去歷史

在迦葉佛的末法時代，因為發現某些出家人背棄佛

陀教法，違反比丘應有的戒律和威儀，那些為這種不

如法事情而感到傷心的比丘們，彼此間思量反省，佛

陀的出世或示現實在難以值遇。要成為正等正覺（至

上的佛陀）是很困難的，希望成佛的人需要多生多世

精進力不退減及不屈不撓地努力修行，最少經過四大

口」兩條路的交叉點出現。再後來，一個「濾水器」，

接著「烏龜」，跟著是「大刀」及剁肉的「木砧板」，

然後「一塊肉」，它們連續地一個一個地出現。學生因

此向老師說：「這裡又有一塊肉」。就此，婆羅門老師

要求他的學生移走這塊肉，然後繼續指示他如之前一般

挖掘。當學生繼續挖掘後，他發現了一條龍，並驚訝地

喊著：「老師，這裡有一條龍。」在聽到學生的叫喊，
[11]婆羅門老師給了以下的指示：

Tiṭṭhatu nāgo, manāgaṃ gaṭṭesi; namo kārohi 

nāgassā.

龍當留之，勿觸龍，應歸命於龍。

以上的巴利文句子表示：

Nāgo：那條龍；tiṭṭhatu：可以留在牠所在的地方。

Nāgaṃ：這條龍，mā ghaṭṭesi：不應該被打擾或傷害。

Nāgassā：那神聖的龍；namo：可以被尊敬及禮拜。上

述的內容傳達了梵天的天神所給予的十五個謎語。

因此，這裡值得思考的是到底那大蟻丘（土墩）和

青蛙等等，總共十五個謎題的意思是甚麼。這就是為甚

麼我把這個寓言裡頭所有十五個謎語一一列舉出來，讓

各位能夠容易地記著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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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如果，相反地，你們同意留在這裡，我將會把梯子

拋走和丟棄。」然而，七位比丘中沒有人退縮，他們決

意樂求修習禪法，甚至於犧牲性命。他們全部同意安於

所處的地方。因為七人都明確表示要留下來及專致於禪

修，大長老於是丟棄該梯子。

七位比丘如何在山上修習禪定

拋棄梯子後，七位比丘除了佛法之外，已經了無所

依。他們現在已經無法下山。如果跳下去，就必定死

亡。他們帶的水亦僅有少量，因為只是用一個水囊載

著。若這些水用完，他們也會缺水而死。食物方面，他

們也沒有為明天作準備。因此，他們亦可能因飢餓而

死。在這般情況下，他們唯一生存的可能，只有依賴

在佛法證得較高的果位[15]，透過修練智慧禪和證得神通

（abhiññā）。死亡的危機相當迫切，而他們再沒有時

間想像將來會是怎樣。換句話說，他們正處於危急的關

頭，如此，這七位比丘非常認真及精勤地把身心都投入

禪修之中。基於不懈的努力及熱心於修習禪法，最年長

的大長老在第一晚過後證得阿羅漢果。

修習禪法裡，按照死隨念（maranānussati），一個

人若能夠把心安於思維死亡的逼迫，長養死隨念，那是

阿僧祇劫與十萬大劫（kappās），以圓滿他的願行，亦

即完成累積其波羅蜜多（paramitas）。[13]只有在證得清

淨的覺悟後，他才可以教導正法給人類，讓他們證得道

（magga）、果（phala）、涅槃（nibbāna）。他們為某

些僧團的成員不能真實依戒而住感到惋惜，覺得如果這

樣的事情普及開來，尊貴無價的佛法將會衰敗以至消

失。然後，他們達成一個決定：「在此偉大及尊貴的佛

陀教法湮沒之前，我們將透過完全依賴此偉大的教法，

盡力禪修以達至自身的解脫。讓我們前往森林僻靜祥和

之處禪修：一個脫離世俗煩擾之處，將我們的身心投入

禪修中。」

七位比丘前往森林禪修

在達成上述的決定後，他們前往一個森林區，連同

八種比丘所必須的資具，如：三衣、缽等等。到達森林

後，他們攀上一座山，此山甚為陡峭，其頂若沒有梯子

的輔助，是無法到達的。它大概類似緬甸著名的波芭山

（Mount Popa）。當他們發現這個懸崖後，七位比丘利

用一個梯子，如前所同意，[14]攀爬至頂峰。在抵達山的

頂部後，最年長的長老宣佈：「比丘們！如果你們對於

身心還有一絲毫的執著渴求，請你們現在離開並返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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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所告誡的，實在相當清晰。各位還不理解嗎？若明

白的話，各位應立刻加入禪修中心。我們的男施主及女

施主好像未能夠按照佛陀的教導修行。在家眾外，即使

是某部分僧眾，看來也不容易嚴格地遵從佛陀的指示。

他們會覺得很難去跟從。然而，世尊以徹底的悲心真摯

地勸勉我們要致力於禪修。

因為我們無法確切知道死亡何時會降臨身上。可能

是今日、明日或將來的某一日。我們怎可能知道何時面

對死亡？[17]然而，人們總以為死亡不會在今日或明日，

甚或短期內發生。一般而言，這可能是真的。不過，如

果我們檢視死亡的統計數字，有相當數量的人，雖然想

著他們不會在一、兩天或短期內死亡，但他們最終死

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在自己預計的日子遇見死亡，死

亡在無法確知何時出現的時候忽然發生了。沒有人可以

確定死亡何時會來臨。故此，下面的句子說：

Na hi no saṅgaraṃ tena, mahāsenena 

maccunā.

不遇死大軍。實謂無其事。

意 思 是 我 們 沒 有 機 會 可 以 與 「 死 亡 」 妥 協

（saṅgaraṃ），不能與掌管陰間的閻羅王協定一個確實

非常有利益及進展的。因為這樣，世尊作出以下的教

導，勸勉安住思維「死」。

Ajjeva kiccamātappaṃ, ko jaññā maraṇaṃ 

suve; 

Na hi no saṅgaraṃ tena, mahāsenena 

maccunā.

今作須熱心。誰知明日死。不遇死大軍。

實謂無其事。

Atoppam，sammappadham（正勤）：懷著正確

的勤奮，透過精進努力，積極地做所應作的行為；

ajjeva：現在及當下，不等待到明天或後天；kiccam 

kattabbam：需要完成。換言之，所有現在可以完成

的，應馬上地努力及積極地完成，不應遲緩。[16]

已 造 作 的 不 善 法 令 其 不 再 生 起 ； 未 生 的 惡 不

善法令其不生；未生的善法如布施（dāna）、戒律

（sīla）、奢摩他（止禪samatha）、毗婆舍那（內觀

vipassanā）、道（magga）令生起，已生的善法令其增

長，稱為正勤（sammappadham）。所有的修行，特別

是毗婆舍那，應當精進地以正勤修習―勤，即是不應

當留待明天或後天。這是勸勉應當立刻修習禪法，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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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說，對他來講，若能夠於在生時，觀察一晝（12小

時）那就很好了。第三位比丘說他對自己想著，若能夠

有一食頃的時間觀察修習禪法就很好了。第四位比丘表

示若能夠觀察約四或五口飯的時間就很好了。世尊對於

這四位比丘的答案並沒有認可。亦即表示他們被佛陀所

否定。

我們曾接觸到一些個案，有些人追求鍊金術，希望

讓他們可以長壽及有一段長時間修習禪法。當問及他們

為甚麼成為鍊金術士，他們一般回答希望長生；然後，

若問他們在得到長生後會做一些甚麼，他們會說這樣便

可以超越一般的壽命，更長時間地修習禪法。他們所說

的與佛陀的教法並不相符。只有當一個人能夠記著及

注意 「死亡」的逼迫，那他才可以在割斷執著的束縛

後，確保以廣大的精進力和真誠心禪修[20]。鍊金術士所

抱著的信仰是，只有在得到長壽後才可以安心地禪修。

還有其他不同的信念，抱著各種背道而馳的看法。我們

並不相信延續一個人壽命，便可以更長時間禪修的信

念。原因很簡單，現今人們是因為對死亡怖畏而禪修，

這是可以在任何時刻發生的，透過這樣的做法，他們可

以快速地在死亡抓住他們之前，預早獲得佛法的智慧。

若人們能活上數以千年的壽命，我不認為他們會願意全

日期、或收買他、或用一支軍隊保衛及反擊「死亡」

（tena maccunā），因為他擁有強大的裝備及一支龐大

的軍隊，他的軍械具備多種致命武器（mahāsenena），

像疾病、毒藥等等。

事實上，閻王不會給一個想與他友好的人特別優

待，他不曾給任何人一個確實日期。也沒有任何人可以

透過賄賂以獲得長壽。這個俗世裡面[18]，一個犯了嚴重

罪行理應接受死刑的人，有時候還可能透過賄賂或酬金

而得到釋放或赦免。不過，對閻王來說，沒有任何賄賂

或酬金可以讓人逃離死亡或變得長壽。世上沒有人能與

「死亡」宣戰，或反擊「死亡」，即使是巨人般的軍

隊，可以如何打倒或防衛最強的敵人，但遇死亡也徒

然。我們每一個人仍需要向「死亡」拜倒。死亡的確是

無可避免的，就好像是無敵一般。

我於此將講解覺知或思維死亡逼迫性的重要性。有

一次，世尊向僧眾查問，了解他們有否發展對「死亡」

的覺知（死隨念）。因此，六位比丘相應地回答表示對

此有所觀察。世尊再次詢問他們觀察的方式，第一位比

丘回應說，他觀想若能夠活著，可以按照佛陀的教法觀

察一晝及一夜是多麼好。這種觀察的態度顯示他假定他

一整日不會死亡[19]，但可能於第二天面臨死亡。第二位



38 39

蟻丘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Vammika Sutta 第一部分

漢，是具足神通力的，例如於空中飛行的本領等等。上

述僧團的長老就是那一類完全具足神通的阿羅漢。

這位阿羅漢大長老，透過從空中到不同地方獲取食

物，然後將它們帶給同伴比丘，長老邀請他的比丘伙伴

說：「比丘們！請勿鬆懈[22]；在進食後應繼續盡心地禪

修。我會像這樣每日為你們提供膳食。」這六位比丘聽

到之後，請求他的批准，讓他們說幾句話，他們說：

「在我們開始專致於禪修前，我們之間有否協議，指稱

第一位證得神通的人，應為其他未達至最終目標的人獲

取食物，讓餘下的人依賴這些供養的食物然後繼續禪

修？」那時候，這位阿羅漢長老回應說：「沒有，我的

同伴比丘們。」那六位比丘然後說：「如果我們過去擁

有足夠的波羅蜜，我們亦將證得如你般的神通。如果我

們用你帶給我們的膳食滋養己身，我們會變得鬆懈，這

樣會花很長時間達至我們的最終目標。」他們於是拒絕

接受膳食的供養。那位阿羅漢長老，因此離開了他們至

另外一個更適合地方。

第二天，六位比丘中的第二長老，證得了三果阿那

含（Anāgāmi）。這位阿那含是六位比丘中最年長的一

位。他於證得阿那含果的一刻亦圓滿了禪定的神通。這

位長老同樣地為餘下的五位比丘帶來食物，猶如第一位

心投入於禪修當中，像現在這般真誠。

有些人即便在禪修時也不付諸努力，他們的心胡思

亂想，想著禪修後應該做一些甚麼，以及怎樣從他們的

事業中賺取財富及成功等等，寶貴的時間就是如此被無

意義地浪費。那些攀爬至山頂的比丘們，把梯子丟棄以

防止自身的懈怠。在放棄該梯子後，他們了無所依，要

生存除了至心精勤地證取佛法外，再無別途。故此，最

年長的長老於一夜後證得阿羅漢果。[21]

阿羅漢果有兩類。雖然有一些人成為阿羅漢，唯一

的分別特徵是他們均已徹底體證四聖諦及完全遠離於一

切煩惱。然而，他們並沒有獲得神足通（iddhipada），

例如於空中穿梭的神力等等。此類阿羅漢被稱為「乾觀

者」（Sukkha-vīpassaka）阿羅漢。這樣的意思是說一

位阿羅漢證得聖果（ariya phala）但因為禪定力不深而

沒有獲得禪定產生的神通（jhāna abhiññā）。有一些，

當然從一開始便證得由禪定產生的神通，然後在修習

毗婆舍那後成為阿羅漢。有一些則在證得阿羅漢果的

同時，獲得禪定的神通。在證得阿羅漢道智（arahatta 

magga）的時候同時完成禪定的神通，則稱為「道成就

禪那」（Maggasiddha jhāna）。這樣的意思是說「那種

擁有道智作用的禪那」。一位成就了這些能力的阿羅



40 41

蟻丘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Vammika Sutta 第一部分

獲得善利的果報

他們以下述的模式獲得了這些利益。這些比丘在死

後立刻於天界（devaloka）重生，他們猶如從熟睡中甦

醒，因為他們的戒定慧功德，他們並沒有任何痛苦的感

受。在重生之後，各種天界的愉悅之物，皆隨自己的心

意明現在前，包括天宮的樓閣周匝其中、眾多天女悉共

圍繞。如此善果，自迦葉佛的時代延至釋迦牟尼佛的時

代。他們自此於六欲天不斷反覆再生，在這些再生中享

受著殊妙的快樂、悅愉和舒適的生活。到了釋迦牟尼佛

的時代，他們成為人類，因為時機成熟讓他們可以證得

涅槃，脫離所有世間的憂悲苦惱。[25]因此他們的精進禪

修，使得在過去的多生中獲得了諸多善利。

七歲稚齡便成為阿羅漢

我們回到迦葉佛時代的過去歷史。如早前說的成

為阿羅漢的第一位長老，他於那個時代完結了其人生

後便證得般涅槃（Parinibbāna）。至於成為阿那含的那

位長老，他在死後生到梵界（Brahmaloka）的淨居天

（Suddhavāsa）成為梵天。這位梵天據說一直觀察著他

的同伴比丘，並在必要時給予他們協助。後來，當發現

長老阿羅漢般供養他們。[23]餘下的五位比丘亦拒絕了食

物的供養，並繼續不懈地禪修，不接受任何食物和水。

兩日已經過去，他們一定飽受著飢餓之苦。然而，他們

不惜犧牲性命繼續忍耐著。這是多麼值得尊敬！

那位阿那含長老因此離開了他們。他自行前往至其

他適合的地點。五位比丘繼續以更大的努力增長智慧以

邁向覺悟，但是由於他們缺乏波羅蜜，他們並未能證得

神通。他們不久後因飢渴而死。就此，那些對於佛陀教

法沒有信心的人可能會認為：「這些比丘受到很大的損

失，把自身投入於禪修裡面。」事實上是恰好相反，一

個人在人生當中經歷死亡是無可避免的，這一點也不稀

奇。不論以個人如何盡力保養他的身體，死亡也是不可

避免的。它總會有一天來臨，而當它發生時，最重要的

是擁有一顆清淨的心，特別在死亡前一刻，讓亡者可以

有一個更好的下一世。如果馬馬虎虎地過著不貞潔的人

生然後面對死亡，這是非常可悲的。這種情況的人將會

轉生至惡道中。[24]不過，就五位比丘的個案，他們是在

認真地禪修的時候死亡的，他們圓滿了戒律，並至少擁

有某程度上的禪定與智慧。因此，按照佛陀的教法，他

們的死亡是尊貴的。他們因此並無損失，反而是得到了

甚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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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到佛法僧的殊勝威德，及後在修習所學的安那般那

（ānāpāna）出入息念時，他證得了禪定，並從此披

上袈裟。成為出家比丘後，他離開了自己的出生地，

遵從佛陀學法。他到了佛陀所居的王舍城。在那兒，

當他正在一位陶瓷工人的家中留宿時，佛陀到訪了這

位陶瓷工人的家。世尊在那裡講述了《界分別經》

（Dhātuvibhanga Sutta）。在諦聽佛陀的言教後，他

（這位比丘）證得了三果阿那含。不過，在他成為阿那

含後不久，他便被一頭牛所傷而死亡，這隻牛是由一隻

女羅剎所化現，因為過去生中她與弗區沙提尊者曾有惡

緣。[27]在其死後，他投生到聖者所處的淨居天。如此，

那位梵天的天神，也沒有必要再幫助陀驃摩羅子長老和

弗區沙提尊者了。

另一位比丘轉生為名叫沙比雅（Sābhiya），周遊

四方的苦行者。他懷著錯誤的知見，成為邪說的支持

者。在發現他的情況後，梵天向他示現，並給予他二十

個謎題。然後梵天對他說，要求他從聖潔的僧團，尋找

解答這些謎題的方法，並指示他若找到那位能夠成功解

決這些謎題及給予他正確答案的比丘，便應從他出家作

弟子。後來，他嘗試尋找一位有才能的比丘，但最後無

法找到任何人能夠解答這些謎題，於是他找到佛陀。當

他們死後上生天界後，便再沒有需要幫助他們的必要

了。

陀驃摩羅子長老

上述五位比丘的其中之一，後來於釋迦牟尼佛在世

的時代，以七歲的稚齡證得了阿羅漢果。七歲的人，相

較今日同齡的孩子們來說，的確是非常年輕。然而，他

之所以在七歲的稚齡證得阿羅漢果，是因為過去曾為比

丘，在山上的禪修鍛鍊中精勤地修行，累積了成就神通

的波羅蜜。因此，那些正在真誠地修習毗婆舍那的人

們，[26]不應該因為某些不如意的情況，使他們不能完全

成就法的智慧而感到氣餒。他們仍然有希望可以像陀驃

摩羅子長老（Ashin Dhabba Therea），很容易在這一期

的教法或最少在未來佛的教法中成為阿羅漢。

弗區沙提王

下一位比丘，在呾叉始羅（Taxila）這個國家轉

生為弗區沙提王（King Pokkusāti）。呾叉始羅位於旁

遮普省內白沙瓦市（Peshwar）的南方，當時位於印

度西北的省份（今位於巴基斯坦境內）。這位弗區沙

提王，在接收到來自王舍城頻婆娑羅王的信函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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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甦醒後，他因為飢餓，便想著向人乞討食物。但因

為在船隻傾覆後，在海浪掙扎而衣服全毀，他的身體幾

乎是全裸的。因此，他從一種叫「麻郁」（Mayo）的

植物摘了一些纖細的莖編織了一塊布，[29]包裹著他的腰

部。因為發現他穿著由植物的細木刺或莖編織的裙子，

人們給他一個外號「樹皮人」（Dārucīriya）。在穿上

用細樹莖編織的布裹著下身後，他四處遊蕩，然後從一

個祭壇取了一個本來用作供養神祇的缽，前往海港蘇

帕拉喀村（Suppāraka）乞食。蘇帕拉喀位於印度的西

岸，鄰近孟買港。它是一個叫作蘇帕拉（Suppāra）的

地方，處於孟買北方楠瑪達（Nammadā）河口。見到

這位打扮古怪的人，身「穿著」用細樹莖編織的外衣及

持著殘舊不值錢的缽，蘇帕拉喀村內的民眾，於是對他

有很崇高的想法並評說：「喔，這偉人必定是位不簡單

的人物。不像普通人，他穿著不平凡的衣服，而且使用

殘舊的缽以代替碟子，作為放食物的容器。如此奇特的

人格，真的很像一位阿羅漢。」人們視他為一位值得歌

頌的人，於是供養他上好的衣服、豐美的食物、陶器及

器具使用。

古時的人們居然把一位不穿衣服的人看成是阿羅

漢，確實令人非常驚訝。[30]他們尊崇及敬拜僅以樹莖遮

世尊給予答案後，他感到法喜充滿，並在佛陀的教化期

間加入了僧團，修習禪法後不久，他便證得了阿羅漢

果。

婆醯尊者

再另一位比丘，他投生至婆醯國。因此他被給予

「婆醯」（Bhāhiya）的名字。他經營國際貿易的生

意，是一位受讚譽的商人和託運人，與海外多國有生意

上的聯繫。[28]因為曾七次成功利用貨船運送商品，他乘

坐載滿貨物的船離開了其出生地，展開第八次的航運，

希望運送商品和貨物至金地（Suvannabhūmi）。古時往

來不同國家的船隻一般都是航運的帆船。過去金地這地

方被認為是緬甸的海港城鎮達通（Thaton）。今日的某

些研究學者則認為，蘇門答臘島過去就是金地。因為這

與注釋書所說「金地」是一個島嶼相符。

前往金地的途中，屬於婆醯的船隻被捲入風暴之

中，驚風駭浪把船隻嚴重摧毀。所有船上的人員除了婆

醯皆全部罹難。在此最後的一生，婆醯得到幸運之神所

眷顧。憑著這一絲的運氣，他找到一塊可以靠緊的浮

木，這塊木板是從被大浪衝毀的船隻殘骸掉下的，後來

他慢慢漂流回到岸上。他在岸上休息了一陣子，並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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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認同，人們便很自然地於內心對自身的素質感到猶

豫。這種例子在《益世嘉言》（Hitopadesa）的教法裡

被引用作寓言。

變為一隻狗的山羊

從前有一天，一位婆羅門老師買了一頭小山羊，把

牠帶在身上，打算用作儀式祭祀，欲討神祇歡喜。一群

無賴看見他帶著羊，計劃用不費吹灰之力的方法奪取這

隻羊。他們圍在一起，協議發表一些言論，使那隻山羊

彷彿被看成是一隻狗，然後安排在婆羅門老師，會途經

路線的不同地點守候。在第一個等候點的人在婆羅門老

師抵達後告訴他：「你好，偉大的老師！為甚麼您把一

隻狗背在肩膀上？」[32]婆羅門老師發怒說：「你是那裡

的妖魔？我肩膀上的動物完全不是一隻狗，牠是一頭山

羊。我買了牠作祭祀的犧牲用。難道你看不到牠是羊

嗎？牠怎可能是狗？」說罷後，他繼續旅途。

在走了一段距離後，婆羅門老師到了一個叢林的附

近。那裡，一群人出現並說道：「啊！這麼一位好老

師！雖然你屬於最高種姓的婆羅門，你帶著這麼一隻低

劣和卑賤的狗真是讓人驚訝。」其餘的人加入並說：

「欸，就是啊。我們也在猜想，到底把狗帶在肩膀上是

蓋下體的婆醯，懷著很高的期盼，將他視為聖者阿羅

漢。他們並沒有深入考慮及衡量事情，而且沒有能力理

性地從不同方面判別一個人。這些人們實在相當特別。

由於這些錯誤的信仰，及沒有正當根據的不善信條，在

今日仍然出現。不僅這些純真的古人，即便是現代也有

少數人，錯誤地看待，貌似尋求出離世俗生活的怪人，

為一位聖潔的阿羅漢，並禮敬他！現今的科學時代，儘

管科技知識及精神力量的發展，這類人盲目地信仰此異

端的行為，是十分錯誤和不適當的。

當他被如此敬重為一位阿羅漢，並獲得村民供養各

種世俗必需品的時候，他自忖道：「他們尊敬和供養我

的原因是因為我裸露形體，身上沒有任何衣服。如果我

接受了他們的衣服禮物，穿著它們，這些人必定對我失

去敬信。」於是他僅接受食物的供養，維持不穿和拒收

衣服，滿足於樹莖所編的外衣。[31]人們於是很自然地對

他懷著更高的想法，作出更多的供養，倍增敬仰和施

捨。事實的確如此，簡單和愚昧的人，時常對他們可能

接觸到的這類怪異人物，抱著非常高的期盼。當人們越

來越讚賞及尊敬他為阿羅漢，他甚至以為他真的就是一

位阿羅漢。他這樣想道：「宇宙間的阿羅漢可能就像我

一樣」，此有趣的想法使他變得很自我。基於眾多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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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事件與婆醯的個案類似，婆醯懷著一個錯誤

的想法，以為自己是一位阿羅漢。由於好一些人很尊敬

地說，他是一位高尚的阿羅漢，於是乎他真的認為自己

是一位阿羅漢。到了今天，看來也有些人，因為其精神

導師對他們評說，指其已經達到了高層次的內觀智慧而

高估自己，[34]以為自己是須陀洹或阿羅漢。亦有些人可

能因為曾受眾人的高度讚賞而變得很自我。這類個案應

該成為喚醒我們的警戒。

來自淨居天的梵天神，發現婆醯存有錯誤的驕傲。

祂於是思惟：「噢！我的朋友因迷執的見解踏上了一條

錯誤的路。在迦葉佛的時代，我們於山上禪修，他曾全

心全意地投入禪修，縱使阿羅漢長老仁慈和誠意地供養

他食物，他也堅拒，選擇繼續禪修。他也拒絕阿那含長

老的膳食供養。現在他反而墮落，接受別人所作的供

養，這些人錯誤地以為他是一位阿羅漢，事實是他遠不

如阿羅漢。他犯了大過失了。不久之後，他將命絕，死

亡正向他靠近。這時候，我是應該伸出援手了。」如是

思維後，祂便前往婆醯的所在地。到了晚上，祂立於空

中，光明遍照，示現在婆醯的眼前，直率地說：「嘿！

婆醯，你妄想以為自己是一位阿羅漢。事實你不是。你

是假冒的，[35]而且沒有成為阿羅漢的必要特質。」

為了甚麼目的。」然後，那婆羅門老師開始動搖了一

點。他反思著：「剛才一個人向我說，我帶的動物是一

隻狗。那會是狗嗎？我真的要看一下。」如此想著，他

把羊放在地上並看著牠。他甚至撫摸牠的耳朵並對自己

說：「嗯！這不是一隻狗而是羊。」說罷，他繼續其旅

程。

當他到達一個林區的外圍時，再一次遇到另一

群人，他們拍著手恥笑婆羅門老師，[33]並戲弄他說：

「喂！來看吧！來看吧！這真是很神奇。這個人他雖然

是最高種姓的婆羅門老師，他竟然背著一隻低劣的狗在

肩膀上。真的奇怪極了！」於是乎這位婆羅門老師想：

「看來是真的。第一個人說我背在肩上的東西是一隻

狗。第二群人也說這是一隻狗。現在這一群人亦稱牠是

一隻狗。我帶著的東西看來並不是一隻山羊。牠看來是

一隻狗。」他然後把這隻動物放生了，說道：「走吧！

你這隻大狗。」在他遺棄了這隻山羊，離開那個地方

後，這隻動物被那些壞人朋黨殺死，煮了牠的肉，飽餐

一頓。這個故事記載在《益世嘉言》（Hitopadesa）的

教法裡，教訓人們，當眾多的人聯合起來對一件事表達

相反的意見時，縱使一個曾受教育的人，也可能受到迷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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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當今的研究學者認為是八哩。如果按八哩計算，

一百二十乘八相當於九百六十哩。在這麼遙遠的距離，

婆醯於沿途的每個地方，每次都不用兩三晚來休息，而

僅僅逗留一晚，便匆忙地繼續步行前往舍衛城。

「在途經的每個地方睡一個晚上」是巴利語原文

Sabbatha ekarattivāsena所表達的真確意思。這句話表

示「Sabbatha：每個地方；ekarattivāsena：經過一晚

的逗留後前來」，很清楚地說明在一日旅程結束的每

個地點，僅有一晚用作休息。這是頗真實的。不過，

《婆醯經》的註疏者主要是給予這個意思：「從蘇帕

拉喀港至舍衛城的旅程在一個晚上到達。」如果是這

樣，[37]九百六十哩這麼長的距離不太可能是以一個普

通人的能力完成，必需要外在的支援。這亦與Sabbatha 

ekarattivāsena的句子不符。根據這句話，它表明「每個

地方」並強調「逗留」，由於這裡特別表明「逗留」，

因此便沒有正當理由說是「正在行走或在旅途中」。如

果說整個旅程只逗留一晚是荒誕的。這應是「每個地方

逗留一晚」。所以，「於停留的每個地方逗留一晚，而

不浪費時間休息兩或三晚」是更切合現實。若整個旅程

在一夜間完成作出，Sabbatha（即每個地方）的說明便

顯得多餘。vasa（即逗留）這個字，也變得不重要。若

聽到這些話語後，婆醯自忖道：「嗯！這倒是真

的。我並沒有努力培養自己成為阿羅漢。我從大海漂流

至岸上。著陸後，我因為裸露形體，用植物纖細的莖編

織了外衣穿著。以這樣打扮前往乞食。鄰近的人無知

地，因為我的奇特衣著而感到驚嘆，並錯誤地崇敬、認

定和讚頌我是阿羅漢。我的確是犯了嚴重的過失，假冒

和聲稱自己是阿羅漢，而事實我卻不是。」在祂的面

前，婆醯懺悔了。他問：「尊敬的梵天，如果是這樣，

世間有沒有真正的阿羅漢？他住在那兒呢？」梵天回

答說：「有一個名為憍薩羅（Kosala）的國度，位於此

海港蘇帕拉喀村（Suppāraka）的東北。那兒有一個精

舍，名叫祇園（Jetavana），在舍衛城附近。佛陀喬達

摩在此精舍內居住，他是釋迦族皇室的後裔。佛陀喬達

摩是真正的阿羅漢，解脫於一切煩惱。他正在宣說聖

教，講授趨向證得阿羅漢之道。」[36]聽到這句話後，婆

醯感到無比的後悔，深深地覺察到自己的魯莽行為，然

後立刻離開所在的地方前往禮覲至尊的佛陀。

《婆醯經》（Bhāhiya Sutta）的註疏指，從蘇帕拉

喀海港至舍衛城的距離是一百二十由旬（yūjanās）。

然而，在《滿願子經》（Punnovada sutta）的註疏則說

是一百三十由旬。按註疏書，一由旬相當約十三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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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地說，上述的巴利文句子的意思是：

當看到一個對象，只需要覺察並緊貼標記

「看」；當聽到聲音，只需要專注地在心

裡緊貼標記「聽」；當鼻識或嗅覺生起，

只需要專注及牢固地標記「嗅」；在嚐的

時候知道嚐，只需要持續觀察並在心裡標

記「嚐」；當觸覺發生，只需要心裡緊貼

標記「觸」；當意識生起想像時，只需要

心裡專注標記「想」。」[39]

在 聽 到 這 斷 除 任 何 攀 著 外 在 事 物 和 心 念

（thoughts）的教法後，婆醯，在觀察每個從眼根對色

塵、耳根對聲塵等所生起的心識現行時，專注緊貼地只

覺照看、聽、觸及知，獲得了很大的進展，順序經歷

毗婆舍那內觀的每個階智，證得阿羅漢果。他是最出

色的人物，因此被給予一個傑出的頭銜，被譽為速通

達者（khippābhiññā）之中的「至上」（Etadagga）；

速通達者是指那些迅速證得道智（maggañāṇa）和果智

（phalañāṇa）的人。

證 得 阿 羅 漢 果 後 ， 當 正 在 四 處 尋 找 作 為 比 丘

的袈裟時，婆醯尊者遇上意外死亡並進入般涅槃

要符合這個說法，便可以單靠ekarattaneva這個字的意

思，即是「只有一晚」。

就此，至為重點的是：「婆醯深切地懺悔，匆忙地

來到」。在抵達祇園精舍時，佛陀已離開，到了舍衛城

內托缽乞食。婆醯於是趕著前往舍衛城。當他見到世

尊，他內心充滿了甚深的尊崇、無比的喜悅和信仰，然

後稽首敬禮。[38]敬禮過後，他熱誠地啟請佛陀說法。佛

陀完全理解那時並不適合向他說法，因為他的心情正處

於狂喜和過度興奮，而且經過辛勞的旅程疲態盡現，便

拒絕他的請求說：「當托缽乞食在進行的時候並不適合

說法。」婆醯如是至誠再三請法。後來，佛陀觀察到他

的心情已沉著了下來，變得安祥平靜，而且時候也適當

了，於是精要地說以下的教導：

Tasmātiha te, bāhiya, evaṃ sikkhitabbaṃ 

– diṭṭhe diṭṭhamattaṃ bhavissati, sute 

sutamattaṃ bhavissati, mute mutamattaṃ 

bhavissati, viññāte viññātamattaṃ 

bhavissatī’ti.

然則婆醯！汝應如是學：見則如見，聞則

如聞，思則如思，知則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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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大土墩（蟻丘）的意思是甚麼呢？在晚上噴煙

所表達的意思為何？在日間出火焰的重要意義是甚

麼？那據說是梵天的人是誰？誰是學識豐富的學生

（Sumedhā）？」世尊首先作如下的解釋，講解關於Ko 

vammiko大土墩（蟻丘）的謎題。[41]

大土墩或蟻丘

Vammiko’ti kho, bhikkhu, imassetaṃ 

cātumahābhūtikassa kāyassa 

adhivacanaṃ, mātāpettikasambhavassa 

odanakummāsūpacayassa aniccucchādana-

parimaddanabhedana-viddhaṃsana-

dhammassa.

此願世尊說之。世尊曰：比丘！蟻聚者實

此四大所成身也。此乃父母所生，依飲食

之聚積、腐蝕、磨滅、變壞、分散、破滅

之法。

以上段落的意思是：「鳩摩羅迦葉，所謂『土墩

（蟻丘）』是指色法（rūpa），這個肉體。換句話說，

『蟻丘』沒有其他意思，就是代表這個『物質身體』或

（Parinibbāna），他被一隻由女夜叉所變現的蠻牛用角

攻擊致死，此夜叉與婆醯尊者在過去生中曾結下怨仇。

上述已經有次序地講述了五個同為出家比丘的夥伴

們，於山上密集修習佛法的典故。陀驃摩羅子長老已經

成為一位阿羅漢；弗區沙提王在證得三果阿那含後便投

生淨居天；沙比雅尊者亦已經取證阿羅漢；而婆醯尊者

也進入了般涅槃。剩下的最後一位，在梵天沉思他的所

在後，[40]看見鳩摩羅迦葉尊者正於安陀林。因此，為了

幫助他，梵天於夜間示現在鳩摩羅迦葉的面前，向四方

散發著耀目的光芒，然後給他十五個謎題，就如早前所

說的那樣，說：Bhikkhu bhikkhu, ayaṃ vammiko rattiṃ 

dhūmāyati（比丘。比丘。此蟻垤夜噴煙）等等。我剛

才所說的是對這部經典的「介紹」，說明為什麼會有這

個教法。

到了第二天，鳩摩羅迦葉尊者覲見世尊，問訊敬

禮。他於一面安坐，然後重述梵天給他的全部十五個

謎題，並以如下的言句，啟請佛陀的講解： Ko nu kho, 

bhante, vammiko, kā rattiṃ dhūmāyanā, kā divā pajjalanā

（世尊。蟻聚者何耶。夜噴煙是為何。晝亦然，是為何

耶）等等。

用簡單的緬文來說，它的意思是：「佛陀，薄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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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身體事實上是可厭和不悅的。用常人的肉眼看臉和

手，人們會覺得是幼滑的。如果塗上化妝品，表面上會

看起來更滑、更嫩和纖細。因此人們覺得自己的身體很

可悅和愛樂。如果用內觀的洞見或心眼看到這些身體的

毛孔，他們便會覺得很恐怖了。因此，應記得梵天利用

土墩來譬喻身體。[43]

噴出污物的土墩

接著，vamati（放出）：因它會噴發，它被名為

Vammika：土墩。噴發出來的有哪些東西？蛇、蝎子、

老鼠、蜥蜴及其他各類的昆蟲，也經常從土墩跑出來。

這些可厭、骯髒和可怖的生物從土墩噴出。同樣地，人

體也在從眼睛分泌出液體；耳朵的耳垢；鼻子的鼻涕；

嘴裡的口水、粘液及髒的液體；從汗腺到排汗毛孔流出

汗液。還有，從下體的門（dvāras），排放出糞便和尿

液。你們覺得這些東西有任何可愛或悅意的嗎？沒有。

全部都是骯髒和可厭的。由於這個物質身體排放的全

部都是可厭的髒東西，所以它稱為Vammika（蟻丘或土

墩），噴發著各種髒東西。

者叫作色法。每個人所具有的型態或物質就如同一個土

墩。你個人的身體是你的土墩。每個人看來都知道甚麼

是一個土墩。之所以用這個譬喻是因為人的身體就好像

一個真的土墩一樣。」

有許多洞的的土墩

土墩（蟻丘）的真實性質，是它充滿了大大小小的

孔洞。猶如人身有許多大小的孔一樣。所指的大孔就是

眼睛、耳朵、鼻孔及口。小孔是皮膚上的毛孔或氣孔，

用來排汗。人體毛髮緊貼著這些孔生長。西方的學者作

了詳細的研究，並指出在僅僅一吋的皮膚範圍，如果用

清晰的顯微鏡檢查，可以辨別出約兩千個的小孔。若用

肉眼，[42]只可以發現約二十個毛孔。蚊子似乎有很銳利

的眼睛。牠們可以很容易在很短的時間從人體細小的毛

孔吸血。人類看不到蚊子吸血的小孔，但一隻蚊子可以

看到這微小的地方，暗中刺穿及啜取。如果皮膚的毛孔

經過放大鏡或顯微鏡細察，便可以發現眾多的細孔，就

像一個篩子。人體充滿大大小小的孔，好像一個大土墩

（蟻丘）。因此，這裡舉大土墩為譬喻。

如果人們可以用肉眼看到他們身體上數不盡的毛

孔，他們便不會認為自己或其他人是適意或可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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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體的毛髮。[45]有些人很喜歡撫摸和修剪他們的八字

鬍鬚、眉毛和眼睫毛，使之變得時髦。眼睫毛的美在一

些文學的浪漫詩句中生動地刻畫和描述。一些女士們甚

至於拔或剃眉毛來讓它看得修長或看起來像彎月一般。

又有些人留很長的八字鬍鬚，使它分開朝向兩個方向，

有些則留非常長的鬍子（像聖誕老人般）。這表示這樣

做以後，某個人會感到快樂，而且給予其他人視覺上的

快樂。

接下來，對於手指或腳指甲，人們為了美麗會修剪

和磨光它們。這樣做只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這是讓人舒服

快樂的。像仰光等大城市，女性的手指和腳指甲都會經

過磨亮，及染上各類型的顏色。當這些指甲在身上時，

人們會認為它們可以讓人快樂高興。一旦用指甲鉗剪掉

它們，這些剪下來的指甲便變成可厭棄，如果留在家

中，有些人甚至於覺得會帶來不幸。這種迷信的想法是

不實際的，一個可能性是因為這些剪掉的指甲如果留在

家中，尖的邊緣會有機會刺到小孩們軟而嫩的皮膚。如

果像一根刺，也可能會傷到眼睛。[46]

然後是牙齒。如果認真考量，它們對於我們是非常

重要和帶來許多方便。牙齒必需要良好健全，才可以改

善消化和整體健康。有牙齒我們可以咬和咀嚼。然而，

蟻丘：一堆可厭的物質

接著的意思是：這蟻丘或土墩是一堆塵土，由白蟻

逐步堆砌而成。正如這些螞蟻拋棄的細小土壤，並且

漸漸堆砌成一個土墩，這個物質身體是由三十二身分

（koṭṭhāsa）組成，例如頭髮、體毛等等[44]；佛陀、辟

支佛和阿羅漢均把它們棄捨，視為沒有價值。然而，凡

夫（puthujjana）卻把這些被厭棄的東西看作可樂的。

怎樣可樂？有些人留著長頭髮，有些人留著短髮，隨自

己的風格喜好。他們把頭髮打扮得時髦及讓人愛著，用

香的油和潤髮的油讓它更好看。有些人會把頭髮弄成蜷

曲，或者到髮型屋或美容中心整理。這都是為了使他們

的外貌增添豔麗。因此，很明顯他們從中尋獲快樂。他

們對於別人的秀麗長髮或時髦的髮型很喜歡。事實上，

當這麼長的頭髮留在頭上時，人們會覺得愛樂，但是把

它們剪掉或剃掉後，那些剪下的頭髮就會變成可厭棄

的。就算有時候在一碗飯或一碟咖喱發現一根頭髮，人

們都會立刻感到討厭。看！這是多麼的矛盾。當頭髮在

頭上，可以讓人覺得很有樂趣。但是從頭上掉下來後，

一種很強烈的厭惡感便生起來了。 

人們感到有興趣和樂趣的不只是在頭上的頭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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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坐、站立、行走和工作，這也是被視為舒服快樂的。

骨頭、筋韌、骨髓等等，雖然不是清楚可見，整個人體

被視為令人愉快和安樂。

特別的是，口水、鼻涕及鼻黏膜分泌的粘物，真的

是可厭。不過，口水還在口內時，它是不可厭的，這正

是為甚麼當它留在口內時，人們會很愉悅地吞下它。為

了使喉嚨濕潤，就必定會吞口水，這樣做看來是讓人適

意的。但是，如果口水噴了出來，它就會變得可厭，沒

有人會碰觸它。就算那個人需要擦掉他自己口中噴出的

口水（唾液）亦然。[48]另外，鼻涕則更讓人厭惡。有時

候，例如鼻涕可能經過口部然後吐出來。痰也是一樣。

有時候，痰會被吞下，沒有人會將它視為可厭。一旦把

它吐出來或因為咳嗽噴出來，它則會被視為污穢，人們

甚至認為不可以碰觸。這些全部都是人們所討厭的，正

如阿羅漢會厭離和棄捨它們。

最讓人厭惡的是糞便和尿液。它們還在體內的大腸

和膀胱時，隨其情況，人們尚未討厭它們。但是在排放

後，人們看到它們則會皺起臉來。

這三十二身分被佛陀和阿羅漢所厭離，視為不可愛

樂。整個身體都是這些令人厭離不可樂之穢物的聚積，

這就像一個蟻丘，只是一堆小白蟻所丟棄的塵土。有關

人們很多時候卻不是這樣想。他們樂於利用它們作為增

添外表的美麗。這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真的。但是，牙齒

最重要的是保持牙齒衛生乾淨和整齊，他們可以用來協

助一個人正常進食和保持健康。有些人在拍照時會一直

微笑來展露他們的健康牙齒。有些人甚至於把一隻好的

牙齒拔走並植入一隻假的金牙。有些為牙齒貼金。有些

則認為一排雪白的牙齒就好像一串珍珠一樣。但是，如

果牙齒爛了或拔掉了，他們就會變得可厭，有些人甚至

於不想再碰觸它們。

接著的是關於皮膚，人們錯誤地認為它是幼滑和漂

亮，覺得它很好看。對於男性或者女性的外形生起愛樂

的染著，他們覺得高興和愉快，當然，這是淺薄地看皮

膚的外表和一般外貌。事實上，如果感染了皮膚炎或其

他常見的皮膚病，例如麻瘋病，皮膚會變得恐怖並且讓

人厭惡。[47]

跟著是關於肉，譬如說紅唇、漂亮的雙臂、黃金比

例身材、胸部、臉頰等等。如果他們是男人，則是健

碩、英俊和強壯，女人則是高雅或苗條，胸部豐腴之

類，隨各人的情況，他們都甚為樂於這些體態。有些女

士則會塗脣膏和把臉頰弄成粉紅色。

還有血管和神經，因為有了它們，可以讓人操作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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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巴利字的完整翻譯是：「有八萬種類別的微生

物」。如果是這樣，就可能有八萬種微生物。[50]其他佛

法的典籍則說只有八十類。如果把註疏中出現的「千」

（sahassa）字視為多餘，那麼就會與其他文獻記載相

符。

土墩本身是所有爬蟲類動物的溫床，如蛇、蠍子和

其他像昆蟲類型的生物。這些生物在同一地方分泌和排

泄。如果牠們患病，牠們會在土墩裡面盤捲成圈。牠們

也在這裡結束生命。這個土墩或蟻丘，因此成為一個提

供這些生物，出生和方便的地方。它也是一個給病者治

療的醫院和墳墓。這都是那些生物所相關的事情。而人

類的身體，某些微生物住在血肉裡，有些在脈絡、骨

頭、胃和大腸裡。那麼身體不正是一個給微生物寄居的

房舍嗎？根據醫生所說，這些微生物之中還有病菌。它

們在人體內繁殖倍增。因此，無論人們怎樣愛護自己的

身體並視之為皇帝、百萬富翁、官員等等，它只是微生

物的溫床而已。有些人甚至持著迷信的見解，以為自己

擁有神奇力量，可以免於任何有殺傷力武器的傷害，或

者擁有力量可以贏得別人的愛，這些人不願意進入婦產

房，[51]因為害怕會失去他們的神奇能力。這都是荒謬無

意義的。如果深入去思考，這些微生物都在我們的頭、

於此，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物質身體，是由骯髒的東西或

元素所聚集而成，應當把它看作為不悅和不可愛樂。如

此，我們應努力放下這可厭的物質身體，猶如佛陀和阿

羅漢所作。[49]

下一個我想強調的是土墩的意思是一堆土壤的

顆粒，由白蟻利用牠們的口水吐出和堆積在一起。

同樣地，此物質身體混合了諸多追求生命存在（life 

existence）的強烈執念，很像大土墩的性質。這個意思

非常深奧，在這個有眾多聽眾的講經法會，是難以用短

時間把意思弄明白。我不打算於現在這個時間詳說其意

義。

土墩：各種生物和微生物的房舍

另外的意思是：在這個土墩，隱藏著可怕的生物，

如蛇、蠍子、老鼠、蜥蜴和其他多種類型的昆蟲。因

此，這土墩的確是可佈和極惡劣的。因此，你們會有膽

量睡在這樣一個土墩的旁邊嗎？我們的物質身體就像一

個土墩。我們的身體有數之不盡的微生物寄生。在佛法

的典籍裡面，指出許多種類的微生物，其數為八十。我

們不知道每一種類裡有多少微生物。講解此經的註疏

說：Asītimattani-kimikulasahassani（八十千種細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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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骨頭、骨髓、筋韌、心臟、肝臟、黏膜、神經、胸

部、大小腸、食物（新鮮及不新鮮）和大腦，共十五

種。如果加上前面的五種，就是二十種。它們全部都擁

有堅硬或柔軟和固體的特性。它們被稱為地大的原因

是，這些固體物質最顯著的特徵是硬性。事實上，這些

聚集一起的物質，也含有水、火及風大。譬如說，在頭

髮裡面有水大，水元素的特質是潮濕、濕潤和黏的。它

也有火大，散發著暖性和熱氣。還有風大，製造推動或

彈性。動力就是風元素推動性的表現。然而，由於地大

的硬性是最顯著，所以頭髮被稱為地大的聚集。[53]

一個禪修者正在觀察和做標記的時候，如果接觸頭

髮，感受到硬性，及知悉它們為頭髮內在的地大元素。

當他感受頭髮時，會感受到暖性和冷性，然後他應該知

道這是火大。當他發現身體的搖動性和推動性，他將

會知悉這是風大。當他發現它是濕的，他便會知悉這

是水大。他不需要思維概念法（paññati）的性質，以為

是地元素和水元素或濕性。所需要的應該僅僅是，知

道其特性為堅硬或粗糙。他的覺知不需要到達概念法

的階段，把頭髮視為男的或女的。要知道的是它的特

性，具有堅硬的性質是極其重要的。它不是男人或女

人。它也不是頭髮或身體的毛髮。它只是地大的元素，

前額、口內大小便呢，雖然我們可能把這些身體部位看

作是誘人和可愛的。在這些條件下，身體只是一個提供

那些骯髒和可厭生物的糞尿場、廁所或墳墓；這的確是

低劣的。這就是為什麼它會被描寫為一個土墩。如此，

我們對於這個身體便應該不再愛著和渴求了。

土墩：四大種的積集

物質身體譬喻土墩，是由四種主要元素積聚而成，

分別是地大（pathavīdhātu）、水大（āpodhātu）、火

大（tejodhātu）、風大（vāyodhātu），就像一堆土壤

（地）的小顆粒積聚而稱之為「土墩」一樣。

接著讓我們分析和剖析它。地（pathavī）有堅硬和

固體的特質。如果我們接觸到身體內任何東西，我們會

發現某些東西是硬或軟。當我們接觸感受頭髮，我們會

發現它的質感是粗糙的，這同樣在眼睫毛和眉毛中可以

感受到。有些人可能，相反地覺得它們是光滑和柔軟。

還有，[52]如果用一種質感更柔軟及幼細的東西來比較，

這種軟的感覺就會變得硬或者粗糙。因此，「軟」或

「硬」都是地的特質。手指和腳指甲擁有堅硬和固體的

特質。牙齒同樣有這個特質。皮膚也是。他們有物質的

特性。所有這些均是地大的本質。簡而言之，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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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熱、暖或冷的性質。事實就是這樣。它們只是一

堆火大tejodhātu。

最後，我們要講的風大或者是空氣或風的元素。

這種元素包含六種。[55]它們是（一）從食道或者從胃到

食道吐出的空氣，打嗝4；（二）脹氣排放或向下流動

的氣5；（三）在大小腸或消化道製造的氣體6；（四）

氣體膨脹7；（五）呼吸，即是吸入與呼出8；（六）滲

透雙手及雙腳和其他人體部分的風元素9，造成肢體或

身體行為的推動，例如彎曲、伸展、坐、站立、行走

等等。最後這一種風元素，巴利文稱作angamangānusāri 

vāyo（肢體內循環之風）。這六種氣體或空氣均稱作

「風大」。它擁有支持和推動的特質，因此，明顯地並

不是女性或男性。

如剛才所說，有二十種身分是屬於地大，十二種屬

於水大，四種火大，六種風大，總共是四十二種。簡言

之，這是四大元素。整個聚合起來稱為「身體」（色法

 4 下降風（adhogama vāyo）

 5 腸內風（koṭṭhasasagha vāyo）

 6 腹內腸外風（icchisaya vāyo）

 7 入息與出息（assāsa passāsaso）

 8 肢體內循環之風

 9 肢體內循環之風

pathavīdhātu。最重要的是了知這一個事實。

地大之後是水大。按照教法有不同的十二種，如膽

汁、痰、膿、血、汗、脂肪、眼淚、油脂、唾液、鼻

涕、關節滑液及尿。這些全部都屬於液態性質的分泌

物。因此，這被稱為水大。它們是由水的元素所構造，

水元素是顯著或突出的。它們的性質當中，也包含地

大（硬性）[54]、火大（熱性或冷性）及風大（支持及推

動）。

接著是火大。身體內的熱力叫作jiranatejo（導致成

熟和老化之火）。因為這種熱力或火元素，人的肉體會

逐漸隨著時間衰壞及老化。體內的熱力溫度，即高於正

常體溫的溫度，稱作santappanatejo（間隔性發燒之火）

的發燒般的熱力。這個溫度，如果利用醫生所使用的溫

度計，是高於華氏98.4度（相等於攝氏37度）。當身體

的溫度變得很熾熱和難受，這叫作dahatejo（普通發燒

之火），即是產生劇烈痛苦的發燒般的熱力。腹部內的

熱力，包括胃等等，提供消化的能量，稱為pacakatejo

（消化之火）。要了解這四種熱力，僅能依靠它們的本

質。它們不是男性或女性。如果你們考察及感受身體內

的任何地方，你們最起碼能發現熱力、暖性或者冷性。

這是你們的「自體」嗎？或者是女性嗎？都不是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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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食指裡面有血液。亦有小量的汗、油脂、液

體和膽汁。這顯示液態的性質，即是水大。然後，也有

熱性和暖性，換句話說即是食指裡的火大。風大的支持

和推動的特相，亦存在。這些全部都不是男或女。只有

元素的性質存在。人體其他的部分亦有某些性質，但只

是四大的組合。因此，佛法教導說這四大元素的積集或

聚合，被命名為「身體」―色法。

在這部經典的較後部分，將會發現以毗婆舍那智比

喻為鏟子的解釋。當大土墩被毗婆舍那智這個鏟子挖

掘，四大元素就會被察覺。如果對身體的任何部分進行

觀察和標記，例如任何出現接觸感受的地方，將會注意

到堅硬性或粗糙性。這是地大元素。如果感受和注意到

熱性、暖性或冷性。這則是火大。然後，如果發現支

持、靜止、不動、緩慢、或推動。這是風大。跟著，如

果注意到濕性、潮濕、水氣、分流、滲漏。這些是水

大。因此，[58]這個物質身體應該被分辨為四個類別，以

四種方式在運作。

它從液體的微細粒子開始

一般來說，人們認為這個色身是一整個固體。事實

不然。它是從原子的階段，亦即最微細元素的相互組

rūpa）。那些沒有毗婆舍那內觀智慧的人，會存在一個

錯誤的觀念，認為他們和其他人的身體是「自我」，以

及認為這是一個男人或女人的外形。

這裡以磚屋作為譬喻。雖然它可能以多種建築材料

建造而成，[56]如磚頭、沙礫、石灰、水泥和木材，它被

稱作一間磚屋。然而這座房子，並不只是單一的固體物

質。裡面有許多磚塊，一個疊著另一個，之間有數不盡

的沙礫、眾多水泥分子和小塊木材。同樣地，這個物質

身體是一個聚集體，有無數屬於四大元素的物質混合而

建成。

現在剖析食指。如果把食指最尖的部份，像解剖

表皮和指甲，然後觀看裡面的東西，請問這表皮和指

甲，是一個女人或男人嗎？或者說，一個個體、一個

生命體、一個生物嗎？全部都不是。事實上只是擁有

堅硬或柔軟性的地大。就是如此。在皮膚下的是膽汁

（abaddha）。一般不認識的人不知道這個事實。它不

是地大，而是水大。因此，我們可以暫時不用理會它。

然後我們將會發現皮膚下的肉、神經、骨和骨髓。這些

全部都不是所謂「人」。它也不是男或女。不是一個生

命體或一個有知覺的人。它只是地大，擁有堅硬、粗糙

和柔軟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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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體。在第七十七天，據說眼、耳、鼻及舌的輪廓已

經出現。此後，據說食物的營養緩慢地滲入子宮內的胚

胎主體，提供身體發展所需，例如鐵、鈣和其他重要營

養的元素。現代科學家對於懷孕和胎兒發展成人體的文

獻紀錄是比較準確的。佛陀的教法、疏鈔和注釋書只是

粗略地講述這個現象，因為佛法並不用作醫療及輔助人

們對醫藥的認識。我這樣說是因為科學家文獻紀錄的編

撰，[60]有詳細圖文並茂的講解，經過實質的觀察、研究

和分析，作為醫藥治療的用途。然而，作為禪修時觀察

和標記的目的，並沒有必要特別仔細說明。故此，在巴

利文的疏鈔和注釋書，僅對於這個題目作出粗略的處

理，供人一個大致上的認識。胎兒經過七個月、八個

月，或者某些情況九個月或十個月的孕育，一個小孩

誕生於世。這是為甚麼這個物質的身體有一個名字，

matapettikasambhavassa，佛法描述和教導指它是父母精

血及卵所生。

由營養品所孕育的身體

接著，物質身體由於食物和營養物而得到發育。 

所以，佛法說它是Odana kummasupacavassa（飯粥所積

聚），因為食物或營養，例如米飯和其他維生素維持身

合，經過逐漸發展而成為一個大的組合體。因此，它被

稱為物質身體，由父母的精血孕育而成。

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結合，卵黃首先形成。在卵

黃裡面（按照經典），有三類色聚稱為身十法聚

（kāyadasaka）、性根十法聚（bhavadasaka）及依處十

法聚（vatthudasaka），它們依業（kamma）而生。這

三種色聚和卵黃甚微細，肉眼無法見到。透過窗外照射

的陽光所能夠見到的最微細的塵埃，稱為「原子」。如

果一個原子分割成三十六分，每分質子的單位是一個

「電子」。概要地說，卵黃的大小約是這種電子的體

積。

這個卵黃的微細粒子，在不知不覺地緩慢生長。七

日後，這本來清澈的卵黃變得混濁，成為泡狀。然後，

又經過七天，這泡狀物逐漸形成一個半液態物（原生

質），[59]有些類似膠狀物的一小塊的肉。後來再經過七

日，這小塊的肉，本來不堅硬並容易受外力破壞的小肉

塊，變成一塊圓形結實的肉。這小塊肉再過七日，突出

了五個細小部分。一個小的突出物後來變成頭部，兩個

成為雙手，而另外兩個則成為雙腿。這五個突出物形成

五個主要支幹。

後來，它逐漸發展為有頭、手和腳的形狀，最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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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就好像流水一樣，持續不斷地變化。由於它會崩毀

和傾向於壞滅，很明顯地它被無常所支配。此外，為了

使這個物質身體清潔和整齊，需要常常為它洗澡，臉需

要清洗淨潔，並以香水等美化。有時候，需要按摩來保

養身體。這個物質身體作為不同元素的聚合，按照無常

的真理是傾向於衰敗和壞滅。因此它被稱作土墩或蟻

丘，是代表著上述所說的物質身體。

按照梵天所說，這土墩甚麼也不是，只是一個由四

大假合的物質身體，其特質先前已經描述。

噴出煙霧

佛陀對於所提出的問題：kā rattiṃ dhūmāyanā，即

「尊敬的佛陀，到底『它在噴出煙霧』這句話是甚麼意

思？」佛陀回覆道：

Yaṃ kho, bhikkhu, divā kammante ārabbha 

rattiṃ anuvitakketi anuvicāreti – ayaṃ rattiṃ 

dhūmāyanā.

比丘！晝起業、夜隨想隨觀而夜噴煙也。
[63]

上述巴利文回答的意思是：「日間所造作的事業和

體的發展，因此而得到這個名詞（adhivacanam）―

物質身體（cimassakāyassa）。視乎母親在生後的乳

哺，它繼續長大。從此，可以吸取食物和其他養分，它

因為取得了營養，所以得到發展。某些食物[61]經從口進

入，然後在胃裡為微生物所吸收。某些成為糞便而有些

變為尿液。有些經過體溫燃燒。有些養分散布全身成為

肌肉，血液等等。這些在佛法典籍都有提及。就此，醫

生的研究結論和記錄是比較精密和準確的。由於養分的

取得，物質身體便長大。

身體的發展程度是以年齡來量度的，視乎他到達兩

歲，還是五、十、十五、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或

六十歲，這同時表示一個人的壽命長短。然而，長大成

人的身體是不同於小孩時期的。透過身體的變化，新的

色法會持續不斷地生起和取代。譬如說，好像一顆種子

生長，發芽然後長為一棵樹或植物，主要依賴的是水和

土壤的元素。試想一顆榕樹的種子經歷時間的洗禮，發

展成為一棵大樹。從種子生出來的芽，已經不再是種子

了。當它長成一棵小植物時，它也不再是芽。還有，當

它變成一棵大樹，它完全不再是那過去的年輕植物。同

樣地，[62]這個物質身體裡面的物質持續地變化，每時每

刻生起和消失。新的物質形成出現，代替衰敗中的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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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虧本。此教誡的主要目的關乎所有的出家人，從鳩摩

羅迦葉尊者及以後的所有人。事實上，出家人在日間沒

有特別事情的造作，是關乎他們個人福利的。這純粹是

因為在家善男信女的出現，支持這些出家人維持其聖潔

的生活方式，慷慨地供養他們生活所需。早上，出家人

可以在穿著袈裟後出外托缽，很容易取得食物的供養。

他們有袈裟可以穿，有寺院可以住。因為這樣子，便沒

有必要擔心或計劃他們的生計。[65]故此，如果在晚上，

思想或念頭在腦子裡出現，想著應該在明天或者以後怎

樣做事情等等，這些想法必須止息，在內心提醒自己這

些想法只是「煙霧」而已。這樣的話，禪修的人們應當

努力制止「煙霧」的噴出。

噴發火焰

這裡提出的問題ka divā pajjalanā的意思是：「尊敬

的佛陀，『在日間噴出明亮的火焰』是什麼意思？」關

於這個問題，佛陀回答說：

Yaṃ kho, bhikkhu, rattiṃ anuvitakketvā 

anuvicāretvā divā kammante payojeti kāyena 

vācāya ayaṃ divā pajjalanā.

工作，晚上將會反映出來。」這句話「於晚上噴出煙

霧」表示「於晚間反思或幻想」。佛在世時，古代的人

們並非極之貪婪。古時的人只在日間進行生意活動。很

少人會在晚間工作。今天，隨著人們的貪念增長，生意

的時間亦延伸。這是為甚麼他們需要日夜努力辛勞工

作。從事工業相關的工作，需要二十四小時進行。上述

的答覆是根據古時晚上不會工作的習慣，事實上，那時

在晚間工作是很奇怪的。由於這樣，翌日需要做的事

情，則在晚間思考計劃。這就是「於晚上噴出煙霧」的

意思。

因此，如果希望，也可以分為好的煙霧和壞的煙

霧。所謂「好的煙霧」意思是到了翌日，一個人需要去

學習、或者到佛塔禮拜、或者持守齋戒、或者供養食

物、[64]或者聽經聞法等等。然而，這個教誡（desanā）

的最重要意思是指，思惟對於世間事物所存在的貪

（lobha）、瞋（dosa）、痴（moha）。所以，如果一

個人深深地纏繞在由貪瞋所引發的世間事情，只需要記

著：「我在噴出煙霧」。可惜的是，我不能夠強迫這個

俗世「消滅所有壞的煙霧或阻止它們的噴出。」在進行

那些無可避免地需要造作的事業時，人們可能需要認真

考量。否則，一筆生意可能就會存在危險或者保證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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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也。

這句巴利文的意思是：「『婆羅門老師』是表示世

尊、應供、等正覺、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如來、自證無上智慧徹見諸法實相如同所有過去世

諸佛的人。」「婆羅門老師」比喻佛陀，兩者在給予指

導的模式有一些相類似。這種類似是婆羅門老師一般會

有五百位學生，[67]而最多他可能有五千、六千乃至七千

位。然而，如果是佛陀的話，弟子的數目則是不可量。

這些無量弟子包括各類有情眾生，除人類以外，還有天

神和梵天。在有情眾生界中，有數之不盡的眾生，而

在這個教法時期的許多眾生，將會在未來佛的時期成

就解脫眾生界（sattaloka）。佛陀被讚譽為「天人師」

（satthā devamanussānam），具備了作為所有天人、梵

天和人類的偉大和尊貴老師的德行。

須彌陀—出色的學生

接著，有關另一個問題：「那位有智慧和教養的出

色學生是誰？」（ko Sumedho），世尊回答說：

Sumedho’ti kho bhikkhu sekkhassetaṃ 

bhikkhuno adhivacanaṃ.

比丘！夜隨想、隨觀，晝以身口意為業，

於此晝噴出火焰。

上述的巴利文句子的概要是：「在晚間思惟後，於

日間以身體或者語言作出行為。」日間所作的行為是

「燃燒的火焰」。對於晚上所思維的任何計劃進行實

踐，逐一在日間以行為或語言達成。一切在晚上因為貪

瞋癡所生的計劃想法，不僅僅在日間以個人方式進行，

而且以言語指示的方式完成。這就是所謂「日間噴出

火焰」。[66]此外，關於這方面，這裡還有一種奇怪的土

墩。這種「土墩」的性質是，在經過日間研究和孕育秘

密的計劃後，這詭異的計劃會在晚間當所有人睡覺後進

行。這類土墩是不正常的。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處理了三個謎題。

婆羅門老師

佛陀對於有關「婆羅門老師」是甚麼意思的問題，

作出這樣的答覆： 

Brāhmaṇo’ti kho, bhikkhu, tathāgatassetaṃ 

adhivacanaṃ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比丘！婆羅門者是如來、應供、等正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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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69]

禪修兩分鐘

如果你們希望成為像「須彌陀」那樣出色的學生，

那麼讓我們實際地學習觀照和標記。這是特別為了那

些未曾經驗禪修訓練的人而進行的。禪修進行的方式

與《聖居經》（Ariyāvāsa sutta）10裡面的偈句是相呼應

的，該經云：

Satarakkhena cetasa samannāgato

成就念護之心

這句話的意思是：「希望你們可以完全成就覺

知（mindfulness）心，以之作為防護。」如果成就覺

知，這等同於到達聖者（Ariyā）的境界。當念頭生

起的每一刻，培養覺知，讓心受到保護。如果具備了

覺知，一個人就可以說是住在聖者所居之處，得到庇

護，免於危險。每次念頭形成出現時，必須要觀照

（comtemplate）它和標記（note）它，如果做到這樣，

在每一次標記的當下，一個人已經到達聖者的住處，保

10  《增支部》十集（AN 10.20）第二救護品二十聖居二。（Aṅguttaranikāya 
Dasakanipātapāḷi Nāthavaggo Dutiyaariyāvāsasuttaṃ）

比丘！賢者是有學比丘之謂也。

這句巴利文的意思是：「那位博學睿智而出色的學

生名字。」它表示禪修的比丘，接受修行的訓練，修

習戒律、禪定與智慧。一位修「學」（sikkhā）的人具

備道德的修養，並浸淫在禪修之中，以獲得戒、定、[68]

慧。就此，「有學」（sekkha）是指一個人正在修習毗

婆舍那以增長內觀智慧。還有，它的意思是「一位出色

的學生」，名叫「須彌陀」（Sumedhā）。被稱為大土

墩的物質身體，由四大所組成，它是不能僅透過取得戒

律和禪定，或者以戒跟定為工具來分析檢驗的。它必須

透過禪修的培養，證得毗婆舍那智慧後才能分析的。在

後面的段落，你們將會知道怎樣利用毗婆舍那這個鏟子

挖掘土墩。按照這部經典，只有透過修習毗婆舍那，一

個人才可以成為「有學」。這樣他才會被視為具有出色

的能力。在修習毗婆舍那前，戒律必須完備。那麼禪定

和毗婆舍那將會自然地出現。所以，「有學」是一個致

力證取戒定慧的人。此外，沒有比他更出色的學生了。

簡言之，「土墩或蟻丘」意思是物質身體，色法。

「煙霧」意思是計劃或想像。「噴出猛焰」意思是身體

或語言行為。「老師」是指佛陀。「出色的學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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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精進（ s a m m ā v ā y a m a），正確的努力。三摩地

（ s a m ā d h i ）也會在裡面。這是一般所講的正定

（ s a m m ā s a m ā d h i ）。還有包括正確的見解，這

是正見（ s a m m ā d i t t h i ）。伴隨正見的是正思惟

（sammāsankappa），正確的想法，它們會一起出現。

至於正語（sammāvācā）、正業（sammākamanta）

和 正 命 （ s a m m ā j ī v a ） ， 是 屬 於 戒 律 之 道 （ s ī l a 

maggangas），這在受持戒條的時候已經圓滿。因此，

整個八正道（maggangas）都包含了。「小心觀照和標

記每一刻現象的出現（包括心理現象），經常保持警

覺」，這個箴言簡要地說明聖者住處的教法。如果以

念住（Satipatthāna）的辭彙來說，這完全就是念住的

教法。根據佛陀的教誡（desanā）：「汝等應成就不放

逸」（appamādena sampādetha），這是不放逸的教法

（appamāda dhamma）11。[72]

每當心識現起，覺知必須緊隨。所以，要盡力標

記每一刻的見、聞、嗅、嚐、觸；標記它為「看、

看」，「聽、聽」，「嗅、嗅」，在認知味道時，標記

「認知、認知」「嚐、嚐」；在接觸時，標記「觸、

11  明法尊者增訂《巴漢詞典》「appamāda」成就不放逸︰與（正）念不分

離，於一切（時地）應該完全被做到。

護他免於墮落惡道的危險。如果持續增長標記心念的進

度，將可以成就聖道（Ariyā-magga），究竟確保行者

遠離輪迴的一切厄難和危險。[70]如果能夠覺知每一個

念頭出現，縱使未成就聖道，一個人也可以免於四惡

道。如果在禪修時，死亡現前，他也必定逃離墮入四惡

道的苦厄。持續的覺知或警覺心念或心識的現起，就是

「聖者住處」（Ariyāvāsa）。

「小心觀照和標記每一刻現象的出現，經常保持警

覺」，這是我給予你們的格言。「小心觀照和標記每一

刻現象的出現」的意思是，當每次心念生起時，均需要

作出標記；也即是，當在看、聽、嗅、嚐、觸、想時，

如果心念生起，標記每一個出現的念頭或心念。當看到

某樣事物生起時，標記「看到」。還有，當心識在聽的

時候出現，其認知「聽」的心亦應該標記。一定要時時

刻刻「覺知」每一個心理活動。將覺知放進每一個聽的

行為，嗅、嚐等等。就好像一個正在康復的人，在每次

進食難消化的食物時，需要吃消化藥。[71]在六根門前生

起的每一個看、聽、接觸和認知，均需要覺知。這便能

到達聖人的住處，它可以徹底防護一切危難險阻。

如 果 你 們 培 養 「 覺 知 」 ， 不 但 覺 知 會 生 起 ，

熱 心 修 行 和 忍 耐 力 將 會 自 然 地 包 括 其 中 。 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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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mahābhūta）―四大元素開始。在四大主要元素

中，一個人應從某一個元素著手觀照。

因 為 四 念 住 已 經 教 授 了 ， 如 果 觀 察 風 大 ， 像

「行走時，清晰知道行走」（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等，所以應該從風大開始觀照。在坐的時候

或者靜止不動的當下，觀照和標記「坐、坐」。然後，

便會知曉風大的支持特性。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只是簡

單地標記「坐、坐」，專注力會隨著因努力的鬆懈而變

弱。因此，在坐禪的時候，我們教導觀照和標記腹部上

升和下降的移動，[74]當中涉及由風大所導致的變化，腹

部推動的起伏。所有禪修者都被這樣教導標記，因此禪

修者在觀照的時候都保持著統一的方法。

當 腹 部 上 升 時 ， 標 記 「 上 」 ， 下 降 時 ， 標 記

「下」。只應該在心中標記「上」和「下」，而不是

用口說出來。重點是覺知這些現象。「觀照」、「標

記」、「認知」及「記著」，這些都是一樣的。某些人

設定了一些規矩，像「不可以用某種方法標籤」或「應

該以這種方式標籤」；這都是沒有必要的。隨它是怎樣

的目標便怎樣標記，精要點是認知或者覺知。如果還多

此一舉，標記為「認知、認知」，實際上還是等同於

認知它。如果標記為「觀照、觀照」亦然。因此，如

觸」。在標記「觸、觸」的時候，它涵蓋全部身體的

行為和活動。即四念住（satipatthāna）的教法當中的身

念住（kāyānupassanā），像「行走時，清晰知道行走」

（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等等，亦包括其

中。在操控肢體的時候，例如當我們在行走，「風大」

支持性及肢體的移動性會在全身各部分出現。這些移動

只會在身體的元素受到刺激和撞擊後發生。然後，身識

（kāyaviññāna）接觸和認知生起。（從這裡，心識生起

「觸」。這種觸識的覺知，讓人了知是支持性。）當支

持出現，覺知變得非常清晰。當彎曲出現時也是，標記

為「彎曲、彎曲」。觸識覺知到支持和肢體的移動。由

風大元素的壓力所產生的腹部移動應標記為「上升」和

「下降」。跟著，當想像和計劃出現時，標記為「想」

和「計劃」。這是禪修練習的慣常次序。然而，剛開始

禪修的初學者，並未能夠在觀照時緊隨著所有目標。[73]

因此，最重要的是他應該首先觀照最明顯的目標。

經論提到Yathāpākaṭaṃ vipassanā bhiniveso〔隨著明

顯的（名色法），執持毗婆舍那〕。意思是一個人最初

應連續觀照明顯的目標。一般而言，身體行為是比較清

晰明顯的。所以，注釋書說觀照和標記應該從物質身

體，色法開始。一個人應該從觀照身體比較明顯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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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僵硬、熱、痛或刺的感覺，應該一一標記。如出現

僵硬的話，標記為「僵硬、僵硬」，[76]把心固定在感到

僵硬的地方。如果出現熱的感覺，標記為「熱、熱」，

把心專注於感到熱的地方。如果感到痛，標記為「痛、

痛」。這是受念住（vedanānupassanā）。如此標記後，

回到平常「上」和「下」的標記對象。在一坐中，這是

頗為足夠的。然而，長時間禪修一整天，「彎曲」、

「伸展」及其他肢體移動應該被標記。還有，其他身體

的行為也必須標記。所有生起的現象均需要標記。在當

前那一坐的禪修練習所作出的標記，只是淺嚐法的滋

味，就好像嚐到一點點的鹽般。這不是長時間，僅是約

短短的兩分鐘。因此，讓我們禪修一段短時間，使我們

成為一位聰明睿智的學生。

在深入禪修之前需要謹記一件事情，這是《清淨道

論疏》的教導：Addhā imāya patipadāya jarā maranamhā 

parimuccissāmi（透過此修法的實踐，肯定讓我解脫衰

老與死亡）。概要地說：我將謹記，透過修行此教法，

[77]我將肯定解脫於輪迴的一切憂悲苦惱、衰老與死亡。

在這個人世間，如果每樣事情都順利，能夠過活，

這將帶來欣慶與快樂。有些人工作時甚至會哼著歌。一

個人的汗水與辛勞所賺到的，只能僅僅換取一日的支出

果任何現象生起有標記，它已經被認知。例如標記為

「想」，這也是認知。全部都是一樣的，而且具有同等

的效果。我們簡單說「標記」，以便容易地表達出來。

如此，當腹部上升，從上升的開始到結束，帶著

覺知，標記它為「上」。同樣地，也應該標記和覺知

「下」。[75]不應嘗試改變呼吸，應維持著平常的速度。

沒有必要閉氣來減慢呼吸的速度。也不應該把注意力投

放於加快呼吸。不必要強行去呼吸。只需要如常地呼

吸，在標記的過程中，跟隨它並標記它。「毗婆舍那觀

照」的意思不是要觀照不曾存在的法，不論是透過製造

或透過發明。它的意思只是持續地觀照和標記當下生起

和滅去的現象，是關乎現在當下的法。

所以，它僅僅需要連續觀照和標記腹部的上升為

「上」，下降為「下」。如果在觀照時心散亂，這

散亂的心應該被標記。如果散亂，標記為「散亂、

散亂」。如果心散亂，想著到了一個地方，標記為

「到達、到達」。如果它計劃和想像，標記為「計

劃」和「想像」，隨情況如何便如何。這是相當簡

單，完全不困難。這種標記的方法，是屬於心念住

（cittanupassanā），在標記過後，應該返回平常標記為

「上」和「下」的練習對象。在觀照期間，如果出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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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每一次的標記，心固定在感知的目標上面。這種正

確的專注稱為正定（sammāsamādhi）。所以我們現在

已經有八正道中的三種，分別是：正精進、正念與正

定。

接下來，在每一刻的標記，標記的心逐漸地提

早進行，猶如走先一步的樣子。譬如說，如果腹部

的上升標記為「上升」，標記的心安住於「上升」

的動作上。同樣地，當腹部下降被標記，標記的心

會安住於「下降」的動作上。這種現象被稱為正思

惟（sammāsankappa）。雖然正思惟的意思是「正

確的想法」， [79]在進行標記的時候，並沒有必要去

長時間思考或者想像。標記的心有著處於走在感知

前的性質。因此，注釋書指它擁有稱為「攀著相」

（abhiniropanalakkhanā）的特相。相應（Sampayutta）

法有著緣取感官對象的相貌。這當然是正思惟。跟著，

對被標記的感官目標有正確的見解，這是正見。我們可

以這樣說明如何正確地認知：當標記為「上升」，它被

看作擁有支持和移動的特相。

覺知支持和移動，這樣便是正確認知風大。事實

上，最初心識生起的那一刻，並沒有取著或想像的出

現，想著那是男性、女性、或者一個人、一個活著的眾

所需，他可以期待些甚麼呢？環境許可的話，他可能收

到足夠兩或三天生活支出的酬勞。很少人能夠憑著一天

的工作賺到十天的支出。絕大部分情況下，一天的收

入，是不足夠一年支出的，更不用說一生所需。如果一

個人可以因為工作，能夠賺一兩日生活的開支而開心，

為此而歌唱，那麼如果透過禪修，能夠永遠脫離輪迴的

憂悲苦惱，這不是更讓人值得快樂？那不只值得唱一首

歌，實在可以開大型演唱會了。這是鼓勵人們，應該精

進和熱心地禪修，這是可以確保為他們帶來快樂的。這

是注釋書所述，不是我的主張。我們可以因此，按照先

前所給予的教導禪修兩分鐘。現在開始計時……[78]

一次標記之中的八正道

現在時間到了。只是兩分鐘。一分鐘之內可以標記

三十次，甚至四、五十次。諸位看！如果你們能夠在一

分鐘標記三十次，那麼兩分鐘就可以標記六十次。在每

一個標記或者每次標記的時候，八正道均包含其中。八

正道意思是：第一，它是否包括每一刻小心翼翼地努力

標記？這種努力是正精進（sammāvāyama）。這不是那

種不當的努力。接著，在每一刻的標記，裡面都有覺

知。這是正念（sammāsati）：sati的意思是繫念或者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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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時，稱為「聖道」（magga）。[81]

Magga是道路的意思。道路有很多種類別，譬如前

往鄉村、城鎮、寺院、佛塔、森林、岸口等等的道路。

如同世間（lokiya）的道路，有許多不同種類的道路可

以導向「法」（Dhamma）。但亦有許多道路是通往地

獄（niraya）、餓鬼（petā）及畜生（tiracchāna）的。

這些通往惡道的道路是不善的（akusala）邪惡之道，

充滿不善行和惡業。如果你們想去的話，可以跟隨任

何一條邪惡之道。此外，也有道路是導向人界和天界

的。通往人界和天界的道路是善的（kusala），具足善

的德行，如布施、持戒等等。又有一種道路叫作定禪

（Samatha jhāna，奢摩他禪那），能導向梵天界。如果

你們希望走往這些善道，你們可以這樣做。在這些不同

種類的道路中，聖道，也即是八正道，是通往涅槃的道

路。

念住的教誡說：nibbānassa sacchikiriyāya（涅槃作

證），即是指這是唯一通往證取涅槃的道路。現在你們

在兩分鐘的時間內，最少已獲得這些八正道的善法六十

次。在這麼短的時刻，你們圓滿了六十次的八正道。[82]

如果證得聖道需要練習一百次八正道，那麼只需要再多

修習四十次，便可以達到聖道。在佛陀的時代，有的人

生，或「我」、「他」等等。這不包括任何錯誤的知

見。如果感覺到支持，它被認知為「支持」。如果它變

得緊，那生起的「拉緊」便被認知，如實地知道這事

實是「正見」。當專注力越強，修行者清晰地認知現

象從開始到結束的生起和滅去過程，引發對無常性的

體悟。[80]如果認知「無常」、「苦」和「無我」也會被

感知和體悟。在標記的每一刻認知它們是「正定之道」

（sammādhi magganga）。正見及正思惟兩個是屬於智

慧之道（pañña magganga）。這兩個正道，加上三個正

定之道，便成五個。這五個正道稱為「五個工人」。為

了完成一個標記的所有過程，這五個正道很協調地一起

工作。每次進行觀照，這五個正道都是一致協作的。

當這五個正道一起工作的時候，戒律之道（sīla 

maggangas）自然運作。詳細而言，在受戒的時候開

始，善行或戒律已經清淨。在觀照和標記腹部「上

升」和「下降」的時候，戒律仍然保持清淨。它甚至

能夠進一步淨化。就其性質而言，它包含「正語」

（sammāvācā）、「正業」（sammākamanta）及「正

命」（sammājīva）。這三種特質自然得到滿足。把

「五個工人」（kāraka magganga）和這三種正道合起

來，如早前所說，就變成八正道。這些八正道的要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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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了很短的時間聆聽佛法便證得了聖道。你們任何

人都可以立志追求這樣的成就。譬如說需要標記一千

次，你們便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現在只需要再標記

九百四十次就可以達到目的地了。照這樣的說法，不斷

去計算。今天，以禪修為一種實驗，你們離涅槃又近了

六十步。出外或留在家時，如果你們可以把握每個機

會，觀照和標記你們自己的身心活動，這樣亦可以增長

八正道。這是一個值得每天練習的真實寶貴之法。如果

你們這樣做，便可以不費一毛地累積眾多善法。

現在把十五個謎題重新複述如下，讓諸位可以加深

記憶。

土墩是物質身體；煙霧是想像；猛燄是作業行為；

老師是佛陀；而學生則是禪修者。

鏟子是指智慧，辛勤地用作挖掘土墩。門閂是無

知；[83]蟾蜍是嗔怒；交叉路是邪見；這些解釋大家要記

著。

濾水器比擬五蓋（n ī v a r a n a s）。狡猾的烏龜

是蘊（khandha）；木砧板是愛慾；一塊肉是喜悅

（nandi）；神聖的龍是阿羅漢。

諸位好好的記著它們。[84]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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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因為這深廣的悲心，佛陀讓一切人天眾止於犯惡。

不過，這些眾生卻因為只顧自身的利益而造作殺業和惱

害他人。我還記得在我年輕時代所發生的一樁事情。事

緣一位兒子勸導他的母親要避免殺生和偷盜，但是其母

親卻回應道：「噢，我的兒子！在這人世間[86]，一個人

為了生存，無可避免要造作這類行為。我們是不可能戒

除這樣做的。」這心態是多麼的可憐？人們習以為常地

認為罪惡的行為是一個人的生活所允許的。

無論如何，佛陀教誡人們不可殺害或惱害眾生、偷

盜或搶劫他人，因為佛陀明瞭如果造作這些不善的行

為，將會帶來一連串可怕的惡果，導致輪迴中一而再的

痛苦，到頭來換得的只是短暫人生裡面的暫時之利。佛

陀示導我們，應當造作所應當做的事，例如修習戒、

定、慧。對於一些人來說，要奉行戒律或者善行，就好

像受到綑綁一樣，他們認為這是過於嚴厲。

出家人：富翁之子

在佛陀的時代，一個富翁的兒子向他很尊敬和接

受他護持的出家比丘請法，他說：「尊敬的師父，我

希望遠離一切輪迴的痛苦與悲惱。我渴望證取涅槃，

唯一的導師

如先前所說，「婆羅門老師」表示至尊佛陀，正遍

知者。佛陀是佛教的創始人，有著數之不盡的信徒。僧

眾是佛陀的弟子，佛陀虔誠的弟子涵蓋人類、天神和梵

天。佛陀擁有無盡正智。在他徹底開悟後，示導所有人

天他所證悟的真理。佛陀畢生教導佛法的智慧，是眾生

的依怙。他所教導的真理，不由他悟，自知自證。透過

修習佛陀的教法，人們能夠從輪迴的憂悲苦惱中解脫，

證得涅槃。因此，在佛陀所具足的九種尊貴德行裡面，

包括了「天人師」（sattādeva manussānam），意思是

慈悲示導一切人天眾，涅槃寂靜的妙樂，作為他們至尊

貴的導師。[85]要成為這樣一位導師，必須具備能令眾生

止息惡行的能力，讓他們不再造作無益之行和放縱於不

善之法。他必須能夠以無盡的慈悲，普施佛法的智慧予

一切人。一位平凡的導師也可能會具備這樣的德行。然

而，佛陀是具備最出色能力的老師，能夠在久遠的輪迴

中救護無數世代的人們。他教誡人們免於一切罪惡，善

護他們的身、口、意，不作惡業，遠離邪思。世尊的內

心蘊含無盡的慈愛（mettā）與悲心（karunā），除了人

類，還示導天人和梵天，這些尚未究竟解脫煩惱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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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現在被逼到牆角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沒有

法子留在僧團，我情願卸下袈裟還俗，追求世俗生活，

並盡自己的能力供養缽食和持守戒律，以解脫輪迴的痛

苦與悲惱。」

幸運地！由於此事發生在佛陀的時代，所以後來他

遇到轉機。他的精神導師聽到他改變初衷，於是送他至

世尊的跟前。在憶述所發生的事後，世尊詢問他為甚麼

想還俗。他很恭敬地回覆說：[89]「我的導師教了很多東

西，需要我記著和牢記。經過教授和明白戒律後，我身

心均感到不安，我甚至不敢移動半步。因為戒條和紀律

實在太嚴格，我於是決定放棄然後還俗。」看來這位出

家人因為害怕不斷違反戒律，所以變得憂慮和覺得沉

重，這對於他的禪定和毗婆舍那發展造成傷害。

聽到他的回答後，世尊鼓勵他說：「嗯，不要感到

煩憂，我只會教你小心留意一樣事情。如果你能夠照顧

它，那麼便沒有其他需要照料和防範的事。」那位比丘

問：「佛陀啊，到底需要照顧甚麼呢？」

佛陀回應道：「你只需要照顧你的心。你可以做到

嗎？」對於佛陀的反問，這位比丘回覆說他可以。這比

丘可能想著，因為只需要管制心和監察它，這樣便沒有

守出家戒律那樣，有眾多關於業處禪修的感官限制，

使一切愛欲和痛苦不再生起。我應當如何做？」於

是，那比丘要求他供養食物、僧衣等資具，[87]並造作

其他善業。當他完全遵守這些指示後，他再次懇求這

位比丘，說道：「我已經造作各類布施及行善，但仍

然未能找到可以脫離痛苦與悲惱的法。」那位比丘進

一步示導他，皈依三寶及持守五戒。在受五戒後，他

仍然不能找到真正的快樂，及使他遠離世間的痛苦。

他於是再次親近該出家比丘並說：「尊敬的導師，

我已經真誠地持守五戒，但仍然未能解脫於憂悲苦

惱。」然後，那比丘再進一步指示他，持守十戒。雖

然具備了這些善法的修習，那人終究沒有脫離世間的

苦惱。最後，出家比丘勸他出家修行。

按照律典（Vinaya）所載的戒律，出家需要脫去俗

服，剃除鬚髮，然後穿上袈裟。在成為出家比丘後，他

的戒師會教導他戒律的條文。戒臘長的資深導師會教授

他經藏和阿毗達摩。[88]後來這位出家比丘獲教導修習一

種業處（kammatthāna），於是醉心於毗婆舍那禪法。

他遇到他的精神導師，給予他許多有關出家戒律的限制

和條件，讓他感到：「噢！真的很困難。我成為比丘為

了脫離輪迴的悲苦，但現在我發現戒律是那麼嚴格和約

束，讓我沒有空間稍微移動一下（意思是沒有行動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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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久便證得阿羅漢果。就此，我需要強調的一個重

點是：「一般普遍的想法認為戒律是非常嚴謹的。」還

有，在修習奢摩他及毗婆舍那禪法時，因為要防止心的

散亂，有的人可能認為這是過分嚴苛的。[91]

有一次，一位出家比丘據說要為他的施主講解毗婆

舍那禪法。他給予的指導是應該覺知標記每一刻生起的

心。同樣地，應該在心中標記每一刻的看、聽、嗅、

嚐、觸、走動、移動、思惟及想像。在教導如此觀照和

標記後，毗婆舍那或內觀生起。聽到這教法後，學員回

應指他無法觀照，因為太多目標需要標記。修習毗婆舍

那禪法時，是不應該有間斷的。其中不能有任何停頓或

間隔。因此有的人常常認為修習毗婆舍那是過於嚴謹。

這是我希望強調的顯然事實。

不過，佛陀教導這些修法，目的是為了給所有人帶

來益處。如果不跟從所述的方法努力修習，那麼便沒有

希望可以達到確保不墮四惡道的境地。不管布施和持戒

是多麼的圓滿，在沒有達致道果的證量之前，當遇到某

些不理想的條件，一個人便可能在任何一世，退墮到四

惡道。這是值得憂慮的原因。[92]要完全解脫於四惡道，

永遠脫離輪迴的痛苦與悲惱，佛陀教導我們必須修習

戒、定、慧。如此的教導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包括欲

而讓他感到憂慮。數目上來說，因為心只是「一」，

所以他以為這是容易處理的。 [90]這是為甚麼他接納

遵從。後來，佛陀給他心念住的業處（cittanupassanā 

kammatthāna）如下：

Sududdasaṃ sunipuṇaṃ, 

yatthakāmanipātinaṃ; 

Cittaṃ rakkhetha medhāvī, cittaṃ guttaṃ 

sukhāvahaṃ.

此心隨欲轉，微妙極難見。智者防護心，

心護得安樂。12

以上的偈句的意思表示，有智慧的人應該經常警覺

微細難見的心，因為它傾向於攀著任何可能生起的感

覺。能夠有效地防護煩惱生起的心，具備引導人證得

道、果、涅槃之樂的本質。因此，佛陀咐囑心念住業處

（cittanupassanā-satipatthāna kammatthāna）的教法。我

很希望能夠對此巴利偈句作詳細的闡述，然而，由於還

有頗多重點需要講解，我會繼續講述故事的發展。

這位出家人在修習有關這偈句的心念住精要禪法

12 了參法師譯《南傳法句經――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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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個謎題。

鏟子是武器

為回應鳩摩羅迦葉尊者提出的問題，有關「鏟

子的意思是甚麼？」，佛陀如是回答：Satthanti kho, 

bhikkhu, ariyāyetaṃ paññāya adhivacanaṃ.（比丘!劍者是

聖慧之謂也。）

上述的巴利文回覆的意思指那個武器―鏟子是出

世間的智慧，即是毗婆舍那和聖道的智慧。「鏟子」表

示「智慧」或「知識」。如果要挖掘大土墩，是不可能

僅僅靠一雙手的。它必須要透過一個鏟子或銳利的鐵

棒來挖。[94]鏟子是最有效最好的工具。因此在注釋書裡

面，它被稱為kuddāla（鋤頭）。正如挖土墩需要一個

鏟子，要分析這個喻為土墩的物質身體，需要「智慧」

這個工具。注釋書指智慧一般分為世間（lokiya）和出

世間（lokuttarā）。然而，如果採用的方法是屬於世間

智慧的範圍內，那麼便需要利用毗婆舍那智這個工具來

分析它。因此，應注意挖掘土墩需要使用毗婆舍那智慧

或內觀的鏟子。

一般世俗人認為此物質身體是一塊整合的固體。物

質身體譬喻一個還沒有被挖掘和存在已久的土墩。每次

界和梵天的神，他們已培植足夠的波羅密多，從佛陀降

世後的這一代教法時期，於佛、法、僧三寶能生敬信。

猶如偈句 B u d d h o  l o k e  s a m u p p a n n o  h i t ā y a 

sabbapānīnam（惠利眾生故，佛出於世間）所說，佛陀

已徹底覺悟四聖諦，為了利益一切眾生體解真諦，所以

出現於世。佛陀關懷一切眾生，包括人及天人，但是有

些人無法對佛陀生起敬信。這些對佛陀無有敬仰的人顯

然是因為缺乏波羅密。所以他們可以被視為可憐的。舉

例而言，只有那些被賦予權力和榮耀的人，才會擁有貴

重的珍寶、財物和財富，這是因為他們有福報。同樣

地，只有那些具備波羅密多的人，才有機會禮敬佛陀。

以另一種方式來說，這好像透過提供人們有營養的

食物，[93]他們得以享受食的樂趣，但是有一個人因為消

化問題，不能夠吃，也不能感到快樂。因此他被視為可

憐的。佛陀平等地施予無盡的慈悲給一切眾生，為了眾

生的利益而教導佛法的智慧。他是一切人、天人和梵天

的導師。因為這樣，本經的婆羅門老師在某程度上與佛

陀相類似。這是為甚麼經文所述的婆羅門老師意思是指

佛陀。

「那位學生意思是禪修者」，而這是指一名正在禪

修，欲成就戒、定、慧的人。到現在為止，我已經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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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讓我們以想像的智慧思惟它。以頭髮為

例，[96]想像一下它。頭髮是地大的元素，主要是粗糙和

堅硬。這很明顯不是一個人或者是生命體。因此透過觀

照，將能夠觀察到頭上的毛髮，會分解為一個一個清晰

的微小顆粒。然後，思惟身體的毛髮，它們是地大的元

素，不是一個人或者是生命體。它們也將會分開解散。

再來，如果以毗婆舍那智慧思惟指甲和腳甲，它們也是

地大的元素及不是一個生命體。跟著，考慮和思維牙

齒，它們表現的是堅硬的性質，即是地大的元素。它們

也不是一個人，不論是男或女。再看皮膚、肉、血管、

骨頭、骨髓、血、腸、肝、肺等等，對它們進行思維。

全部都是元素的性質，並不是一個生命體。這類似土墩

被挖開成一塊一塊。物質身體同樣地分解為微細的小

塊，散開為眾多的組成物。這是為甚麼透過觀照和標記

過程，由智慧所帶來的覺知，被比擬為鏟子的利刃。經

文說：「鏟子的意思是甚麼？這是指智慧，以覺知觀

照。」

對於「世尊！『反覆挖掘』的意思是甚麼？」

（kim abhikkhanam）[97]的問題，佛陀回答如下：

Abhikkhaṇa’nti kho, bhikkhu, 

當一位禪修者觀照和持續觀察身體出現的每一個現象，

或對於觸的感覺反應時，他應不斷地標記它們為「走、

站、坐、觸、睡、伸展、或彎曲等等」，它們分為四類

不同的感覺，分別是堅硬或粗糙、冷或熱、支持或推

動、流動或黏性。這類似利用鏟子，在每次的挖掘中，

從土墩挖出一塊又一塊不同部分的泥土並移除它們。[95]

的確是這樣。在每次標記這物質身體時，可以清晰分辨

為不同的部分。透過智慧，能夠分辨身體。專注和標記

它為「走、走」，每次當你行走，標記為「提起」、

「推前」及「放下」。

如果穩固有次序地標記，同時專注力又增強，物質

現象便會清楚地被分辨知悉。即使風大（vāyodhātu）

的性質，譬如在行走的時候，身體每一個出現的細小支

持和推動現象，也將被清晰地觀察到。這裡再沒有一個

整合的固體。支持被感受時，只有支持性被單獨分開地

了知，而發現的只是風大的性質。還有，在每次的標

記，身體活動的現象性質會被觀察到，分成明顯的不同

部分。這是為甚麼透過觀照和標記，智慧的增長猶如鏟

子尖銳的刃。每次使用鏟子挖掘土墩，猶如泥土被分成

許多塊，每次進行觀照和標記時，物質身體也會被觀

察，分為許多塊，或者消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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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不僅一般已存在的善法可以維持著，而且毗婆舍那

善法將會一再地生起。這種稱為正精進的「努力」因此

與「反覆以鏟子挖掘」非常類似，經文說：「『挖掘』

是甚麼意思？這是持續穩固地投入不懈的精進努力。」

下一個我們遇到的是「門閂」。在利用銳利的鏟子

挖掘後，出現了門的「閂」，即是用來扣緊門戶的木

條。問題是這樣提出的：「門閂（laṅgī）是甚麼？」佛

陀回答： ‘Laṅgīti kho, bhikkhu, avijjāyet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閂者是無明之謂。）

上述回答可以解釋為：「噢，鳩摩羅迦葉！『門

閂』這個詞是指『無明』（avijjā），不明白禪修業處

（kammatthāna）的方法。」「無明」在不同情況有著

不同的種類，譬如說應該以毗婆舍那和聖道智慧斷除

的無明。這種「無明」是不解四聖諦的無知。[99]在當

前的故事中所關係到的無明並沒有到這一種程度。這

種無明，無知，應當以聞慧（sutamaya paññā）和思慧

（cintamaya paññā）破除。這僅是對禪修業處方法的無

知。

如果不明了業處方法，便不可能進行禪修。就如同

一個人，沒有一個指導者的重要教導，是不會懂怎樣煮

飯，或怎樣去開墾耕種一塊土地的。我希望強調這一

vīriyārambhasset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掘之者是勇猛精進之謂。

這句話的意思是：「噢，鳩摩羅迦葉！那句話『反

覆挖掘』沒有停止，表示勇猛精進的努力。」「反覆

挖掘」所表達的意思等同於說「持續和不懈地付出

努力，讓觀照和標記不間斷」。在利用鏟子挖掘的同

時，必須要穩固地抓緊鏟子。同樣地，在觀照時，應當

以穩定不變的最大努力維持它。因此，一個人不應該

懈怠，要持續不斷地努力做好每一個觀照和標記，像

「上升、下降」、「坐」、「觸」、「看」、「聽」、

「彎曲」或「伸展」等等。如果精進力鬆弛了，懶惰

跑進來，便會削弱專注力和標記。這種稱為正精進

（sammāvāyama）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正

勤（sammappadhānam）的詞彙來說，有四種精進，即

是：已生惡令永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

生善令得生。因此，有了正精進，[98]過去出現的不善法

便可以被斷除，而且新的不善法也無法出現。還有，過

去沒有出現的毗婆舍那善法，在每一刻的觀照和標記下

得以生起。所以它的意思是指，以精進努力獲取毗婆舍

那聖道的善法（vipassanā magga kusala）。每一次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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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教導三百弟子禪修的方法。阿羅邏迦藍除了八種等

至（samāpatti，三摩缽底）之中，甚深的非想非非想處

定（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之禪定還沒有證得外，

其餘七種均已修成。因為希望跟隨阿羅邏迦藍學習，他

接近阿羅邏迦藍並對他說：「賢友阿羅邏迦藍，我希望

與你共住，並學習禪修的方法。」阿羅邏迦藍回應道：

「賢友喬達摩，[101]我們的禪修方法極深細。如果像你

喬達摩這樣的大智慧者潛心修習此法，你必定能夠獲

得老師所懂得的一切。這套禪修方法的確是非常奧妙

的。」

學生必須要了解老師所懂得和擁有的法。不然，學

生所獲得的，可能與道相違，不能夠確認是百分百的正

確。如果學生沒有覺察老師所體悟的真實本質，學生可

能錯誤地認為老師擁有神奇的能力，誤會這是神通。一

旦相信老師具有神奇力量，學生便拜倒在老師座下，希

望從這神力得到利益，然而事實上這老師根本沒有神

通。有些人甚至試圖獲得魔法石等等，這是荒唐的。在

現代，的確有好些這樣的個案。

類似的個案可以在宗教活動中發現。在佛教以外的

其他宗教，存在著某些像這樣的信仰。當然，這種盲目

信仰是由那些迷信人士從他們的祖先傳承下來的。這顯

點，因為方法是相當重要的。

方法是重要的

悉達多王子，在尚為菩薩的時候，捨棄世間欲樂，

前往森林隱匿修行，尋求真理與止息渴愛的方法，斷

除造成輪迴生死痛苦的原因。那時他僅二十九歲。他

在十六歲的時候娶了耶輸陀羅（Yasodarā Devī），過了

十三年舒適和奢華的王子生活，充滿著華麗、炫耀和

風光。 在紙醉金迷的日子裡，有一次他坐著馬車，見

到四種徵兆（nimittas），依次分別是，一位老人、病

者、死人及一位穿著黃色破碎袍衣的禿頭隱世者。[100]

回到皇宮後，他深深地沉思，摒棄了感官欲樂，希望脫

離世間痛苦帶來的憂悲苦惱。他下定決心並發願不僅為

自身的出離，還要度脫一切眾生免於生死。他於夜闌人

靜之時離開華麗的皇宮，追求出家的生活，尋找正法。

離開後，他心裡並沒有任何經驗或知識可以告訴他，如

何解脫於人世的愛慾纏縛，且免於生老病死之苦。

抵達森林後，他開始過著苦行的生活，在尋找正法

的過程裏，他聽到了一位有名的哲人叫作阿羅邏迦藍

（Alāra Kālāma）。這位著名的苦行者阿羅邏迦藍當時

正在跋耆（Vajji）國毗舍離城（Vesāli）附近的一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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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生老病死苦。此法只能夠在死後，引領一個人到達

無所有處天。這是無色界天（arūpabrahmaloka）的梵天

神所居。這種法是不能透過現代科技研究知悉的。所

以，如果認為這個概念與科學不符，那麼他們會選擇不

理會和不相信它。因為現代科學的知識只能夠應用在

物質形態（rūpa）上，而不能測知非物質形態。沒有物

質，只有心識存在或心識所依的世界是相當奇特的。

無所有處天的壽命可以長達六萬大劫（ m a h ā 

kappas）。單單一劫的長度已是天文數字。在這一劫，

四位佛陀已先後示現，第五位彌勒佛還沒有出世。然

後，當這一生完結，梵天神在死後可能生到人間或者欲

界天。生命的輪迴因此還會不斷繼續下去，[104]好運的

話，他可能有機會親近善人，透過修習善行而感善果，

繼續生於人、天的世界。不過，如果他遇到惡友，他將

沒有機會培養善法及被引導走向正確的道路。結果是他

將會在死後，因為邪見和所作的惡行，而沉淪到四惡道

裡面。

在反思阿羅邏迦藍的教法所帶來的結果後，喬達摩

菩薩決定離開他，前往尋找新的教法。後來聽到了一位

哲人的名字，叫作羅摩（Rāma），他以證得全部八種

等至而聞名。他隱居於森林，在摩揭陀國（Magadha）

然是不究竟的。[102]

佛陀的教法是完全理性有邏輯的。如果一個人渴望

虔誠地修習，他也可以獲得佛法。這不是只有佛陀才知

道並且獲得的法，也不是僅限於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

者或其他聖者阿羅漢才可以證得的智慧。佛法普及於一

切，只要人們真心和正確地修習。這就好像任何人如果

嚐到鹽巴，無疑都能夠知道其味道。同樣地，阿羅邏迦

藍這位智者，希望讓其他人也體會，他所證得的智慧是

值得讚賞的。這是為甚麼喬達摩菩薩樂意接受其方法，

並精勤地學習。不久，他證得阿羅邏迦藍所體會的七種

等至。證得之後，菩薩覲見阿羅邏迦藍，解釋其所證以

及怎樣進入無所有處定（ākincannāyatana）的狀態。報

告其體證後，菩薩詢問阿羅邏迦藍這種體會的性質是否

與他所證得的一樣。阿羅邏迦藍回答：「是的。」並且

對於喬達摩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體證表示驚訝，認為他

天才的智慧實在無與倫比。他隨後邀請喬達摩，表示希

望與他分享自己的法座，委任他教導其一半的追隨者，

成為團隊的領袖和教授師，[103]而他本人則負責教導其

餘一百五十名弟子。喬達摩在阿羅邏迦藍的禪修中心逗

留了一段時間，可能是幾天，但是在那兒，他始終並沒

有解決他心內的渴求。他反思其所證得的法，並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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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後來，於中夜分，他以自己的內觀智慧證得天眼

（dibbacakkhu）。於後夜分，在思惟導致生死輪迴的

緣起法（paticcasamuppāda）後，他繼續觀照五取蘊

（upādānakkhandhā）的生與滅，引領他漸次證得聖道

智（ariyamaggañaṇa），最終達至完全的覺悟，成為至

上大覺的佛陀。

在成為圓滿的覺者後，他在七個不同的地方以各七

日享受阿羅漢的解脫樂（vimutti sukha），其心徹底自

在，於甚深的法樂中度過了多日。到了第五十日，他開

始思量應當首先向誰教授佛法，誰能夠最迅速地體解佛

法。

第一次轉法輪應當以最快能夠明瞭佛法的聽眾為最

適合。猶如上課堂一樣，選擇聰明睿智的好學生是很重

要的。如果首批學生學習良好，能夠迅速掌握教授的知

識， [107]老師便可以獲得好的名聲。在寺院亦如是，如

果他們有出色的學生，能夠在考試中取得成功，相關的

寺院也會聞名遐邇，有良好的聲望。同樣地，禪修中心

需要付出真心、熱誠、勤奮和睿智的禪修者。這樣加上

正確的教導方法，禪修中心便能夠有良好的聲譽。如果

這類禪修者的禪修進展能夠有突破，這也會激發其他人

努力禪修。

王舍城（Rājagriha）教化七百名學生。喬達摩菩薩於是

親近羅摩（Rāma）的兒子兼學生優陀羅（Udaka），對

他說：「賢友優陀羅，我希望學習和修練你的法。」

於是，優陀羅向他解釋其教法的精要，教授他修習

的方法。在學習其教法後，菩薩很快便開展了這套

法的漸次智慧，並證得非想非非想處定（neva-saññā-

nāsaññāyatana jhāna）。因為很欣賞菩薩的所證，[105]從

學於羅摩的優陀羅，反拜喬達摩菩薩為其老師，並以學

生這個身份自居。相信在那個時候，著名的羅摩應該已

經不在人世。如同早前在阿羅邏迦藍的第一次經驗，喬

達摩菩薩，即後來的佛陀，反思非想非非想處定的智慧

只能夠帶來同樣往生無色界天（梵天世界）的結果，享

壽八萬四千大劫。在此界命終之後，又會再次輪迴，不

能究竟脫離生死輪迴，也無法免於生老病死苦。因此，

他捨棄這個教法，並再次踏上尋找真理的征途。

正等正覺者（sammāsambuddha）是一位全然覺

悟的人，透過自證和無師自悟的無上智慧，正確地

和徹底地了知四聖諦。菩薩穿過摩揭陀的國境到達

優樓頻螺村（Uruvela），他在樹林其中一顆菩提樹

下安坐，全心投入禪修之中，證得宿命通（pubbe-

nivāsananam），了知自己和其他眾生的一切過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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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āro Kālamo（阿羅邏迦藍損失甚巨），意思是說迦藍

族的隱士阿羅邏，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從這個公案，我

們應當學會引以為戒，在死亡來臨前修習禪法。無常可

以在任何時刻到來。重點是，萬一不知道怎樣修習禪

法，那麼禪修便不能有效地進行。[109]這位大哲阿羅

邏迦藍也不知道，如何透過觀照和標記色法及名法現

象的性質，從而證得毗婆舍那智。此方法只可以在佛

陀出世後才能得知。後來，佛陀再想到，可以在初轉

法輪中教導優陀羅（Udaka）。不過，他觀察到這位隱

士在前一晚剛剛過世，世尊嘆息道：Mahājaniyo Udaka 

Rāmaputto（優陀羅羅摩子損失甚巨）。事實上，優陀

羅較之於阿羅邏迦藍更為可惜，他只差這麼一點的時

間，便錯過極為可貴的聽法因緣，如果他仍然在世，他

一定能夠從煩惱中解脫，並究竟出離輪迴。

因此，經文指無明障蔽一個人了知禪修的方法，就

如同「門閂」一般，把門緊緊的鎖住了。如果一個人被

擋著無法出門，他不能夠看見外面的日光。同樣地，如

果不明白修習毗婆舍那的方法，就算一個人怎樣希望禪

修，他是不會成功的，因此錯失最終證得道、果、涅槃

的機會。這樣便解釋了「門閂」的意思，它譬喻對於禪

修方法的無知。[110]

因為這樣，佛陀思惟在初轉法輪時，應當先教導

誰。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心裡首先想到早前的老師

（guru）。「這位哲人已經清除心中的不淨，透過成就

等至去除煩惱的汙垢。而且他很誠實。如果他聆聽我的

教導，他將會快速的取證妙法。」在思惟其第一位老師

阿羅邏迦藍的時候，一位天神出現在佛陀面前，並告訴

他：「世尊，阿羅邏迦藍剛於七天前離世。」天神僅知

道世間心而不知道出世間心。於是佛陀透過其天眼明，

知道阿羅邏迦藍的確於七天前過世，並轉生至梵界，

無色界天裡面的無所有處天（ākincannāyatana）。[108]在

此界內，物質身體不復存在，僅存心識。因為缺乏任何

物質，那兒沒有眼睛和耳朵，因此已沒有聽聞佛陀教授

佛法的可能。如果他有運氣仍然在世的話，他必定能夠

證得妙法。可惜他錯失了這個殊勝的機緣，導致他蒙受

甚大的損失，因為這樣，他需要在無所有處天度過六萬

大劫的光陰。在那兒死後，他亦將會墮落人界。那時候

將不會有佛，所以他並不會有機緣聽到佛法，也沒有機

會證得聖道及果。如果他在不可抗拒的情況下，造作惡

業，他便會墮進惡道裡面。只是七天之差，阿羅邏迦藍

便錯失了黃金機會聽聞佛陀初轉法輪。這的確是無法

彌補的損失。佛陀知見這一事實，慨嘆道：Mahājaniyo 



112 113

蟻丘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Vammika Sutta 第二部分

師所詮釋的佛法可以在《無我手冊》（Anatta Dīpanī）

這本著作中找到。為了更加準確，我從原文中摘錄了一

段文字，在這裡給大家讀出：

在行走的姿勢，每次作出一步時，心應當

集中在腳及行走，標記「我在行走」、

「我在行走」。每一步皆應當覺知，不可

錯失。

這是雷迪大師的詮釋。《無我手冊》這本書是公

元1901年（緬曆1263）所寫，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們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因此，我們要跟隨大師的詮

釋方法。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我們已經從根本明貢

傑打汪尊者（Mūla Mingun Jetavan Sayādaw）學習此

法。所以，我們按照巴利經典明確地說明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行走時了知「我行走」），在一

開初便給予這個指導，觀照及標記行走時所作出的每一

步。

按 照 巴 利 文 法 的 規 則 ， 有 三 類 人 稱 代 名 詞 ：

amhayoga（第一人稱）、tumhayoga（第二人稱）和

namayoga（第三人稱）。如果經文是gacchāmī，那麼所

使用的是第一人稱代名詞[112]，雖然主格aham（我）省

佛陀為了眾生的利益，透過毗婆舍那的禪修方法，

已經移除了「門閂」並開啟了大門。然而，由於仍然有

許多人對於佛法不具信心，或者不甚理解，所以我有必

要闡述它。我已經教導佛法給大家，如何禪修及觀照每

一刻在六根門頭出現的色法及名法現象。如果按著方法

觀照和標記、覺知，專注力和內觀智慧將會增長。有好

些人已經修習這個方法，但是還有蠻多的人並沒有學習

禪修。在「門閂」再次被人鎖上和門戶被關閉之前，能

夠有人把門繼續敞開和小心看管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盡

可能指導人們，把門閂移走，維持著門口開放，策勵他

們觀照及標記名色法的生起，特別當你走路時，要標記

「走、走」。

雷迪大師：闡揚毗婆舍那（內觀） 
禪法的先驅者

就緬甸本土而言，孟瓦城（Monywa）的雷迪大師

（Ledi Sayādawpayagyi）是第一位先驅，宏揚毗婆舍那

（內觀）禪法的人。跟著第二位顯揚此法的便是莫因大

師（Mohnyin Sayādawpayagyi）。我們是跟在這些著名

大師們之後的第三批[111]，就如同在已經可收成的水稻

田收割農作物一樣，因此，工作顯得非常容易。雷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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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此在《聖居經》裡面作解釋，這是因為如果我自鳴

得意或縱容此說法，我將有違於佛陀經典的觀點，如果

佛陀在世的話，也將被佛陀所訶斥。

佛陀的譴責

在佛陀的時代，大智舍利弗尊者曾教導說，如

果一位比丘具足戒、定、慧，並證得「滅盡定」

（nirodhasāmapatti，或稱為「滅受想定」），他有可能

成為梵天神，獲「意成身」（manomayakāya），但盡

其壽命或許不會取證阿羅漢果。一位平凡的比丘名叫蘭

留陀夷（Lāludāyi），對於這教法提出反對。這位比丘

是一位喜歡辯駁的批評者[114]，於教理（pariyatti）不甚

理解，修行實踐（patipatti）也欠缺任何經驗。舍利弗

尊者於是再次重申這個觀點，說這是有可能的。然而，

這位比丘亦再次反駁及表示否定。舍利弗尊者因此再三

解釋，但仍然被批評。在這次爭論，會中在場參與的智

者們均不發言支持舍利弗尊者。

在這種情況下，舍利弗尊者把事情帶到佛陀那兒，

覆述他與那位比丘所發生的事情經過。縱使佛陀在場，

這位蘭留陀夷比丘仍然再三地堅持己見，反對舍利弗

尊者所說的話。舍利弗尊者最後默然不語。世尊對

略了，我／我自己這個字還是需要加入的。如果經文是

gacchahi，雖然省略了tvam（你），那麼將需要在緬文

加入及翻譯為「你行走」。不過，如果是寫作或說為

gacchati，便是使用第三人稱，隨其所需，其他的事或

人物將會加入並翻譯為：「他行走」、「心在走」、

「身體走動」等等，但就不會使用「我」或「你」。

gacchāmī這個字連接使用第一人稱，因此需要翻譯成

aham（我）；gacchāmi（行走），為了跟隨巴利文法規

則，雷迪大師指出是「我行走」、「我行走」，並補充

說「心應當集中在腳及行走」。

這個說明的重點是放在「應當集中在腳」，因為腳

的移動是最明顯的。如果想觀照身體其他部分的移動

也可以。接下來，大師說「每一步皆應當覺知，不可

錯失。」，這是非常清晰和嚴謹的指導。大師特意移

除「門閂」並把門敞開。雖然門已經開啟，而且給予

清晰的說明，約四年前在沙廉（Syriam，仰光河左岸的

城鎮）出版的一本佛法書籍[113]，惡意中傷和誹毀此教

法，把雷迪大師所開啟的門用閂子再次關上。那本書批

評「我行走」、「我行走」這個教導，說這是錯誤和不

應該這樣觀照，因為句子加入了名詞「我」。

然而，我是支持雷迪大師的，維持門戶的開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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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ūpaloka），無形相的梵天所居處，是由心識所構

成。很明顯，他因為沒有任何正法的知識而向舍利弗製

造爭端，[116]他的反對言論是沒有根據的。這是值得引

以為戒的，我將在這裡更詳盡地說明。

「意成」這個詞指的是聖者，像透過禪定而往生

色界淨居梵天（Suddhavāsarūpabrahmā）的三果阿那含

（不還）及阿羅漢。這些阿那含和阿羅漢可以深入安住

於滅盡定。然而，蘭留陀夷錯誤地構想「意成」這個詞

是意識所成，於是魯莽地認為這應該是無色界的狀態

（arūpabrahmā），在那兒的天人沒有身體形態，僅具

備意志的狀態。不過，滅盡定一般不會在無色界產生。

因此，他的反對和所作出的言論是荒謬的。

如果雷迪大師仍然在世，他必定會降伏異見，並維

持大門的開放，移除門閂。我曾經在《聖居經》提到

此事以支持雷迪大師，因為這是關乎我們的事，縱使

雷迪大師已經圓寂過世。我在講那部經時，也解釋及

支持了大師把巴利經文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

裡面gacchāmi」以緬文直接翻譯為「我行走」。如果

認為這是錯誤的話，這便等同於違背巴利的經文教導

（desanā）。[117]

於這事情感到嘆息，表示他並不讚賞這樣的行為，他

說：atthi nāma, Anandā, theraṃ bhikkhuṃ vihesiyamānaṃ 

ajjhupekkhissatha（阿難！有上座比丘正困擾著，而你

只旁觀。）

此勸誡的要點是：佛陀訶斥阿難尊者在這可鄙的狀

況仍然保持沉默，不介入制止有人對長老比丘的冒犯和

不敬行為。這告誡雖然主要是向阿難說，[115]事實上是

針對所有在場與會比丘的斥責。換言之，佛陀訶斥這種

不如法的行為是不應當縱容的，任何智勇才達的比丘

們，是不應該袖手旁觀，容許蘭留陀夷這樣的愚昧者，

恣意輕浮地反駁，像舍利弗長老般的尊貴聖者所說的真

實言教，而且不對正確的一方予以支持。這的確是一個

可畏的告誡。尊者阿難感到驚怖惶懼，於是要求大眾，

如在未來有任何事情需要在佛陀面前宣說，必須先稟告

優婆摩那尊者（Upavana）。所有智者均有責任護持正

法。了解到此一責任，我有必要在《聖居經》反駁對於

雷迪大師的批評。

舍利弗尊者所說的教導，「意成」（manomaya）

的正確意思是「色界的梵天」（rūpabrahmaloka），

這是有形相的梵天所居之處，此界由禪那（jhāna）

所 構 成 。 此 外 ， 蘭 留 陀 夷 所 想 的 是 「 無 色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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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ṃ taṃ isīhi pattabbaṃ, ṭhānaṃ 

durabhisambhavaṃ; 

Na taṃ dvaṅgulapaññāya, sakkā 

pappotumitthiyā’’ti.

聖者所至處，是處甚難至，非女二指智，

能待至彼處。13

上文的意思是涅槃法只有聖者及最尊貴的大長老才

可以達到，女人的淺薄智慧或知識是不可能證得的。簡

言之，這是說：「像你這般的女人，怎麼可以憑膚淺的

智慧來證得涅槃？你是做不到的。」這就等同於用門閂

把大門關上。幸運地，摩羅沒有能夠鎖上門閂，因為這

些比丘尼都是阿羅漢。因此，你們必須保持警覺和謹

慎，不然你們可能有麻煩了。讓我們誦讀經文。

「門閂是什麼？它的意思是對於觀照和標

記的方法的『無明』。」

注釋書說：「透過學習禪修業處的方法，及對於模

糊的地方提出問題，『無明』便可驅除。」這等同於消

滅一個不懂禪修方法的人之無明。我們現在教授禪修方

13 原文來自《相應部．有偈篇．比丘尼相應．蘇摩經》

保持門栓開啟

因此，我已經向所有人及各位教導，要在行走時觀

照和標記為「行走」等。按照身念住（kāyānupassanā）

的要點，所有身體行為應當被同樣地觀照。而這樣的觀

照方法應當應用在受念住（vedanānupassanā）、心念住

（cittanupassanā）和法念住（dhammānupassanā），這

在巴利文《大念住經》裡面有解釋。這就是怎樣把門閂

開啟，打通了逃出生死輪迴的通道。你們全部人都可以

選擇或拒絕逃離輪迴的纏縛，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想尋找

一條出離火宅的路，萬一遇到某些人企圖關上這門閂，

你們便可能無法找到出口。所以你們需要就此特別的小

心和注意。

在佛陀的時代，這樣的事件曾經發生，縱然佛陀維

護著這門閂的開啟。邪惡的摩羅（Mara）曾試圖關上

解脫的大門。那時候一些女性阿羅漢暫時住在安達林

（Andha forest）禪修，摩羅示現並說：「喂！你們全

部人在做什麼？這世上沒有所謂可以讓人逃離輪迴生死

漩渦的什麼涅槃。禪修是沒有用處的云云。」 [118]這是

一次企圖用門閂把大門關上的缺德行為。

摩羅示現在名叫蘇摩的比丘尼面前，誘惑她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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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散布全身，[120]導致一個人無法控制他的口舌，最

終甚至作出身體行動。這將會導致襲擊或者對他人造

成身體的損傷。因為上述的理由，所以適當地使用了

‘Uddhumāyikā’蟾蜍來譬喻「瞋恨」，因為牠傾向於越

變越猛烈。的確，兩者之間的類似是相當的。

瑣細的法

有一次，都達瑪瓦迪（Thudhammawadi）出版社

的著名負責人烏潘蒙（U Pan Maung）敘述了一個短故

事。他宣布會在電台廣播一個名為「瑣細的法」的節

目，我基於好奇而收聽了。他的講述內容概要是說小事

可能釀成大麻煩，因此勸導人們，不要因為事情的瑣碎

而忽略或不理會它。故事的標題是頗為有趣和現代的。

其內容如下：

過去的某一日，有兩位出家人在一個地方共住。其

中一個人正在洗澡，另一個人開玩笑地藏起了他的拖

鞋。在洗完澡後，那僧人找不到他的拖鞋，發現不見

了。因為這樣，他知道這是另一個人玩弄他，把他的拖

鞋藏起來。[121]於是，他嘲弄地說：「哼！我不知道哪

隻狗把我的拖鞋給咬了和帶走。」這嘲弄的話雖然是很

瑣碎，卻嚴重地傷害了那位藏起拖鞋的出家人的感受。

法，因此是移除這門閂的『無明』。」[119]

蟾蜍每次被接觸都會膨脹起來

接著到下一個謎題：「那隻每次被碰觸都會膨脹起

來的蟾蜍是什麼意思？」佛陀對此的回答如是：

Uddhumāyikā’ti kho, bhikkhu, 

kodhūpāyāsasset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膨脹之蛙者，是忿恚相之謂也。

以上的巴利文句表示這樣的意思：「噢，鳩摩羅

迦葉！所謂每次觸摸便會脹起來的『蟾蜍』是指怒火

或嗔恨。在移除門閂後，繼續挖掘那土墩，發現叫作

‘Uddhumāyikā’的蟾蜍。」那蟾蜍與「瞋恚」非常類

似。每次經驗到討厭或者不喜歡的感受很強烈時，瞋恚

的程度也升溫了。同樣地，讓人不舒服的視物或聲音

可能造成瞋恚的生起。任何不舒服的觸感或矛盾的想

法，也可以導致相等的憤怒情緒。這樣的感受一般比較

普遍，經常出現於觸覺和聽覺上。試想一下，如果有

一個人突然變得憤怒，那時候將會聽到讓人厭煩的字

語或粗鄙的話。剛開始時，可能僅有醜陋的臉部表情

是明顯的，但不久後，因為重複地聽著，升溫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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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iya-phagguna）的僧人作出告誡。這個案也十分

值得注意。

很 久 以 前 ， 有 一 位 富 家 夫 人 名 叫 韋 得 希 咖

（Vedehikā）在舍衛城居住。她的舉止、行為和說話方

式溫雅、柔順和完美，其居處附近的人們均對她讚譽不

絕。你們有的人可能已經聽過這故事，但有些人可能沒

有。這故事很有價值，你們將獲得利益。

韋得希咖的賢淑獲其朋友和近鄰如是讚美：「韋得

希咖是溫雅的，很容易相處。她是柔順的，而且心地善

良。她從來不生瞋，並對所有人關懷備至。她真的非常

高貴。」她有一位同住的婢女名為「嘉利」（Kāli）。

「嘉利」巴利文的意思是「黑色」。因此她可以叫作

「黑女士」。這位婢女嘉利思惟：[123]「差不多整個鄰

近區域的人們都高度讚賞我家主婦，我想知道到底我家

主婦是否真的沒有瞋恨和憤怒，或者因為全部的家庭雜

務都是由我來做，所以她沒有機會生瞋。」如是思惟

後，她開始以自己的方法作仔細的調查。在此以前，嘉

利負責打理家中的事務，例如每天從清晨起需打掃、煮

菜及從水井打水。但在那一天，她沒有在黎明破曉的時

候起床，繼續睡覺。

韋得希咖如常起床觀察家中的狀況。然後她注意到

當然，這話不是故意去傷害那位出家人的感受。事實

上，一般普通人蠻喜歡這樣子開玩笑。然而，那位出家

人卻感到很苦惱，然後變得非常憤怒，後來甚至用磚頭

攻擊他朋友的頭部，導致他當場斃命。雖然只是說出小

小的一句話，但那不慎地講這笑話的僧人付出了性命的

代價。至於那位用磚頭襲擊朋友頭部的僧人，亦被控告

謀殺。這是刑事的罪行。這個特別的例子闡述了一個人

可以因為微小不當的說話而引致麻煩。烏潘蒙勸喻大

眾，要小心注意與別人談話的方式。這是一個很好的教

訓。你們怎麼認為？這就是膨脹起來的‘Uddhumāyikā’

蟾蜍。那句簡單的話：「我不知道那隻狗把我的拖鞋給

咬了和帶走」本來不是甚麼，不能對其他人造成身體的

損傷。一點也不能，甚至比不上扔一顆沙可能造成的

身體傷害。但是，這必定是對別人的感受造成了很嚴

重的影響，才足以激發他的暴力情緒，[122]到了要傷害

人命的報復程度。這是蟾蜍被碰觸一次後，膨脹起來的

情況，叫‘Uddhumāyikā’的蟾蜍每當被碰觸，都會腫起

的。

韋得希咖的故事

過去有一個個案，佛陀親自就一位名叫牟犁破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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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起床的時間起床，那隻蟾蜍徹底膨脹了。因此，她

以命令的語氣詢問嘉利：「喂，嘉利！你還沒有起床

嗎？」她們的對話如下：

「夫人，我還沒有起床。」

「發生甚麼事？」[125]

「沒有特別的事，夫人。」

「哼，嘉利！你會知道我是誰的！」

那時，她不僅臉上表現出嚴苛的表情，而且口出惡

言。嘉利想著：「噢，我家夫人可以變得非常憤怒的；

但是為了更確定，我將會進行下一步的調查。」她在心

裡第三次懷著這想法，她要再上演一場不起床罷工的

戲，故意在第三天早上繼續臥床。這隻蟾蜍已經被觸碰

兩次，如果再觸碰第三次，將會變得非常膨脹。韋得希

咖於早上起床，然後憤慨地詢問：

「喂，嘉利，你是否仍然在睡覺？你還沒有起床

嗎？」

「還沒有，夫人。」

「那你發生甚麼事？」

「沒有特別的事，夫人。」

「如果你沒有事，那你會知道我的真顏色的。」如

此說後，她用一個門栓猛力投向她的婢女。擊中了嘉利

她的婢女並沒有如常作家務。當發現所有應當做好的工

作並沒有辦妥時，於是她猜想嘉利可能不適，或患病

了。那時候她並沒有生起瞋恨。那隻蟾蜍沒有被觸及。

她甚至同情嘉利，然後想著她的婢女既然生病，於是決

定去看她，可能她需要一些幫助。如果嘉利真的病了，

韋得希咖可能需要給她藥，或者找一位醫生。懷著善

意，她走近嘉利的房間，輕輕地叫著「喂，嘉利」。
[124]

嘉利回覆說：「是的，有甚麼事情嗎，主人？」韋

得希咖問：「你沒有起床嗎？一切還好？」她回覆：

「我還好，主人，不過我仍然在睡。」這回應讓韋得希

咖頗為不悅，她的臉色開始變得發愁。她茫然地心想

著：「這婢女說沒有事情發生，但是她卻不如常起床作

家務。她開始變得差勁了。」嘉利作為一個調查員，對

於人格有很精明的分析。她秘密地觀察她的主人，看到

她逐漸變得發愁。她於是想著：「嗯，我的主人是會發

怒的；但為了確定，我需要再進一步調查。」她後來故

意地在翌日的早晨仍然睡在床上。

第二天，韋得希咖在如常的時間迅速地離開自己的

房間。因為前一天，那隻蟾蜍已經被觸碰了，所以開始

有一點膨脹了。當她發現在那天，婢女仍然沒有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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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諷刺的討論

約三、四年前，某份新聞日報報導了一件在孟邦毛

淡棉丹彪扎亞（Thanbyuzayat）發生的事件。事緣於四

至五位鄉村的長者，在一家院舍談論一個宗教的題目。

在緬甸有一個社會習俗，在鄉村或村落，有世間經驗和

知識背景的長者們，每當有關社交活動、宗教活動或喪

葬活動，便會聚集在一起。他們一般討論宗教性的題

目，期間會提供像紅茶、薑茶及小點等的招待。有些時

候，當熱烈的討論發生，那些參與討論的人，會因為

一個論題，而變得情緒化或憤怒，最終甚至侵犯他人

身體而需要警方的介入。作出評論的新聞編輯，[128]總

結丹彪扎亞發生的事件，指相關的長者已經被警方羈

押，「諷刺的是這樁事件的起因是為了討論『忍辱』

（khantī忍耐性）」。這位新聞編輯可以說是一矢中

的。在討論「忍辱」這一個佛陀所要求實踐的主題時，

卻出現那沒有耐性的行為，是最糟透的事情了。這突如

其來的憤怒，就好像‘Uddhumāyikā’蟾蜍，製造眾多麻

煩，實在需要除去它。

爭論，一般常在相熟的朋友之間發生，諺語有云：

「熟則生輕薄」。好像舌頭和牙齒，彼此緊密相觸，但

的頭，而且傷至骨折。蟾蜍已經完全腫起了。

嘉利頭部受傷後，血液不斷從傷口流出，她前往不

同的鄰里家投訴道：[126]「看看我的悲慘情況，想想我

是怎樣被韋得希咖虐待，那個所謂溫雅賢淑和被受尊敬

的人！我是家中做所有日常家務的唯一一人。你們請看

看，韋得希咖是怎樣因為我沒有早起床這樁小事，而把

我責罵成這樣子？我被她用門栓投擲，弄至頭破血流

了。」那些鄰居聚合起來並說道：「噢，真的！韋得希

咖怎麼這樣殘暴呢。她真的很粗野、魯莽和無情。她對

這個可憐的女子毫無同情心。」韋得希咖第一次受到眾

多的指責，遠多於其過去的讚賞。這是人類的本性，傾

向散布別人的錯處，多於讚歎別人的善行。人們總是比

較習慣譏毀別人。此外，如果一個人值得讚賞，一般人

們不願意去讚美的。因此，要憑著一個人的出色表現或

實力而獲得表揚和讚譽是很難的。一旦給予一個讚譽，

他必須盡其一生保護它無缺。如果造作了一些非故意或

任性的行為，釀成錯誤，他便很難恢復其受影響的聲譽

和威信，一切都付諸流水了。[127]

上述故事清晰地顯示「瞋恚」與每次被觸碰便膨脹

的蟾蜍如何類似。相較於女性的故事，我將講述另一個

比較與男性相關的個案，以涵蓋每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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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道路交叉點是指『疑惑』（vicikicchā）。」

以一個例子說明：譬如說有一個商人正前往一個地

方作生意。他無可置疑地會攜帶一些金錢。一群強盜在

決定搶劫他之前，必定已經從其黨羽收集情報，洞悉商

人前來的時間和路線。那些強盜按照情報行動，在某處

靜候他上釣，當他步行前來時跟隨他。因為發現了強盜

的企圖，商人心裡感到害怕，於是快步地走。當他加快

速度時，他不幸地遇到了一個交叉路口。[130]他從來沒

有走過這一條道路，所以很躊躇，不知應取交叉路左邊

還是右邊的道路。在他猶豫的時候，強盜趕上並抓了

他，最後把他殺死，奪走他所有的財物。如果他沒有遇

到這個讓他躊躇的交叉路口的話，他有可能可以逃出魔

掌。

同樣地，在你們禪修的過程中，如果疑惑的心生

起，煩惱敵人將會把你們抓住。因此，禪修的方法已經

教導了。按照方法，必須要警覺和標記每一個出現的物

質現象。在行走時標記為「行走」。在站立時標記為

「站立」。在坐下的時候標記為「坐下」。在躺臥的時

候標記為「躺臥」。在彎曲的時候標記為「彎曲」。在

伸展的時候標記為「伸展」。當腹部上升，標記為「上

升」，當它下降的時候，標記為「下降」。每一次心在

又經常碰撞。如果在處理朋友、親戚、家庭成員或鄰里

之間的關係，欠缺忍辱和耐性，則會帶來眾多麻煩和不

愉快經歷。一般而言，兄弟姊妹之間經常會發生吵架，

但是如果發生緊急的事，他們還會相互支持的，正所謂

「血濃於水」。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因為這名叫「瞋

恚」的蟾蜍。這是一隻危害世界各民族的蟾蜍。因此不

要保留牠。[129]應該透過思惟和盡量使用觀照及標記的

方法移除它。好了，我們一起來誦讀相關的經文：

那可惡的「蟾蜍」是甚麼意思？牠的意思

即是「嗔恚」，除此別無它。

道路的交叉點

接著經文說，發現了兩條道路相遇的交叉點。

佛陀的回答是：

Dvidhāpatho’ti kho, bhikkhu, 

vicikicchāyet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二歧道者是疑惑之謂也。

對於這個問題：「那道路交叉點（Ko dvidhāpatho）

的意思是什麼？」回答的意思是：「噢，鳩摩羅迦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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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分析色法及名法，正如注釋書所述那樣。

我後來反思，明貢傑打汪尊者（Mingun Jetavan 

Sayādawgyi）是精通經論的專家；他亦親身修習禪法；

而且當我在巴利經論，檢查這觀照的方法時，發現這是

正確的。因此，因為它符合巴利文的經論，我把它視為

是正確的方法。經過如是思惟後，我在明貢尊者指導下

學習這套禪法。[132]事實上，我曾在禪修的時候存在一

些疑惑。只是後來，我發現因為過去的知識經驗，導致

我產生了上述的猶豫和想法。實際上我錯把「疑惑」看

成「知識」。這可以相當誤導人的。這疑惑浮現，正如

《指導論》的注釋書（Nettipakaraṇa-aṭṭhakathā）所說： 

Ubhayapakkha santīraṇa mukhena vicikicchā vañcetīti（疑

惑偽裝成理性思惟而行騙），即是，透過假設一個錯誤

的特質，以為那是應當重視的知識和應當公平地從各個

角度來考量，這樣便會被疑惑所矇騙。

疑惑如同欺詐

在我們的世界，某些人會以一個或多個方式掩飾自

己，好讓他們可以欺騙他人。一個騙子會設計各種詐騙

手段讓別人相信他。

有一次，一個國王傳召一個惡名遠播的騙子，問

想或思惟的時候，也應當要標記為「想」（imagining）

或「思惟」（reflecting），隨情況而定。這是在禪修

時怎樣觀照以及於心裡標記。這種禪修方法是「心

念住」，根據佛陀的教言所說：sarāgaṃ vā sarāgaṃ 

cittanti pajānāti（心貪欲時，了知：心貪欲）。每次

感受生起，必須要標記它。 [131]經典也說明：sukhaṃ 

vā vedanaṃ vedayamāno sukhaṃ vedanaṃ vedayāmī’ti 

pajānāti（經驗樂受時，了知：我經驗樂受）及dukkhaṃ 

vā vedanaṃ vedayamāno dukkhaṃ vedanaṃ vedayāmī’ti 

pajānāti（經驗苦受時，了知：我經驗苦受）。我們已

曾指導，在每次經驗這類感受出現時應如何禪修，及在

每一刻的看、聽等等觀照。然而，疑惑可能在行者禪修

的時候於心裡出現。這是難以避免的；當這疑惑出現，

消滅或驅散它是十分重要的。

個人對疑惑的經驗

在我學習禪法之前，當我第一次聽到念住禪修法，

被教導當我行走時觀照及標記「行走」，或當我站立時

標記為「站立」，或當我坐下的時候標記為「坐下」

等。我曾經對其適當性或正確性存在一些懷疑，因為當

中沒有按照究竟法（paramattha），在標記過程進行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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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天的時候，已經騙您了，陛下，而且從

您取得了整套王族服裝。」騙子說。[134]

國王然後自忖：「對啊！這是蠻對的。」

同樣地，雖然疑惑解釋為製造欺騙，它是難以分辨

的。一般它會被誤解為是一種「知識」。因此，應當要

懼怕疑惑的出現，它在「知識」的幌子下，可能會欺騙

人。早前已經解釋的門閂，是與疑惑連在一起的。我們

已經教導大家，讓門閂移除，門戶敞開，而這個疑惑也

應當驅散。不然，它可能破壞信心。這是具有無比的重

要性，當疑惑生起，應以正確的觀照標記，從而消除

它。逐漸的，當你繼續觀照和標記，你們將把握住法的

實相。當你們對身體活動的觀照和標記繼續進展，你們

將會徹底了解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當心裡對於每

一刻生起的現象進行標記，如見、聞、嗅、嚐、觸、彎

曲、伸展、移動、思考和計劃等，覺知的發生讓一切都

清楚，無有任何遺漏。如果你們持續穩定地觀察，你們

將會肯定地知道，每一現象從開始到結束生起的真實性

質。[135]

另一個例子是一群白蟻。你們曾否看過？如果你們

從表面上去看，牠們會呈現著像一條白蟻形成的纖長連

續的直線。但近距離觀看的話，你們將會發現牠們是分

他：「你是否真的具有能力可以成功欺騙別人？」他

說：「是，陛下。」然後，國王說：「如果是這樣，那

你嘗試欺騙我吧。」那人說：「陛下，對於我來說，要

欺騙像您這樣尊貴和神聖的君主是很困難的。像我現

在這樣以平常人的裝扮是無法欺騙陛下的。[133]我只可

以在穿上像您這樣的整套王族服裝才可能進行欺騙。」

國王於是下令：「來人！為他提供一整套王族服裝，配

以王室的徽章。」因此他被賜予了君主的服裝。當他取

得了王室的標誌，他說：「陛下，我不可能現在一次完

成欺騙您。我會於某某日來和您玩欺騙的遊戲。」於是

他確定了一個日子。在約定的當日，國王準備就緒，想

著：「那傢伙會在今天來見我。我很想知道他會跟我耍

個甚麼把戲！」幾個小時過去了，這一天也將完結；然

而完全沒有那把戲出現的蹤影。這國王因此派出差使，

把那個人帶至國王的面前。國王質問他：「喂，你這傢

伙！你曾答應我會來，並嘗試欺騙我，但你最終沒有出

現。為甚麼你沒有做到？」

那個人冷淡地回應說：「陛下，我已經騙了您

喔！」

「啊，傢伙！甚麼時候和怎樣發生的？」國王不其

然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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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鏟子」是指「智慧」。「挖掘」是「精進」，亦

即是四種正勤的精進（sammappadhānam viriya）。「門

閂」是指「無明」，對禪修方法的無知。「蟾蜍」代表

「嗔恚」，應當觀照和消除它。如果能夠，應該在觀照

和標記後驅除。「道路的交叉點」 是 「疑惑」。

兩分鐘禪修的要點

我將會更詳細一點闡述禪修的方法。按照念住的方

法，每一刻當身體的行動或行為出現時，應當要觀照。

然後將可以明確地認知它的每一個細節。這就好像觀

看閃電，當燦爛的光芒閃耀綻放，[137]認知其生起的開

始、維持過程與結束的階段。同樣地，如果觀照每一刻

身體活動的生起，將必定可以透過個人經驗，而不是書

本經驗認知它。

僅僅透過言語說「色法是無常的」，雖然詞彙

上是正確，但如果沒有專注的觀照，你們將不會真

正體證甚麼是無常。那你們所知道的，其實只是概

念法（pañña t t i）。你們事實是在思惟色法和無常

（anicca）的概念。這因此錯誤地引導你們以為這是

究竟法（paramattha）。然而，如果你們觀照和標記：

「下」、「上」、「坐」等，你們將會精確地徹底覺

開的，一個跟著一個排列。牠們是不連接的。每一隻白

蟻在移動的時候是不連續的。事實的真相，只有在靠近

的觀察中發現。類似地，當名色法的現象在每一刻的生

起被觀照和標記，將會發現它們是生滅不停的，分解為

單一個別的獨立體，而不是一個連體的事物或心念。名

色法現象的生滅過程是極為快速的，清晰地顯示無常

性。無常的實性，透過一個人的內觀智慧可以明確地明

瞭。

下一個例子是：如果把一個沙包掛在一個鉤上，然

後在底部弄一個孔。沙包內的沙於是會透過孔漏出來，

好像一條長線般。如果把沙包推前，那條長的沙線會彷

彿呈現向前移動。如果把它拉向後，長的沙線會看似向

後移動。如果我們移動沙包移向各個方向，[136]同樣

的事情也會向不同方向發生。從真實的層面看，那不是

沙線在移動，只是很多微細的沙粒一個跟著一個緊密地

落下。與此相似，如果能夠對每一刻生起的現象觀照和

標記，你們將會觀察到事物持續的生起與滅去。

我們一起誦讀經文。

「道路的交叉點」，是什麼？那只是想

法，「疑惑」的感覺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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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ssanabhiniveso（毗婆舍那住於明顯的對象），此說

明支持了這個指導方法。那些擁有合適波羅密的人可以

單靠聆聽佛法而證得須陀洹。然而，某些人需要經過精

進禪修才成為須陀洹。[139]

在佛陀初轉法輪，教授《轉法輪經》（Dhamma-

cakkappavattana Sutta）的時候，五位苦行比丘之中，

只有阿若憍陳如尊者（Añña Kondañña）成了須陀洹。

其餘四人，是經過禪修後，才達到須陀洹，並體證正

法的真理。衛跋尊者（Vappa）用了一天，跋提迦尊者

（Bhaddiya）兩天、摩訶那摩尊者（Mahānam）三天，

而阿說示尊者（Assaji）則是四天才證須陀洹。因此這

證明，禪修對於證得須陀洹是相當重要的。這些苦行者

都是著名的智者，但他們還是被佛陀要求去禪修，這很

明顯地說明禪修是需要修習。如果他們能夠光靠聽法便

能達到須陀洹，佛陀應當只反覆地說法，而不是要求他

們深入禪修。[140]

知其真實性。只有透過在每一刻觀照和標記六根門生

起的身心現象，才能夠達致真實的體證。這是極為自

然的。所以佛陀亦如此教導說：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行走時，清晰知道行走）。

所以，每一次當你看見一個目標，觀照和標記所看

到的東西。同樣地，每次聽到、碰觸、彎曲、伸展、或

移動你的肢體，標記聽到、碰觸到或你正在做的事情。

「上」和「下」已經包括在觸覺裡面。如此，[138]標記

腹部的上升和下降活動。每一刻生起的念頭也應當觀照

和標記。標記每一個出現的感覺。在起初修習時，你還

不能夠跟隨及觀照每一個生起的現象。所以你應當從標

記腹部的「上升」和「下降」活動開始。然而，在培養

足夠的專注力後，你會發現很容易跟隨目標，甚至能夠

持續觀照每一個開眼閉眼的眨眼動作。教誡如下：

觀照及標記每一刻生起的現象，應以持續

穩定的警惕心覺知。

所以你應當在任何感覺或感受生起的時候觀照和

標記。整個身體，從頭到腳涵蓋眾多需要觀照的物

質現象。任何在物質身體的地方，如果顯著的，都可

以標記。《大疏鈔》（Mahatika）說：yathāpāka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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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個存活的實體或「靈魂」（Atta）。

如此，僅僅因為個人沒有禪修的個人經驗而拒絕接

受一個教法，並不是一個良好的決定。讓我舉一個例

子。如果一個人乘坐火車從孟瓦城（Monywa）出發，

他必定可以到達曼德勒（Mandalay）。對於那些曾經走

過這旅程的人是很清楚的。假設有一個人從來沒有任何

坐火車的經驗，而且未曾去過曼德勒，遇到一位有經驗

的旅者告訴他：「如果你乘坐這一班火車，你可以抵達

曼德勒」；如果這個人回覆說：「我不能夠相信你，

因為我本人從來沒有坐火車旅遊，我不能採納你的建

議。」如此，他能否在不坐火車的情況下抵達曼德勒

呢？肯定不能。這是因為他不相信其他人所說而造成

的。如果有另外一個途徑，他被建議乘坐汽車，但他仍

然抱著懷疑說：[142]「我也不會相信的，因為我從來沒

有坐汽車旅遊。」如果他拒絕接受這建議，他是否會到

達曼德勒？當然不會。再次，假設他被告知可以坐輪船

到曼德勒，但他繼續採取這負面的態度，他同樣絕對不

能抵達曼德勒。如此類推，很可能他也會拒絕坐飛機從

孟瓦前往曼德勒。如果他接受這個建議，他則能夠到達

曼德勒。

類似剛才所講的例子，佛陀曾教導毗婆舍那，在巴

「疑惑」的進一步釐清

某些人說：「眼見到為可信」，意思即是他們只會

在獲得相關的個人經驗後才會相信。他們不能夠相信任

何事，除非經過實驗，猶如科學家般。換言之，他們不

會盲目相信事情。當然這不是壞的事情。因為古代的人

們常常盲目地接受一些典籍，導致眾多宗教信仰在今日

萌生。無疑地，透過實踐經驗而獲取的個人智慧是自然

和切合現實的。

佛陀的正法是可以實際地經驗的。實踐經驗是可靠

的。然而，如果一個人只接受或依靠個人經驗所知道及

學到的東西是不可行的。有的教法是別人透過正法的實

踐體驗，在證悟之後而作出的。因此，由一個曾經深入

禪修的人所說的教法，是應當被接受的，縱然聽的人可

能沒有任何個人的經驗。[141]

佛陀的正法被說明為「自見」（sanditthiko）。它

具備了「自見」的特質，即是說如果能夠精勤練習，正

法必定能夠透過個人體證，並有立刻的效果。佛陀保

證，如果一個人認真地以正精進修習祂的法，那人將會

獲得個人的體證。只有兩種東西：物質和心理現象。事

實並沒有「自體」或「我」、沒有一樣所謂自我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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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甚麼佛陀勸誡人們「親身來體驗」修習念住的方

法。如果親自修習這方法，一個人必定能夠體驗真理。

如果你禪修，觀照和標記，你便會發現名色法的不斷生

起和滅去。

雷迪尊者在「威儀章」（Iriyā）的第一部分這樣

說明：[144] yathā yathā vā panassa kāyo paṇihito hoti, tathā 

tathā naṃ pajānāti.（無論何種姿勢，皆如實了知。）14

這句簡短句子的意思完全符合我們的解釋，我們也完全

接受。這收錄在《無我手冊》中。當身體的行動，譬如

肢體的任何方式的活動，或行動和提腳的姿勢以身體的

四大元素出現，這不應該如平常那樣沒有覺知觀察。這

表示應當以專注力觀照相關的身體部分或肢體。這句巴

利文，強調的是身心活動的現象和移動，全部都包括在

四種主要的威儀（irīyābhūtas）之中。但它沒有強調觀

照整個身體作為四大元素的聚合。換言之，應當透過身

體活動的特質以認知身體。經過教導應當以「行走」時

知行走、「站立」時知站立、「坐」時知坐、「躺臥」

時知躺臥的方式，認知四種主要威儀。佛陀教導另一個

途徑，指身體透過某類特質存在，而透過這些特質，所

14 譯者注：原文來自巴利《大念住經》威儀章的經文。

利文《大念住經》裡面指導說：「應精勤地修習」，

經文亦說這是：「一乘道」（Ekāyano magga），唯

一證取聖道乃至涅槃的真實之道。因此，應當信受這

個教導。對於這個修習方法，佛陀教導說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等，即是「行走時，清晰知道行

走」。如果是坐的時候，覺知標記為「坐」。站立時，

標記為「站立」。臥時，標記為「臥」。在彎曲或伸展

肢體時，標記「彎曲」及「伸展」，隨情況而定。行走

的時候，支持和推動的特質是明顯的。然而，並沒有教

導說，需要標記為「支持」、「推動」、「移動」、

「推前」。[143]經文只教導說標記為「行走」。

在觀照「行走」的時候，關節的支持、動力和推移

將會明顯可見。如果有人說除非他們有禪修的經驗，否

則他們不會相信這個教法，這類人則是屬於早前描述的

那一類拒絕坐火車、輪船或飛機旅行的人。他們永遠不

能達至其目的地和取得他們的目標。如果因為未曾經驗

它而拒絕那個建議，這是不理性的。完全不接受忠告也

是不正確的。

以另一個方式說，一個病人不應該拒絕服用，具有

醫療經驗的醫生所處方的藥物。如果那病人不服用此藥

物，便沒有機會康復。佛陀的法正如這能夠治病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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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這應該已經足夠讓大家理解了。

現起時應當觀照

接著，我希望說明，應當怎樣在毗婆舍那禪修

的最初階段進行觀照。《清淨道論》說： lakkhaṇa 

rasadivasena pariggahetabba（以相、味等探究）。教導

人們應當觀照「相」和「味」。為了要明瞭色法和名

法的實相，必須尋找四種要素，所謂相（lakkhaṇa，

又稱「特相」）、味（rasa，又稱「作用」）、現起

（paccupatthāna又稱「現狀」）和近因（padaṭṭhāna，又

稱「足處」）。因為其中說明以 「相、味等」觀照，

很明顯句子裡面附有 「等」字，表示包括其餘兩個要

素，現起和近因。

因此，一定要記得所有的名色法，應當以其特相、

作用以及現起來觀照。我們所指導的，都是替隆大師

（Theelon Sayādawpayagyi）、[147]雷迪大師和其他著名

緬甸大師們曾經作過的。於現起（paccupaṭṭhāna）時

觀照的理據，在《清淨道論》、《長部大品注釋書》

（Mahāvagga Aṭṭhakathā, Digha Nikāya）及《復注》

（tika）、和《相應部尼柯耶注釋書》及《復注》等可

以得到證明。如何觀照五取蘊（upādānakhandhas）亦

謂的「身體」才被認知。這說明與注釋書的第二段解說

吻合，反覆地闡述以補充第一段的解說。[145]

在《疏鈔》裡面所述的第二種觀照，教導強調以

「身」為根本的對象。沒有把重要性放在四威儀上。注

釋者說四大元素將會自動地包括其中，作為附屬物並已

經具足。這些概念是高深的哲理。一般世間人很難掌

握。這裡最顯著的地方是身體（kāyo）存在。身體被認

知。四威儀並沒有指明是必須認知的。因此，這裡應當

理解為滲透所有的身體活動行為。主要元素的活動並沒

有指定，因此不在考慮之中。這等同強調在「身體」

上。

所以，進一步的說明是：坐時，任何肢體的部分，

不管是移動、感覺僵硬或靜止不動，如果那個相關的肢

體部分被觀照，這等同於把心安住在身體的明顯特質。

坐的姿勢也自動地包括其中。因此，如果在坐時觀照腹

部的「上、下」活動，四威儀之中的「坐」也自然包

括了，而且被視為連續無間斷地具足。因為這樣，雷

迪尊者所說的：[146] yathā yathā vā panassa kāyo paṇihito 

hoti, tathā tathā naṃ pajānāti.（無論何種姿勢，皆如實了

知。）應當解釋為仔細地滲透所有身體活動，這與《疏

鈔》解說的第二種方法所說吻合。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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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可以很清楚明白，觀照必定基於特相、作

用、現起及近因。因此，他們所說的「以現起觀照色法

是不容許的」是完全違反注釋的說明。一個具備相當知

識的人是不會相信他們的。

然而，某些沒有深入探究事實的人會以為他們所說

是可以接受的，而懷著邪見的人常常認為其他人的見解

全部都是錯誤的，猶如迷失方向的人會認為他人的建議

是錯誤一樣。亦如同瘋狂的人一般認為別人是瘋狂般。

因此，他們一錯再錯地指責這名注釋者及那名注釋者。

他們還說色法的現起是概念法。這是為甚麼我說他們一

而再地犯下錯誤。

這裡的現起是指色法，而不是針對名法。其意思是

指色蘊。名法方面還沒有這個說明。色法是顯著的。這

是「觀智」所安住的感官對象。換言之，感覺的特質是

現起。色法是絕對的真理，是究竟法。它的確存在，而

且透過「觀智」緣取。這不是概念法。

所以，不論觀照色法或名法，按照毗婆舍那，必須

在可能的情況下，觀照其相、作用、 [148]現起及近因。

接著，問題可能出現，當一個人觀照「行走時，清晰知

道行走」等等（gacchanto vā gacchāmīti pajānāti）的時

候，事實上在觀照那一樣東西。答案是風大的元素被觀

已在那裡描述。某些人說毗婆舍那不應該以上述所說明

的方式觀照。他們因此而墮入歧途，因為其異見與注釋

書不符。他們甚至造作更進一步的錯誤，說現起的色法

是概念法。《清淨道論》的《注釋》及《復注》已釐清

對於概念法的錯誤理解。《大品注釋書》對於此的解釋

尤為明白。

Iti rūpanti idaṃ rūpaṃ ettakaṃ rūpaṃ 

i t o  uddaṃ a rūpaṃ na t th i t i  r ūppana 

sabhāvamceva bhūtu padaya bhedam rūpanca 

adim katva lakkhaṇa rasa paccupaṭṭhana 

padaṭṭhana vasena anavasesa rūpaparigghaho 

vuddho.

Iti rūpanti...這些色法，包含所有二十八種，全部

都是色法，沒有其他。rūppana sabhāvamceva色法的

觀照必須包括色法的不穩定性或變異性，而且必定從

bhūtu padaya bhedam rūpanca大種色（bhūta rūpa）及所

造色（upada rūpa）開始，並lakkhaṇa rasa paccupaṭṭhana 

padaṭṭhana vasesa必定基於特相、作用、現起及近因，

以及最後anavasesa rūpaparigghaho必定含攝所有色法的

種類vuddho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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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其程度，你將會說它是較少的支持或相反，隨情況

而言。如果支持的程度減低，你將會說它是稍微舒緩

了。

舉另外一個例子，譬如說拉三條繩子。其中一條可

能拉得很緊；中間那一條可能是一般的緊；第三條則可

能是鬆的。第一條相比於其他兩條是明顯地最牢固地緊

繃。中間的繩子，如果與很緊的那一條比較，[150]可以

說是沒有那麼緊。但是如果與第三條比較，它便是緊繃

的。如果存在的只有中間那一條，它便會被視為緊繃和

僵硬的。

推動、支持、緊或鬆都是風大元素的特相。「推

動」這個詞是就字面的層次而使用。「支持」是普遍使

用的詞。風大是能夠移動的，換言之，它有動能。是風

大推移或推動的。

它可以比擬一個二輪小推車和閹牛。小推車本身沒

有移動的能力。它是倚靠閹牛拉動才移動的。當閹牛移

動，那小推車便移動。風大的特別性質是具備動能。風

本身是運行的。如果風大元素碰擊或撞到任何東西，可

以說風造成了一樣東西移動或推移。它讓葉子或塵埃移

動或改變它們的位置，把植物和樹枝弄歪。接著，如果

你彎曲或伸展，在標記為「彎曲」或「伸展」時，你會

照。這是如何知道的？如果觀照每一刻色法和名法現象

生起的性質，它們以其特相、作用和現起的方式顯現。

譬如，看見一道閃電於太空出現，那電流的釋放徵象是

明顯的。這特相是其物質。那物質是那閃耀的光芒。發

出的那一道光線就是閃電，或所釋放的電流。當中沒有

別的東西：接著，一個在它出現的時刻看到它的人，將

會知道這閃耀的光芒。這就是明瞭它的特相。

在閃電閃爍的那一刻，黑暗消滅了。那一個驅除黑

暗的東西，叫做閃電的「作用」。那個在看閃電發生的

人，知道黑暗的消失。然後，他在觀看閃電發生的時

候，會明瞭電流釋放的性質。它的形狀，其形態，[149]

閃電是暗淡或充盈、或者是巨大的、是圓的、長的或短

的，都會呈現出來。這是觀看閃電出現的那個人的「觀

智」或心識中緣取閃電範圍的性質。這只是舉例而言。

這不能夠說是真實的究竟法。

同樣地，如果在風大出現的時刻觀照它，就可以明

瞭這風大的特相。它的作用也會被明瞭。還有它的現

起。風大的性質是風或空氣。因此，它能夠推動，按一

般的說法，亦會造成「支持」。如果你伸展手臂，將會

發現「支持」。如果你伸腰，你將會說你發現「支持」

而不是「推動」。雖然支持性並不是明顯地被感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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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起，都可以觀照。任何是究竟法的形態或物質，不

論是地、水、火或風，或任何與色法相關的感覺，都可

以觀照。

任何物質或色法的顯現，均可以觀照。這是完全對

的，在名色法顯著出現的每一刻觀照它們。我強調這些

要點，讓你們可以在前往毗婆舍那階智的道路交叉點上

驅除疑惑。你們剛才已經學習了這個方法。我已重複地

說明，讓你們在繼續禪修前除去疑惑。

有關風大這個題目，我已經涵蓋了頗為足夠的內容

讓你們明瞭。現在，我將會解釋和引用例子說明名法。

ārammana vijānanalakkhanam viññanam（心識有認

知所緣的特相），精要地說，心識（viññanam）的特相

是認知所緣對象。心識只會因為與所緣對象接觸而發

生。因此，如果在每次心識生起的時候觀照它，就會發

現它會認知生起的感覺。當看見發生時，[153]色塵或視

象透過心識而被認知。同樣的事情在聽聞聲塵的時候發

生。心識透過耳根這個感覺器官，前往聲音的所在處或

聽到它的地方。如果這裡有氣味（香塵），這氣味會被

感覺到，而心識會前往到氣味的所在處等等。心識立即

住於所緣對象或感覺。

這在「思想」的情況更為明顯。從你所在地方，

注意到動力的性質。如果你捲縮或彎曲你的食指或伸

展它，你將會明顯地發現它的移動。[151]這是風大推動

（samudirana）的作用。同樣地，當你觀照「行走」、

「提起」、「推移」或「放下」的時候，你將會注意身

體的活動或腳的特相，它是緩慢地和逐漸地移動的。這

移動的性質稱作「推動的作用」（samudirana-rasa）。

現起是當一個感官目標成為心識或觀智的對象時，特相

顯現出來。當它如此顯現後，它被正確地構想。觀智緣

取的並不是類似概念法的錯誤觀念。這稱為現起的，是

究竟法。教誡如下：

風大推移並往前，至其傾向的地方推進；

對於你，一位清淨的禪修者，需要以觀照

認知和標記它。

上述的說明，描述了認知風大的方式，以其特相、

作用和現起。近因並不是十分重要，所以沒有包括在句

子裡面。身體裡面的風大元素，能夠在任何它顯現的地

方觀照，但必須知道它的三要素：特相、作用和現起。

如果能夠認知其中一個，這可以說是已經正確地體會。
[152]

風大元素的現象，無論它在整個物質身體的那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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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悅的感受或妒忌，那麼慳吝（macchariya）、嫉妒

（issā）、貪婪或怨恨心將會生起。因為這個理由，心

識好像一位領導者。心所（cetasikā）或心理內涵會緊

隨著心識，受它的領導。每次觀照心識的時候，你會認

知伴隨的是什麼。如果心識並不是正確地被觀照及標

記，貪欲和瞋恚可能生起。這種被假定的領導角色，即

是其作用，只有透過觀照才能夠真實地認知。如果一位

禪修者在每次心識生起的時候維持觀照，伴隨的心所會

被清晰地發現與剛才生起的心識有著關聯。在標記「上

升」和「下降」時，和「坐」或「觸」，想像的心識

會出現，[155]在標記「想」時，禪修者將會知道隨後跟

著出現的是什麼。接著，禪修者將會親自證知一連串的

心所正在生起，好像一串念珠，一個跟著一個，這些念

珠以很快的速度前後更替。在禪修的開始，心識有時候

會很快掠過或向四方游走，從一個地方跳到別的地方。

這樣的情況，就算是十歲或十一歲的兒童也可以清晰知

道，如果他們觀照及標記心識的現象生起的話。所以，

成人可能容易地證知它們。這些兒童真的太棒了，在佛

陀的時代就有七歲的兒童成為阿羅漢。兒童能夠順序敘

述在他們心識中出現的事情。心識的重複生起也將會被

構想為一直在發生。它可能會看似沒完沒了地生起，但

譬如說孟瓦城，如果你想著曼德勒的摩訶牟尼佛塔

（Mahāmyatmuni），整個佛塔的畫面會顯現在心識

中。如果你想著實皆山（Sagaing Hill）和阿瓦橋（Ava 

Bridge），它也會出現在心識裡面。這是為什麼說心識

會趨向感覺的所在地。應當讀誦的教誡如下：

心識擁有自然認知所緣的傾向。它猶如一

位領袖般能夠率領或給予指導。

一個人擁有領導的特質相當於一位領袖，擁有能力

或自然傾向於指導及率領。任何類型的工作如果由一組

人進行，都需要一位領袖。在任何組織裡面，經常會有

一位領袖指導成員應該採取怎麼樣的行動。就算是在種

植稻米的種子，也需要一個帶領的人，[154]其餘的人會

跟隨他的行動和指導。同樣地，心趨向所緣並感知。這

心識伴隨著心所（cetasikā），一連串的心理內涵。引

用一個活潑的例子，譬如說「看見」一個影像。在看見

它之後，感覺生起。如果它是可意的視物，貪欲會跟著

伴隨。如果看見的東西是不可意的，瞋恚出現。如果注

意到一件很讓人尊敬的事情，敬仰的感覺及悲心出現。

如果有任何值得驕傲的事情，慢心（mana）生起。同

樣地，如果對於任何事情生起取著的感覺或對於某人產



154 155

蟻丘經講記 A Discourse on the Vammika Sutta 第三部分

念頭造訪那些你曾經到過的外國地方。心識不用飛機及

花一毛的費用便可以抵達那裡。如果你想像一個你沒有

去過的地方，你可能會出錯。所以心識是可能迷路的，

或者胡亂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如果是這樣，這應該被視

為不正確。心識每次都是單獨地生起。不同的心念不可

能同時出現。這就像一串念珠一個一個以很快的速度掉

下來。這是很難相信的。在年輕時出現的心識，不同於

剛才或現在生起的心識。然而，一個人可能認為它是一

整個連續出現的念頭。「心識只會在一個時間出現一

次。」這句話被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它是由佛陀所

教導，並且載於《注釋》和《復注》之中。如果你想

認知在任何一刻出現一次的一個單獨念頭或者心識，
[157]你應當禪修和親自觀察。由佛陀教導的心念住提到

sarāgaṃ vā cittaṃ ‘sarāgaṃ citta’nti pajānāti（心貪欲時，

了知：心貪欲）等等。如果你觀照並標記每一刻心識的

生起，你肯定會發現它的出現只會以極其快速地一個跟

著一個。第一個出現的「心識」會很快消失，然後立刻

接著另一個「心識」。它以極速很快掠過並消失。當一

個出現的「想像」或念頭被標記，它會突然消逝無餘。

如果你觀照和標記心識，你將會親自注意到它。雖然頭

一個出現的心識消失，另一個心識接著出現，並且取代

它會結束的，當帶著覺知的觀照心識來到中止一刻。疑

惑可能會生起，想著這些心理現象是否真的會中斷。心

識的生起方式是單一及沒完沒了的，在《法句經》有如

下的教導：

Dūraṅgamaṃ ekacaraṃ, asarīraṃ 

guhāsayaṃ; 

Ye cittaṃ saṃyamessanti,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

心獨自四處飄蕩遠遊，它是無色的，住於

心室。

能制伏己心的人，得以解脫魔王的束

縛。15[156]

經文的意思是心識習慣於不停地游走，並趨向遙遠

的地方。不論距離有多遠，只要你想到一個距離很遠的

地方，它能夠全然透過想像，立刻到達那兒，一切霎

時間發生。你只要想著「雪德宮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你不用一秒就可以到達那兒。讓你的心識或

15  原經文附注：心獨自飄蕩是指在同一個心識剎那裡，只能有一個心識

生起。只有在前一個心識滅後，下一個心識才會生起。心是依靠位於

心室裡的心所依處而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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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而且很難如此說。在任何情況，當驚恐出現，

心臟會悸動或心跳變得快速。當有一些事情讓人憂慮

或難過，人們經常會說心裡感到疼痛。考慮到這些情

況，鈔的編者（the authors of the ṭīkā）支持了疏（the 

commentaries - aṭṭhakathā）的觀點。如果是這樣，[159]要

接受心念的形成是在心臟生起或首先發生的觀點便有了

某些正當理據了。

無論如何，要精確地標出心識的來處或已生起之處

是不容易的。雖然它是可以證實的，但是要鮮明地看見

它是困難的，因為它沒有實質形相。心識不能夠被抓

住，它也不能夠用繩子綁住、禁閉著或受控制。

如果在心識生起的每一刻進行觀照，如果持續地保

持警覺，一個人可以脫離煩惱的束縛。煩惱被稱為「摩

羅」（Mara）。摩羅意思是殺人者或殺戮者。因為煩

惱的存在，輪迴便發生。在每一生，死亡都會發生一

次。這個意思是眾生被煩惱置於死地。因此說一個人可

以脫離煩惱，這個殺戮者的束縛。如果你希望逃離煩惱

的魔爪，便應當注意心識。我們不可能用繩子綁著心

識，而應當以專注力觀照和標記它。

這個概念與所謂「特相、功用（味）和現起的方式

認知」的教法符合。一連串與第一個生起的心理現象有

前一個已生起和消失的心識。它的生起和消失過程沒完

沒了（永無止境，ad infinitum）。

習慣單獨地生起的心識並沒有實質（無色）。色

法，即物質，是一個物質實體，或有實質的。這是為什

麼物質身體可以被人指出它的所在位置。它可以被感

受、抓住、綁住或關在房子裡。心識並沒有這些物質

性。因此難以指出它逗留或潛伏在那兒。我們只能夠說

「覺知感官對象（所緣）的是心識」。如果有人問它從

那裡出現，這是難以解釋的。它不能被指出。[158]

當然，可以肯定的是當「觀看」發生，它會在眼根

發生或反映出來。在聽到聲音後，「聽聞」在耳根出

現。在嗅的時候，香味來到鼻根裡。在進食的時候，味

道在舌頭被感知。在接觸到某一樣東西時，它會在接觸

點被感覺或認知；譬如說，當頭部被接觸，觸塵來自於

頭部。因此，所有這些五感是肯定被認知的。而想像或

計劃的心識，則不清楚它是從那兒生起。然而，注釋家

說它是從「心所依處」（hadaya vatthu）生起，即心的

實質，依賴於物質肉體（這無他就是心臟）。

西方的醫生有其本身的假設，指它從腦袋生起，這

個神經器官掌管感覺和思想。如果反思這一個觀點，說

心識於頭部生起是有保留的餘地。這是不能夠肯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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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觀照進行時不斷反覆生起的心識是類似的。過去

生的心識並沒有傳送至現生，而現在生所生起的心識也

不會轉至來生。」一位證知此事實的禪修者，將會斷

除稱為「常見」的錯誤見解，即是認為一個生命體或

「自體」整個地轉移至新生命之中，並會繼續住於這

個新身體裡面。這是如何把常見消滅。至於「斷見」

（ucchedaditthi），這是相信「死後甚麼都沒有了。如

果身體被火化，它會轉化為灰燼，變成肥料。並沒有所

謂一個再生或來世。」這種觀念就是所謂「斷見」。事

實上，只要煩惱還沒有根除，當死亡在某一生出現，心

識是仍然會繼續不停，[162]正如一個人在世時那樣。對

於一個還沒有脫離煩惱的人而言，心識會衝向感覺對

象。在陷入死亡時所突然出現的感官對象會永遠被記

著，不會被忘記或消滅。它會重複被心識思惟。因此，

在死亡的邊緣時，他在生前所作的行為將會映現在前，

而在思惟這個行為的期間，心識的力量會逐漸變弱、衰

退、凋謝，直至達到終止。在最後心識終止的剎那，一

個新的心識隨著新的生命體形成而生起。這個過程就是

所謂一個人在現生死亡後，新的生命的出現。換言之，

可以說一個人類、天人或動物出生，或成為一個生命

體。如果清晰地覺察和明瞭這過程，一個人可以說是完

關的心識鏈可以重複不斷地發生。[160]就此所需要知道

的是心識的發生，是連接著已生起或在其之前生起的心

念。這是一位禪修者透過親身內觀智慧可以清晰認知

的。不需要上課學習。只需要在心識每次出現時觀照

它。它是單獨地和分開地發生。這個事實將會親身證

知。禪修者然後明瞭死亡將會在每一生發生。在母親的

子宮受孕，再次受生，成為一個新生命體。整個實在的

現象發生過程，將會徹底被明瞭。

這能夠以下面的方式說明。如果心識在每一刻生起

時被認知，那麼將可以發現生起的心識會消逝散失。如

果以內觀智慧明白認知這種消逝的狀態，將會證知：

「畢竟，死亡的意思是指某類心識在死亡前一刻的消

失或終結。」心識一個接著一個地生起，像一條連續

的鏈子，當此事實被認知，那將會明白到：「現在一

刻的心識逝去，只會成為另一個生命新生的緣，沒有

其他，就是新的生命體。」這就是親身證知 [161]死亡

（cuti）和入胎再生（patisandhi）的智慧。如果一個人

正如所述，真實證知死亡和入胎再生，他將會斷除常見

（sassataditthi）；常見是指相信異教教義所指生命體、

靈魂（atta）、自我是永恆的。

「事實上，心識是即生即滅的。新生命所生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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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墩或蟻丘」是「物質身體」；  「煙霧」是

「想像」；「猛燄」是「作業」或「行為」；[164]「老

師」是「佛陀」；「學生」是「禪修者」。

「鏟子」是指「智慧」；「挖掘」是「精進」； 

「門閂」是指「無明」； 「蟾蜍」 是「瞋恚」；「道

路的交叉點」是 「疑惑」或「錯誤的觀點」。

濾水器

接 下 來 的 教 言 比 擬 為 一 個 濾 水 器 ， 稱 為 五 蓋

（nīvaranas）。鳩摩羅迦葉尊者提出的問題是：kim 

caṅgavaraṃ，即是「濾水器」是甚麼意思？佛陀對此的

回答如下：

Caṅgavāra’nti kho, bhikkhu, pañcannetaṃ 

nīvaraṇān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容器者（濾水器），是五蓋。

它的意思是：「噢，比丘！『濾水器』這個詞是表

示五蓋。」濾水器（篩）一般在古時使用，現代已經沒

有。一個濾水器是一塊絲網，讓液體可以穿透，從而把

物質過濾清澈並沉積在那兒。在古代，如果人們想要肥

皂，他們需要把肥皂溶解在水裡，然後過濾那肥皂水，

全遠離「斷見」，那種認為死後生命的連續會終結，或

生命的存在會完全消失的見解。這種智慧確實是非常寶

貴。

如果在心識生起的時候觀照，就能夠明瞭那個辨別

認知所緣的特相。亦可以辨別，認知作用即是傾向帶領

的能力；[163]還有現起，即重複生起和持續連接之前發

生的心識。如果能夠以特相、作用和現起認知心識，很

明顯其餘屬於心理的「蘊」（khandhās），所謂名法，

也將會被明瞭，當它們全部在出現之時被觀照。為了節

省時間，我只是很概要地說明，只引用了身體四大元素

之中的風大，其特相、作用和現起作為例子，讓你們淺

嚐一下法。這些說明在《長部》、《注釋書》、《相應

部》注釋等典籍有詳細解釋，因此是絕對無誤。

到了現在，應該已經很清楚知道，所需要認知的是

甚麼。因此，如果觀照所有的身體活動，這就等同於證

知身念住（kāyānupassanā satipatthāna）。它確認這套

觀照方法的可行性所帶來的智慧，如：在行走的動作觀

照，「行走」、「提起」、「推移」和「放下」。我肯

定這裡難以有讓疑惑生起的空間。因此，大門現在已經

打開，疑惑已經驅除，通往涅槃的路是清晰的。現在剩

下的是讓你們去禪修。讓我們誦讀以下的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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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感官享受及熱烈的欲望被縱容或享受，禪修是無法獲

得成功的。在觀照的過程中，標記「上」、「下」、

「坐」和「觸」的時候，心識會經常跑掉。佛陀就此曾

作出一個很好的例子，比喻心識好像一條離開了水的

魚。

水和魚：欲和心

就像魚兒在水中生活和尋求快樂，人類的心於感官

欲樂中安住和尋找樂趣。人類常常思想和計劃怎樣為自

己賺取生活，和在社交活動中履行他們的天職。這些身

心活動都是由人的熱烈欲望所驅使。這是為什麼貪欲

（kāmaguna）被稱為人的心識所居住的地方。如果心

識離開了貪欲的居所，這就像一條魚從水裡被拋出，並

著陸於地上。佛陀以偈頌的方式教導這個譬喻。這是一

篇極好的作品，如果一個人從禪修當中獲得更多的經驗

的話，這將會更明顯。[167]

Vārijova thale khitto, okamokataubbhato; 

Pariphandatidaṃ cittaṃ, māradheyyaṃ 

pahātave.

如把水中魚取出投擲於地時，牠會跳躍不

取出渣滓；那是一些來自純正肥皂的細小粉粒，用作洗

衣服。絲網的孔是很精細的，水可以很容易流過。[165]

同樣地，五蓋是通往聖潔生活的障礙和蓋覆，它們

分別是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一個人陷入五

蓋之中，則沒有善法能夠保留或維持。這好像水流過用

作濾水器的細孔工具，所有的善業會全部被篩掉或流

走。就此，善法特別是指禪定和智慧。不過，布施和持

戒的善業則會保留著。布施不會被五蓋的出現而受到任

何的影響，戒律也不會失去它的清淨性。因為如果沒有

實際的身體或言語犯惡行為，戒律的功德是不會破失

的。想像可能很胡亂，充滿欲想及貪、瞋的感覺，但戒

律是仍然保持無犯的。五蓋不能夠完全禁止布施和持戒

的善業。然而，事實上，五蓋可以阻礙禪定和智慧所生

的善業。

如果想著感官欲樂，禪定的功德是不能夠透過觀照

而成就的。如果強烈欲求富貴、長生及生意興隆等念頭

在一個人的心中浮現，毗婆舍那內觀智慧是不會有進展

的。[166]這些欲望和執著世間的情感是五蓋，將會阻礙

證得禪修（bhāvanā）的功德。

五蓋作為毗婆舍那禪修進展的障礙，與濾水器是可

以相比的。如果存在貪欲蓋（kamacchanda），那種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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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等現象。你將會發現心識經常會攀著感官欲樂。

這就好像魚在滾動、捲曲和顫抖，希望回到水裡的家。

這個躁動不安的心識，應當以觀照和標記驅除，以防止

它攀動（making reflection）。

如何驅除五蓋

因此，經上說pajaha caṅgavāraṁ，即是除去這個

濾水器。它的意思是說pajaha pañca nīvaraṇe（除去五

蓋）。這些五蓋應當在觀照期間一再的標記以消除它

們。消除的方式是在觀照「上」、「下」、「坐」和

「觸」時，如果心識攀著你的家，那麼便標記「攀

著」。如果心識游走及攀著你的日常家務或工作，標記

「攀著」。如果想像出現，標記「想像」並消除它。這

是一個非常好的消除五蓋的方法。[169]

此外，失望的感覺、惡意或瞋恚可能出現或生起。

這也應當被觀照、標記和消除。簡言之，如果昏沉與睡

眠（thina-middha）生起，亦應當透過觀照標記然後除

去它。接著，如果掉舉與後悔（uddhacca-kukkucca）出

現，透過觀照和標記驅散它。如果疑惑在心中生起，伴

隨各類想像，觀照和標記它們，然後驅除它們。這種疑

惑是在觀照時所發生的動搖的心或懷疑。

安；當把心帶離欲界以脫離魔界時，它亦

跳躍不安。

以平白的語言來說，上述的巴利偈句表示：「這一

條魚以水為居的魚兒，如果被取離其居處並丟在地上，

牠會顫抖和跳動，好像牠被襲擊和受傷而近於死亡，因

而非常渴望在水裡的家。」

人的存在可以發現到苦聖諦（dukkha saccā）構成

五蘊，即是色、受、想（saññā）、行（saṅkhāra）、識

（viññāṇa），它們都處於魔羅的領域，即是煩惱。因

為這些煩惱，生命於是存在。任何生命體都是不免死

亡的。換言之，死亡的發生是因為名色蘊（rūpanāma 

khandha）的出現。如果沒有色蘊或者身體的組成，死

亡是不會發生。因此，這些名色蘊均屬於煩惱這位屠夫

所管轄的領域。名色法都在這個殺手的手上，因此，他

們都必定要面對衰老、痛苦和死亡，不論他們在世界的

那一個角落，乃至天界或梵界也是如此。帶著這個物

質身體的你是不可能逃離煩惱的魔爪牙。要逃出這個

命運，[168]你所需要做的是把心安住在奢摩他和毗婆舍

那的處所。因此，我們應當加入禪修中心和進行修持活

動。以最大的專注反覆觀照「上」、「下」、「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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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界是很有名和廣為人知的。在這塊小小的紅寶石，

可以穿一個小孔，然後與其他好像黃藍綠白等顏色的寶

石連成一串。然後，把這塊寶石交到一個具有好眼力的

人，讓他放在手掌裡面細心鑑賞。如果他嚴謹地觀察，

將會清晰明確地知道這塊寶石和細繩是分開的。[171]那

塊寶石和串連的繩子將會被辨別清楚。那細繩也會被發

現是穿過寶石的細孔。同樣地，正在觀照和標記的禪修

者，將能在每次的觀照和標記中，清晰地辨別色法、觀

照的對象和認知的心識。

引用一個例子：當你標記「上」的時候，你們不是

會發現腹部內的支持性和移動嗎？然後，那觀照、標記

和認知腹部「上」的心識不是會變得明顯嗎？帶有支持

性的腹部上升活動是色法的固有的性質，而認知的心識

則是名法。腹部支持和移動的性質是色法，猶如寶石那

樣。標記和認知的心識是名法，猶如細繩。在每次的標

記過程中，標記的心識很快速地趨向所緣，正如細繩穿

過寶石的細孔。這是為甚麼攀向所緣的標記心識被比喻

作穿越小寶石的繩子。這是佛陀所給予的具體例子，顯

示透過「名色分別智」證知（realize）名色法特質區別

的方式。[172]這是佛陀所教導的至為可靠的教言，而且

與我們的禪修者所發現和證知的完全符合。同樣地，在

心清淨

如果這五蓋經過觀照和標記後消除，你們將會到

達「心清淨」的階段（citta-visuddhi），即是心識變

得清淨。如果你們真的傾向於禪修以獲得道與果，

首先必定要完成戒律的德行，稱為「戒清淨」（sīla-

visuddhi）。此後，這需要進一步徹底成就心清淨。

名色分別智如何生起

當你們到達這一個階段的內觀智慧，在每一次觀照

和標記之中，將能夠分別地認知那一個是感知所緣的心

識，[170]那一個是所緣對象。這個分辨名法和色法的智

慧就是「名色分別智」（nāmarūpa-parichedañāṇa）。佛

陀曾經以下述的例子清晰地說明和教導辨別名法和色法

的方式。

有一種稱為「貓眼石」的紅寶石是應當擁有的。這

種「貓眼石」是一種珍貴的石頭，呈灰綠色，如水晶般

清澈。有些人會在手上帶著鑲有這種寶石的金戒指作為

飾物。在佛陀的教導裡面曾經賦予這種寶石重大的意

義。因此我會引用這個為人普遍認識的例子。譬如說，

一塊出產自緬甸莫谷（Mogok）礦場的深紅色寶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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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別特質將會明確地被察見和認知。所以，在每次

觀照腹部的「上升」，那種繃緊或支持的活動是色蘊

（rūpakhandha），而進行標記的認知心識則構成了四

種名蘊（nāmakhandha）。兩者合共組成了五蘊。每次

當你們觀照和標記，五蘊將會被發現。這是為甚麼說

「尋找那隻烏龜」。烏龜的身體由肢體組成，分別是兩

隻前肢、兩隻後腿和頭，總共是五個。

此外，在每次觀照和標記  「下」、「坐」、

「觸」、「彎」、「伸」等現象時，你將會注意到五

蘊。在造作「彎曲」的動作時，如果你標記「彎」，所

發生的支持和移動是色法，而透過標記獲得的覺知則是

名法。名法是指四種名蘊，而色法只含一種色蘊。總共

是五蘊。[174]類似的特相也可以在標記其他身心現象時

被分別認知。不要在這些五蘊當中尋找快樂，而是觀

照、標記和去除它們。這是要點。

因此，經文所載的問題是：ko kummo?（烏龜是甚

麼意思？）而所給予的回答是：

Kummo’ti kho, bhikkhu, pañcannet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龜者是五取蘊。

每次觀照和標記身體活動時，區分認知這兩類現象的智

慧也是相類似的。

龜：五蘊

當名法和色法被辨別認知，你們將會發現五蘊。

這是為甚麼說：「五蓋非常類似濾水器，猶如狡猾

的烏龜類似五蘊那樣。」因此提到，如果觀照及標記

類似濾水器的五蓋，心將變得清淨。當心清淨，名色

法將會在每次觀照和標記之中被辨別認知。這兩樣東

西，名法和色法沒有其他，就是五蘊。一位正在標記

腹部上升活動的禪修者會感受到支持性。腹部的移動

也會變得顯而易見。這個「上升」活動的性質是風大

元素，以及是色蘊（rūpakhandha）的特相。標記覺知

是名蘊（nāmakhandha）。在名蘊之中，只會覺知感官

對象性質的，稱為識蘊（viññānakhandha）。在標記

時感受到快樂與喜悅，並覺知它們，這是樂受（sukha 

vedanā）。[173]如果只是中性的感受發生，沒有樂或

喜，這稱為捨受（upekkhā vedanā）。此受包含在受蘊

之中。認知「上升」活動的性質是想蘊。繫心專注以

認知「上升」和「支持」的性質，然後辨別它們是行

蘊（sankhārakkhanda）。如果這樣分析它們，這四種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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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變得強勁和成熟，所有這些法在開始到結束均會

被清晰辨別。當清楚地證知它們生起的一刻便開始消

散至完全分解，接著會發現它們完全消失，毗婆舍那

智慧於是發生，真實證知它們是無常。因此應當觀照

它們以認知現象生起的實相，正如早前所述。隨著三

摩地（禪定）變得強而有力，必須要標記和證知無常

（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的性質。只

有在成就這種體證後，你們才能夠解脫於連結五蘊的樂

受和欲求。[176]

如此，注釋家說：aniccam veditabbam，即應當認

知無常。Anicatta veditabba，即應當明白無常的性質。

Aniccānupassanā veditabba， 即應當了知無常隨觀。

注釋說，無常的意思是aniccanti khandhapancakam，

即無常是五蘊。如果留意身體（色法），它的生起和分

解的現象性質，主要是依賴身體而被認知。同樣地，名

法能夠以其真實性被了知和體悟。讓我們誦讀此教言。

名色法的生滅即是無常的性質。

無常的特相是明顯的，因為其瞬間的性質，不能耐

久而隨即消失。這如同轉瞬間的閃電。閃爍和消逝一次

發生。這就是無常性。你們標記現在發生的現象，然後

這個回答的意思是：「噢，鳩摩羅迦葉！『烏龜』

這個詞是指所謂『五取蘊』（upādānakkhandha）」。

五取蘊這個詞當中含有「取」（upādāna）這個字，即

是黏著感官對象的執取現象。這些感官對象應當透過毗

婆舍那的觀照驅散和消除，以脫離可意的欲樂。

因此，佛陀解釋說pajaha kummaṃ（烏龜應當

移除），意思即是「去除五取蘊」（pañcanne t 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adhivacanaṃ）。注釋書說其要點

是去除對於五取蘊的執取黏著。在毗婆舍那，我所作出

的根本教言是：

增長毗婆舍那智慧應當觀照甚麼？透過觀

照傾向於執取的五蘊，從而增長智慧。
[175]

在這教法裡面，「龜」是指與五蘊相關的法，而五

蘊應當被觀照、標記和去除的。

雖然五蘊應當被觀照和去除，但在禪修的初步階

段，只有五蘊的主要性質會被認知。在此階段，這些蘊

的生起和滅去和它們的無常性還不能被證知。只有支持

和移動的性質，會在觀照腹部上升的活動中被認知。所

以，這裡分別只有名色法特質的覺知而已。當專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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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透過內觀智慧被認知，苦和無我將會自動地被明

瞭。

為無常所逼迫是「苦」。這種「苦」本身是「無

我」的。作為法，它們是基本上相同的，雖然名相上它

們是不同。所以，如果認知無常，苦會被明瞭；如果認

知苦，無我也會被明瞭。現在這裏並沒有足夠的時間詳

細解說有關無常、苦和無我的智慧是怎樣生起的。因此

只能給予各位一個概要的說明。

如果無常被清晰地看見，苦將會被看見和認知。如

果認知苦，無我也將會被觀察到。當觀察到無我，涅槃

法則會被發現。如果你們想達至涅槃，應當跟隨這條道

路。不過請記著，一個人應當具備正確成熟的智慧才足

以證得涅槃。涅槃不能夠僅僅透過一次觀察到無我而達

至的。

如果在每次觀照現象發生時，能夠真實證知無常、

苦和無我， [179]這等同於去除稱為「烏龜」的五蘊。

如果你不能觀照，你是不會產生「無常」、「苦」或

「無我」的智慧。如果你在每一刻的看、聽、觸、知

產生樂受，隨著它們的生起，你將會認為它們是「永

久」（常）、「快樂」、「好」、「我」、「他」、

「男」、「女」等等，然後對它們感到高興。這是對那

你們將會發現它們的出現是立刻伴隨著消失。這是無常

性的證明，不會一刻停留。

無常的真實特相只有當你們親自經驗它的時候才能

親身體證。也只有如此，[177]與無常性關聯的真實智慧

方能增長。這僅可以透過正確的觀照而成就。

當這種真正的內觀智慧得到成就，它可以引領你至

聖道智和果智。平常世間人可能錯誤認為，從嬰孩時期

到現在的成年階段的心識，是同一個持續沒有間斷的

心。這是所謂「相續」（santati）的觀念，類似錯誤地

認為一長排白蟻是一條長線。要去除這個覆蓋真理的障

礙，便應當觀照和標記每次心識的生起。

當覺知得到增長，生起的心識或念頭也變得明顯，

可以辨別成一節接著一節。然後，證知到這些心理現象

不停地突然的生起和消失。它們被發現是無常的，而無

常的實相和它短暫的性質將會清晰地被體會。

以受蘊或感受為例。痛楚或刺痛一般可能被認為是

維持頗久的現象。如果細心地觀照和標記，每次標記它

為「痛」、「痛」，將會發現這種痛的感受是單獨地生

起，而且會消逝。就如同一群的白蟻被一個一個分開一

般。[178]痛楚生起然後消失，這種變遷的狀態顯示著

無常性。所有身體的活動以同樣的方式發生。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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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楚了知每次觀照和標記時，所出現的身心現象過程

的開始和結束，及期間感官對象的生起和消滅。

這種精確覺知現象變幻無常、快速生滅的智慧，

是生滅智（udayabaya-ñāṇa）。再者，當此生滅智變

得成熟，在每次它被標記時， [181]感官所緣的壞滅較

其生起會更為明顯和變得顯著。這種在每刻觀照能知

心與感官所緣成雙地散滅的智慧和覺知，稱為壞滅智

（bhaṅgañāṇa）。在觀察到能知心與感官現象不斷內外

分解和消失，禪修者將明白「一切皆不可靠，諸行十分

可怖」。這稱為怖畏智（bhayañāṇa）。這種怖畏的覺

知發生後，被覺知的所緣和能知心的相繼出現，禪修者

會認為它們在各個方面均是有過患和不樂的。這是所謂

的過患智（ādīnavañāṇa）。如果，能夠從這種智慧所證

知的眾多過患，聯繫到貪欲的樂受，這將會類似大刀

（Dah）和用作切肉的木砧板。

大刀和用作切肉的木砧板

因此，有關於那個問題：「大刀和用作切肉的木砧

板（ka asisūnā）的意思是甚麼？」佛陀給予這個回答：

Asisūnā’ti kho, bhikkhu, pañcannetaṃ 

隻「烏龜」產生喜悅。等同於對五蘊產生快樂和快感。

為了避免對烏龜產生快樂的喜悅感，所以勸告要去

除它。去除的方法是在每次身心現象生起時觀照，如果

這樣做，你將會能夠辨別名法和色法。隨著你繼續觀照

和標記，它們的生起和分解將會被認知，這將會引領你

證知與無常、苦、無我相關的法的智慧。如果獲得這種

智慧，執取便不能夠發生，不會認為它們是永久的。這

將能阻止煩惱的生起。否則，你仍然會有一個錯誤的觀

念，錯誤地執取事物認為是美麗、良好、快樂、精美、

有「實體」或「個人」。[180]

去除那隻大「烏龜」的意思是去除「五取蘊」。因

此，每次「五取蘊」出現的時候觀照它們，這就符合此

經所說的教法。

接著，問題來了，應當觀照這稱為「烏龜」的「五

取蘊」到甚麼程度，然後去除它們？答案是：應當觀

照直至「隨順智」（Anuloma-ñāṇa，這是轉向聖道入口

的智慧），它的發生與種姓智（gotrabhū-ñāṇa）、聖道

智（ariyamagga-ñāṇa）有聯繫，然後應當跟著去除。當

這種去除在觀照的期間進行，身心現象的生滅將被認

知，導致無常、苦、無我的特相變得明顯。當觸知智

（sammasana-ñāṇa）的思惟智慧變得強壯，禪修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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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的安排關係，在此將不能夠詳細講解。簡

言之，這句經文的意思是：「去除這大刀和切肉的木砧

板」，即是透過「過患智」觀照五欲分，消滅對於感官

欲樂的執取。

在透過「過患智」覺察存在過失的狀態後，行者

對於所有被觀照的一切感官所緣不會生起樂受，乃至

觀照的心和所有反射的情緒（reflective moods）也是如

此。事實上，心會變得生厭，還有反感。對於生起的

身心現象之實相徹底認知，而沒有樂受。這是厭離智

（nibbidāñāṇa），不滿和厭倦的智慧。

佛陀教導這種智慧的生起如下：

Rūpesupi nibbindati：於所見色生厭；

Cakkhuviññāṇepi nibbindati：於眼識知

及見生厭；dhammesupi  nibbindat i：
[184]於意所識諸法生厭；manoviññāṇepi 

nibbindati：於意識和標記生厭。

當 厭 離 以 上 述 的 方 式 發 生 ， 便 會 生 起 捨 棄

或 從 這 身 心 個 體 中 解 脫 的 欲 望 。 這 是 欲 解 脫 智

（muñc i tukamya tāñāṇa）。希望獲得釋放，應持

續如常繼續觀照。當再次如是觀照，特別的覺知

kāmaguṇān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大刀和用作切肉的木砧板是指五種

欲分。[182]

上述的回答表示：「噢，鳩摩羅迦葉！『大刀

和用作切肉的木砧板』這個詞指『五欲分』（panca 

kāmaguna）或者五種感官欲樂，即是可意的色、聲、

香、味和觸。」如果一個人要切一塊肉，應當在把肉置

於平放的木砧板上，然後用大刀切割。同樣地，煩惱的

「大刀」正在切割和撕開一切有情眾生，以五欲分作為

根本（木砧板）。它的意思是說，因為煩惱而縱情沉溺

於五欲樂中，人們於是受束縛和痛苦。為了獲可意的感

官快樂，一個人需要付出重大的身心勞力。在這樣做的

時候，如果犯下某些不正當的惡行或邪惡，那個人便會

在死後墮落四惡道。這類似一個人被置於五欲分的木砧

板上，然後被貪欲（rāga）的「大刀」殘忍地虐待和切

割。除此以外，縱然一個人憑著善業而幸運地轉生人界

或天界，他最終也將面對死亡。死亡是任何生命體所無

法避免的。一個人必須面對死亡，這是因為煩惱所帶來

的苦。[183]就像把他放在五欲分的木砧板上，然後以煩

惱的「大刀」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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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是喜的染著（nandirāga），即是貪欲，傾向於執著樂

受。」食肉的人或者非素食者一般非常喜歡肉。獅子、

老虎、豺狼、老鷹、烏鴉或其他類似的猛禽類亦喜歡

肉。所有這些渴求肉類的動物一般都會纏著它。特別是

螞蟻、烏鴉和狗會被嚇跑。蒼蠅也喜歡成群地圍繞在肉

上面一起分享。牠們也很喜歡肉。同樣地，所有人都喜

歡樂受並執著它。甜美的音樂和優美的旋律也是為人所

愛著。人們喜歡嗅香味和吃美食。他們希望享受快樂的

觸感，和沉醉於夢想裡面尋找快樂。這種心的傾向是喜

的染著。對於他們來說，生命是非常可樂的。就算在聆

聽佛法，他們也僅會在可意的話或喜的染著生起時才欣

賞。他們想聽到好的、幽默的和有趣的故事。[186]

就文學而言，一般人不太享受閱讀聖典，覺得好像

乏味無趣。這是為甚麼現代的小說和浪漫故事或漫畫永

遠是銷售量最高的。人們都喜歡這類讀物，懷著強烈的

嗜欲，熱愛於閱讀它們，因為那些作家擅長於刺激人們

對喜的染著。就算是悲慘或驚慄故事，雖然人們知道它

們是虛構的，但還是會使他們生起憐憫、同情、驚嚇、

憂慮或憤怒的心情。因為受到喜的染著所刺激和推動，

人們花費許多的金錢購買這些讓他們深感興趣的書籍。

他們也鍾情於戲劇、演唱會、電影或流行音樂，因為讓

將會轉起，它是非一般的。這種特別的覺知稱為

審察智（paṭ isaṅkhāñāṇa）。當此智慧成熟，能夠

平等觀察身心現象的智慧便能生起，這是行捨智

（sankhārupekkhāñāṇa）。在毗婆舍那的智慧之中，此

智慧是最殊勝的（除了隨順智‘anulomañāṇa’）。因此，

當此智生起，一個人會感覺愉悅，讓他快樂和產生強烈

渴求佛法的熱情―「法欲」（dhamma-rāga）。如果

不能夠丟棄這種熱情的情緒，便不能證得聖道、果智

（Ariyā-magga-phalañāṇa）。所以，消除這法欲是至為

重要的。

一塊肉―喜的染著

在全部十五個謎題中，它被給予maṃsapesī的名

字，即是「一塊肉」，考慮到其重要性。因此，為了

回應那個問題： [185]「『一塊肉』這個詞是指甚麼意

思？」，佛陀回答道：

Maṃsapesī’ti kho, bhikkhu, nandīrāgassetaṃ 

adhivacanaṃ.

比丘！肉臠者是歡喜於貪染之謂。

它的意思是：「噢，鳩摩羅迦葉！『一塊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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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透過觀照及標記移除或驅去。當然，這在去除烏龜的

時候已經包括了。如早前所述，在超越這個階段後，毗

婆舍那智慧最終將會發展至行捨智。

在證得行捨智後，標記變得暢順、良好和容易，
[188]不需要特別用力去標記和識知所有正在發生的現

象。對標記的覺知和身心現象的生滅變得自發，而且敏

銳的心識會持續生起超過五、十、二十或三十分鐘，甚

至一、二或三個小時，完全沒有任何身體的不適，例如

僵硬、刺痛、酸痛、灼熱或疲累。在保持坐禪的姿勢

時，會覺得鬆弛和舒服，並認為這是愉快的。這種懷著

滿足的欣賞也是喜的染著。對這種滿足感的覺知應當持

續地觀照和標記，如果堅持著，就可以逐步增長發展，

邁向更快的覺知和標記過程。這就好像在一場賽跑贏出

前作最後的衝刺一般，被標記的心會在一瞬間重複出現

然後消失。最後達到徹底停止和完全消滅名色法生滅現

象過程的狀態，然後突然間，頓證涅槃。在獲得這樣的

取證後，對涅槃、聖道智和果智的證知便發生。這是須

陀洹的道智和果智。這是在驅除喜的染著之後，證得

道、果階段的方式。[189]

在成為須陀洹（入流）證得初階的道和果後，如果

他繼續禪修和觀照，可達致行捨智，但是喜的染著仍可

他們感到高興快樂，事實上這些都是在刺激喜的染著。

某些人很享受品嘗美酒，據說使他們感到愉快和脫離。

他們都被喜的染著支配著世間的生活。這些喜的染著是

粗糙的，並且應該在初期的階段驅除。它應該在觀照的

過程中被消滅。事實上，這包含在最初驅除感官欲望

（kāmacchanda）之中。如果喜的染著的粗糙型態不能

在最初的時候被驅散，那麼就連來到講經現場聽法都不

可能，不用說深入禪修了。

那些沉醉於喜的染著所產生快樂的人，是不會來到

寺院或佛塔的。 [187]他們不願意來到這類聖潔的地方短

暫逗留以培養善根。還有，在觀照的過程中，喜的染著

也可能出現。當行者享受於思惟各種生起的現象為無

常、苦、無我的實相，如早前所述，他可能只如是標記

它們。在如此觀照和標記時，現象的生和滅變得非常明

顯和清晰。然後，他的身心可能會感到舒暢並變得寂

然。感官對象好像自動地生起，而覺知也變得自然。在

那一刻，當觀照和標記是正確地進行，明亮的光可能會

出現。行者可能感到好像在空中飛舞或波浪中滑翔。心

變得輕快，感到慶喜（pīti）。在此交匯處，他可能對

現前所發生的狀態感到快樂和滿足。這表示對於法感到

快樂和滿足。這也是一種喜的染著，一塊小小的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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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

上述的意思是因為對於行捨觀智產生執取的貪欲

（rāga），並因喜愛而繫著，於是便投生於淨居天。然

後，在淨居天成為阿羅漢後，當壽命完結，他將進入

般涅槃（parinibbāna）。這個教誡（desanā）說明如何

因為這稱為喜的染著的「一塊小肉」，會妨礙於現生

取證阿羅漢。因此，喜的染著應當要去除或消滅。經

文pajaha maṃsapesiṃ（除去那一小塊肉），意思即是

pajaha nandīrāgaṃ（除去喜的染著）。這是佛陀自己的

說明。注釋書解釋這句話「除去喜的染著」時，指出它

的意思為「證得阿羅漢道便徹底除去喜的染著」。

所以，教言是：「那一塊肉是甚麼？它是

貪欲，人的愛欲，它會帶來對欲念的執

著。」[191]

龍：阿羅漢

如果一個人的毗婆舍那智得到進展，在去除此快樂

的感受之後，他將立刻證得阿羅漢的道和果，而成為一

位阿羅漢，完全解脫於喜的染著。當他成為阿羅漢，解

能出現。如果因為喜的染著而發生對法味沉溺，滿足於

所感受的體驗，便需要再繼續觀照、標記和驅除它，然

後他將達到斯陀含道、果的階段。此後，這名斯陀含如

果繼續觀照和標記，逐漸便邁向行捨智，而且嘗到法

欲。這時所體驗到的感受是美好和快樂的。如果他對這

些感受覺得適意和快樂，並沉醉於它，那麼毗婆舍那智

將停滯不前。然而，如果能夠觀照和標記這種喜的染著

（那一塊肉）並除去它，則可證得阿那含道和果。他將

成為阿那含。

在成為阿那含後，如果他繼續精勤地觀照，將取

得漸次的進展。當達到行捨智後，法味會極為甜美和

愉快。如果他滿足於這種美好和適意的行捨智所產生

的快感，他便會為法欲，亦即法喜（dhamma-nandi）所

縛。[190]如果他僅對此稱為「一塊肉」的法欲作一般的

觀照，而不能驅除它，便不能取得進一步的觀智。這個

人在死後，將投生至梵界的淨居天，因為他無法在此生

證得阿羅漢道和果。有關於此，過去曾有如下的教導：

teneva dhammarāgena tāya dhamma 

nandiyāti opapātiko hoti tatthā parinibbāyi.

因為那法貪、法喜而化生，於彼入究竟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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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烏龜是蘊；木砧板是愛慾（kāmā）；一塊肉是喜

染；神聖的龍是阿羅漢。」

敬拜龍

在發現這條「龍」時，那位婆羅門老師曾經講過應

該怎樣做。他所說的如下：

Tiṭṭhatu nāgo, mā nāgaṃ ghaṭṭesi; namo 

karohi nāgassā

龍應留之，勿觸於龍、應歸命於龍者。

這是說：「讓那條龍留在原處。不要干擾或傷害這

條龍。可以尊敬和禮拜這條龍。」它的意思是在成為阿

羅漢後，再沒有需要做的事情或沒有必要去除它。

敬拜龍的態度

這句經文「 可以尊敬和禮拜這條龍」是甚麼意思

呢？它表示：「當他本身成為阿羅漢後，他實際上已經

發現佛陀這位真正阿羅漢，那神聖的龍。」[193]因此，

禮拜佛陀，無上士，作為一位阿羅漢，他已經發現了神

龍，這位佛陀、真阿羅漢。阿羅漢至誠地和自發地禮拜

佛陀，不用任何人的指引或誘導。禪修的人們對佛陀所

脫於所有的煩惱後，他於是遇上了那位阿羅漢，即是

「龍」！因此，佛陀對於那個問題：ka nāgo?（龍是甚

麼意思？），回答說：

‘Nāgo’ti kho, bhikkhu, khīṇāsavassetaṃ 

bhikkhuno adhivacanaṃ.

比丘！龍者是漏盡比丘之謂也。

上述回答的重點是：「噢，鳩摩羅迦葉！這個詞

『龍』意指一位阿羅漢。」經文說發現了一條龍，表示

那個人本身已經證得阿羅漢果，成為阿羅漢。作為解

脫於一切煩惱的阿羅漢身分，他親身發現了這至上的

『龍』（佛陀），並清楚地知道佛陀是真正尊貴的阿羅

漢。因此，這相當於遇見神龍―至上的佛陀。他本人

解除了一切煩惱及盡除諸漏，他絕對確定和感到欣喜，

知道佛陀以其自證的無上智慧，解脫於所有煩惱的束

縛，作為覺悟者而弘宣正法。這就是佛陀或神龍如何被

發現。[192]教言是：「龍是甚麼？這是指一位阿羅漢，

他盡除諸漏（āsavo），包括對欲樂之貪、對有（存在

或生命）之貪、邪見漏和無明漏。」教法的內容到此為

止。

讓我們重誦最後的回答。「要記著，五蓋好像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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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佛陀降伏諸苦終生說法，廣度群萌。這是阿羅漢禮

敬佛陀的方式。讓我們銘記心中，我們透過遵守及修習

過去的眾多教法，得明諸法的實相，如此，我們應以至

誠心禮敬至尊佛陀。

世尊在證得無上的覺悟後，如果不說法不弘法，其

實可以免去許多的困難與障礙。如果他安住於禪定和

果等至（phala samāpatti），他可以享受寂滅之樂。然

而，[195]他並沒有尋求自身的安樂而住於寂滅樂中，他

為著眾生的利益安樂，不分晝夜亦不休息，說法整整

四十五年。因此，讓我們再次以深心禮敬佛陀，並誦念

以下的經文：

Buddho so bhagavā bodh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佛世尊為菩提而說法

眾生皈依於世尊，得獲清淨的庇蔭和保護。世尊透

視徹證四聖諦，以深廣大悲、無盡智慧與洞見宏揚此

法，讓一切眾生得見正法之光。

有五首簡潔的讚頌，在禮敬佛陀時應當謹記：

一、 自覺自悟薄伽梵，證見真理不由他，清淨明耀

作的禮拜是最高的，因為他們體驗到法的味道。在巴利

經藏的《中部根本五十經．小薩遮迦經》（Culasaccaka 

Sutta, Mūlapaṇṇāsapāḷi, Majjhima Nikaya）曾教導應如何

禮拜。

Buddho so bhagavā bodh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佛世尊為菩提而說法。

佛陀的確是妙極，真正應為世所恭敬和皈依，他洞

徹了悟四聖諦，以遍知智、平等大慈和深廣大悲教導我

們和一切眾生正法的真諦。

佛陀透過廣引譬喻和論述，詳細教授四聖諦，指示

我們逃離世間憂苦之道，其精髓內容將會概要地說明。

觀照每一刻從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及六受所

生起的現象。三藏的精髓包攬無遺。 [194]六門，亦即

眼、耳、鼻、舌、身、意所生起的感官現象必須全部觀

照。每一根門（dvāra）有五個相應的特性。六乘五是

三十。如果觀照此三十種法以了知法的實相，便可證得

阿羅漢果，最終引領至涅槃的取證。簡潔地講解，這已

經足夠清晰了。以這樣子簡化的方式教導，某些人可能

未能明瞭。三藏經、律、論是相當龐大的。以甚深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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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遵照佛陀的教導修習的人會變得有禮和文明，
[197]而且在精進修持方面的能力更加大幅提高。這是佛

教的生活文化所孕育的利益。在個人的身體行為和語言

方面，這些人會變得端莊、溫和及高貴。道德的培養，

能夠促使人們戒除殺生或傷害別的眾生。語言上也是，

他們會避免妄語及戒除挑撥人們的是非。這將使一個人

變得有高度文化和文明。但是，這只屬於戒律的範圍以

內。在禪定（三摩地）的範疇，如果一個人真正用心修

習法，怨恨或惡意將無從生起。在智慧的範圍內，如果

一個人認真以信心虔誠修習，煩惱的邪惡種子是不會長

養的。因此，熱烈的慾望，如貪欲、瞋恚等將不會生

起。

在佛教文化的角度而言，在佛還沒有出現以前的古

代，人們是頗為原始及粗野的，因為人的欲望不受控制

和放任的。按照典籍所載，佛陀的教法是在阿育王的

時代傳至緬甸，這是佛陀入般涅槃後二百三十六年的

事情。那時候派出了佛法使團到九個國家和九個地區

宏揚正法。[198]其中一個使團曾到訪的地方，叫做金地

（Suvannabhūmi）。大多數人認為古代的金地應該是緬

甸的達通（Thaton）。但是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印尼的蘇

門答臘島。佛陀的教法很明顯曾經在達通盛極一時。佛

世間解，示諸眾生實相理。

二、�自除一切諸愛渴，所生煩惱眾毒害，妙法調伏

諸眾生，趨向正見妙樂道。[196]

三、 心淨已達於寂滅，獲諸聖賢解脫心，導眾生得

心明瞭，猶如佛般調柔靜。

四、 佛已離諸生死海，亦度眾生免憂苦，達於涅槃

寂滅岸，永離三界輪迴海。

五、 世尊已除貪欲火，有漏煩惱亦無餘，以正教法

度眾生，去諸世間煩惱縛。

有關上述的內容，第一首讚頌已經在以下這經文中

表達：

Buddho so bhagavā bodh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佛世尊為菩提而說法

而第二首則是如下：

danto so bhagavā damath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調御者之世尊，為調御而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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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為後來受到穆斯林信仰的衝擊，領導者將該國變為

伊斯蘭國家，現在印尼的佛教徒很少。在我逗留的期

間，經過觀察那兒人們的活動，讓我回想佛經裡面的一

句話：

Buddho loke samupanno hitayā sabba 

paninam.

佛陀為利益一切眾生故出現於世

佛陀出現於世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現在已經過了

兩千五百年。那些終日忙著馳走他方和幹活的人們，看

來對於佛陀的出世並沒有任何知識。一般而言，就算是

在緬甸國內的村鎮，雖然現在全村都是佛教徒，但是我

想這種情況[200]，在這些地方始終會有湮沒的可能。如

果真的如此發生，事情將會糟透了。

我們應當時常警覺，保衛佛法不至於衰落或受到破

壞，而保衛的方法就是親身修習戒、定和慧。特別是應

當努力修習業處禪法以達至須陀洹的果位。更重要的

是，鼓勵和誘導我們未來的後人，子、孫乃至曾孫等等

繼續修習禪法以保存和延續佛法的珍貴傳承。

我們所歸命依靠的佛陀，已經除滅一切煩惱、遍知

及具足威儀，以其洞見和甚深智慧展示我們修行的道

法應該是從蘇門答臘傳至緬甸的達通。在那段日子，

須那尊者（Sona）和鬱多羅尊者（Uttara）來到緬甸弘

法。看來緬甸從那時候起傳承了佛教文化。從文明和文

化的角度來看，在此以前的緬甸人們還沒有發展，因此

他們必定是在這二百三十六年的教法以後才變得優雅和

有教養。這只是就下緬甸而言。根據緬甸歷史，約於

公元1044年－1077年16，當上緬甸由著名的阿努律陀王

（King Anawrahta）管治時，他邀請了辛阿羅漢（Shin 

Arahan）宏揚正法﹝此後從蒲甘（Pagan）王國廣為流

傳〕。佛教文化自此在緬甸蓬勃起來。

因此，保留和維持由我們的歷代祖師從佛陀時代傳

承下來的佛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不能夠修習佛

法，[199]這麼美妙的教法將會湮沒或消失殆盡，而如果

此教法散失，人們將不會明瞭甚麼是佛或甚麼是法，而

被各種各樣的惡業和邪惡行為牽引至無底的深淵之中。

如果深入地思考，這樣帶來的可怕結果是無法想像和不

堪設想的。

約在五年前，我曾經到印尼進行一次弘法活動。那

兒還留下了一些過去佛法盛行的痕跡。不過，那兒的佛

16 原文作「公元 940 到 950 年」，今按維基百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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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由四條瀑流（-ogha）組成，分別是：欲瀑流（kāma-

ogha）、有瀑流（bhāva-ogha）、見瀑流（ditthi-ogha）

及無明瀑流（avijja-ogha）。欲瀑流是欲愛的水流，感

官欲望的洪水。這個洪水形成漩渦會把人捲走甚至殺死

他。同樣的命運或災難也會降臨在被愚痴的漩渦捲走

的人身上。如果這個人有能力行善，[202]如布施及守戒

等，他可能會生到人道或天道等善道（sugati），短暫

地獲得安穩。不然，造作惡業，如殺生、虐待、偷盜、

搶劫、欺詐及不法行為，他將會墮進四惡道。流入奪命

的愛欲瀑流。

那些曾在今世造作善業的人，將會在死後投生人

道或天道，在那裡，他們除了需要經歷各種身心的憂

傷和痛苦，而且會再遭受生老病死的悲慘過程。這是

在愛欲之流漂浮，趨向愛欲的善道。有瀑流（bhāva-

ogha）意思是攀著在梵界之中，色有（rūpabhava）

及無色有（arūpabhava）的舒適狀態。在這些生命狀

態，死亡還是無可避免的。這等於捲進稱為「有」的

瀑流而致死。見瀑流是錯誤的見解或者錯誤的教義，

稱為邪見（micchāditthi）。無明瀑流指接受和承認常

（nicca）、樂（sukha）、我（atta）的錯誤觀念，而不

是接受法性無常、苦和無我的正確觀念。[203]因為這種

路，究竟解脫於煩惱的不淨，猶如佛陀所得的成就。

善哉　  善哉　  善哉

santo so bhagavā samath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寂靜者之世尊為寂靜而說法

我等一切眾生所依止的世尊，其心已達於寂滅，離

於欲望和感官的執取，[201]他以悲願饒益眾生，使獲內

心的寂靜，並以前所未有的無上智慧，善巧地教導我們

證見諸法的實相。

善哉　  善哉　  善哉

tiṇṇo so bhagavā taraṇāya dhammaṃ deseti.

彼度者之世尊，為度而說法

我等所歸命的世尊，已渡過生死輪迴的大海，到達

涅槃的彼岸，他以無量的悲智教導法的實相予一切眾

生，讓他們逃離憂苦和超脫輪迴。

善哉　  善哉　  善哉

所有眾生皆在輪迴的瀑流中流轉。此輪迴的大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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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蟻丘經》的講解已經到了尾聲，內容已

經頗為全面。猶如在經中所述，鳩摩羅迦葉尊者在

證得道果，消除一切愛渴後，成為了阿羅漢。不久

後，有一次，世尊稱許鳩摩羅迦葉尊者為「至上者」

（Etadagga），讚歎他是眾弟子中最尊貴和淵博的出家

人，能以微妙和獨特的方式示導佛法。讓我們重溫講座

的內容，誦讀一些經文格言。

結語

看著一個大蟻丘，晚間噴煙，及日間噴火

焰，那尊貴的老師向他優秀的學生建議,

為了尋求事實的真相，利用鏟刀鋒利的邊

緣挖掘它，出現了一個門閂、跟著是一隻

醜陋可厭的蟾蜍、一個交叉路、濾水器、

狡猾的烏龜、大刀、剁肉的木砧板、一塊

結實的肉及一條神聖的龍，因此有次序地

製造了十五個謎語。

一、 土墩（蟻丘）是身體；煙霧是想像；猛燄是造

業行為；老師是佛陀；而學生則是睿智禪修

者；你們應好好記著。[205]

無明和邪見，一個人將會墮在四惡道，伴隨著憂惱與各

種痛苦。就算是人間和天界，一個人都會經歷數之不盡

的苦。在梵天也是，死亡無可避免。因此，這無異於把

一個人捲入稱為「無明」和「邪見」的瀑流，衝擊他致

死。

佛陀因此教導這尊貴的正法，救度一切眾生脫離輪

迴的大海，不至於到處流浪在持續不斷的生死業流，往

往復復，究竟達至彼岸不死之界，即是涅槃。所以佛陀

勸導我等所有眾生盡速體解法的實相，勤修解脫了生

死。

善哉　  善哉　  善哉

parinibbuto so bhagavā parinibbānāya 

dhammaṃ desetī.

彼涅槃者之世尊，為般涅槃而說法也。

真正值得我等所禮敬的世尊，在消滅所有欲望後，

以圓滿的智慧與慈悲示導一切眾生正法之光，饒益一切

眾生，讓他們究竟滅盡所有煩惱。

善哉　  善哉　  善哉[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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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鏟子是指智慧；挖掘是指辛勤；門閂是無知；

蟾蜍是瞋怒；交叉路是疑惑；這些解釋大家要

記著。

三、 濾水器比擬五蓋；烏龜是蘊；木砧板是愛慾；

一塊肉是喜悅；神聖的龍是阿羅漢。你們應當

銘記在心。

毗婆舍那的利益：

若見無常，則得見苦。 

若得見苦，則見無我。 

無我顯現，速至涅槃。 

若見涅槃，諸惡道盡。

希望於此會中的所有善男信女，以至心諦聽《蟻丘

經》講解的善業，得以永離一切危難，精進修持此經中

所教導的毗婆舍那禪法，經歷各個毗婆舍那智的階級，

到達究竟的聖道智，速疾證得涅槃之樂，圓滿解脫一切

憂苦。

善哉　  善哉　  善哉 [206]

附錄
情商EQ？智商 IQ？

譯者：歐陽婉楠

美國哈佛大學一位心理學家，丹尼爾．高爾曼

（Daniel Goleman）先生提出，一個要成功的人需具

備的不是量度個人智力的商數（IQ）；而是情緒商數

（EQ）。根據他在過去10年對1000名工人的研究，

25%的工人憑著個人智商取得成功，其餘75%則是以情

商取勝。高爾曼發現，一名工頭非常有智慧，是一位拿

到大學學位的高教育人士，卻因為個人的情商低而未能

在工作上取得成功。他必須離開他的工作。另一名工頭

雖然智商較低，亦沒有學位，卻憑個人的高情商使他在

主管工作時取得成功，更成為了公司的合夥人。

情商（EQ），是以個人的性格及素質來量度其情

緒商數的方法。一個具有高情商的人有以下素質：

1. 有自我評價的能力

2. 有控制一時衝動的能力

3. 自我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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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別人的同理心

5. 在適時提出讚美的能力

6. 有良好的分析力和正面思想的能力

情商是遺傳自父母。父母擁有高情商，其子女自然

地將成為高情商的人；相反，低情商的父母的孩子亦偏

向低情商。有見於此，「虎父無犬子」。

就是說，當父母人品佳，其子女也會佳；相反亦

然。由父母身上遺傳了情商，孩子從壞父母遺傳了他們

的壞素質而不能取得成功。問題是，如果沒有改進的機

率，哪自然界是否公平？這問題是有答案的。答案是：

這人必須被引導以提升情商。我想指出的是，當一個人

從父母身上遺傳了情商，同時其只是從父母身上遺傳了

50%的智商。

根據一位心理學家的研究指出，我們的智商有50%

來自父母。這50%的智商是不可能改進或毀壞的。而餘

下的50%是從我們的環境、老師和指引中獲得。當一個

人在一個低智商的環境下成長，又只有低智商的老師和

長輩的指導，其剩餘的50%智商亦不會高。我想說出的

道理很簡單，雖然我們來自父母的一半智商是不能改

變，但另外的一半卻能因我們的環境及老師增進或減

少。

我已經解說了智商，而情商才是根本。我不希望你

以為我覺得智商是不必要的。一個具備高智商及高情商

的人必定能夠攀上高峰。若一個智商低卻情商高的人，

亦有可能攀上高峰。若一個有高智商卻低情商的人，他

大概可以攀上某個位置，卻不能達到高峰。一個未能擁

有「點金術」的人。如果父母未能為孩子遺傳點金術的

情商能力，孩子便要靠自己建立這能力。我將解釋所需

條件。改變個人的情商層次：

1. 準確地評估你的狀況

2. 正確認知後，需趕走驕傲、趕走失落。不要令自

己的理智走向極端。

3. 抑制你的情感。別輕易地讓自己傷心或生氣。

4. 處理問題時，應培養平和的心情。保持冷靜。

5. 要有同理心。試著公平地施與授以獲得別人的喜

愛。

6. 制定指引。立即著手處理任務或計劃。別拖延工

作；應準時完成工作。

7. 保持開放及誠懇。正面思考。

8. 以有意義的方法嘉許別人。

9. 明白遵守紀律的意義。試著遵守紀律。

就以上的各點，你擁有哪點，又少了哪點？評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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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試著填補所缺少了的。那你將成為一個具情商的

人。當你成為擁有「點金術」的人時，你將能把這傳統

一直傳給你的後裔。你亦可以試著把從父母身上遺傳到

的情商變得實在和強大，而你亦有可能把得來的情商摧

毀。我們可以把自己變好，同樣亦可把自己變壞。若你

擁有高情商但低智商，或者你可選擇到環境好的地方生

活，以使你的孩子能從這環境中得到你未能給予他們的

東西。希望你能遇上好的老師。我想說，同時擁有情商

及智商的人是最好的。

摘錄自高杰（Kaung Htet）「你會走金之路嗎？你

會走銀之路嗎？」（“Will you walk the Golden Road?  

Will you walk the Road of Silver?＂）

－區妙左（Aung Myo Kyaw）

－由瓦濟拉烏達（Vajiravudha）將緬甸文原文翻譯

成英文版

2007年4月7日，早上10時30分，你可以見

到一張張快樂的面孔，他們是來自CA-3

的學生們。

年青人熱誠地尋找、追求知識。沒一人例外。這是

學習的時間。當人在尋找這一種教育時，人們可以發現

高智商的人都走在低智商的人前。其時，低智商的人很

是氣餒。我想指出的是，雖然人們說高智商很好，事實

上，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個人必需的不只是量度個人

智慧的智商，而量度個人情緒成熟度的情商也是必需

的。

美國哈佛大學一位心理學家，丹尼爾．高爾曼

（Daniel Goleman）先生研究出，一個人要達到成功，

所需要的不是量度個人智慧的智商或者「腦袋」，而是

量度個人情緒的情商。

根據高爾曼的研究，一千名工人當中，25%的人是

因為智商而成功，其餘的75%是因為情商。因此，情商

比智商更重要。情商，或情緒商數，是指一個人的性格

及心理態度。

具備高情緒商數的人擁有以下優點，甚至更多：

1. 他們能自我評價。

2. 他們能控制衝動。

3 他們擁有自我修養。

4. 他們對別人有同理心。

5. 他們能為別人的成功而讚美。

6. 他們能良好及正確地分析。

因此，我想向CVT的學生說，當人理應要努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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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商使自身聰明、機靈和腦筋靈活的同時，亦應同樣

努力地取得高情商，使成為優良、突出及具修養的人。

請嘗試！

妮妮（Nyi 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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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法界一切眾生

心裏沒有瞋恨沒有痛苦

身體沒有病痛生活快樂

願所有一切有情

解脫一切身心痛苦

願出資者、成就此印書因緣者

深植八正道、七覺支善根因緣

閱讀者得真實法益，勤修念處

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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