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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修行的基本介紹 

 

問:何謂修行？ 

達:修正錯誤的行為。 

 

問:修正哪些行為？ 

達:修正身體、語言、想法思考三種行為。 

 

問:修行能帶來什麼利益？ 

達:隨著修行的進步，身心愈來愈放鬆，思考變的較敏捷、富有同理

心、能夠趨吉避凶、能夠當今安樂、未來安樂……好處多多，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 

 

問:修行的先後順序？ 

達:聽聞正確方法、內心正確的思維、然後依方法的先後順序去修行。 

修行的先後順序大致如下： 

1.先盡量遵守儒家孔子所說的修身、齊家的道理。使內心能夠達到某 

種程度的穩定度與柔軟心。 

2.瞭解佛陀偉大的一生，尊師然後重道，珍惜珍貴的佛法，尊敬真正

的修行者。（想念佛陀、想念佛法、想念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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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想念布施別人與幫助別人的快樂，瞭解五戒的意義與遵守五戒所帶

來的真實利益，想要生活在如神仙般的生活。（想念布施、想念戒

律、想念天人的生活） 

以上步驟 1～3 是基礎工作，是一棟大樓的地基，非得紮實不可，

修行的成敗都緊緊聯繫在它的上面。在此提醒基礎功夫若做不好，想

要修行成功，那是難如登天，請重視基本功。 

修好基本功後，請要做一個重要的抉擇，眼前有 2 條路，1 條是

走向天人生活(也就是一般人說的神仙般生活)，但是沒法真正擺脫

老、病、死所帶來的精神痛苦； 另 1 條路是想要徹底解決由生、老、

病、死所引發的種種精神上的痛苦。 

 

有些人會選擇走第 1 條道路，使得 

1.夫妻之間變的相親相愛。 

2.對於子女的教育與對待都適當合理。 

3.同時孝敬自己與妻子的父母。 

4.有正當的職業與工作，為社會盡一己之力。 

5.對別人說話輕聲細語、關懷他人。 

……………. 

也就是過著神仙一般的生活。想要走第一條路的朋友們，你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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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時時要求自己遵守佛陀說的布施、五戒、忍辱、精進與一般的世

間禪定。想要收穫，必須先栽種。 

也有些人意識到生、老、病、死所產生的不安、憂慮與恐懼，也

瞭解到第一條前往天人生活的道路無法有效解決由老、病、死所衍生

出來的精神痛苦，進而想要打破或徹底解決這些痛苦，所以想選擇走

第二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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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第一條天人生活道路的修行方法-世間八正道 

 

天人生活道路的修行方法佛陀說的很清楚，修行世間八正道。什麼是

世間八正道呢？分別介紹如下： 

1.正見：世間有父、有母、有真正的修行者存在於世間，有佛陀及佛

法（四聖諦）存在於世間，有因有緣有果，有是有非、善惡

到頭終有報，只是時機未到。 

2.正思維：有了正見自然就會有正思維，思念佛陀、佛法、修行者；

思念布施、思念五戒、思念天人的生活（神仙的生活）。 

3.正語：說話輕聲細語，有話慢慢說，把事情說清楚明白，說真正關

心別人的話，別人做錯了，也應該為婉表達，如果對方犯錯

了還屢勸不聽，那就可以使用激烈一點的方法了，重病需下

猛藥，病情才會好轉。 

不說邪語，邪語分別有妄語、惡口、兩舌和綺語，分別

介紹如下： 

        (1) 妄語:有說沒有、沒有說有，只為滿足個人利益，沒有

顧及別人利益。 

        (2) 惡口:講話很兇很壞，帶著脾氣說話。 

        (3) 兩舌:撥弄是非，引起人與人間的對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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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綺語:等於巧言令色，把話說的很動聽、臉色裝的很和

順，可是一點也不誠懇。 

4.正業：與五戒息息相關，業的解釋是業力，業力有善與惡，遵守五

戒就是善業、違犯五戒就是惡業。五戒分別是： 

        (1)不故殺：不故意殺人、殺父母、殺修行者、殺動物或傷

害自己、他人與動物。有人會問殺蟑螂、蒼蠅

與蚊蟲算不算犯戒，其實是不算的，為什麼呢？

殺人、殺父母、殺修行者、殺動物或傷害自己、

他人與動物，會帶來後悔與自責，這就是犯戒

的果報，產生懊悔。可是殺蟑螂、蒼蠅與蚊蟲

卻可以遠離煩惱，去除害蟲是正確的事，不需

為此而擔憂是否犯戒。 

        (2)不偷盜：不偷別人的財物。 

        (3)不邪淫： 

不與妻子或女朋友以外的人發生性行為。可當今邪 

淫者不在少數，以下分析犯戒與遵守此戒的弊與利，犯

邪淫的壞處： 

 破財：要花額外的金錢來討好對方。 

 精神不寧：時間一定會變的不夠用，就像蠟燭兩頭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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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得性病。 

 讓有德之士所看輕與不恥。 

 讓原配知道後，不但傷害了整個家庭成員，也會自責

與不安。 

遵守不邪淫的利益： 

 財源廣進：夫妻同心，其力斷金。 

 精神安定：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 

 不得性病。 

 讓有德之士所看重。 

 家庭和睦相處，可享天倫之樂。 

        (4)不妄語：有說沒有、沒有說有，只為滿足個人利益，沒

有顧及別人利益。常犯此戒的人，必定讓別人

看輕與不信任。 

        (5)不飲酒過量：此戒是個遮戒，因為飲酒過量，會引犯前

面的四戒律，如酒後殺人傷人、酒後偷盜、

酒後邪淫、酒後妄語。 

5.正命：有正當的職業來維持生命。 

6.正精進：有四個(1)已生惡令滅(2)未生惡令不生(3)已生善令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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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生善令速生。 

7.正念：指的是『四念處』，佛陀臨終前說過：「以戒律為老師，以四

念處為依住依靠。」，不論你要修世間八正道（有煩惱有執

取的人間善法）或者出世間八正道（沒有煩惱沒有執取的究

竟解脫之道），都要依靠於『四念處』，而差別在於有無呼應

『四聖諦』，有呼應四聖諦就是出世間八正道；沒有呼應四

聖諦就是世間八正道。 

8.正定：由修息『四念處』所產生的正定。修息四念處是因，那完成

正定就是果。正定並不是一般的禪定，一般的定是透過專注

於單一對象所衍生的定，例如把注意力集中於筆尖、或者專

注於一個字上。 

其實佛陀在世的時候，印度就已經有四禪八定與滅盡

定，多半經由專注定而產生，佛陀也曾修習過各類的專注

定，但後來發現只要一離開專注的對象後（所以有出定與入

定之分），煩惱與脾氣就會再度的升起，專注定就像石頭壓

草，只能暫時把煩惱與脾氣壓住，不能根治。 

由於修習專注定需要用力將精神集中於單一對象，如果

長時間用力過度與精神緊繃，必然帶來身心的勞損與傷害，

身心俱疲，在別人看來就像修禪入了魔，其實只是身心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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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的現象而已。 

還有修息專注定需要特定的環境，例如：安靜沒人打擾

的地方、特定觀察對象（如筆的尖端），但現代的人由於生

活的忙碌，修習專注定就不太適合，而且方法不對會造成身

心的勞損，所以還是修習『四念處』吧！（詳 1-5 可落實於

日常生活的修行方法-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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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第一條天人生活道路的修行方法-四攝事 

 

任何團體如家庭、學校、公司與社會，都應該重視佛陀說的四攝事，

做好四攝事，人間就如同天堂。 

1.布施：做好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出錢需量力而為之，佛陀有說

過如何使用由正當職業賺來的錢（詳善生經四分法理財），

不要因為好面子而把許多的金錢布施，而事後又產生後悔。 

佛陀在善生經裡說過，以專業技術取得錢財，再把收入

分為四等分來運用，等分(1)生活費用 (2) 事業發展費用(3)

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如結婚、買屋、急用)(4) 投資生利息。

如果有多餘之錢財可布施於修行者、急難者或教育上。 

2.愛語：真正關懷別人的語言。 

3.利人：利益他人。 

4.同事：利人利己。 

 

 1-4 第一條天人生活道路的修行方法-善生經 

 

佛陀遇到善生居士，所開示如何過著人間幸福和樂之道的經典，

可詳閱慈蓮寺的大願法師所講述的人間幸福和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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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可落實於日常生活的修行方法-四念處 

 

佛陀入滅前說：「以戒律為老師，以四念處為依住。」不論你是

選擇修行第一條天人生活道路或者第二條究竟離苦之道，都必須學習

與實踐四念處於日常生活之中。修行正念為因，完成正定為果。 

而天人生活之道與究竟離苦之道的差別在於，是否與四聖諦呼

應，呼應四聖諦(佛陀的智慧核心)則能究竟離苦，徹底擺脫由生老病

死所衍生的精神痛苦。以下開始介紹四念處： 

問:何謂四念處？ 

達:分別為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與法念處。 

問:修習四念處的功效？ 

達: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不間斷的觀察(正念)與正確認知(正知)身心的

種種變化，才能漸漸明白身心的本質(正智)，才能漸漸放下對身

心的種種執著與愛取，因此對身心的種種控制欲( =佛陀說的欲令

如是，不欲令如是，白話解釋是想要這樣，不想要那樣，其實就

是貪)，將由強烈→薄弱→斷除，這樣的過程之中，你將體驗到前

所未有的喜樂、輕鬆安定，而且這種的喜樂與輕鬆安定是能夠很

穩定而長時間保持的，生活就變的很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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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修習四念處的依據與大致過程(法的次序與方向)？ 

達:依據雜阿含經八一○（《雜阿含經》CBETA 電子版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一冊 No.59）四念處分為十六階段，介紹如下： 

       有一天尊者阿難獨自一人在一安靜的地方，思維禪思，有沒

有一個方法，多多修息，可令四念處與七覺支滿足，後來就前往

佛陀的住所，請教佛陀，佛陀告訴阿難，有一法叫做“出息入息

念”，多多修息能讓四念處與七覺支滿足，生出光明智慧，斷一

切煩惱。以下是佛陀所說的四念處的 16 個階段： 

 身念處： 

1.觀察自己的自然呼吸，以自然呼吸為觀察與專注的對象，培養

出基本的專注力與觀察力。(初學者往往容易走神而離開呼吸的

專注與觀察，當發現時要再一次的把注意力集中於呼吸上) 

第一階段的功效：提升專注力與觀察力。 

2.隨著階段 1 的熟練，可以較長時間保持專注與觀察於自然的呼

吸後，慢慢的會發現呼吸與身心的狀態息息相關。舉例如下： 

(1)身體生病時，呼吸會自然變的不一樣，可能變的粗糙、急促…；

反之身體健康時，呼吸自然會變的細微而綿長。 

剛激烈運動後，呼吸會變的急促；反之從事靜態活動時，

呼吸會變的細微而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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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發脾氣時，呼吸會變的粗糙、急促；反之心理安寧時，呼吸

自然變的細微而綿長。 

第二階段的功效：除了提升專注力與觀察力外，也慢慢的

產生出正念正知(觀察呼吸的整個變化過程與正確認知當下的

身心狀態)，正確的認識呼吸與身心狀態的息息相關。 

一個人發脾氣前，身心一定是緊繃的、呼吸變的不一樣、

體溫升高、肌肉僵硬…種種的身心變化，如果熟悉第 2 階段的

人，就能夠運用第 2 階段培養出來的力量，知道身心快要失控

了，快要發脾氣了，只要能夠發現即將要發生的事情，就有抑

制或解決的方法，能夠真正趨吉避凶。 

但可惜的是，第 2 階段的力量只能暫時抑制或壓抑問題，

無法斧底抽薪，想要根除，認真的學習與實踐四念處 16 階段

吧！ 

3.呼吸遍滿全身。聽起來很神奇吧！其實這是身體的自然現象，

當正念正知強到一定程度之後，會使用念覺支與擇法覺支的力

量時，身心就會變的較柔軟且容易放鬆，這時身體的呼吸與血

液循環都會變的比較好，全身的毛細孔會如剛運動完一樣打

開，感覺就像全身在呼吸一般，可以覺知到身體的許多細微行

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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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的功效：當正念正知強到一定程度後，自然會對

念頭想法加以選擇(念覺支與擇法覺支的使用)。而其目的是為了

降服五種常見的精神障礙，那就是“五蓋”，佛陀所說的惡法，

分別是貪心、嗔恨、悼悔、昏沈與懷疑，介紹如下： 

    (1)貪心:想要這樣，不想要那樣。例如：想要情況發展如自己所 

想所預期，不想要情況失控或不可預期。 

EX：女生希望自己的容貌外表如自己所想所預期，當現 

實與夢想相違背時，痛苦就來了。 

            EX：男生希望成就一番事業，有著令人羨慕的社會身份 

與地位，當事業失敗時，就害怕別人看你的眼光， 

怕別人瞧不起自己，而擔心受怕。 

   (2)嗔恨：因為有貪心所以會衍生嗔恨。 

EX：當女生容貌外表不佳時，可能會怨恨父母把自己生

成這樣，可能對於美麗的同性產生排斥感與嫉妒。 

EX：當男生事業失敗時，可能怨天尤人，怨父母沒留資

產，怨祖先沒保佑，怨自己懷才不遇。 

   (3)悼悔：悼指悼舉，心不穩定、雜亂，無法專一、無法心一境性 

悔指後悔，想起過去所做的錯事、蠢事而懊悔不已。 

(4)昏沈：頭腦昏昏沈沈，專注力、觀察力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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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懷疑：疑神疑鬼，心理變的很敏感，一有風吹草動，就如同驚 

弓之鳥。當然適當的懷疑是需要的，別人說就相信也是

不理性的，佛陀曾經向葛拉瑪村的村民開示《葛拉瑪

經》，修行信任的十個原則： 

A.不要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 

B.不要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C.不要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 

D.不要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 

E.不要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 

F.不要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 

G.不要因為符合常識、外在推測，就信以為真。 

H.不要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 

I.不要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 

J.不要因為他是導師、大師，就信以為真。 

修行必須理性，才不會走錯方向，修行是愈修愈身心放

鬆、快樂、輕安與心情安定的時間愈來愈長。修行是當今就能

完成與成就的，不應該寄托希望於未來，把握當下、活在當下、

珍惜當下，佛陀說過按照佛陀所說的方法去實踐，最快 7 天，

最慢 7 年，都能夠成就 3 果聖者或 4 果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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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體整個放鬆，五種精神障礙暫時被降服住了，快樂的感覺湧

上心頭，這時候自然銜接上受念處的階段 1：喜覺知。 

第四階段的功效：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與喜覺支

力量的運用，使身念處階段 1～4 變的更加熟悉，盡量保持五

蓋被暫時降服住，保持身心放鬆與輕安，喜樂充滿心頭。 

身念處滿足的人具備初禪的定力，可暫時降服五蓋，而升

起喜樂的感覺，常有喜樂是身念處滿足的特徵。 

 

 身念處階段 1～4 的修行心得分享 

老實說身念處的階段 1～4 是修行中最困難的，萬事起頭

難，初學者還沒有掌握訣竅與要領，以過來人的經驗，其中擇法

覺支的運用是特別重要的，把擇法覺支的實際運用分享如下： 

    (1) 在身念處階段 1，以自然的呼吸為專注與觀察的對象，當發

現注意力跑到別的地方時(這時正念正知已生：發現注意力

跑掉了)，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於呼吸的觀察上(這時是擇法

覺支的使用，選擇把注意力再一次集中於呼吸上) 

            修習身念處階段 1 時，昏沈(昏昏沈沈)的感覺來了(這時

正念正知已生：發現開始昏沈了)，這時要運用擇法覺支做

出判斷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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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一：身體因為疲憊、睡眠不足、失眠或生病等生理因素

而開始昏沈，不妨好好的睡一覺，讓身體充分得到

休息。 

情況二：身體因為禪修的久坐或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造成

血液循環不良，血液無法順利的流到腦部，造成腦

部缺氧而開始昏沈，這時應該起身動一動，讓血液

循環再一次暢旺起來，這時專注與觀察的對象由呼

吸變成了自己身體的一舉一動(專注與觀察於自己

身體的一舉一動與細微變化都屬於身念處的修

習，人要身心健康必須要動靜平衡，久坐或長久維

持同一姿勢，對於身體不利) 

再舉一例，由於散亂心(五蓋惡法之一的悼悔)太強了，

注意力一下子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是過去長時間養成的

習性，需要有耐心有毅力(不要急於求成，想要速成那就是五

蓋之一的貪)的去保持專注與觀察於呼吸上，念頭跑掉了再拉

回專注與觀察，跑掉了再拉回，如此反覆為之，時間久了，

專注與觀察力就會明顯改善。 

佛陀曾打過一個譬喻： 

一隻野生動物，因為是野生的，缺乏人們的約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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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所以放蕩不羈，有一天被人類收養，人類用

繩子圈住野生動物並固定於木樁上，開始的時候，

動物活繃亂跳、不安掙扎、亂咬亂吠，可時間久了

野生動物變的安安靜靜、循規蹈矩。其實四念處就

是那條繩子與木樁。 

(2) 在身念處階段 2，專注、正念正知力已經提升到某種的程

度了，也會使用一些擇法覺支了，也觀察到靜態時呼吸的

粗細長短變化或者動態時身體的一舉一動與身心的密切關

連(例如生氣時體溫升高、肌肉緊繃、呼吸急促、…)。 

        在此探討一個自然呼吸與刻意呼吸的問題，也是一般

初學者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在還沒有學習身念處之前，在

平常的生活中，我們的呼吸是自然的呼吸，可是修習身念

處以呼吸為觀察與思維的對象時，反而呼吸會變的刻意與

不自然。 

其實只要你的正念正知夠強，懂得念覺支，你就會發

現呼吸之所以變的不自然，是因為你有想要控制呼吸狀態

的想法在持續的影響你的身心，讓你無法放鬆身心，觀察

力與正念正知都會變弱。 

為什麼想要控制呼吸呢？因為想經由控制身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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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所謂的心如止水或內心喜悅快樂，其實這就是五蓋之

一的貪(希望身心達到或保持在自己所期盼的狀態)，當你察

覺到的同時，你的正念正知上升了，你就可以運用擇法覺

支來處理〝想控制呼吸的念頭〞。 

處理〝想控制呼吸的念頭〞的對策選擇有：  

1.以〝想控制呼吸的念頭〞為觀察對象，不要排斥〝想控

制呼吸的念頭〞，排斥任何念頭只會造成身心的緊張，有

排斥就是有嗔恨(五蓋之一)，身心就無法真正的放鬆，而

且有排斥任何想法，就會變的無法客觀的觀察與瞭解身

心的真正本質，就無法放下對身心的執著。 

  當發現〝想控制呼吸的念頭〞自然的消失不見了，再一

次把觀察的對象放在呼吸。 

2.當發現〝想控制呼吸的念頭〞時，研判這個念頭強烈不

強烈，如果不強烈，也不會讓身心太緊繃與太不自然，

可以繼續以呼吸為觀察思維的對象。 

 

            在修習身念處的階段中，五蓋惡法會時時的出現在你的

意識之中，有些會被你看出，而有些你無法辨別出它是惡

法，正念正知愈強的人，能夠察覺出的惡法就愈多，也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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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使用擇法覺支來暫時降服五蓋惡法或徹底斷除惡

法，身心才會更進一步的放鬆，才有可能有喜覺知與輕安覺

知的自然湧現。 

            每個人都在追求快樂與喜悅，輕安與放鬆，但一般人的

心裡都有千千萬萬個結需要解開，而這些心結佛陀歸納成五

種惡法，那就是五蓋，蓋住一般人的心，讓人們看不清楚身

心的本質與如何真正幸福與快樂，再一次鼓勵大家，只要肯

努力與認真實踐身念處的階段 1～4，身心會愈來愈放鬆，

專注力、正念正知與擇法的力量也會增強，當身念處滿足

時，喜覺知與輕安覺知會自然湧現，自然會銜接到受念處階

段 1。 

(3) 在身念處階段 3 時，呼吸變的更加的自然，心平氣和，血液

循環變的更加順暢，全身毛細孔會打開，好像全身在呼吸一

般，身心已經放鬆到某種的程度了，這時的觀察對象依然保

持在呼吸，或者動態時身體的一舉一動。 

(4) 經由身念處階段 3 的熟練與保持一段時間，身心達到與體會

從來沒有過的放鬆、柔軟與頭腦清晰，身體得到充分的休息

與放鬆，喜覺知自然湧現，自然會銜接到受念處的階段 1，

那表示已經第一次使身念處滿足(初步達到，還需要透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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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斷的實踐身念處，使自己能夠時時保持在身念處滿足的狀

態之中) 

        身念處滿足的人具備初禪的力量，可暫時降服住五蓋惡

法，也就是說喜覺知的湧現是暫時降服住五蓋惡法的結果。 

 

 可選擇身念處與四聖諦呼應 

透過身念處的修行，體驗身體的集、滅、味、患、離。

佛陀說過：「不論是如何相愛的人，總有分離的一天，有生就

有死，這是不變的真理」。身體組成的元素來自於宇宙，有一

天也要回歸於宇宙。身體是由 4 種元素所組成，分別為地、

水、火、風，介紹如下： 

1.地：身體堅硬部分如骨骼、牙齒、指甲…等。 

2.水：身體內的水分、尿液、流汗、口水…等。 

3.火：體溫、熱量。 

4.風：呼吸、血液內的氧氣與二氧化碳、…等。 

身體由各種因緣集合而聚，有一天也會因為因緣分散而滅。 

身體的味、患、離 

味(滋味)：由身體所產生的愉快與歡樂，例如身體健康、身強

體壯、年輕活力所帶來的快樂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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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禍患)：不論你貧窮或富貴，身份與地位，人人都需面對老、

病與死。透過身念處的修行，體會身體的無常性，

構成身體的四種元素都是變異無常的、因為會變

化，所以有老、病與死。人因為有想控制身體情

況，如自己所想所期望，希望保持在健康、年輕

與貌美，當身體開始產生變異時，則會生起憂、

悲、惱、苦。 

離(遠離禍患)：遠離〝想要控制身體如自己所想所期望的心〞，

這種貪心是色貪(對身體的控制貪)，色貪愈強烈，

當身體變異時，憂、悲、惱、苦就愈強，應遠離

色貪如避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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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念處： 

1.喜覺知：經由身念處 4 階段的練習與熟悉，使自己能保持在身

念處的滿足狀態，五蓋暫時降服住了，具備初禪的定力，常有

喜悅湧上心頭。 

      這時是以各種感受為觀察與正確認知的對象，已經不像身

念處有固定與單一的觀察對象，而是心靈開放的狀態，哪種感

受強烈，就可以做為觀察與正確認知的對象，來真正瞭解感受

的本質，各種感受是怎麼來的，怎麼消失的。 

2.樂覺知：喜與樂的分別在於，喜比較強烈與粗糙，樂比較安寧

與細緻，此階段依然是以各種感受為觀察與正確認知的對象，

來真正瞭解感受的本質，各種感受是怎麼來的，怎麼消失的。 

   

受念處的階段 1 與 2 的主要功效在於，真正體驗到感受是因為

有六種感覺器官，接觸到外在人事物或身體內在的變異，再透

過神經系統傳導至腦部，產生各種的感受。 

舉例 1：眼睛看到美女後，經由視神經的傳導到腦部的相對應

位置，產生眼睛看到美女的感受。 

相反的眼睛看到怪獸後，經由視神經的傳導到腦部的相對

應位置，產生眼睛看到怪獸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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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2：耳朵聽見美妙的音樂，經由聽覺神經的傳導到腦部的

相對應位置，產生美妙音樂的聽覺感受。 

相反的耳朵聽見施工的噪音，經由聽覺神經的傳導到腦部

的相對應位置，產生施工噪音的聽覺感受。 

舉例 3：鼻子聞到美好的香氣，經由鼻子神經的傳導到腦部的

相對應位置，產生美好香氣的嗅覺感受。 

相反的鼻子聞到糞便的味道，經由鼻子神經的傳導到腦部

的相對應位置，產生糞便的嗅覺感受。 

舉例 4：舌頭嚐到美味食物，經由舌頭與口腔神經的傳導到腦

部的相對應位置，產生美味食物的味覺感受。 

相反的舌頭嚐到藥粉的味道，經由舌頭與口腔神經的傳導

到腦部的相對應位置，產生藥粉苦苦的味覺感受。 

舉例 5：夏天身體處碰或接觸到一陣涼風，經由身體神經的傳

導到腦部的相對應位置，產生涼快的身體感受。 

相反的夏天處碰或接觸到車內高溫的皮椅與方向盤時，經

由身體神經的傳導到腦部的相對應位置，產生高溫炙熱的身體

感受。 

舉例 6：腦部接受到到各種感受的刺激，配合腦神經的作用下，

產生種種的想法或喚起過去存在腦部的種種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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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耳朵聽到施工噪音，透過聽覺神經傳導至腦部，產生

吵雜的聽覺感受，因人而異產生出種種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會

產生討厭與排斥的想法，有些人產生要遠離噪音源的想法，有

些人會回想起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類似情況，想法因人而異，而

且想法千奇百怪。 

佛陀說過：「六入處就是一切法。」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

舌頭、身體與大腦(想與思的器官)，在接觸到色體(眼睛見到的

都稱色)、聲音、氣味、味道、各種質感(身體接觸到的，如粗細、

冷熱、乾濕…)、各種腦波，再經由視神經、聽覺神經、嗅覺神

經、味覺神經、身體觸覺神經與腦神經的傳導至腦部相對應的

位置，產生感受，再引起想與思) 

3.心行覺知：由先前階段對於各種感受的觀察與思維，會漸漸瞭

解到感受升起與消散的因緣，也發現到人的想法是如何的被感

受所影響，大多數人的觀念與想法都是被感受所深深影響。 

  EX：眼睛看到某位美女，經由視神經的傳導，在腦部對應的區

域產生美好的感受，引發種種不同的想法，因人而異，有些想

法含有五蓋，有些則沒有。   

  此階段是觀察與思維觸受是如何引發種種的想法，其變化的過

程要正確的觀察清楚，並且正確的認知到各種的接觸與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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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感受是如何深刻的影響到自己的想法。 

4.心行息覺知：目前不知道如何正確解釋，暫且解釋為心理種種

的想法行為暫時得到平靜與休息的感覺。 

 

 受念處階段 1～4 的修行心得分享 

在真實的生活之中一切的感受來的太快，可能在短短的

一秒內，同時就有許多的感受產生，若沒有身念處為基礎與

初禪暫時壓制住五蓋的力量，根本無法真實觀察到感受是如

何的升起、變化過程與消失。 

就像看 2012 電影的人與製作 2012 電影的人，感受肯定

大不相同，看電影的人以為地球就要天崩地裂了，感到非常

的刺激緊張，可是製作電影的人看 2012 電影，卻會清楚的

知道真實的拍攝過程、剪接、電腦特效、替身，感受就有所

不同。 

受念處的階段 1 與 2，分別為喜覺知與樂覺知，喜與樂

的出現是證明已有初禪以上的定力，五蓋已暫時得到降服

了，喜與樂的出現可讓人更加有信心、有慾望繼續受念處的

修行。 

受念處階段已經沒有固定的觀察與思維對象，而是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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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感受強烈，就以哪一種感受為觀察與思維的對象： 

EX：耳朵聽到了別人的見解與觀念與自己的迥然不同，天差

地遠，心理產生出不愉快與排斥對方的想法。 

如果你有身念處與初禪的定力，你會察覺到身體由

平靜轉變到不愉快與排斥的心理狀態時，身體四大元素

的細微變化，例如呼吸變的急促與不規律、全身肌肉變

的緊張與僵硬、體溫升高與感到炙熱、感到口乾舌燥。

身念處的力量可以提醒你五蓋的力量快要從心底浮上抬

面了，你必須要時刻的注意自己不要讓排斥與嗔恨的心

理，成為行為的主導。 

身念處的修行是針對身體部分的變化加以觀察與理

解，是屬於比較粗糙與侷限性的觀察與理解，所以對於

五蓋五種惡法只能做到暫時的降服，而受念處的修行是

比較細緻與全面性的觀察與理解，是以身念處與初禪的

力量為基礎，觀察與理解變化快速的各種感受是如何升

起、變化與消失的，感受與想法的密切關連。 

受念處要觀察的就是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

受、六想、六思、六愛、六顧慮、六覆藏。舉例如下： 

EX：耳朵(耳根)聽到(耳觸)了別人的聲音(耳塵)，透過聽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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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傳導(耳識)到達腦部相對應的聽覺感知區，產生聽覺感

受(耳受) ，再由感受的刺激作用下，知道了別人談話時

的情緒與內容(耳朵引發的想)，進一步的思考、比對於腦

袋原有的資料與邏輯分析(耳朵引發的思考)、如果想與思

的結果與自己所想要的一致，就產生喜愛之情(耳朵引發

的貪愛)，如果結果是自己不想要的就產生排斥、嗔恨與

反覆顧慮(耳朵引發的顧慮)，以上與耳朵相關的總總行為

就會覆藏在大腦的記憶之中，貪愛、顧慮愈強，在腦中

的記憶刻痕也就愈深與明顯。如此在生活中反覆積累，

此人對於別人說話的內容會變得極其敏感、一觸即發。 

 

 可選擇受念處與四聖諦呼應 

透過受念處的修行，體驗各種感受的集、滅、味、患、

離。感受的集起是由六根接觸六塵經由六識的傳導到腦部相

關區域產生各類感受，感受由無常變異的因緣所生，也由因

緣無常變異而滅。 

如實知感受的味、患、離 

滋味：由六受所產生的滋味，例如眼觸生受，眼睛接觸到美

女所產生的滋味感受，引發後續的想法、思慮與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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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之情。 

禍患：由於已有身念處的基礎，如實知道我的身體與別人的

身體的無常性與變異性，年老體衰、生病與死亡，而

六受的集起是源於身體色身(六根、六塵、六識)，正因

為無常因、無常緣所升起的諸所有感受，也是變異無

常，因此若對諸所有受，渴望貪愛不斷，當感受產生

變異或事與願違的時候，則生憂悲惱苦。 

遠離：因為對感受所引發的欲貪所產生的禍患如實知、如實

見，所以會對於感受所引發之欲貪產生厭離之心，自

然會對欲貪如避火坑。 

如實知道感受的滋味是滋味、禍患是禍患及禍患應遠離 



 31

 心念處： 

受念處的修行自然會連接到心念處，因為人的想法與思

考是由接觸與受感所引發的，例如眼睛看到某人的色體、由

視覺神經傳導到腦部，形成影像與眼睛的感受，再經由想與

思與大腦記憶資料庫的比對、分析之後(腦神經與大腦的運

作)，知道了這個人是自己的國中級任老師。 

1.心覺知：因為有了受念處的基礎，對於不論粗糙或細微的想

法都能夠覺察的到，當然一般人對於粗糙的想法

也能夠覺察，而受念處與心念處的功效在於能夠

察覺到心理想法的整個變化過程。想法之中有五

蓋或沒有五蓋都能知道。 

2.心悅覺知 

這時對於念覺之、擇法覺之、精進覺之、喜覺之、輕安

覺之都能夠運用自如，對於五蓋惡法都能漸進式的調服與根

除，而這種調服與根除過程時間的長短是取決於過去五蓋惡

法的習氣、習慣的深與淺，也就是說習氣愈重，調服與根除

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當五蓋惡法由病重→病輕→病好，就會感到心理喜悅，

就好像如釋重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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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定覺知 

感覺到心理安定，而且安定的時間愈來愈長，不論情況

如何變化，心理也能夠愈來愈安定。 

4.心解脫覺知 

感覺到心理自由、無憂慮、安定、平衡、安寧的一種心

理狀態。 

 

 心念處階段 1～4 的修行心得分享 

在受念處的基礎之上，可以把自己的心念看的一清二

楚，當下的想法有貪沒貪、有嗔恨沒嗔恨、有掉舉沒掉舉、

有昏沈沒昏沈、有疑心病沒疑心病，都能夠真實客觀的觀

察，可以真正的瞭解到自己心理的整個結構與心結，而人的

心結千期百怪、無奇不有，佛陀將這些林林種種的心結，分

成十類，而對於修行究竟解脫之道的修行者而言，這十結是

要斷除的，十結分別介紹如下： 

 十結-五下分結 

1.身見結: 

誤認為身體是我是我的、誤認為受、想、行、識是

我是我的，是為身見結。身見結不除有何禍患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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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因為不瞭解身心的本質，根深蒂固的認為身體是我

是我的，感受、想法、行為與識也都是我是我的，對身

心產生控制欲與貪愛之情，事關己則亂，當身心開始產

生變異，則升起憂、悲、惱、苦。例如在身體部分，開

始變老變醜；在感受部分，開始遭遇到苦受、疼痛、不

舒服；在想法部分，受到別人的否定、輕視，理想與現

實的差距擴大，或因為老化與疾病，造成記憶力與辨識

力嚴重衰退；在行為部分，做出錯誤判斷與行為；在識(全

身的神經系統)的部分，因為老化或疾病因素，可能造成

反應變的遲緩或身心變的不靈活。正因為貪愛或想控制

五蘊，當五蘊在變異之時，則升起憂、悲、惱、苦。 

而四念處的作用就是讓人們可以徹底而客觀的瞭解

到五蘊(色身、感受、想法、行為與識)的真相與本質。 

至於到底有我還是沒有我，從理論來解釋如下： 

例如：一輛公車，是由電燈、玻璃、輪胎、白鐵、

塑膠、引擎…許許多多的各類材料所組合而成，可電燈

並不是公車、玻璃不是公車、輪胎也不是公車……逐一

比對沒有一項材料是公車，公車只不過是該聚合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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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而已，方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實際上公車並不

存在。 

同理我是由色身、感受、想法、行為與識(神經系統)

所組合而成，在逐一比對的過程中就會發現，「我」只不

過是一個由種種因緣聚合的一個生物的稱呼而已，實際

上「我」並不存在。 

 

2.疑結： 

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而變得狐疑、疑神疑鬼、患得

患失，猶如驚弓之鳥一般。而這些林林總總的懷疑並不

是理性的、有邏輯的、在有證據的基礎之上而產生的懷

疑。看事情以偏蓋全、先入為主，無法實事求是，搞清

楚真相。 

當破除身見結之後，對身心的本質有了體悟之後，

就有能力能夠破除疑結（有句話叫事關己則亂，身見結

如果還未破除，會有強烈的自我主觀與自我保護色彩，

因此身心是緊繃的、疑結就不能夠破除），使身心能夠更

加的放鬆，使得身心得到修養。 

3.戒禁取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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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計因、非果計果。 

EX：身體生病了，有些人會求神問卜，其實對於疾病並

沒有實質的幫助，因為找錯了病因，所以無法根治

疾病，這就是犯了戒禁取。 

EX：一個人追求學問、事業、愛情的成功…總總的成功，

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為什麼會這樣呢？成功

有成功的因緣、失敗有失敗因緣，而這總總的因緣

非常的龐大與複雜，一般人是很難加以釐清的。 

破除戒禁取見結的人，對於什麼因、什麼緣、產生什麼

樣的果報，一清二楚，不會像一般人因緣果錯置。 

4.貪結 

貪的定義：「想要這樣、不想要那樣」，而貪的對象

為五蘊(色、受、想、行與識)，舉例如下： 

EX：想要色身(身體)外貌長的漂亮、窈窕、年輕、健康…

等，不想要醜陋、肥胖、年老色衰、疾病…等。 

（但這不全然是人所能控制的，當色身失控的時候，色貪

愈強烈的人，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愈重。） 

EX：受、想、行、識也是同理可證。 

5.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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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貪就有嗔恨，嗔恨的表現是排斥感、嫉妒心與毀

滅性。 

EX：最近新聞上的報導，因為男女朋友之間，因為一方

提出分手要求，導致傷害、殺害對方與家人的脫序行為，

就是因為由貪愛欲其生、嗔恨欲其死的極端社會案件。 

EX：希望色身外貌如自己所期望，當事與願違時嗔恨之

心就浮上心頭，怨父母沒把自己生的漂亮、怨別人比自

己美…。 

以上是五下分結，是心結中比較大與粗糙的結，接下來介紹的是

五上分結，屬於比較小與細微的結。 

 

 十結-五上分結 

6.色愛結：對色體的喜愛結，這種喜愛是過去的習性所導

致的，不會再產生嗔恨的心。 

EX：看恐怖片後，心理會被總總恐怖的畫面所影響，產生

不安與心的不穩定性。 

EX：喜愛於好看的外貌、美色、整齊、比例…等眼睛所見

的外型外貌，但不會引起嗔恨的心。 

7.無色愛結：對受、想、行、識的喜愛結，也是過去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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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的行為，也是不會再產生嗔恨的心。 

8.掉舉: 

掉舉是感到心理的浮動不安與散亂心，也就是說心理不能

保持在一境性而感到浮動不安。 

9.我慢：還有自我之感而連帶的傲慢情懷。 

10.無明：是最後一個結，破無明而生光明。 

破無明的人會得到三明： 

  (1)宿命明：知道過去的事，過去的前因後果。 

(2)漏盡明：所有煩惱皆已漏盡，煩惱不再生起。 

(3)天眼智證明：知道現在種什麼因，未來因緣成熟會得

什麼樣的果報。 

解開十結的先後順序 

打一個譬喻，就好像 1 個人在夏天高溫下，穿著 10 件衣服，

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與悶熱，最外面的衣服叫身見結，由外而內的

順序是疑、戒禁取、貪、嗔(五下分結)，再來是色愛結、無色愛結、

掉舉、我慢與無明。 

想要把 10 件衣服都脫掉必須從最外面的一件開始脫，再來是

第 2 件，再依序是第 3、4……10 件，不能跳著脫，而且每當你脫

去一件衣服，你就會感到變的較輕鬆、清涼，而這種感覺上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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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輕鬆與清涼感，會讓你更有慾望與動力去依序解開下一個心結。 

 

 可選擇心念處與四聖諦呼應 

透過心念處的修行，體驗各種想法的集、滅、味、患、

離。想法的集起是由六根接觸六塵經由六識的傳導到腦部相

關區域產生六受，再引發想與思，想法由無常變異的因緣所

生，也由無常變異之因緣而滅。 

如實知想法的味、患、離 

滋味：由六受引發的六想，符合自我期望的想就感到高興與

快樂。 

      EX：希望別人認同自己、看的起自己，希望自己的事

業能夠成就，家庭與婚姻幸福美滿，當一切都很

順利之時就感到高興與快樂。 

      EX：晚上睡覺希望能夠一覺到天亮，希望能夠有很好

的睡眠品質，當躺下後就能夠心無雜念的安然入

睡，一覺到天亮，心理就會感到快樂與滿足。 

禍患：因為六受是無常性與變異性，所以由六受所引發的六

想，自然的也是變異無常，當想法產生變異或事與願

違的時候，則生憂悲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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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當你的希望與期盼都落空時，希望別人的認同，

希望事業能夠有所成就，希望…，當你的希望與

期盼都落空時，則生憂悲惱苦。 

      EX：晚上睡覺希望趕快入睡，可是愈想愈難入睡，愈

想要控制想法，卻把自己搞的精神緊繃、心緒不

寧，結果一夜都睡不好覺，當想法產生變異或事

與願違的時候，則生憂悲惱苦。 

遠離：想法與思考本身是沒有禍患的，所以不必遠離，真正

需要遠離的是由想法所引發的欲貪(希望情況這樣、不

希望情況那樣)。 

      EX：希望別人認同自己、看的起自己，希望自己的事

業能夠成就，希望家庭與婚姻幸福美滿。(希望情

況這樣、不希望情況那樣) 

EX：晚上睡覺希望能夠一覺到天亮，希望能夠有很好

的睡眠品質， (希望情況這樣、不希望情況那樣) 

如實知道想貪的滋味是滋味、禍患是禍患及禍患應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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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念處 

觀察整個五蘊、六入處的無常、斷、無欲、滅。 

前面的身、受、心念處是分段觀察、思維五蘊的其中之

一，這樣能夠按部就班、詳盡而徹底的如實知道色、受、想、

行、識的本質與五蘊的相依相緣的密切關係。而法念處是總

體整個的觀察思維五蘊、六入處與緣起法，利用正念、正知

與正智的力量來斷滅一切煩惱與心結。 

 

 

 1-6 緣起法則 

緣生偈：「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做如是說」。 

 

萬事萬物都由各種因緣條件結合而生，也由各種因緣條件分

散而滅，人世間的煩惱，總總精神上的痛苦，也由各種因緣條件

而生，分散而煩惱、痛苦滅。所以徹底的滅除人的煩惱與總總精

神上的痛苦就是辦的到的事情。以下分析「苦」的緣起與還滅： 

 十二因緣法 

緣起法則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因為有無明(對

身心的本質不明了、不如實知)，才有無明的行為(想要控制身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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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狀態如自己所期望的那個樣子)，導致身體的神經系統的緊

繃、敏感與警戒狀態，因此身體的各種感官(眼睛、耳朵、鼻子、

舌頭、身體、主控想與思的腦部分)會變的敏銳起來，當接觸到外

在刺激(色體如畫面外型外貌、聲音、氣味、味道、觸感、回憶腦

波)的時候，就自然產生各種的感受，對於喜愛的感受就愛染，想

要進一步的執取與佔有，對於討厭的感受就排斥，更進一步的形

成嗔恨與對立。 

而這種貪愛與嗔恨是一種強大的力量、能量(稱為有業、業

力)，當人死亡後，這種業力還存在，雖然看不到也摸不著，因為

是以一種能量的形式存在著，當因緣條件成熟之時，會依據能量

的性質(貪比較強或者是嗔較強)，再次聚合而生起某種相對應的生

命形式，例如人類、動物…，當然有出生自然會有老死。如是一

切煩惱與精神痛苦皆聚合而生。 

【以上說明為十二因緣法之緣起門：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

→受→愛→取→有→生→老死】 

緣滅法則是「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當一個人透過四念

處的修行後，對於身心本質的徹底明瞭後，無明也就破除了，對

於身心的控制欲貪也跟著沒有了，因而全身的神經系統也變的非

常放鬆與安定，在六根接觸到六塵的刺激，產生的各種感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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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會有貪愛、執取與佔有之心，相對的也不會產生排斥、嗔恨與

對立之心，因此貪嗔的業行與能量都消失也不再生起，當人死亡

後，因為貪嗔癡永遠滅盡，聚合成各類生命形式(六道)的能量與業

力沒有了，也就不再聚合而生，既然沒有出生，也就沒有老、病

與死，如是一切煩惱與精神痛苦皆分散而滅除。 

【而十二因緣法之還滅門：無明滅→行滅→識滅→名色滅→六入滅

→觸滅→受滅→愛滅→取滅→有滅→生滅→老死滅】 

 

 

 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大家應該都有聽說，是怎麼一回事呢？哪六道呢？分

別說明如下： 

1.天(神仙)：沒有形體，是以能量、業力的形式存在著，因為貪嗔

比例比較少，所以處於天界(當然天界與神仙都只是

形容譬喻，讓人類比較好理解) 

2.人(人類)：有形體也有能量、業力的存在形式。 

3.修羅：沒有形體，是以能量、業力的形式存在著，以修羅的形容

與譬喻，變的容易理解其業力的特性。 

4.地獄：沒有形體，是以能量、業力的形式存在著，以地獄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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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譬喻，變的容易理解其業力的特性（嗔恨心強烈）。 

5.畜生：有形體也有能量與業力的存在形式。（執著與癡迷強烈） 

6.餓鬼：沒有形體，是以能量、業力的形式存在著，以餓鬼的形容

與譬喻其業力的特性。（貪取強烈） 

 

 輪迴的科學證據 

 飛官轉世小男孩 硫磺島世紀之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GSusWc294 

 震驚世界紀錄片：科學家證明輪回的事實《輪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bdqHRIqQ 

 

還有許多相關影片，請自行利用關鍵字搜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