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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界相應 

圓融整理 2016/11/15 

《會編(中)》第六九五～六九七經 (p.159～163) 

 

【論義】：「總義」： 

壹、總標諸界有二 

當知諸界略有二種：一、住自性界，一、習增長界。 

貳、別釋二界 

◎住自性界者，謂十八界，墮自相續，各各決定差別種子。 

◎習增長界者，謂則諸法，或是其善，或是不善，於餘生中先已數習令彼現行，故於今

時種子強盛，依附相續；由是為因，暫遇小緣，便能現起，定不可轉。 

 

壹、相似有情，同聚、同住、同見、同意 

四1；                                            六九五（  四四七）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壹）總說眾生與界俱與界合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2，與界和合。 

（貳）別釋界俱 

云何與界俱？ 

一、諸界俱由心而集成 

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 

鄙心時與鄙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 

二、與同界有情和合共處 

（一）例舉諸大弟子 

1、憍陳如，悟道第一 

時尊者憍陳如3，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德，出家已久，

具修梵行。 

2、大迦葉，頭陀第一 

復有尊者大迦葉4，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頭陀苦行，不

                                                       
1 [會編（中）p.163 原註 3]：《相應部》（14）「界相應」15 經。 

《增一阿含經》（49）「放牛品」三經。 
2 「俱」：1.偕同；在一起。（《漢語大詞典（一）》p.1497）。 
3
 《增壹阿含經》卷 3〈弟子品 4〉(T02，557a18-21)：「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寬仁博識，善能勸

化，將養聖眾，不失威儀，所謂阿若拘隣比丘是。初受法味，思惟四諦，亦是阿若拘隣比丘。」。 
4 《增壹阿含經》卷 3〈弟子品 4〉(T02，557b8-9)：「十二頭陀，難得之行，所謂大迦葉比丘是。」。 

《寶積經講記》(p.227-228)：「十二頭陀行中，衣著方面有二：但三衣、糞掃衣。飲食方面有

四：常乞食、不餘食、一坐食、節量食。住處方面有五：住阿蘭若、塚間坐、樹下坐、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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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遺餘。 

3、舍利弗，智慧第一 

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 

4、大目揵連，神通第一 

時尊者大目揵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 

5、阿那律陀，天眼第一 

時阿那律陀，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徹5。 

6、二十億耳，精進第一 

時尊者二十億耳，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勇猛精進，專勤修行者。 

7、陀驃，僧知事第一 

時尊者陀驃6，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能為大眾修供具者。 

8、優波離，持律第一 

時尊者優波離，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通達律行。 

9、富樓那，說法第一 

時尊者富樓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皆是辯才善說法者。 

10、迦旃延，論議第一 

時尊者迦旃延，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能分別諸經，善說法相。 

11、阿難，多聞第一 

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多聞總持。 

12、羅睺羅，密行第一 

時尊者羅睺羅7，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 

                                                                                                                                                                         
坐、隨地坐。睡眠方面有一：即常坐不臥。」 

5《大智度論》卷 24〈序品 1〉(T25，240b28-c1)：「得天眼人中最第一者阿泥盧豆，色界四大造

色半頭清淨是天眼。佛天眼，四大造色遍頭清淨。是為差別。」 
6（1）《四分律》卷 3(T22，587b14-c1)：「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即為僧分臥具：同意者共同；阿

練若阿練若共同；乞食乞食共同；納衣納衣共同；不作餘食法不作餘食法共同；一坐食一

坐食共同；一摶食一摶食共同；塚間坐塚間坐共同；露坐露坐共同；樹下坐樹下坐共同；

常坐常坐共同；隨坐隨坐共同；三衣三衣共同；唄匿唄匿共同；多聞多聞共同；法師法師

共同；持律持律共同；坐禪坐禪共同。時羅閱祇有客比丘來，沓婆摩羅子即隨次第所應得

臥具分與。時有一長老比丘向暮上耆闍崛山，時尊者沓婆摩羅子手出火光與分臥具，語言：

「此是房、此是繩床、是木床、是大小蓐、是臥枕、是地敷、是唾壺、是盛小便器、此是

大便處、此是淨地、此是不淨地。」時世尊讚言：「我弟子中分僧臥具者，沓婆摩羅子最

為第一。」」 

（2）「知事」又作維那、悅眾、營事、授事、任事、知院事。乃掌管諸僧雜事與庶務之職稱。

知事負有司掌庶務，保護僧物之責，故須選順應諸僧願望、嚴持戒律、心存 公正之賢者

任之。據大方等大集經卷三十四護持正法品載，佛說有二種人堪持僧事，守護僧物，即：

(一)具八解脫之阿羅漢人，(二)須陀洹等三果之學人。又大宋僧史略卷中載，沓婆摩羅（即

陀羅驃）年十六，已證阿羅漢，自請為僧知事。《佛光大辭典（四）》p.3461。 
7 羅睺羅：(一)梵名 rāhula。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係佛陀出家前之子。又作羅護羅、羅怙羅、羅

吼羅、曷羅怙羅、羅云、羅雲。意譯作覆障、障月、執日。以其生於羅睺羅阿修羅王障蝕月

時，又因六年處於母胎中，為胎所覆，故有障月、覆障之名。……佛陀成道後六年始還迦毘

羅城，令羅睺羅出家受戒，以舍利弗為和尚、目犍連為阿闍梨，此即佛教有沙彌之始。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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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提婆達多，為惡之首 

時提婆達多，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習眾惡行。 

（二）結說善分別諸界 

是名比丘常與界俱，與界和合。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諸界」。 

佛說是經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貳、眾生與界俱，相似共和合而得增長 

五8；                                             六九六（四四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如上廣說已，即說偈言： 

「常會故常生，相離生則斷。9
 

如人執小木，而入於巨海，人木則俱沒，懈怠俱亦然。 

當離於懈怠，卑劣之精進， 

賢聖不懈怠，安住於遠離，慇懃精進禪，超度生死流。 

膠漆10得其素11，火得風熾然，珂12乳則同色； 

眾生與界俱，相似共和合，增長亦復然」。 

 

 

 

 

                                                                                                                                                                         
沙彌時，有種種不如法，受佛訓誡，後嚴守制戒，精進修道，得阿羅漢果，自古譽稱「密行

第一」。《佛光大辭典（七）》p.6681。 
8 [會編（中）p.163 原註 4]：《相應部》（14）「界相應」16 經。 
9 常會故常生，相離生則斷：經常接觸因而經常相生，不接觸則所生的就不相續。 

巴利經文為：Saṃsaggā vanatho jāto, asaṃsaggena chijjati; 

莊春江譯作「從接觸而生欲之叢林，以不接觸而被切斷，」， 

菩提比丘英譯是「From association the woods of lust is born, by nonassociation the woods is cut.」 

版主譯作：「有執取 Saṃsaggā，則欲 vanatho 生 jāto；不執取 asaṃsaggena，則欲斷 (chijjati 

被斷)」 ，vana, vanatho(vanatha)是欲望。 

可以參考巴利《法句經》 

chetvā vanañca vanathañca, nibbanā hotha bhikkhavo. (283) 

砍盡了樹木(vana)，就沒有樹林 (nir-vana)，意思為「斷除了欲望(vana)，就涅槃 (nibbāna)。 

（http://buddhaspace.org/agama/16.html#四四七） 
10「膠漆」：1.膠與漆。亦指黏結之物。2.比喻事物的牢固結合。3.比喻情誼極深，親密無間。 

          （《漢語大詞典》（六）p.1376） 

 「膠」：黏性物質。用動物的皮、角等或樹脂製成，亦有人工合成者。（《漢語大詞典》（六）p.1373） 

 「漆」：用漆樹汁製成的塗料。（《漢語大詞典》（六）p.64） 
11「素」：5.原始；根本；本質。《尚書大傳》卷一下：“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

蔟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鄭玄注：“素，猶始也；蔟，猶聚也。”《鶡冠子‧學問》：“道德

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陸佃解：“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 10.老交情；往日的情誼。

20.通“塑”。塑造。 （《漢語大詞典（九）》p.729） 
12「珂」：1.白色似玉的美石。一說為螺屬，貝類。《玉篇‧玉部》：“珂，石次玉，亦碼瑙白如雪者。 

   一云螺屬。”（《漢語大詞典（四）》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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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五戒明善不善界 

六13；                                            六九七（  四四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 

如是廣說，乃至勝心生時與勝界俱，鄙心生時與鄙界俱。 

殺生時與殺界俱；盜；婬；妄語；飲酒心時與飲酒界俱。 

不殺生時與不殺界俱；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時）與不飲酒界俱。 

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論義】：「似轉」： 

壹、諸界之因 

復次、如是諸界，由勝解14力之所集成。 

先惡勝解集成惡界，先善勝解集成善界。 

貳、相似而轉 

隨所集成，還與如是相似有情同法而轉， 

謂相往來，同聚、同住、同見、同意，勝解相似。 

由是故言：有情諸界，共相滋潤，相似而轉。」 

 

【補充】 

【一】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 p29~30 )： 

壹、早期經典中，界是重於「多界」的 

在原始結集中，界與界相應而組成一類──「界相應」dhātu-samprayukta
15。「界相應」

中，十八界、七界、六界等，數量是很多的。 

《中阿含經》有《多界經》，共立六十二界，是說一切有部 Sarvāstivādin 所傳的。 

南傳《中部》立四十一界，是銅鍱部 Tāmraśāṭīya 所傳的。 

                                                       
13 [會編（中）p.163 原註 5]：《相應部》（14）「界相應」25 經。 
14（1）《瑜伽師地論》卷 3(T30，291c1-2)：「勝解云何？謂於決定事，隨彼彼行印可隨順性。」 

       《瑜伽師地論》卷 3(T30，291c12-13)：「勝解作何業？謂於所緣，任持功德、過失為業。」 

 （2）玅老講《卷三．意地第二之三》：「隨彼彼行」，那裡面也有很多差別相。「印可隨順性」，

這個「印」就是決定的意思。隨順你自己的主張，就是決定是這樣子，不可以動搖的，

別人不可以改變你的主張的，那就叫做「決定事」。……你有一個很深刻的認識，這個認

識……你的力量很強，別人不能夠移轉，不可以移轉你的認識的，那叫「勝解」。  

（3）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一冊》(p342)：「勝解是深刻的理解，達到堅定不拔的階段。勝解

不是真實的體驗，不過也不是一般平常的了解。」 

     印順導師著《成佛之道（增註本）》(p312)：「「勝解」力：勝解是深刻的信解。信解善惡

業報的因果道理，及菩薩行的功德與違犯的過失。」 
15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1]《相應部》「界相應」（南傳一三‧二一０以下）。 

 《雜阿含經》卷 16、17（大正 2，1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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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宋法賢的異譯本，名《四品法門經》，立五十六界16。 

在早期的經典中，界是重於「多界」──種種界的。如《雜阿含經》說：「當知諸界，

其數無量」17，界是無量無數的。 

貳、界的三個含義 

界的重要意義， 

（壹）例舉三段經文 

一、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而助增勢力 

一、「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如善心與善界俱，不善心與不善界俱；如善行者與

善行者共俱，惡行者與惡行者共俱。眾生與界和合，如「膠漆得其素，火得風熾然，

珂乳則同色；眾生與界俱，相似共和合，增長亦復然」18。 

界不是現行心，也不是眾生，而是與（心）眾生相對應、相和合，而助增勢力的。 

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 

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等，界是十八界。言說，見，想，思，欲，願，士夫，

所作，施設，建立，部分，顯示，受生，19這都是緣（根、境、識）界而生起的20。 

三、解脫界由止觀而修得 

三、眾生生死流轉，都緣界而起；出離方面，解脫界──「斷界、無欲界、滅界」，

是修止觀而得的21。光界……滅界──七界，是正受（三摩跋提）所得的22。 

（貳）論述界的三種含義 

從上來所說，界的含義，是相當複雜的！ 

一、引《瑜伽論》明因義與性義 

《瑜伽論》說：「因義、……本性義，23……是界義」24。 

界 dhātu 。從 dha 而來，有「根基」、「成素」的意義25。 

                                                       
16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2]《中阿含經》卷 47《多界經》（大正 1，723b-c）。 

《中部》（一一五）《多界經》（南傳一一下‧五八──五九）。《四品法門經》（大正 17，712c-713a）。 
17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3]《雜阿含經》卷 16（大正 2，115a）。 
18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4]《雜阿含經》卷 16（大正 2，115a-b）。 
19《雜阿含經》卷 17（457）（大正 2，117a3-2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於講堂陰中敷座，

於大眾前坐，說優檀那句，告諸比丘：「緣界故生說，非不界，緣界故生見，非不界，緣界故

生想，非不界。緣下界，我說生下說、下見、下想、下思、下欲、下願、下士夫、下所作、

下施設、下建立、下部分、下顯示、下受生。如是中。如是勝界，緣勝界，我說彼生勝說、

勝見、勝想、勝思、勝願、勝士夫、勝所作、勝施設、勝建立、勝部分、勝顯示、勝受生勝。」

時，有婆迦利比丘在佛後執扇扇佛，白佛言：「世尊！若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彼

見亦緣界而生耶？」佛告比丘：「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亦緣界而生，非不界。所

以者何？凡夫界者，是無明界，如我先說，緣下界生下說、下見，乃至下受生；…；中勝界

生勝說、勝見，乃至勝受生。」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0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5]《雜阿含經》卷 16、17（大正 2，116a-b、117a）。 
21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6]《雜阿含經》卷 17（大正 2，118b）。 
22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7]《雜阿含經》卷 17（大正 2，116c）。 
23 《印度佛教思想史》 p.263：「界dhātu是因義、本性義；『相應部』與此「界」相當的，作 idappaccayatā，    

是「緣性」──「相依性」的意義。」 

24 [《如來藏之研究》p.29 原註 8]《瑜伽師地論》卷 56（大正 30，6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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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事物的元素，對成果說，是「因義」； 

約自體說，是「不失自性」的本質、質素（性）。 

二、引《俱舍論》明類義有別類性與通類性 

界是種種不同的，所以《俱舍論》說：「有說：界聲表種類義」26。 

如地是堅性，水是溼性，立為「地界」、「水界」。 

對他，是不同的別類（別性）； 

對同一性的，是共同的通類（通性）。 

三、歸結性、類、因三義 

界有「性」義，「類」義，「因」義，但因是依止因，如「無明緣行」，「根境識緣觸」，

與後代的種子因不合27。 

 

【二】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62)： 

壹、舉六界 

界，即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貳、界的意義 

（壹）特性與通性 

界有「特性」的意義，古譯為「持」，即一般說的「自相不失」。 

由於特性與特性的共同，此界又被轉釋為「通性」。 

如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即分為水界、火界。 

此水與彼水的特性相同，所以水界即等於水類的別名。 

                                                                                                                                                                         
25 [《如來藏之研究》p.30 原註 9]《望月佛教大辭典》p.375。 
26 [《如來藏之研究》p.30 原註 10]《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大正 29，5a）。 
27（1）《中觀今論》(p.169~170)：「「眾生從無始來有種種界」句，種子論者就解說為眾生無始來

有種種的種子，故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界字，本義為種類，同類與別類，

由於想像「自性不失」為實有的本來存在，從此本來存在而現行，即引申為因義，所以

說界為種族義，即成為眼從眼生，耳從耳生的自性緣起。依中觀者說：不失自性，是相

對的，法法皆是因緣的存在，離卻種種因緣不可得，決非具體而微的潛因的待緣顯現而

已。又，若看成各自有各自的種子，於是說有無量無邊的種子，生無量無邊現行，這與

因緣說的精神，也不大恰當。」 

（2）《般若經講記》(p191~192 )： 

十八界中的前十二界，即前十二處，由六根對六塵而生起的認識作用──從意根中現起，

即六識界。為什麼六根、六塵、六識都叫做界呢？今取種類義。這十八類，雖是互相關

係的，然在各各的作用分齊上，又是各各差別的，不相混淆的。如眼根能見此桌的黑色，

身根能觸此桌的硬度，意根生意識，即是綜合的認識。 

十二處，從精神活動生起的依止處說，明見聞覺知的緣生無我。此十八界是從完成認識

作用不同說：從認識的徑路說，有六；從構成認識的主要條件說，有三──根、境、識。

這樣，共有能取的六根，所取六塵，及根塵和合所發六識，總成為十八界。也即因此而

明無我──界分別觀。……依佛法，依根緣塵起識，雖相依不離而成認識活動，但在幻

現的假相上，有他不同的特性，依各別不同的特性，不能併歸於根或併歸於境，故佛法

在根境外建立六識界。根、境、識並立，所以也不是唯心的。有情的活動，是有物理──

色等，生理──眼等，心理──眼識等的三種現象的。以此十八界明無我，而十八界各

各是眾緣所成的，求其實性不可得，故也是畢竟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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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性 

此六界，無論為通性，為特性，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一切有情所不可缺的，所

以界又被解說為「因性」。 

 

【三】印順導師著《大乘起信論講記》(p.65~66)： 

壹、界有類性與因性二義 

界，佛法中使用的地方很多，討究起來，可有二義：(一)、類性，(二)、因性。 

貳、類性 

（壹）略說種類義 

 (一)、類性，此說一類一類不相同的事物為界。 

如說眼界，只攝眼；色界，只攝青黃等色；也即是眼與眼是一類，色與色是一類，不

能相混，故名眼界、色界等。如阿毘達磨者釋界為種類義。 

（貳）廣演事理二類 

一、界能大小含攝 

類性可大可小：如眼界、色界等，可以總稱為色（物質）界；而物質與精神，又可以

總名為有為界。所以，界是一圈一圈的，小類的外延有大類，小類的內包還有小類。 

二、例舉最小與最大法界 

最小的法類──法界，如有部的極微色，剎那心，是其小無內的自性。 

最大的法類──法界，即一切法都是以真如為性的，是遍一切一味的。 

賢首家稱此為理法界；眼界、色界等，是事法界。 

三、理事二法界的同異 

（一）同 

理與事的二法界，都是約類性建立的。 

（二）異 

不過一在事上說，小到極小，無限的差別； 

一在理上說，大到極大，無限而平等。 

參、因性 

 (二)、因性，是所依義、功能義、種子義；凡是依此法而有彼法的，此法即名為彼依、

彼因，所以界又訓釋為種族義。 

 

《會編(中)》第七二七(p.182～184) 

 

 

三六；                                            七二七（ 四六四）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 

貳、正宗分 

（壹）依於止觀而得諸解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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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於止觀二法專精思惟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詣已，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問上座上

座名者言：「若比丘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上座答言： 

「尊者阿難！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者，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 

二、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修習於止，多修習已，當何所成？修習於觀，多修習已，當何

所成」？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 

◎修習於止，終成於觀； 

◎修習觀已，亦成於止。 

◎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28
 

三、斷界，無欲界，滅界，是諸解脫界 

阿難復問上座：「云何諸解脫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云何斷界，乃至滅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 

斷一切行，是名斷界； 

斷除愛欲，是無欲界； 

一切行滅，是名滅界」。 

時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歡喜隨喜。 

（貳）師及弟子皆依平等見、最勝見隨起言說 

一、五百比丘同上座所說 

往詣五百比丘所，恭敬問訊，退坐一面。白五百比丘言：「若比丘於空處、樹下、閑

房思惟時，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時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難！當以二法專精思惟」。乃至滅界，如上座所說。 

二、世尊亦同五百比丘所說 

時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歡喜隨喜。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若比丘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佛告阿難：「若比丘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二法專精思惟」。乃至滅界，如五百

比丘所說。 

三、結讚師及弟子一切同法，同義，同句，同味 

時尊者阿難白佛言：「奇哉世尊！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義，同味。我

今詣上座名上座者問如此義，亦以此義、此句、此味答我，如今世尊所說。我復詣五

百比丘所，亦以此義、此句、此味而問，彼五百比丘亦以此義、此句、此味答，如今

世尊所說。是故當知師及弟子，一切同法，同義，同句，同味」。 

佛告阿難：「汝知彼上座為何如比丘」？ 

                                                       
28《成實論》卷 15〈道諦聚〉 (T32，358c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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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白佛；「不知，世尊」！ 

佛告阿難：「上座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已捨重擔，正智心善解脫。彼五百比丘，

亦皆如是」。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論義】：「寂靜」： 

壹、由五相次第熏修而得寂靜解脫 

復次、若諸苾芻專樂寂靜，勤修止觀，略由五相，當知其心名得解脫。 

一者、奢摩他熏修其心，依毘缽舍那解脫奢摩他品諸隨煩惱； 

二者、毘缽舍那熏修其心，依奢摩他解脫毘缽舍那品諸隨煩惱； 

三者、二種等運，離心隨惑，解脫一切見道所斷所有諸行； 

四者、即由此故，解脫一切修道所斷所有諸行，住有餘依般涅槃界； 

五者、解脫一切苦依諸行，住無餘依般涅槃界。 

貳、別於外道的二種希奇法 

於善說法毘奈耶中，略有二種師及弟子甚希奇法： 

一、平等見，隨起言說； 

二、最勝見，隨起言說。 

如是二種，外道法中都不可得，所作差別故，遠離涅槃故。 

 

 

【補充】 

【一】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1~12)： 

壹、止與觀在修持的方法上是不同的 

定與慧，要修習而成。分別的說： 

修止──奢摩他 śamatha 可以得定， 

修觀──毘缽舍那 vipassanā 可以成慧。 

止是住心於一處，觀是事理的觀察，在修持上，方法是不相同的。 

貳、止與觀在修學的過程中是相互助成的 

但不是互不相關，而是相互助成的， 

（壹）引《雜阿含經》的三個次第 

如《雜阿含經》卷 17（大正 2，118b）說： 

「修習於止，終成於觀； 

修習觀已，亦成於止。 

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依經說，有先修止而後成觀的，有先修觀而後成止的。 

一定要止觀雙修，才能得「淺深不等的）種種解脫界。 

（貳）引《增支部》的四個次第 



86 

《增支部》分為四類： 

一、修止而後修觀； 

二、修觀而後修止； 

三、止觀俱修； 

四、掉舉心重的，在止觀中特重於修止29。 

參、結說 

這可見，止與觀，定與慧，可以約修持方法而分別說明，而在修持上，有著相成的不可

或缺的關係。所以《大毘婆沙論》引《法句》說：「慧闕無靜慮（禪），靜慮闕無慧；是

二具足者，去涅槃不遠」30。 

 

【二】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一冊》(p.373~374)： 

壹、一般的觀察 

一般觀察，只是聽人說說，散心分別事理，非此處所謂觀察。 

貳、真正的觀察 

（壹）真正「觀察」，必須得定 

真正「觀察」，必須得定。依定方能成觀，否則，多多觀察，會頭昏腦脹，失眠怔忡。

如能得止再觀，乃能得智慧。故大學曰：靜而後能慮，蓋同此理。猶風中燭，飄搖不

定，何能照物？ 

（貳）從同一境像說明觀與止的不同 

但觀慧與止不同，「智慧觀察」，亦即分別、尋求、抉擇。 

◎若人觀一紅花，視之不已，能因觀而成於止。 

◎如觀其紅色意義為何等，深入分別抉擇，乃能於止中修成觀。 

如不淨觀，觀事相變化31，求其實相（體性作用形相）32，是則為觀。 

                                                       
29《增支部》「四集」（南傳一八‧二七六）。《雜阿含經》卷 21（大正 2，146c-147a）。 
30《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4（大正 27，693b）。 
31《空之探究》p.68-69：「勝解作意者，謂修靜慮者，隨其所欲，於諸事相增益作意。……勝解

作意 adhimokṣa-manaskāra 是假想觀，於事是有所增益的。如不淨觀 asubha-bhāvanā，想青瘀

或膿爛等，觀自身及到處的尸身，青瘀或膿爛，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是誇張的想像所成的定

境，所以說是「增益」。佛法中的八解脫 aṣṭau-vimokṣāḥ，八勝處 aṣṭāv-abhibhv-āyatanāni，十

遍處 daśa-kṛtsnâyatanāni，都是勝解作意。」。 

  《空之探究》p.73：「勝解的假想觀，是不能得究竟解脫的，但也有對治煩惱，斷除（部分）

煩惱，增強心力的作用，所以釋尊應用某些方便來教導弟子。假想觀中，主要是不淨觀，如

青瘀想，膿爛想，骨想等。」。 
32《空之探究》p.68：「真實作意者，謂以自相，共相及真如相，如理思惟諸法作意」。依此可以

知道：自相作意，svalakṣaṇa-manasikāra，共相作意，sāmānya-lakṣaṇa-manaskāra，真如作意

tathatā-manasikāra，是一切法真實事理的作意」。 

  《空之探究》p.73：「佛法的解脫道，是依止四禪，發真實慧，離欲而得解脫的。真實慧依於

如實觀：「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無我無我所」──空，是一貫的不二的正觀。能離

一切煩惱，離一切相，契入超越的寂滅。依於觀慧的加行不同，名為空，名為無所有，名為

無相。如止觀相應而實慧成就，依觀慧立名，名為空（性）心三昧 suññatā-cetosamādhi，無

所有心三昧 ākiñcaññāceto-samādhi，無相心三昧 animitta-cetosamādhi。心三昧，或名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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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一冊》(p.73~75)： 

壹、略說定與慧 

定與慧，是有嚴格定義的，應將此二者的定義略予解說，由於平常人容易將定誤解為

慧。…… 

（壹）略說定慧的定義 

一、定是心靜、明白 

定，是將心安定下來而並非蒙昧；那是一種非常安靜的心境，在安靜中的心境，是非

常明白的。…… 

二、將定錯認為慧 

有些人稍微得到一點定的境界，心境朗然清澈，他便以為這就是慧了。不知道任何一

種定，內心應該都是明明白白的。有些通俗的說法，認為心靜便是定；明白便是慧，

這是不大正確的。 

三、定慧皆有不同的修持方法 

定、慧是由修習止、觀而來，所以我們應該說修止或修觀；止成就得定，觀成就得慧。 

（一）修止達到定 

以修止達到定，是心無二用，將心制於一境，如此方可得到寂然不動。所以說心寂

名為定；這裏的寂，並非涅槃寂滅，而是非常地安靜明朗。 

（二）知法而成慧 

智與慧皆須由知法而來。所謂知法，就小乘而言，是知苦、集、滅、道，或者是知

十二因緣。大乘法則是當知一切法空性。 

（貳）定、慧的定義不同，是由於方法不同而來 

所以定、慧之定義不同，實際上是由於其修行方法之不同而來，不是因境而不同。 

貳、同一境相，因方法不同而分定與慧 

（壹）將心止於一境上安定不動就是定 

現在舉個例子說明：剛才我們說到的四諦，其中的滅諦，是慧所悟入的。但我們將心

止於滅諦，或是將心止於一切法空性，從心安定不動的意義上說，這仍是定。 

（貳）以有分別影像與無分別影像作說明 

所以彌勒菩薩說，定與慧，或是有分別影像，或是無分別影像。 

一、於有分別影像分定與慧──（假想觀） 

有分別影像即是有對象的，有分別； 

如將心念專繫於觀想佛像，這是有分別影像，得定是定，觀察是（假想）慧。 

二、於無分別影像分定與慧──（真實觀） 

無分別影像，即一切法空性，離於一切名相， 

◎因此而將其心安定是定， 

◎因觀而悟入是慧。 

知有分別、無分別，由觀法性而證知，便是勝義慧。 

 

                                                                                                                                                                         
cetovimutti。雖因加行不同而立此三名，而空於一切煩惱，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