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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念處相應 

   釋圓融整理 2017/04/16 

《會編(中)》第七六九、七七０、七七九、七八五、八一三經 (p.247～274) 

 

壹、經說：如來能於四念處演說無量無邊名句文身 

一０；                                            七六九（ 六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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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執持四種強弓，大力方便，射多羅樹影，疾過無閡。 

如是如來四種聲聞，增上方便，利根智慧，盡百年壽， 

◎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唯除食息、補1寫、睡眠，中間常說、常聽，智慧明利，於如

來所說盡底受持，無諸障閡，於如來所不加再問； 

◎如來說法無有終極，聽法盡壽百歲命終，如來說法猶不能盡。 

當知如來所說無量無邊，名、句、味身亦復無量，無有終極，2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

謂身念處，受，心，法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                                            七七０（       ） 

一切四念處經，皆以此總句，所謂「是故比丘！於四念處修習，起增上欲，精勤方便，

正念、正智，應當學」。 

 

貳、論顯：四念處無邊差別，佛智慧亦無量無邊 

「說」3： 

（壹）如來智慧無邊，能知無邊所知法，能說無邊無上法教 

又由身等四所知法無邊別故，如來智慧於彼無礙，亦無有邊； 

智無邊故，如來所說無上法教亦無有邊。 

（貳）無上法教由文、義所顯示 

如是法教，二緣所顯：一、由文故，二、由義故。4 

                                                        
1 [會編(中)p.248 原註 1]：「補」，原本誤「𥙷」，依宋本改。 
2《中阿含經》卷 42〈根本分別品 2〉(T1，693c7-22)：「如來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

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

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於如來

法。所以者何？如來說法無有極不可盡法，文句法句觀義，乃至四弟子命終，猶如四種善射

之人，挽彊俱發，善學善知，而有方便，速徹過去。如是，世尊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

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

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

於如來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極不可盡」 
3 《瑜伽師地論》卷 97 (T30，859c13-860a10)。 
4（1）《瑜伽師地論》卷 5(T30，302b25-26)：「尋伺所緣者。謂依名身句身文身義為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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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無量義中，由無量文句而開顯 

義差別門，無有數量；法教文句開顯義門，亦無數量。 

二、於一義中以無量文句而不重說 

於此文句不重宣說，無邊展轉辯才無盡，是故如來成就希奇未曾有法， 

善能宣說所有法教，於一義中，能以無量巧妙文句，方便開示而不重說。 

 

參、略述四念處之修學次第 

（壹）標舉四念處由聞思修慧次第而修習 

又5於聖教宗義趣智善成就故，名為有趣6。 

俱生聞、思所成妙慧善成就故，名為有意。7 

                                                        
（2）《卷五．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二》( 玅老 T55 )：「「文」，「文身」。「文」，就是那個「名」和

「句」，所依止的字。一個字、一個字的組成「名」，由「名」組成「句」，這樣的意思。

叫「名、句、文」。 

「義」，這個「義」呢？就是由「名、句、文」所詮顯的，所顯示的「義」。這個「義」，如

果沒有「名、句、文」，這個「義」沒有辨法顯示。說要假藉「名、句、文」來顯示這個

「義」的。那麼依「文」顯「義」，這個「名、句、文」是能顯示的，「義」是所顯示的。

依「義」以立「文」，依據這個道理，就說出來很多的「名、句、文」。「義為所依」，「名、

句、文」，就是能依；或者是「名、句、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兩方面都可以說。「為

所緣」，這個「尋伺」，我們內心的分別觀察，分別什麼？觀察什麼？就是觀察這個「名」

和「義」，就是「名、句、文」裏面的「義」。簡單的說，就是「文、義」，能詮的「文」和

所詮的「義」，這就是「所緣」。」 
5（1）[會編(中)p.248 原註 2]：此下『論』義，非經所有，疑依餘經作論，待考。 

（2）編者案：以下論義，或許可參考《中阿含經》卷 42〈根本分別品 2〉(T1，693c7-9)：「如

來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此經與《雜阿含．612 經》之

文句極為相似，差別在於《雜阿含．612 經》對「增上方便，利根智慧」沒有《中阿含經》

翻譯的詳細。因此，論義此處所解釋的「有趣乃至有慧」可說就是《雜阿含．612 經》的

「增上方便，利根智慧」等經文。 
6（1）【趣】：2.行動；作為。《列子‧湯問》：“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

張湛注：“趣，行也。” （《漢語大詞典（九）》p.1142） 

（2）《卷八．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 玅老 T82 )：「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 

這個文句裡面是有所詮顯的道理的。這詮顯的道理是在那文句的裡面，這個講者須要把裡

面隱藏的道理，把它顯示出來，顯示的非常的圓滿，沒有缺少，那叫做「顯然」，「顯」是

這樣意思。「有趣」，就是能引發聽的人的歡喜，所以叫做「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

就是容易明白。」 
7（1）《瑜伽師地論》卷 25(T30，417b5-9)：「云何名為具足多聞？謂若有法宣說開示，初中後善，

文義巧妙，獨一圓滿清白梵行，於如是類眾多妙法能善受持，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

通達。如是名為具足多聞。」 

（2）《卷二十五．初瑜伽處出離地品第三之四》( 玅老 T265b )：「「具足多聞」這一段先說明所

聞的佛法，就是佛所說的修多羅了，十二分教了。 

「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這是受持的相貌。就是他對於初善、中善，佛所說的

這個妙法，這個文句他能夠「通利」沒有滯礙，就是純熟、能讀能誦叫「通利」。「意善尋

思」，那個妙法裡面的意義，他也能夠去思惟觀察，這是「意善尋思」。「見善通達」，這個

「見」就是智慧，能夠通達，能如實通達如實地覺了，這初中後善這個法門的妙意的。這

樣子就是聞、思、修了，言善通利是「聞」，意善尋思是「思」、思所成慧，見善通達是屬

於「修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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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定故，名為有念。 

通達諦故，名為有慧。 

當知此中，初一總標，後三別釋。 

 

（貳）略說三慧次第 

「發起」： 

一、先由聞思知法無我，進而希求定心解脫 

復次、有諸苾芻於身等法， 

先由聞、思如理作意，安住唯有身等法觀，知一切法無我性已， 

不唯於此聞、思作意而生喜足，唯上希求定心解脫。 

為求定故，住遠離處，唯緣身等，以九行相安住其心，令心內寂。8 

二、慧無間依如理作意及三摩地而得究竟 

由二因緣起四念住，名善發起： 

一、由如理作意如實智故， 

二、由三摩地如實智故。 

此慧無間，由如實智當得究竟。 

 

（參）由三種對治而成就定 

「修」： 

復次、有諸苾芻，於三對治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阻礙， 

謂無常想，若仁慈觀，若無相定9。 

                                                        
（3）《卷二十四．初瑜伽處出離地品第三之三》( 玅老 T262 )：「「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

達」，這就是聞思修了。「言善通利」，這一段的經文句叫做「言」，「善」者能也，能夠通利

特別熟悉。「意善尋思」，你內心的意對這段經文裏面的義理，要善巧的思惟觀察、要思惟。

「見善通達」，就是如實覺知了，當然這個有了禪定的人，那就是屬於思慧。若沒得到禪定，

就是你對這個義特地別分明，通達它的道理。」 
8 《成佛之道（增註本）》(p.329～331 )： 

「內住亦續住，安住復近住，調順及寂靜，次最極寂靜， 

專注於一趣，等持無作行：聖說止方便，不越九住心。」 

 

1 2 3 4 5 6 7 8 9 

內住 續住 安住 近住 調順 寂靜 最極寂靜 專注一趣 等持 

安住所緣的過程 降伏煩惱的過程 臨近得定的階段 

 
9（1）《瑜伽師地論》卷 12(T30，337b18-24)：「經言：無相心三摩地，不低不昂，乃至廣說。云

何名為不低不昂？違順二相不相應故。又二因緣入無相定：一、不思惟一切相故。二、正

思惟無相界故。由不思惟一切相故，於彼諸相不厭不壞，惟不加行作意思惟，故名不低。

於無相界正思惟故，於彼無相不堅執著，故名不昂。」 

（2）《卷十二．三摩呬多地第六之二》( 玅老 T136 )：「《披尋記》四一四頁：「違順二相不相應

故者：於一切相深見過患，令心厭背，是名為違。於無相界見勝功德，心樂攝受，是名為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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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由如是三種對治，隨其所應，如前所說， 

於可意等身等境界住厭逆想，不厭逆想，棄彼二種，捨念正知10， 

由此因緣，當知名為善修念住。11 

 

 

 

 

                                                        
……對於這個有為有漏的色、受、想、行、識這一切法，深深的看出來，見到它的過患，

這老病死太苦了。「令心厭背」，你若這樣思惟的時候，你的心就不歡喜，就厭離，就背棄

它了。「是名為違」，這個「違」，這樣觀察這個不順心的境界，這個心就低下，叫做低。 

「於無相界見勝功德」，就是諸取蘊滅，「諸取蘊滅」就是無色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這個無的境界，這個無相的境界，你能看出它殊勝的功德，這裡面最安穩自在。「心樂攝

受」，你心裡面就歡喜，願意成就這個無相的境界。……「是名為順」，因為有功德，我歡

喜就是「順」。 

那地方有過患，有苦惱，那我所不歡喜，不歡喜叫「違」；歡喜就是「順」。這個順心的境

界，心就高舉了，這就叫做「昂」。現在這無相心三摩地，不低也不昂，就是不違也不順，

「違順二相不相應」，所以叫做「不低不昂」，那就叫做無相心三摩地。你若是違也是相，

你若是順也是相，現在心裡面沒有這種分別，叫做無相心三摩地。」 

（3）《瑜伽師地論》卷 96(T30，847c8-10)： 

    「於一切相不思惟故，於無相界正思惟故，薩迦耶滅由無相故。」 

《雜阿含．80 經》卷 3(T02，20b12-13)： 

「復有正思惟三昧，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相。」 

《空之探究》(p.58 )：「無相三昧觀色、聲等六境相斷。「斷」是什麼意義？『大毘婆沙論』

引「法印經說：若觀色、聲、香、味、觸相而捨諸相，名無相定，彼觀境界相而捨有情

相」。『瑜伽論』說：「於眼所識色，乃至意所識法，等隨觀察，我我所相不現行故，說名

為斷」。依論師的意見，是捨斷有情相的。然依無相三昧的通義，境相不外乎色等六境；

六境相斷，就是「於一切相不作意」的無相三昧。」 
10（1）《披尋記》(四)p.2857：「『隨其所應，如前所說等者』， 

謂由修習無常想故，於其可意身等境界，住厭逆想。 

修習仁慈觀故，於不可意身等境界，住不厭逆想。 

修習無相定故，於非可意非不可意境界，棄彼厭逆、不厭逆想，住於捨念正知。 

如是隨其所應，當知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阻礙，名如前說。」 

（2）《瑜伽論記》卷 24(大正 42，860c11-14)：「 

『於可意等境住厭逆想等』者，於可意身等境修厭，即是無常想。 

上『等』字，即等於彼不可意身等四境，修慈觀也。 

『棄彼二種，捨念正知』者，即無想定也。」。 

（3）《成佛之道（增註本）》(p. 326～328 )：「掉舉是貪分，是染著可愛境，心不自在，引起心

的外散。惛沈是癡分，是身心沈重，引起攝心所緣的力量低弱，不大明顯。……沈、掉

嚴重的，不容易遣除，就應該修特別的對治。如沈沒重的，修光明想，或修菩提心等可

欣喜的功德相。如掉舉重的，應修無常等可厭患相。等沈、掉息去，再依本來所修的，

安住所緣而進修。」 
11《瑜伽師地論》卷 28(T30，440c18-23)：「言定心者，謂從諸蓋得解脫已，復能證入根本靜慮；

不定心者，謂未能入。善修心者，謂於此定長時串習，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梗澀，速

能證入；不善修心者，與此相違，應知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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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12；                                               七七九（ 六一七） 

壹、佛以鷹鳥喻說：應守自境界，離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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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為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

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困，

不得自在！ 

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 

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壟13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父母境界。 

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壟中，能得脫以不？ 

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壟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鬥。 

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鬥！瞋恚極盛，迅14飛直搏。 

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15衝堅塊，碎身即死。 

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羅婆依自界，乘瞋猛盛力，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依於自境界，伏怨心隨喜，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兇愚，百千龍象力，不如我智慧，十六分之一，觀我智殊勝，摧滅於蒼鷹」。 

如是比丘！如彼鷹鳥愚癡，自捨所親父母境界，遊於他處，致斯災患。 

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於自境界所行之處，應善守持，離他境界，應當學。 

 

貳、略說他境界與自境界之意 

比丘！他處、他境界者，謂五欲境界。眼見可意、愛16、念妙色，欲心染著；耳識聲；

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可意、17愛、念妙觸，欲心染著，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 

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謂四念處。 

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是故比丘！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遠離他處他境界，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論義】： 

「諸纏」： 

壹、異生 

復次、有諸苾芻，於諸念住正勤修習而是異生。 

                                                        
12 [會編(中)p.256 原註 1]：『相應部』（四七）「念處相應」六經。 
13 壟〔ㄌㄨㄥˇ〕： 3.田埂，田間稍稍高起的小路。4.成行種植農作物的土埂。(《漢語大詞典(二)》

p.1242) 
14 [會編(中)p.256 原註 2]：「迅」，原本作「駿」，依宋本改。 
15 臆：1.胸骨；胸。4.憤懣。(《漢語大詞典(六)》p.1394)。 
16 [會編(中)p.256 原註 3]：「愛」，原本誤「受」，依宋本改。 
17 [會編(中)p.256 原註 4]：「愛」，原本「受」，依元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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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如理想而起貪纏 

或有勝妙可愛境界正現在前；或復獨處得諸相狀， 

由失念故，不如理想以為依止，率爾發起猛利貪纏。 

（貳）以厭恥心而為對治 

彼於此纏深心厭恥，謂如自身墮於厄難極鄙穢處，發起猛利思遠離心， 

由如是行，便於彼纏心得解脫。 

（參）依無常想而如實現觀 

既解脫已，心生歡喜，從此已後起猛利厭，猛利厭後得無常想，如見大犁發諸行塊，

便於聖諦如實現觀，以其依止依附涅槃。 

 

貳、有學聖者 

（壹）思惟淨相而起貪纏 

又即有學觀察作意，於勝妙境思惟淨相，由未永斷貪隨眠故，貪纏率爾生起現前， 

（貳）入無相定而除滅之 

尋復於彼深見過患，為欲斷此纏及隨眠，入無相定，如是能斷餘未斷法。 

（參）成就智力勝諸魔羅 

從定起已，如實了知一切已斷，領受微妙解脫喜樂。 

如實觀見自己成就大智力故，名為彊盛；諸魔羅品，其力羸劣。 

 

二六18；                                          七八五（ 六二三） 

壹、佛以擎油缽事，喻說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言美色，世間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 

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若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又能種種歌舞伎樂，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 

「若有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在於一處，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復有大眾雲集一處。

若有士夫不愚、不癡，樂樂、背苦，貪生、畏死，有人語言：士夫！汝當持滿油缽，

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使一能殺人者，拔刀隨汝，若失一渧油者，輒當斷19汝

命。云何比丘！彼持油缽士夫，能不念油缽，不念殺人者，觀彼伎女及大眾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

落油一渧，彼拔刀者當截我頭。唯一其心，繫念油缽，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

不敢顧20眄21」。 

                                                        
18 [會編(中)p.263 原註 3]：『相應部』（四七）「念虛相應」二０經。 
19 [會編(中)p.263 原註 4]：「斷」，原本作「斬」，依宋本改。 
20 顧〔ㄍㄨˋ〕： 1.回首；回視。(《漢語大詞典(十二)》p.358)。 
21 眄〔ㄇ〡ㄢˋ〕：1.斜視；不用正眼看。3.看，望。(《漢語大詞典(七)》p.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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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一切心法，

住身念處者，則是我弟子、隨我教者。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

攝持一切心法，住身22念處？如是比丘，身身觀念住23，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

間貪憂；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

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貳、舉偈結說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專心正念，護持油缽，自心隨護，未曾至方。 

甚難得過，勝妙微細，諸佛所說，言教利劍，當一其心，專精護持。 

非彼凡人，放逸之事，能入如是，不放逸教」。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論義】 

「勸勉」： 

壹、四義 

復次、由於正法聽聞，受持，觀察義理，法隨法行，如其次第，應知勸化安立四義24。 

 

貳、三力 

復有三法，尚能斷餘一切勝妙婬欲貪纏，況乎鄙劣諸欲貪纏！何等為三？ 

一、精進力，二、不放逸力，三、對治力。25 

由精進力，其已生者令不堅住；由餘二力，其未生者令不得生。26 

如是行者勤修正行，為欲斷除已生惡故，及未生者令不生故。 

                                                        
22 [會編(中)p.263 原註 5]：「身」，疑「四」。 
23 [會編(中)p.263 原註 6]：「住」，原本缺，依宋本補。 
24《瑜伽論記》卷 24 (T42，861a11-13)：「言安立四義者，一、聽聞正法義理，二、受持讀誦，

三、觀察義理，四、法隨法行亦名如說修行。」 
25《雜阿含．621 經》卷 24(T02，173c14-20)： 

「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此諸年少比丘當云何教授？云何為其說法？」 

佛告阿難：「此諸年少比丘當以四念處教令修習。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不

放逸行，正智正念，寂定於心，乃至知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

念正智，寂靜於心，乃至知法。」 
26《雜阿含．622 經》卷 24(T02，174a7-20)： 

「世尊遙見菴羅女來，語諸比丘：「汝等比丘勤攝心住，正念正智。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 

◎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生欲、方便，精進攝心。未生惡不善

法不令起，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住不忘，修習增滿，生欲、方便，精勤攝心，是

名比丘勤攝心住。 

◎云何名比丘正智？若比丘去來威儀常隨正智，迴顧視瞻，屈伸俯仰，執持衣鉢，行住坐

臥，眠覺語默，皆隨正智住，是正智。 

◎云何正念？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

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比丘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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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32(T30，460c21-461a25)： 

壹、佛以擎油缽事，喻說專心憶念修四念住 

世尊依此所緣境相密意說言： 

汝等苾芻當知眾善。言眾善者，謂於大眾共集會中盛壯美色。 

即此眾善最殊勝者，謂於多眾大集會中歌舞倡伎。 

假使有一智慧丈夫，從外而來告一人曰：咄哉，男子！汝於今者可持如是平滿鉢油勿

令灩溢，經歷如是大眾中過，當避其間所有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伎、大等生等。 

今有魁膾露拔利劍隨逐汝行，若汝鉢油一滴墮地，此之魁膾即以利劍，當斬汝首斷汝

命根。 

苾芻汝等於意云何？是持鉢人，頗不作意專心油鉢、拔劍魁膾、不平地等；而能作意

觀視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伎、大等生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是持鉢人，既見魁膾露拔利劍隨逐而行，極大怖畏專作是念：

我所持鉢油既彌滿，經是眾中極難將度，脫有一滴當墮地者，定為如是拔劍魁膾當斬

我首斷我命根。是人爾時於彼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伎、大等生等，都不作意思念觀

視，唯於油鉢專心作意而正護持。 

如是苾芻！我諸弟子恭敬殷重專心憶念，修四念住當知亦爾。 

 

貳、以喻合法 

言眾善者，喻能隨順貪欲纏等隨煩惱法。 

於中最勝歌舞倡伎，喻能隨順尋思、戲論、躁擾處法。 

大等生等，喻色相等十種相法。 

智慧丈夫，喻瑜伽師。 

平滿油鉢，喻奢摩他所安住心，能令身心輕安潤澤，是奢摩他義。 

露拔利劍隨行魁膾，喻先所取諸相、尋思、隨煩惱中諸過患相。 

專心將護不令鉢油一滴墮地，喻能審諦周遍，了知亂、不亂相之所攝受奢摩他道。 

 

參、由精進力寂止一心 

由是能令諸心相續，諸心流注，由精進力，無間策發，前後一味，無相、無分別，寂

靜而轉，不起一心復緣諸相，或緣尋思及隨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