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與禪那 
---巴利《法句經》第372、282偈為主 

20110113美國．聖荷西「菩提學會」 

 

一、 前言 

二、 巴利《法句經》第372、282偈及其相關文獻 

三、 漢譯《法句經》之對應偈頌及其相關文獻 

四、 結語 

 

一、前言 

《雜阿含305 經》卷13： 

【苦】何等法應知、應了，悉知悉了？所謂名、色。 

【集】何等法應知、應斷？所謂無明及有愛。 

【滅】何等法應知、應證？所謂明、解脫。 

【道】何等法應知、應修？所謂止、觀。 

(CBETA, T02, no. 99, p. 87, c5-16) 

 

二、巴利《法句經》第372偈及其相關文獻 

1. 巴利《法句經》第372偈： 

372. Natthi jhānaṃ apaññassa, paññā natthi ajhāyato [ajjhāyino (ka.)]; 

Yamhi jhānañca paññā ca, sa ve nibbānasantike.（CSCD. Version 4） 

372 無慧則無禪，無禪亦無慧，禪慧具足者，實近於涅槃。 

了參中譯： 

372 無慧者無定，無定者無慧。兼具定與慧，彼實近涅槃。 

 

達磨難陀上座編著《法句經．故事集》，周金言中譯： 

372 沒有智慧就沒有正念，沒有正念也就沒有智慧；定慧具足的人，接近涅槃的境界。 

 

Translated by DAW MYA TIN “THE DHAMMAPADA VERSES & STORIES” (1990) 



372. There can be no concentration in one who lacks wisdom; there can be no wisdom in one 

who lacks concentration. He who has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wisdom is, indeed, close to NibbAna. 

 

Ven. Sri Acariya Buddharakkhita 

372. There is no meditation concentration for him who lacks insight, and no insight for him who 

lacks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He in whom are found both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insight, 

indeed, is close to NibbAna. 

 

覺音《法句經注釋》372偈： 

372. Natthi jhānanti jhānuppādikāya vāyāmapaññāya apaññassa 

jhānaṃ nāma natthi. 

「無禪」：由於禪那是依於慧的努力而生起，故說無慧者無禪。註：《無礙

解道註釋》指「慧」為三因生的慧根（生得慧）。 

Paññā natthīti ajhāyantassa ‘‘samāhito bhikkhu yathābhūtaṃ jānāti 

passatī’’ti vuttalakkhaṇā paññā natthi. 

「無慧」：即如[契經]中說：「比丘！入定的人能如實知見。」這就是無慧

的徵文。 

Yamhi jhānañca paññā cāti yamhi puggale idaṃ ubhayampi atthi, so 

nibbānassa santike ṭhitoyevāti attho. 
「禪慧具足者」：此[禪慧]兩者兼具的人，則近於涅槃了。 

 

2．巴利《法句經》282偈： 

282. Yogā ve jāyatī [jāyate (katthaci)] bhūri, ayogā bhūrisaṅkhayo; 

Etaṃ dvedhāpathaṃ ñatvā, bhavāya vibhavāya ca; 

Tathāttānaṃ niveseyya, yathā bhūri pavaḍḍhati. （CSCD. Version 4） 

282 依瑜伽生慧，無瑜伽慧滅；知此二分道，獲得與損失；故自當勤修，

增長於智慧。 

了參中譯： 

282 由瑜伽生智，無瑜伽慧滅。了知此二道，及其得與失，當自努力行，增長於智慧。 

 

達磨難陀上座編著《法句經．故事集》，周金言中譯： 

282 定中生慧，無定則無慧，明白這種道理的人，應該自行努力，以增長智慧。 

 

Translated by DAW MYA TIN “THE DHAMMAPADA VERSES & STORIES” (1990) 



282. Indeed, wisdom is born of meditation; without meditation wisdom is lost. Knowing this 

twofold path of gain and loss of wisdom, one should conduct oneself so that wisdom may increase. 

 

Ven. Sri Acariya Buddharakkhita 

282. Wisdom springs from meditation, without meditation wisdom wanes. Having known these 

two paths of progress and decline, let a man so conduct himself that his wisdom may increase. 

 

覺音《法句經注釋》282偈： 

282 Tattha yogāti aṭṭhatiṃsāya ārammaṇesu yoniso manasikārā. 

 因此，「瑜伽」（yogā）：即如理作意於三十八[業處]的所緣 = 禪定。 

Bhūrīti pathavīsamāya vitthatāya paññāyetaṃ nāmaṃ. 

「慧」（Bhūrī）：如在大地時所增長的慧。《法集論註釋》：慧（Bhūrī）也叫做

大地（bhūrī vuccati pathavī）。《無礙解道註釋》：「如在地時的增長」。 

Saṅkhayoti vināso. 

「滅」（Saṅkhayo）：遺失、離別。 

Etaṃ dvedhāpathanti etaṃ yogañca ayogañca. 

「此二分道」（Etaṃ dvedhāpatha）：這就是有瑜伽及無瑜伽[的差別]。 

Bhavāya vibhavāya cāti vuddhiyā ca avuddhiyā ca. 

「獲得與損失」（Bhavāya vibhavāya cā）：有增長及無增長[的差別]。 

Tathāti yathā ayaṃ bhūrisaṅkhātā paññā pavaḍḍhati, evaṃ attānaṃ 

niveseyyāti attho. 

「如此」（Tathā）：這也即把大地（bhūri）視為慧（paññā= Bhūrī）的增長，

因此：當自確立其義[進入定慧之境]。 

 

補充資料： 

禪（jhAna）的動詞jhAyati，分別從dhyai 靜慮及kSAi 燃燒兩種詞根而來， 

梵語的靜慮是dhyAyati，燃燒是kSAyati。如《清淨道論》（p150）：「依審慮所

緣及燃燒障礙故為禪。」（ArammaNUpanijjhAnato paccanIkajhApanato vA jhAnaM.）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p268）：「禪那一語的用法與一般意為安止定的用

法不同，而是更廣泛地指「緊密觀察」（upa 近-nijjhAyana 慮）目標」。所以即

使在此所列出的諸法有時是在禪修安止之外發生，但也被視為禪支。這七個心所

（尋、伺、喜、一境性、悅、憂、舍）被稱為禪支是因為它自使心能夠緊密地觀

察目標。」 

 

《清淨道論》（p147）：「心一境性的生起而善觸於所緣，猶如上面的蓋置



於下面的匣相似。」 

 

《清淨道論》（p84-85）：「什麼是定的語義？以等持之義為定。為什麼名

為等持呢？即對一所緣平等、正確的保持安置其心及心所。」 

 

3. 帕奧禪師《顯正法藏》（p387-388）： 

問：禪師，有人跟我說，有些人引用《法句經》說佛陀說「沒有無定的慧， 

沒有無慧的定」。也有些人說修習觀禪時他們就有了定力，所以不需要修習止禪； 

也說那些只修止禪的人也就是在修習觀禪。因此，請禪師定義《法句經》的這問 

偈頌。 

答：請給我看一看您剛提到的偈頌。我不記得全部的偈頌，但如果我看到， 

我便可以詳細地解釋。 

這可以說是止禪和觀禪互相配合。在《增支部》（AGguttara NikAya）裡有一

部經叫做《雙連經》（Yuganandha sutta），它談到比丘怎樣止觀互相配合地修

習。例如，一位比丘進入初禪，這是止禪。從禪那出定，他觀照初禪名法為無常、

苦、無我，這是觀禪。 

再次，他進入第二禪，這是止禪。從禪那出定，他觀照禪那法為無常、苦、 

無我，這是觀禪。如此止禪和觀禪互相配合。他以同樣的方法修習剩餘的禪那。 

這種修法在《增支部．雙連經》有提到。 

根據《諦相應．三摩地經》，另一種解釋法是專注的心可以如實了知究竟法。 

如果比丘培育定，他專注的心能夠知見四聖諦。這是自然的。因此，定力和觀智 

俱生。同樣地，如果我們觀照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為無常、苦及無我，此時定

也會生起，這是剎那定，我們已經解釋過這種定。不過，沒有定就不能知見究竟

名色法及它們的因，如此就不能觀照它們為無常、苦及無我。因此，定也是很重

要的。 

 

4. 《增支部》（1 集．17）： 

諸比丘！我實不見另有一法，能使未生的諸善法生起（uppajjanti），或使已 

生的諸善法增長（bhiyyobhAvAya 重複更多）、擴大（vepullAyA 更豐富）。諸比 

丘！這就是正見。 

諸比丘！我實不見另有一法，能使未生的諸不善法不生（nuppajjanti），或 

使已生的諸不善法減退（parihAyanti 縮小，從…消失）。諸比丘！這就是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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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音《增支部注釋》： 



[五種正見]自業正見→禪那正見→觀正見→道正見→果正見。 

 

6. 小結 

由於南傳上座部的阿毗達磨，欲界近行定、上二界禪那心及出世間心皆有「慧 

心所」（正見），《注釋書》說：「禪那是依於慧的努力而生起。」在異熟上沒

有慧根（三因生）是不能證得安止定，所以說「無慧則無禪」。 

雖然說定心所通善、不善及無記心，而善心一境性的靜慮，唯善，是觀智的 

近因，非不善及無記，這與《成實論》義相當。因此，《注釋書》才說：「無禪

則無慧，[即如經]說：「比丘！入定的人能如實知見。」因為唯有具足禪定的人

才有慧的如實知見，故說：「無禪則無慧」。 

在七清淨中，生滅隨觀智乃至行舍智的行道智見清淨，是以剎那定或近行定 

做為基礎，此時此刻是「禪慧具足者」，這又相當《成實論》的共分修者，是內 

凡位的達分善根，還不是出世間，所以「彼近於涅盤」。 

以涅盤為所緣的四道智、四果智，止觀結合，統一雙運。此出世間定必然有

慧，此慧也必然有定，雖然「禪慧具足」但已得涅盤，故非「近」涅槃。因此，

若依南傳阿毗達磨義，推斷是接近涅盤的行道智道清淨（觀智），不會離去太遠

了。 

 

三、漢譯《法句經》之對應偈及其相關文獻 

 

1. 《法句經》卷2〈34 沙門品〉： 

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至泥洹。 

(CBETA, T04, no. 210, p. 572, a18-19) 

 

2.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3〈3 二法品〉： 

非有定無慧，非有慧無定；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 

 

「非有定無慧」者，謂若有如是類慧，則有獲得如是類定；若無如是類慧，

則無獲得如是類定，故說「非有定無慧」。 

「非有慧無定」者，謂若有慧是定所生，以定為集，是定種類，由定而發。

若有如是類定，則有獲得如是類慧；若無如是類定，則無獲得如是類慧，故說「非



有慧無定」。 

「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者，愛盡離滅名曰涅槃，要具定慧方能證得，

若隨闕一必不能證。由此因緣，故作是說「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CBETA, 

T26, no. 1536, p. 375, b24-c6) 

 

3. 《法集要頌經》卷4〈32 苾芻品〉： 

無禪則無智，無智則無禪；道從禪智生，得近圓寂路。 

(CBETA, T04, no. 213, p. 796, c20-21) 

 

4. 世友《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卷4： 

又世尊言：「無禪不智，無智不禪；有禪有智，是謂涅盤。」 

 

（一） 

說此語，其義云何？ 

或作是說：以此契經得須陀洹，得諸禪故說「無智不禪」；須陀洹亦有斯智慧，

是故禪亦依彼。 

 

問：平等覺觀於中有禪？ 

[答：]若如契經者，外亦有禪，是故彼有智，故說「無禪不智」。 

 

問：外亦有世俗智慧？ 

答曰：若彼外有智慧者，亦外涅盤，故說「有禪有智，是謂涅盤」。 

 

（二） 

或作是說：若智慧是心地者，亦無智慧，彼無有一心禪，故說「無禪不智」。 

若無一心禪，彼亦無有思惟智慧，故曰「無智不禪」。 

若有一心禪、思惟智慧，彼滅諸結使，故曰「有禪有智，是謂依涅盤」。 

 

案：此似南傳註釋書云：若智慧是「心地」=三因生基礎者，由於無慧根故，彼亦無禪那，無禪

那故亦無慧根。若有禪那及慧根則為涅槃之所依，滅諸結使。 

 

（三） 

複次，若有無生智得等禪法，便有休止，況成果實，故曰「無禪不智」。 

若縛著心意得便變易，況當有果實。故曰「無智不禪」。 

彼若有止觀，彼止觀觀外時時修行，解脫牢固，不有滅盡？故曰「有禪有智， 



是謂涅盤」。 

(CBETA, T28, no. 1549, p. 749, b20-p. 750, b5) 

 

5. 法救《出曜經》卷29〈33 沙門品〉： 

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1. 夫人學問，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後乃名稱為禪定，此是世俗之智。 

2. 「無智不禪」者，無漏慧觀必有所至，無有罣礙。 

3. 設有二事具足者，便近於泥洹，是故說曰：「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

智，得近泥洹。」 

(CBETA, T04, no. 212, p. 766, b29-c6) 

案： 

1． 沒有智慧就沒禪，所以「先」誦四阿含等，「後」稱禪定，這是世俗智。 

2． 無漏慧一定具足等至，否則沒有禪那就不會有無漏智。 

3． 二事具足，近於涅槃。 

 

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34： 

1．有餘師說，欲止分別論者說：預流、一來亦得根本靜慮。彼何故作是說？

依契經故，如說：「慧闕無靜慮，靜慮闕無慧，是二具足者，去涅盤不遠。」預

流、一來無不有慧故，彼亦有根本靜慮。為遮彼執，顯初、二果未得靜慮。 

問：若爾，彼所引頌，當云何通？ 

[答：]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彼說正思擇名靜慮。若不爾者，外道亦得根本靜

慮，豈便許彼亦有慧耶？（案：世友《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三說之一）分別論

者作是說言：許彼有慧，複有何過？彼說不然。所以者何？具是二者，便於涅盤

已為不遠，非諸外道去涅盤近，以彼無有解脫法故。 

2．有說，為止譬喻者意，彼說諸近分地唯有善法。今明近分具有三種，謂

善、染、無記。若近分地唯有善者，世尊弟子未離欲貪，依未至定起世俗道，彼

隨轉律儀，何地大種造？ 

譬喻尊者作如是言：是初靜慮大種所造。豈不汝等說：預流、一來未得靜慮。

彼作是說：我遮善靜慮，非染、無記。 

彼說非理，未離欲貪，尚不能起初善靜慮，況能起彼無覆無記？是故為止他

宗及顯正理，故作斯論。(CBETA, T27, no. 1545, p. 693, b18-c17) 

 

小結 



《大毗婆沙論》說，有餘師認為：分別論者說的預流、一來聖者得根本靜慮，

並引契經說：「慧闕無靜慮，靜慮闕無慧，是二具足者，去涅盤不遠。」引世友

四說之一認為：「靜慮」應作「正思擇」解，非根本靜慮（禪定），不然外道得

根本靜慮者不也有慧？ 

分別論者則容許外道（當然也包括佛教）得靜慮者，應也有慧。有部（引世

友言）反對，原因是：如果禪中有慧，外道有禪，難道也離涅盤不遠？ 

有部，與分別論、南傳上座部的不同，是其一。世友之說，四種主張，大體 

上還是偏向以為靜慮是思擇，但也有靜慮是一心禪，故難定說。另外，譬喻師說

諸近分地中「唯有善法」反與南傳雷同，有部師則說近分具有善、染、無記三種，

這又不同，是其二。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小小結論：有部師、譬喻師的「靜慮」義是「正思擇」，

非指禪定，與分別論師、南傳上座部不一樣。但在欲界近分（近行定）上，譬喻

師反與南傳上座部一致，與有部不同。 

 

三、結語 
一、巴利《注釋書》中說：「禪那是依於慧的努力而生起。」二因、無因生

的有情不能證得禪那，「沒有慧的努力」不會有禪定成就的，所以說「無禪不慧」。

另外，巴利佛教是分別說系的一支，因此也認為欲界近行、上二界禪那及出世間

心皆有「慧心所」，這從部派之間的論辯中可以得知。 

 

《注釋書》說：「無禪則無慧的特徵，即[如經]所說：「比丘！入定的人能

如實知見。」因為唯有具足禪定的人才有慧的如實知見，故說：「無慧不禪」。 

 

依南傳阿毗達磨義、《法句經》第372 偈的「無慧者無禪，無禪者無慧；禪

慧具足者，彼實近涅槃。」推斷這是接近涅盤的「行道智道清淨」（觀智），相

信不會離去太遠了。 

 

二、玄奘說《大毗婆沙論》的「慧闕無靜慮，靜慮闕無慧，是二具足者，去

涅盤不遠。」從巴利文法上看，玄奘的譯文正確。 

有餘師認為：分別論者說的預流、一來聖者得根本靜慮，並引此頌。有部論

師引世友說反對，並認為「靜慮」應作「正思擇」解，非根本靜慮（禪定），不

然外道得根本靜慮者不也有慧？但分別論者則容許外道（當然也包括佛教）得靜

慮者，應也有慧。有部（引世友言）反對，原因是：如果禪中有慧，外道有禪，

難道也離涅盤不遠？有部，與分別論、南傳上座部的不同，是其一。世友之說，

四種主張，大體上還是偏向以為靜慮是思擇，但也有靜慮是一心禪，故難定說。

另外，譬喻師說諸近分地中「唯有善法」反與南傳雷同，有部師則說近分具有善、



染、無記三種，這又不同，是其二。 

總結：有部師的「靜慮」義是「正思擇」，非指禪定，與分別論師、南傳上

座部不同。譬喻師介乎兩者，在欲界近分（近行定）上，譬喻師反與南傳上座部

一致，與有部不同。 

 

三、最後一提，無論南傳巴利本或漢譯傳譯本，大體上前三句意義相當，唯

後一句，特別是《法句經》的「得至」，與其他傳本的「得近」顯然有差。天竺

沙門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34 沙門品〉、法救集、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天息

災譯《法集要頌經》卷4〈32 苾芻品〉、世救撰、竺佛念譯《出曜經》卷29〈33 

沙門品〉及尊婆須蜜造、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出的《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雖同一偈，值得留意是：四部譯本，就有四位不同的翻譯者。 

 

世友與法救同是譬喻師，但世友的《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有說「是謂涅盤」

或「是謂依涅盤」，《法句經》也說「得至」。「是謂」、「是謂依」像是肯定

語氣，這與一般包括巴利本在內的「近」（涅盤）不同。如果說「有禪有智，是

謂（依）涅盤。」就有已經到達或等於涅盤的意思。一字之差，可能歧出不同的

解讀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3〈3 二法品〉： 

復有二法，謂奢摩他、毘鉢舍那者。 

「奢摩他」云何？ 

答：善心一境性是謂奢摩他。 

 

「毘鉢舍那」云何？ 

答：奢摩他相應，於法揀擇、極揀擇、最極揀擇，解了、等了、近了、遍了，

機黠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毘鉢舍那，是謂毘鉢舍那。如世尊說。 

非有定無慧，非有慧無定。 

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 

 

「非有定無慧」者，謂若有如是類慧則有獲得如是類定，若無如是類慧則

無獲得如是類定，故說「非有定無慧」。 

 

「非有慧無定」者，謂若有慧是定所生、以定為集，是定種類由定而發。若

有如是類定則有獲得如是類慧，若無如是類定則無獲得如是類慧，故說「非有

慧無定」。 



 

「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者，愛盡離滅名曰涅槃，要具定慧方能證得，

若隨闕一必不能證。由此因緣故作是說「要有定有慧，方證於涅槃」。 

 

復次，或有補特伽羅。得內心止不得增上慧法觀。或有補特伽羅。得增上慧

法觀不得內心止。或有補特伽羅。不得內心止。亦不得增上慧法觀。或有補特伽

羅。得內心止亦得增上慧法觀。 

 

何等補特伽羅。得內心止不得增上慧法觀。 

答若補特伽羅。得世間四靜慮。不得出世聖慧。 

 

何等補特伽羅。得增上慧法觀。不得內心止。 

答若補特伽羅。得出世聖慧。不得世間四靜慮。 

 

何等補特伽羅。不得內心止。亦不得增上慧法觀。 

答若補特伽羅。不得世間四靜慮。亦不得出世聖慧。 

 

何等補特伽羅。得內心止亦得增上慧法觀。 

答若補特伽羅。得世間四靜慮。亦得出世聖慧。如說世間四靜慮相應。心住

等住近住安住。不散不亂攝止等持。心一境性者。此顯內心止。如說出世聖慧所

攝。於法揀擇極揀擇最極揀擇。解了等了近了遍了。機黠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

行毘鉢舍那者。此顯增上慧法觀。是名奢摩他毘鉢舍那。」 

(CBETA, T26, no. 1536, p. 375, b18-c2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4： 

已具見諦。世尊弟子未離欲染所成就。色界繫身語業色。何大種所造。如是

等章。及解章義既領會已。當廣分別。 

問：何故作此論？ 

答：欲令疑者得決定故。謂契經說。佛告苾芻。若此身中離生喜樂。滋潤遍

滋。潤適悅遍適悅。於此身中無有少分。離生喜樂而不遍滿。此契經中說根本地。

勿謂[3]唯此根本地中有能離法非近分地。斷此疑故。顯近分中亦有相似能離善

法。有餘師說。欲止分別論者。說預流一來亦得根本靜慮。 

彼何故作是說。 

依契經故。如說。慧闕無靜慮。靜慮闕無慧。是二具足者去涅槃不遠。預流

一來。無不有慧故。彼亦有根本靜慮。為遮彼執顯初二果未得靜慮。 

 

問若爾彼所引頌當云何通。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彼說正思擇名靜慮。若不爾

者外道亦得根本靜慮。豈便許彼亦有慧耶。 



分別論者作是說言。許彼有慧復有何過。彼說不然。所以者何。具是二者便

於涅槃已為不遠。非諸外道去涅槃近。以彼無有解脫法故。 

有說。為止譬喻者意。彼說諸近分地唯有善法。今明近分具有三種。謂善染

無記。若近分地唯有善者。世尊弟子未離欲貪。依未至定起世俗道。彼隨轉律儀

何地大種造。譬喻尊者作如是言。是初靜慮大種所造。豈不汝等說。預流一來未

得靜慮。彼作是說。我遮善靜慮非染無記。彼說非理。未離欲貪。尚不能起初善

靜慮。況能起彼無覆無記。是故為止他宗及顯正理故作斯論。 

(CBETA, T27, no. 1545, p. 693, b18-c17) 

 

____________ 

 

補充資料： 

 

 禪修最好有實際經驗的老師指導，自己摸索並非不可，就怕花了很多時間在

冤枉路上，甚至走岔路。 

 

 「想」與「觀」，它是一種微細的心理狀態，不是一般人能夠區分，何況了

知？每人的定義可能也不一致呢。 

 

 以下，試以巴利註釋及阿毗達磨義來解說。 

 

一、「想」（saJJA, perception）是想蘊，七種遍一切心（善或不善）的心數

法之一，它的作用是對接觸過的目標留下一個標記，下次再體會類似或同樣的目

標時便能辨別。 

 

二、中文的「觀」，可譯自巴利語的 VipassanA（觀、毗婆舍那）、disvA（看

見）或是 samanupassati（觀察）等都有可能。無論如何，這應與無痴（amoha 慧）

心所有關，如《清淨道論》（Vism. 598-599）說： 

 

So evaṃ paccayato nāmarūpassa pavattiṃ disvā yathā idaṃ etarahi, evaṃ 

atītepi addhāne paccayato pavattittha, anāgatepi paccayato pavattissatīti 

samanupassati. 

這樣，他由緣而看見名色的轉起之後，如同現在，也觀察於過去世由緣而轉

起，於未來世也由緣而轉起。 

 

觀察（samanupassati），也可翻譯成察覺、感知；意識到、理解。 

 

慈心禪的練習，事先應見慈心的「功德」及瞋恚的「過患」。當對自己或對



他人為目標而散播慈愛心時，最好能親身感受到目標有喜悅或慈心充滿，並非只

是憑空推理或是想像。 

 

慈心禪修習時，必須持續專注在一個固定的目標上而堅定不移，這就是「正

念」；清楚了知無瞋的慈心已開始散播乃至遍滿於目標上，清楚的了知，就是「正

知」。釋尊在相應部中說：「諸比丘！我不說失念及不正知的人是安般念的修習者。」

任何禪法（業處）皆是正念與正知的成就。（見 Vism. 284 所引及其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