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是甜胡適﹒性空法師

{學習四無量心

o

普據一切有惰，對治無量戲論、

煩惱，且牽引無量一幅德，招感無

量果報。就其圓滿與真正的本質

是沒有任何局限，沒有排他性、

中又名四梵行、凹梵室、四梵

的眾生，都不會懷有瞋恨，也不

對任何國家、種族、宗教、階級

不公平性。達到無量境界的心，

堂、四等心;《清淨道論》稱四

〔最勝、無過失〕

會有愛執，心「平平衡衡」。

為什麼稱為無量呢?因為它

梵住 (QE 當自FBSHEE)。

心(但咕B
咕BB 間)，在《阿含經》

(BEE) 、捨(口可
nrE制)四無量

而言，緣一切眾生而不起分別，
輯心(呂立品)、(#
口口間)、宣口
W心
R

〔心平平衡衡〕

四無量、心釋義

發達四無量心，是圓滿菩薩道最重要的修鍊

心平平衡衡，破壞心的限制，心的限制就是我們的分別;

心平平衡衡，對待所有眾生就像母親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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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培育

住」。「

」是從梵天的角度

梵天是印度婆羅門教最尊

宙觀中天界的一啊，拋沒有頤恨，
住在蔥蔥大愛中，

而無有過失。如果

轉心、
、捨等四種心的修行

者，被認為可以達到等同梵夫的

所以稱為「

、似梵的心。

，因此說

(σEZEISBC，
) 在未來將

「梵住」

寄自)，是因為我們應當使這四
(3

而不是偶爾短
9

者成為心時常停留的居所，感覺
像在「

一切日常活

暫地拜訪，又隨之還忘的地方。
也就是說，
我們的身心?
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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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戒與禪修培養

"

」?在

」而稱四無童心為「

之所以自取勝、

起蘊、崇高的狀驢，或似梵的住
匕州。

和

'是因為它們拭目較正當、最理

四

祟的主神、創造神，

p

一「

'bJ

L一

L一

，ý'、

一「

ruf

L一

、

、睛是不闢

四無且蔥、心的意義在《何責經》

自

得到安樂，給予眾生世出世間的

並設法拔時苦悶，
9

9

利益。悲是「拔苦」?憐憫眾生
的苦難

9

。捨是

心生歡喜;見他

們連離苦惱。喜是「隨喜」

人功成名就，

「心平等無執行捨前三種心，
憎不愛，

見

「與樂」'就是願一切眾生

卷二十所列舉阿昆曇中的解釋，

中並沒有說明，依《大智度論》

面〔

果位的完成，乃至佛智的圓滿都

為弘願。這難行深邊的大道，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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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心的意義並不相同﹒'綜合來

沒有四無量心作基礎，很容易心

〔修習的下手處〕

土，圓成菩薩道。

悲、喜、捨，成熟有情、莊嚴國

捨心，逐漸步入「無量」的慈、

心，從「有量」的慈、悲、喜、

養，讓這四者完全充滿我們的身

並在日常生活中修習，耐心地培

入體解慈、悲、喜、捨的意義，

如果要行菩薩道，就應該深

饒益眾生。

令眾生離苦得樂，所以可以多所

心，所以能將心胸閱獻，時時欲

生退怯。菩薩因為修習四無量

須以四無量心為根本。

修持，早期佛陀說四無量心，是

由於四無量心通於婆羅門的

〔無漏解脫〕

說，四心以慈心為王，悲、喜、

捨心是慈心不同的面向。

四無量、心的重要性
〔對治煩惱〕

希望佛弟子依梵住而行，因此四

在《阿含經》中提到，四無量、心

無且一旦心被視為世間普法。然而，

能，慈、悲、喜、捨四、心，分別

又可稱為無量心解脫。如果慈、

四無量心有對治煩惱的功

對治瞋童心、惱害、嫉妒、愛惜四

悲、喜、捨四定，與七覺支但時

菩薩以救濟並廣度一切眾生

〔圓成菩薩道〕

而修，是可以達到無漏解脫的。

種煩惱，令、心得到清淨安樂。

〔諸善根本)
四無量心是三乘學人由凡入
聖的基礎，從凡夫到聲聞乘目前高

9

悲、喜、拾的修習方法。

一起連

是不忍眾生
，但我們常把
一個味晶。

典中有「(菩薩)亦以大是悲力

蔥悲固定菩薩最重要的德行，如經

它們連在一起，

眾生快樂，

也無法達到高的層次。蔥、心是給

的蔥、心，悲、喜、捨等無量、心，

四無量一心的基礎，如果沒有無量 一

用。惡心是培養無分別的愛，日軍

四無旦旦心中，

門晶體蠶蠱佛邁的根本〕

觀

四無量心既然如此重要
如何培育修習呢?可以從日常生

9

彼此相輔相成。這也是

活及禪修三方面下手，從這兩方
國開始

依照閱、思、修次第的學習||
先從聽聞黑習來理解四無且一旦、心的
意義、體習的目的等等;接著?
時時以這四種心當作行為的準則

與省思的課題﹒ 9再來就是將其作

將這四

9

為禪修的業處。有系統地、持攝相
地修習，破除心的限制
種特質深深地融入身心，變成自
然的習慣。
以下將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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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地說明惑、

聽

故?於無量阿僧祇世生一化中心不

厭沒。以大叫慈悲力故，久應得涅

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佛

MU

會)。因為「慈以功德難

法中，吋慈悲為大。」(《大正》卷三
玉，頁

有故，悲以能成大業故」(《大

正》卷二五，但同的)，所以經論常

以瞌睡文句讚歎慈妞，若無慈悲

心就是自修，自證的白了漠。

門觀世音菩薩的法門〕

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的象

9

觀世音菩薩多數轉

西繭的觀世音菩薩是男

'菩薩甘露遍一醋，拔苦與樂。

性，

||如同母親的愛。就像《慈

呢?這其中有它隱含的象徵意義

變成女性。 為
L 什麼會轉變成女性

上，威武有力。

成好看的藍色，騎坐在老虎背

融的身體卻會愈來愈發亮，轉變

將眾生的苦水、毒素全部吸進，

身心的輕安和止觀的光明。有了

不能分開的，而修行的成就是靠

們修止還是修觀，光明和輕安是

身心輕安有密切的關係。不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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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說:我們對符一切眾生，

它們，身和心的遠離才能成就，

才能感覺斷修和樂修的快樂，發

所以觀世音菩薩有兩面，一

是勇猛力士，像濕婆、馬哈嘎

要如同母親對待自己唯一的孩子
一般，、水邊呵護自己的孩子，無

慈悲心是很亮的心，很柔軟

達所有修行的功德。

度、中國的觀音各展現不同的一

寬容的心，它能夠讓我們平和地

拉;一是仁慈柔和，像母親。印

在印度，觀世音菩薩是很厲

面，我們學習做觀世音菩薩，這

微不至地關懷照顧。

害的大修行者，繭的造像與印度

面對生活上所發生的各種情況，

要修習慈悲觀來調和身心，突破

燥、無趣，或者出現障礙，此時

念或不淨觀時，有時會覺得枯

帶來喜悅與希望。我們修習安般

緩和、籽解緊張跟不安，為自他

兩方面都要學，才能拔苦與樂。

持，慈悲心的修行和心的光明及

悲觀，應該變成我們修行的支

四無量心的修行，特別是慈

〔以慈悲為修行的支持〕

的大神濕婆很類似，因祂能吸入
很多毒物，就像孔雀喜歡吃有毒
的食物，當牠吃入有毒的東西
後，牠的羽毛就會愈來愈光彩亮
一麗。而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就像
大地承擔一切眾生的苦難，願意

困境。靠慈悲觀修行的支持，可
對治修行過程中所有的障礙。

階段，修任何法們

都可以用第

9

'這個方法特別能利益

「困心，

日疋菩薩遍的實踐。

9

《雜阿合經》

眾生有煩惱。，因心，眾生有清
吋淨。」

。愛有兩種:

貪欲的愛。
的愛、

VO 六七

觀

禪修

ll

修習止

'是佛

?若沒有修習止

便不能到達無分別、
9

的境界，不能得到修行真正的利

9

益。從止觀修章慈悲觀，首先要

以自己為所緯修習慈悲

且，才能露悲地對待他

9

才能對

9

不希望受到苦迫、

'眾生都是愛自己，

因為我們愛自己比愛眾生還

一切眾生修習蔥悲。

明顯地以慈悲對待自己

無法對他人修慈悲觀。你要能很

人

〔第一階段的練習〕

心觀，
悲對治害，

9

量的方法。不論修什麼法門，以

、深入不分別的境界，最有力

一個，是最重要的。其修
習方法

自己修蔥、
{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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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實現沒有障礙的、心，平平衡

惡心觀為前方便，很容易達到目

個

以分為對

頗似，但仍要加以分別。

對治嗔

。

便

臨翻轉蟬盤盤輸單臨鐘韓戰臨睡盤盤盤驅盟窩頭竊國獨磁盤盤磁顯證盤盤聽極噩聽聽噩噩懿噩噩噩噩頭盔噩噩噩贓攘攘蠶蠱盛幽靈噩噩靈靈露聽聽靈靈噩闖闢

及其他經典中，佛陀曾說這五尺

雖然身體臭臭的，帶給我們許多

階段才能崎解身體的各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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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也希望所有的眾生

的小小身體，是我們的世界，我

麻煩，但它卻是我們的

9

幸幅快樂，不要受到傷害。一個
教導這幅世界的生、

所以要好好地暸解修行方法，

用智慧修行

9

'墊在這祖做什

以自己的身心來做

實
J 驗室，

連自己都不愛的人，也不能愛那

的道||八女單道、三十七覺

、四聖諦。如果對四聖諦等道

實驗求證。

、以及械

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對自己的慈悲要明顯，

?不算是真的暸
理，只有閱、

麼?對自己、他人都無益。

、放鬆，有身輕安、

解，而是要用自己的身體去實

不暸解這個道理，不管修什麼

如此才能利益嚴生。如果

體安

踐、驗證才能算是真的瞭解。解

怯，都很難進步。

不管修止修觀，先從慈悲觀

來調身心穩定開始，為什麼?因

為這樣才能暸解無量一心。身心若

不穩定，如何暸解無量一心?所以

盤磁鸝發懿蠶罷懿額頭麗麗懿糊糊盟磁盤磁糊蹦蟬體蟑螂蔥蔥蠢蠢鸝露露露露

9

我們緊張、不安，連自己的身、心

脫只能靠自己的身體，不能靠別

一階段很重要，暸解第一

開一不的法。解脫是從自己的身心

有其他的實驗室可以轍驗佛陀所

9

除了這個實驗室外，沒

人的身體。自己的身體是我們的

都無法調適，如何能利益伯人?

。自己的身體是實驗室
以自己為所韓修慈悲觀，然
後才能擴大所蟑螂至一切眾生，這
個道理很重要，要清楚地暸解這
個道理。為什麼?在《雜阿含》

。

以透過德慈悲觀來感受身心的輕

要先感到身體穩定、、心穩定。可

定會幫助我們調心種定，在身心

學習身體戚儀穩定，身體威儀稽

有的威儷都是無常。在四威儀中

什麼活動都能做

9

修行也能進入情況。

9

、慧連離煩惱，

。國儷的精髓在眼律儷
修習」斌、

威儀穩定，

9

容易專注於所韓

9

力便能增長，進而開展智慧。

9

定

9

結騙跌坐，

。調身體體置一平衡

一個僻靜處

脊椎保持端正，平肩含胸?

三角骨上，身體穩穩地

堂在墊子上，運用智慧在三角骨

而威儀的
9

建雕的條件就是威儷

。身體的經驗會在接觸最明顯

頭的接觸點上?調身體穩定平
常常一起修行了很

的地方開始。戚儀穩定是靠脊

9

多年，卻不知道隔壁的人是誰，

椎、肌肉、

9

脊椎宜，身體就穩定且容易

'回家用定和智慧

這種違離是非常寶貴的。能如此

瞭解它們的關係。脊椎是身體的
是戒律的精髓，當有根律儷峙，

修習，就可以利益，回他。

家一起共修

精髓在根律髓。中國禪堂習慣大

好

穩定的情況下

安，身體不輕安，便不會騙取修樂
、心就會樂在妄念、煩惱裡。

9

就是以慈悲的心來

9

o

威儀血(慈悲的修

放鬆身體，要瞭解戚儀與身、、心
及呼吸的闢係
行連在一起，以慈悲心祝騙自
己，使自己感到身心的快樂。
站

D

、躺臥，要暸解

佛陀教導我們四種威犧﹒
、坐著、

站著時不是坐著，坐著時不是躺
著，瞞著時不是經
行，我們是不斷地
在變換著姿勢，所

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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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飄飄噩噩蜜蠶輛輛聽騙

如果習慣這個方法，我們可

不容易穩定，也不容易放鬆。

如果身體的威儀不穩定，那心也

的威儀穩定，心也很容易穩定。

的重要因緯是穩定的威儀，身體

什麼是放鬆的因緣、條件。放鬆

法。放鬆也是蜂起，因此要瞭解

法，沒有蜂起的暸解就沒有佛

是緯起學，有緣起的暸解才有佛

習放鬆'這是修行的基礎。佛教

程。不管學什麼法門，都要先學

放鬆'慈心觀便是徹底放鬆的過

修慈、心觀時，第一要徹底地

。徹底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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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記得表面大肌肉和深肌肉
的關係'深肌肉雖然小，但是它
調身體平衡的功能是很明顯的，
當大肌肉放鬆時，深肌肉功能就
會明顯，如此便可以靜坐很長的
時間。

。廠儷、、心、呼吸
心改變，呼吸就跟著改變。
呼吸是心的窗戶，心改變會馬上
反應在呼吸上，若威儀穩定，深

呼吸即任運而生。威儀與心、呼
吸是不能分開的。在心的訓練
中，若能將呼吸與身、心連起
來?會更容易進入情況。

以先從對自己放鬆開始，再慢慢

地對別人。自己順法，也引導別

人順法.，如果我們的身心沒有順

法、不穩定，怎麼能引導別人順

法?自己緊張，別人也會緊張。

現在，觀想我們的身體像金

字塔，脊椎在中間，身體的感覺

很穩定。從下面接觸點三角骨往

上掃，掃過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暸解身體每一個情況。之前曾經

說過身體是我們的世間，而五根

和心的接觸，就是世間的經驗。

。以四個願祝福自己

慈、心觀的第一個階段||

對自己修慈悲，要用四個願來祝

一瞞自己

放鬆後特別要注意脊椎是否

頭的硬、肌肉的軟，肌肉是掛在

骨頭上。在這情況下覺得脊椎

腰骨、頭

9

，不用胡

9

，不過有時因為語言的帽礙?

譯家玄獎、鳩摩羅什，翻譯得很

文、梵文就容易暸解

中文的翻譯不太清楚，看巴利

個語文有它的邏輯、特色，有時

是缸片叫且是我帶的意思。每

，可血口是遍、圖

四個顧中，最重要的是第四

。內樂遍滿

品忠、用力。

與肩膀自然地

'、心有盟一月覺才能專注業處， 宜，表面大肌肉放鬆

願我沒有怨仇(包EEEmBEEH) 挺宜，脊椎宜，心自然會有警
願我沒有頤惠(包『著名。
FOEH

出離煩惱;如心無擅自

9

覺，便使不上力，容易昏沉。要

呼吸，是裸的呼吸。順定的呼吸

(EEEEE

願我沒有痛苦(包白雪。
FCEH
滿快樂

對自己身體每一部分散發蔥

和不顧定的呼吸不一樣，要分別

感到威儀很穩定，呼吸是順定的

悲，感到放鬆、輕安。若身體不

，然後自然能夠運用身體

修惡心觀或其他法門岡樣要的學這

清楚，暸解它們不同樣的感覺。

將
9

的輕安來修心的臨安，心的輕安
是定的條件。

要徹底地放鬆身體，注意身
體是否很穩定，我們能感受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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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安。

放鬆，達到全身儡

們，漸漸地也就能

蔥蔥、緩和、接輸血(包容 ut
給b
它

長的時間，用智慧觀察它們

，就在那部位停留較

舒服、有病痛的地方，如肩膀

口R
回國
MMRM仙E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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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9

9

都可以運用這智慧徹底地放
鬆

要真的感受到這種快樂，不
是用想的，而是要自己感覺到

定、觀，冉來轉習個人的止和觀

就會不易暸解。

的，如此才能對外在的所緯修慈

的業處，這樣才能專注業處，出

9

遍滿，那時便會對身體有問題、

定的國驢，定是慧的因輯，由

9

才可以利益他人

、辦活動，

，
B 如果不能瞭解

解慈、心觀如何先利益自己，然後

體會惡心觀能放鬆身心，瞭

ON恥蓄、如觀利益由他

都要習慣並保持這種心醋。

修行止觀時

注意，感須習慣這種輕安，不但

EP

如果沒有這些的

感到身體放鬆，順輕安、

投入身體的每一個部分，內樂遍

心觀。止觀行者是肉樂遍瀚的，

離所有的煩惱

帶快樂到身體裡間，時快樂

懷有例外。如果能感到內樂

所拭阿羅漢、佛陀的微笑很放

條件，身心不穩定?無法出離煩

攏

鬆、相似舒服。這不是想像出來

惱，修行就不容易進步。要特別

9

不舒服的地方感到愈來愈清楚

的，他們是真的很快樂。
再
9

調自己的身體租心順著這內的快

當真的感到內的快樂時

我們再用願祝一間它，川港給它們慈
悲，這是調自己舒服、輯安的好
方法。

得以照見諸法實粗，解脫一切

戒、定、慧三無漏學，轉凡成

。內樂是輕安的回緝，輕安是

苦，佛陀教導我們這個課程，慈

聖，這是佛陀的教導。

有輕安就能夠有定，有定就

悲觀的過程可以讓我們的身心產

。習蠣輕壁
不管愈佛、安般念或其他法

生順定和觀的情況，這在三藏許
多經典中都有記載。

蠶璽露頭再研鸝臨海辦關踴驛臨薇癒聽聽聽聽掠種獨路軍聽聽聽單霞蘊噩噩靈靈靈噩噩露軍區磁盤磁磁紹臨盤盤盤盤盤盤盤盤鍾盤盤盤盤盤過醬醋iiIII!祖蝴輸蝴蝴嗡難聽揖臨揖蟬鳴賽噩噩噩噩噩鐘畫圖

譚心、心觀，
念、煩惱中，
法，

溫
v 度自己

不論修習那種法門

或修止

9

。在修

修觀，都可以先做第一階段，
時間練習放鬆身體，
心後，

94削幾

止時，樂受較明顯;修觀時，
受較明顯。

業廳，

?注意感覺，
它就會成為干

9

日八注意
9

個能進
9

造成無法注
9

。只要將注意力放在呼吸或所
修的業處?

我們要有決心
吸，不注意感覺，
。漸漸地，
入蟬那，
果身體的感覺明顯

意用躁，或間韓模糊峙，也不要
應加強擇
9

、宣口等三覺支，

丟掉愈與定，
法、

知所緣。慢慢體會身體威儀、心

和呼吸的關係，用「尋」

不間斷，

吸，以智慧觀察呼吸的入出、
短，

知，不斷地練習，習慣自然拙作

意所線。因為「定」就是不違惡

於所誨，定能讓身心敏感，若能

暸解執著在定的麻煩，自然就不

會執著在定了。

蔥岱扭轉那〕

正知正念?就能加深定的功夫。

il

一個所緣來發展穩定的相與穩定

舒服，且心中充滿慈悲，就選擇

當能感到身體放鬆、穩定、

第

分鐘先修慈心觀，再將注意力放

在鼻孔周圍的觸點，覺知呼吸的
進出。要特別留意，此時不要去
注意身體的感覺，
覺屬受念

七三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七期〕民國九十三年三月 WVO

處，不是安般念的

國

因

區路翩翩繼鄧懿蘊蘿懿磁密爾霧部聽聽廢寢磁盤噩噩噩噩盤磁盤噩噩撥懿盤盤纏鐘盤盤磁酸溜翻經審感路路貓頭巍巍覆轍盤盤盤輯繃掰掛蟬翻一陣

力，進入蔥、心禪那。選擇已死的

標是以一個穩定的所蜂，培育定

觀所韓的全身，只觀肩膀以上部

人也是一樣地微笑、放鬆。不用

觀的染是淫欲

頭、頭放鬆、下巴向內輸一

鬆，眼睛、

-B

「沒有仇敵、沒有怨恨、沒

將發展為禪

9

定，即入蔥、心觀定。不過要每天

大約經過一小時

明顯，中間不出現雜念、妄想，

不改變、感覺不改變，所據持續

像會愈來愈嚼顯，

如果習慣這樣修，人物的影

容是三個沒有一個有。

有痛苦，擁有快樂。」四大顧內

們

影像明顯，並用這四大願祝願他

會愈來愈清楚。觀這影像，調這

可以看照片，閉眼畸峙，影像就

分。如果他的影悔不明顯，

。調影像明顯盤以罔顧祝福

人，無法入定?這是心的奧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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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蛤須先選擇一個人。要選和

9

專注於一個問據來轉惡心

OM恥闢性且活薯的人為所鱷

的作意。

定

當我們感到很深很徹底的內
樂、聽安時，就開始注意所艙。

自己同性別而插著的人，並且是

讓你尊敬的人物，如我們的師

面帶微笑、
先觀自己的臉

很長的觀的時間，對於真性問緯

這樣可以更放鬆，自然保持脊椎

9

艾，有功德的人等。要暸解惡心

容易起染、心。眾生習慣在溼欲，

宜。靜坐峙，記得有時候要檢查

、口、舌頭、

不習慣在法欲，所以一定要選擇

下巴有沒有垮下來，進成脊椎瓦

而培養禪定需要

同性者。還有，要選擇活著的

解而不挺直。我們先感到自己的

9

人，不要選擇死去的人，對死人

臉部放鬆、微笑，然能觀尊敬的
9

我們不能入定。我們的目
修觀

露頭聽聽聽聽聽鵬聽讀麗麗麗麗麗闢

重蘊盤盤盤噩噩噩噩噩聾噩噩噩齊聽聽輛輛露露露露飄飄噩噩噩聽聽譚轉向雕齣曙糊糊路線蟬綴鱷聽輛輛蘊轎闢爛爛

才能將心長時間地

9

要慢慢

。聽一曬恥的眼制
持穩定的蔥、心感覺，擴大至
一切眾生為所艙，沒有例外。如
何擴大所韓修無蠱、心呢?要破壞
心的限制。那什麼是心的限制?
我們的分別就是心的限制，如果

9

培養耐心，持續地撫習。「忍」

'、心除了分別

不分別，心就沒有限制，因為分

行，沒有忍什麼都做不好。所有

高的修行。在修行的過程中要忍

心的限制才能擴大所緯修無量慈

制?分別那個人很好看，他對我

心。那什麼又是無旦旦蔥、心的限

能漸入佳境。

9

所 N叫我對他們好。那個人

很好，他是我的兒子，她是我的
母親

我不認識、長得不好看，就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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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攝
〔第一一一階l瞳

各種身心狀況及一切順過境，才

的佛都同樣地教導向私生:忍是最 的限制外?沒有其他限制。暸解

耳目

'忍是出家人最高的修

修行不能一步登天

。思是最高的健行

留在沒有變化的影像，

修

拉伯;或者乞丐很髒

我們討厭

9

恤，無法像對母親般地愛他。

所以要學、要練習面對所有

的眾生?都是用平平衡衡的惡心

觀，像母親對待自己的獨生子，

是很穩定且沒有變化的愛，我們

要以岡樣的一堂對待一

。五個所緝的選擇

要如何做呢?先觀想五個喜

9

沒有問題||

歡的人物，在這裡修的時間短，

所以異性也行

母親、朋友、姊姊、弟弟都可

9

只要有印象就好，不用鋼印

以。我們用很快的連度觀想他
們

章說聽盤蠻雖滋過輔攤騙騙騙蚓

老師或問學是我們不太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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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很明顯。觀想他們後，也用四
個顧祝一騙他們:沒有仇勵、

性的人，感到同樣的感覺、

9

可

用四
9

的心，如果心還有一點分別

顧祝福他們。觀他們和喜歡、中

接著觀想五個中性的人物，

一人觀想，

怨恨、沒有痛苦，擁有快樂。

這次只要選擇認識的人，沒有特
以在每

二類的人，

9

別喜歡或不喜歡，如鄰居、同學

斷地練習。

院、

、縣市、台灣、大

ll

中國、亞洲、整個世界、整個太

陽系乃至無邊世界。

。對囂的擴展

有分別的康生

就對象的擴展上，

有分別的眾生，

眾生，靠他們一讓所緯擴為無量。

(EEOEB 」;(二)

五種沒有分別的眾生是:(一)
一切有情
切有

(25 。

。

能感到惡心平平衡衡

可閉口問);(一一一) 物

(25

大所緯至一切軍生。要怎麼做?

『冒叩門問」;(四)一切 性格的

息、有呼吸的

先從空間擴大範間，由身邊的環

古巴『仿古自己制)，眾生都有自己的

9

燒開始，如禪堂，再來是整個寺

如果對這三額的人物，都直(

樣的感覺，同樣的心。

等。我們的心也要調得跟喜歡的
一樣穩定，沒有分別。
他們後，再用四個願祝福他們:
沒有仇敵、沒有怨恨、

最後再選擇五個討厭的人，
如果現在修行已經很進步了，
有討厭的人，可以用

。在小學或中學時，總會有些

性格，沒有兩個眾生會完全一

，

Z

個哥哥但是「自

92

樣。(五)一切有名色的古巴
EEFESRg)

體」的意思，在佛教裡並不承認

仙〈。為「存在于眾生因

有不變的自體，佛教解釋
EZE

「名色」而存在。

這是五種沒有分別的眾生概
念，他們只是一切眾生不同的概
念。有氣、有精神、有性格、有

名色，如果沒有這些存在的面

裡一定有這五種。

向，那就不是眾生，眾生的概念

關團

。對象的擴展||七種有

分別的固眾生

2);(三)

(EFZ丘
H吉);(二)

然後是七種有分別的眾生﹒.
(一)一切女性
一切男性

(5 冒冒

切聖人 (SZEE;( 四)一切
凡夫 (EFZEEB);(五)一切

八)一切人
(ZEO 已。已);(4

阻w
)。這七種
(EFFosgt

七)一切惡
(SZ 目BEE-'(

天神
類

道眾生

是依照性別、道、趣三種分別來
分類。所有眾生都包括這三種分
別，不可能有眾生不在這三種的
分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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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五種無分別的概念，加

上七種有分別的概念，一共是十

二種眾生的概念，一切眾生都包

括在這十二種定義裡面，這些幫

助我們對一切眾生的暸解。

。方位的擴展||+個指向

接著向十個方向來擴展，我

們的對面是東方，在印度的傳統

中，曼陀羅前面就是東方，不靠

指南針來決定那裡是東方。因為

我們的世界是內的世界，瞭解這

道理才能暸解《俱舍論﹒世間品》

所說明的世間結構。很多人認為

《俱舍論》不是科學的，科學上

接著我們祝願一切有情、一

敵、沒有怨恨、沒有痛苦，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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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明不是這樣的，那是因為

切有氣的、一切生物、一切有性

快樂。四個願、十二頸親生、十

，顧他們沒有仇

《俱舍論 γ 甜的是內的世界，

格的、一切有名色的、一切女

佛教是

個方向

1.

性、一切男性、一切聖人、一切

果樹和菩提樹是不同的
很科學的，不過是心的科學習和

凡夫、一切天神、一

一

沒有痛苦

擁有快樂。
9

接下來是南方，右邊是南

共
9

、沒有

方，同樣的依十二類眾生，願他
們;沒有仇敵、

痛苦，擁有快樂。繼續進到後回

、東北、上、下

就是西方，左邊是北方，東南、
西南、

十個方向依次修習。一切世界的

，不一定要修，

人，目的在培養慈心禪定，如果

二階段觀我們所尊敬的

以支持我們的修行。

語言，習慣背誦，正法黑習，可

也可以學誦巴利語，它是佛陀的

要、很好的法門，

家要持續修、習慣修，它是很重

在，這是徹底惡心觀的修行。大

入出禪定四五百次，會愈來愈自

如果以禪定做臨修慈心觀

9

共四百八十次。

丹田的不一樣。心的前面就是東

明惡道眾生?一切東方的眾生，

9

顧他們:沒有仇敵、沒有怨恨、

方，心的東方與外國的東方並不
太相同。
如果瞭解這個道理，努力、

有系統並熱誠地修，心中的太陽
會慢慢出來，我們不知道這個太
陽是從東方來，還是從西方、
方來，不過它是很好的太陽

定要看到它、習慣它，因為它是
觀的光明，可以照破黑暗無
明，照見諸法實相。

9

讓貓磁盤噩噩噩鸝磁盤盤盤磁磁盤盤盟盤驅攤蠍盤盤盤盤單盤磁幽

接從對自己修慈的第一階段練
笑、內樂、順法，如此讓整個修

恨的習氣，不算是真的佛弟子。

止息瞋恨，如果沒有努力斷除瞋

自然流露。因此，要瞭解出家成

心，那佛所讚歎的沙門功德就會

能發達慈悲無量，平平衡衡的

壽命，摧毀出家功德。如果我們

我們最大的煩惱，會消滅我們的

自己或他人的福祉。瞋恨是傷害

是怒燒自己的依處，現起是毀壞

恨，《阿昆達摩》說瞋恨的作用

要特別注意瞭解什麼是瞋

心，、心平平衡衡。

個方向、十二所緣上發達慈悲

自己、對他人發達慈悲心，在十

所以修習慈悲心的過程，就是對

行能利益自己、利益他人。

恨無法止息瞋恨，唯有慈悲可以

束縛，便能得到解脫。」世間瞋

中的瞋恨就能止息，心不受瞋恨

我、打垮我、劫奪我的想法，心

內心沒有他(她)辱罵我、毆打

法，心中的瞋恨無法止息。如果

毆打我、打垮我、劫奪我的想

「如果我們有他(她)辱罵我、

我們可以暸解它的意思。頌說:

頌，對慈悲觀的修行很有幫助，

《法句經》中第三、四、五

〔慈悲止息瞋恨〕

習，然後跳到第三階段，練習擴
大所緯至無量。
每天早晚各修習一次，會有
調柔身心，開展心量，廣結善緯
等多種功德。不過第二階段也很
好，有時間可以練習做，或第
二、第三階段輪流做。第一階段

的練習很重要，要時常修、習慣
修，讓身心輕安、放鬆、順定，
也可以用這個經驗來幫助自己所

得更好。放鬆、微

用這經驗將活動辦

國禪等，甚至可以

修的法門，如安般念、念佛、中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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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想要拔濟有惰的痛苦。悲心的相
，也就是害最生的、心。

阻止害眾生的心生起，要特別重
b
志、心。
d
呵呵斗「d
旬J，

見

就是
9

h
?回疋八
口

為什麼?因阻止堂口眾生心生
起的過程，
過程。
愛自己而不能愛他人的、心

?所以才有這

不能分開

悲心是不忍眾生苦，不忍眾

生苦和不忍自己

的，所以佛陀說修習悲心觀的過

程就是離開苦的過程，佛陀的解

脫就是這樣的悲心的解脫。

:如果我們還

9

如何修習悲心?先要瞭解我

們以智慧修習悲心

回車9 《法句經》

會害阿根生，我們就不能成為真正

的聖人?不宜口眾生的人才是真正
的聖人。

總治體權噩噩噩噩霾露露頭聽聽讓磁盤罐頭讓觀讀罷潑盤盤磁盤盤盤噩噩蘊聾發磁盤歡聽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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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重要條件就是蔥悲心

的重要條件也是慈悲心。
修習慈悲心，然
心和呼吸有著密切的闢

。可以用它來抬療我們的瞋恨

心，口的療我們所有的不平衡、不
舒服。如果每天這樣修慈悲心
天人的修行、解脫的修行都能圓
'智轉念也會圓滿，

蜜也都會圓滿。它們的成就是靠
所以要特別用智慧來修無

9

，因為

、~

。修習悲心觀，才能離闢輪

佛陀在過去很多世中，

、..J

r->
"A,

澀的根本||無明和愛，也才

F四、

見里一、心?

慈悲心是無蠱、心的基礎。

習

、站，

解

佛陀自己就做他們的食物，讓牠

後，實在太虛弱，無法找食物，

時，看到母老虎因生完小老虎

的同胞而供養自己。生為人身

生故事中，佛是猴子王，為了他

圓滿，便無法成佛度眾生。在本

生而供養自己，因為如果悲心不

成就悲心圓滿，於是為了其他眾

而不是軟弱，修悲心觀千萬不要

悲心。大悲心的生起，是靠力量

就會軟弱沒有力量，不可能有大

害人，疏敵人是自憐，如果自憐

養無量的悲心。悲心的親敵人是

心，願自己沒有苦，先對自己培

味道及互相的關係。對自己修悲

程與慈心相同，但要瞭解他們的

一百五十萬人，到現在還可以看

納粹在那邊用煤氣等方式殺害了

最大的墳場。二次世界大戰時，

(EREME-次
-，那裡是世界上

我今年去波蘭的奧斯基威特

離開苦。

服的地方，就祝福它們，願它們

身心解脫苦。身體有緊張、不舒

的身心，然後祝福自己:願自己

待，受著無法想像的苦。這種椎

在集中營裡，每天被毆打、虐

迫害的人，他們像動物一樣被關

做肥皂。我也碰到過一些曾經被

用那些死人的頭髮做衣服，骨頭

見零星散置的骨骸。我看過他們

生起自憐的心。

情況會反應在呼吸上。先有穩定

解身體與心的相互的關係'身心

穩定，暸解心就在這個身中'瞭

同樣的道理，要先調自己很

〔對自己修悲心〕

們不要餓死，再次供養自己，成

就無量悲心的修行。為了讓眾生
離開苦，我們應當以佛陀為楷

修習悲心的過

〔認清敵人〕

範，修習無量悲心。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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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心和悲心的不同在那祖，慢慢

都要破壞分別，這個破壞分別是

再修習悲心遍桶，即五

9

如果是對生活懼意、

十個方向遍滿。

額不限定喵擺滿、七類限定遍捕、

界限後

而無差別，破除人際之間的差異

脫痛苦」。對這三類人悲心平等

觀，對他們祝願:「願駐華口人解

中性、討厭等三纜的人修習悲、心

地修習悲心騙，也就是對喜歡、

接著，如同修習惡心觀那樣

心的根本是貪欲。

著的、心，為什麼?因為棋、心、臂一口

重要的條件是出離，就是沒有執

非常重要。要修慈悲平平衡衡，

這裡也要選擇
p

思惟他的苦
9

、三禪。

修習惡心觀和慈心觀

〔關單醒制〕

初輯、二

清楚種定，感覺平聽不變，進入

一一冉修習，重種多次，直到所韓

的意念，生組對他的悲憫。如此

難，應以「願此善人解脫痛苦」

同性別且站著的人

我們所尊敬的人

一個受苦的人物，他是

〔體習聽心體那〕

練習就會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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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刺骨的經驗，是非常不容易忘
。戰爭過後，他們、必須努力克

服廳、心、害心，找到活下去的力
。他們告訴我:有人因為無法
面對便選擇逃蟬，甚至，自殺;有
人用了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才克
服傷痛，重新面對人生。唯有國
對苦、超趙苦?才能活得自在，

也只有先對自己蘊悲，才有可能
發出錯愛他人的力量。
要分別慈心租悲心的味道那
裡不同，再惺惺將二者，連在一
起變成一個味道。與蔥、心
間，先對自己生起悲、心，然投向

外擴散，感覺要很穩定，先暸解

思惟:一切尚未解脫的眾生，都

何痛苦跡象的眾生培育悲心，應
說這才算是真正的修行者。

執著。如果能找到這種心，佛陀

麼、悲的體是什麼。以出離的心

要以這種智慧，暸解慈的體是什

他們在生死輪迴中所造的惡業，

有瞋心的人中，不生嗔心的人.，

的人才是有修行的人?是能夠在

法，暸解慈心與悲心的差別在那

分闊，希望大家能夠清楚修習方

著。雖然味道不同，但二者不能

修習它們，漸漸地才能沒有執

只要還未能免於投生惡道的危

在有害心的人中，不生害心的

襄'慢慢體會，然後將二者變成

「怎樣

險，一切眾生仍要遭受那些惡業

人.，在有執著的人，中，沒有執著

一昧，也就是慈悲觀的修習。

《法句經》有一頌

的果報;再說每一個眾生，也還

心的人，這種人才算是修行

不能免於墮入惡道的命運﹒，又因

未能解脫生、老、病、死等苦，

月，由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

編者所加。本書將於九+三年五

無量、心》的開示，文內部分標題為

(編者按:本文摘錄自性空法師《凹

者。」真正的慈心、不害心靠不
執著的出離心。如果能用出離
心，才能用沒有分別的智慧，能
用沒有分別的智慧，才能真的離

開所有不善法，圓滿一切善法。
要暸解這是用智慧來修無量

慈悲心。我們擴大悲心所緣時，

香光莊嚴【第七十七期】民國九十三年三月
VO 八一

離開自他分別，不

中克服瞋恨、害，

部分的調身心穩定，在身心世界

修慈悲觀的重要地方在第一

〔以智慧修習慈悲心〕

都是可悲憫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