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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教育禪林 - 林崇安教授簡介 
 

◎1947年出生，台灣台中縣人。美國萊斯大學理學博士(1974)。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所教授退休。1990起於法光、圓光佛研所

等授佛學課程。佛學專長為佛教宗派思想、內觀禪修、因明。 
◎1975年學習藏傳佛教，1995年引進葛印卡內觀禪，1998年推

展隆波田動中禪，2009年推展讚念長老內觀禪。 
◎1997成立「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內觀書籍系列。 
◎2000於大溪購建「內觀教育禪林」，作為佛法教育和內觀禪修

之用。 
◎2004起編輯出版《佛法教學系列》，內含四阿含、瑜伽師地

論、六祖壇經專集、佛法論文集等，以PDF檔置於網站，供大眾

下載。 
◎目前每週五於大溪「內觀教育禪林」舉辦一日研修，以內觀生

活禪結合阿含義為主。(課程於上午9點30分開始，無需報名，歡

迎大眾隨緣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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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95：佛教心理1-什麼是心的續流？ 
 

■什麼是心的續流？ 
◎眾生的心是日夜不斷地生滅、生滅延續著，就像水流

一樣。每人的心的續流，稱作心相續流。心相續流＝心

流＝心續。 
一、輪迴 
前世心流→今世心流→後世心流 
二、出輪迴 
前世心流→今世心流，出輪迴者臨終入無餘涅槃，進入

不生不滅了。 
 

●心流中，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 
一、活躍的心是心路過程，簡稱心路。 
二、不活躍的心稱作離心路，有三種：結生心、有分

心、死心。這三種心是果報心。 
【一世的心流】 
結生心→有分心→心路→有分心→心路→有分心…… →
有分心→臨終心路→死心。 
【術語】有分心（簡稱有分）的意思是生存的要件。有

分心的作用是保持從生至死的生命流不會中斷。每一期

生命裡，生起的第一個心 是結生心，緊接著生起的是有

分心，而後生起心路。其後有分心與心路交互生起，一

直至死心生起，結束這一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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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的心流】 
前世心流→今世心流→後世心流。即： 
前世結生心、有分心、心路… 死心→ 

今世結生心、有分心、心路… 死心→ 

後世結生心、有分心、心路… 死心。 
○心路分五門心路和意門心路。 
五門：眼門、耳門、鼻門、舌門、身門 。 
以下舉「眼門心路」和「意門心路」作說明。 
 

 

一、【眼門心路】極大所緣時有17剎那 
○有分流→1過去有分， 2有分波動， 3有分斷， 4眼門

轉向， 5眼識， 6領受， 7推度， 8確定， 9-15速行心， 
16.17彼所緣→有分流。 
【說明】當顏色同時撞擊眼淨色和有分心時，第一個有

分心稱過去有分。隨後由於撞擊而波動稱有分波動，接

著有分中斷，稱有分斷，生起眼門轉向，接著生起眼識

，其後意識執行領受、推度、確定目標（顏色）的作

用。接著七個速行心是快速地跑向目標起反應。而後彼

所緣只是緣取速行的目標作為自己的目標，最後進入有

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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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門心路重要部分 
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七速行心 
○此中顏色撞擊眼門後生起眼識。眼門轉向心、領受

心、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心及彼所緣都是屬於意識，

它們也取同一顏色為目標。 
○心路中的速行心是快速地跑向目標起反應，這階段最

為重要，因為善心或不善心是在這階段生起。 

 

二、【欲界意門心路】（清晰所緣） 
有分流→有分波動、 有分斷→意門轉向→七速行心→二

彼所緣→有分流 

●意門心路重要部分 
意門轉向→七速行心 
●欲界速行心舉例 
1.不善心：如，悅俱邪見相應心、憂俱瞋恚相應心、捨

俱疑相應心。 
2.善心：如，悅俱智相應心。 
3.阿羅漢的唯作心：如，悅俱智相應心 。 
◎以觀智為導的修觀名法是意門善速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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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每人一生的心流 
【1】 結生心→有分心→心路→有分心→心路→有分心

…→臨終心路→死心。 
◎心路是活躍的心。 
◎結生心、有分心和死心是不活躍的心。 
【2】眼門心路重要部分 
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七速行心 
【3】意門心路重要部分 
意門轉向→七速行心 
【4】內觀是以觀智為導的善速行心為重點。 

 

【研讀參考資料】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智慧之光》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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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96：佛教心理2-什麼是不善的心路過程？ 
 

一、心流和心路過程 
1.心流：眾生的心日夜不斷地生滅延續著，稱作心相續

流＝心流＝心續。心流中，活躍的心是心路。不活躍的

心是離心路，有結生心、有分心、死心。 
2.心流中的心路過程： 
◎結生心→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

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 … … … 
… … … →臨終心路→死心。 

 

3.心路有二類 
a.五門心路：眼門、耳門、鼻門、舌門、身門。 
b.意門心路 
4. 心路的重要部分 

a.五門心路 
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速行心 
b.意門心路 
意門轉向→速行心 
5.速行心 
速行心是快速地跑向目標起反應，這階段最為重要，因

為不善心或善心是在這階段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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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善心 
不善心是與不善因（貪、瞋、痴）相應的心。這類心稱

為不善，因為它們在精神上不健全，在道德上應受指責

，以及會帶來痛苦的果報。 
◎十不善業道（配合身、語、意） 
身：殺生、偷盜、邪淫 
語：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意：貪婪、瞋恚、邪見 
邪見包括： 
(1) 斷見：認為死後不會以任何形式存在。 
(2) 無作見：認為一切業不能產生果報。 
(3) 無因見：認為一切事物皆是偶然產生。 

 

◎不善心有十二種 
○貪根心（貪為主並與痴俱行）有8種： 
1,2悅俱邪見相應（無行、有行）[貪根心]； 
3,4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有行）[貪根心]； 
5,6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有行）[貪根心]； 
7,8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有行）[貪根心]； 
○瞋根心（瞋為主並與痴俱行）有2種： 
9,10憂俱瞋恚相應（無行、有行）。 
○痴根心（痴而不與貪瞋俱行）有2種： 
11捨俱疑相應。 
12捨俱掉舉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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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貪根心的偷盜例子： 
1. 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高興而自動地從水果店偷

了蘋果。悅俱邪見相應無行[貪根] 

2.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受到朋友慫恿後高興地從

水果店偷了蘋果。 ～有行[貪根] 

3. 一位認為偷盜有罪的男孩，高興而自動地從水果店偷

了蘋果。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 [貪根] 

4.一位認為偷盜有罪的男孩，受到朋友慫恿後高興地從

水果店偷了蘋果。 ～有行[貪根] 

 

5.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以捨受自動地從水果店偷

了蘋果。捨俱邪見相應無行 [貪根] 

6.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受到朋友慫恿後，以捨受

從水果店偷了蘋果。 ～有行 [貪根] 

7 .一位認為偷盜有罪的男孩，以捨受自動地從水果店偷

了蘋果。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 [貪根] 

8.一位認為偷盜有罪的男孩，受到朋友慫恿後，以捨受

從水果店偷了蘋果。 ～有行 [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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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瞋根心的殺生例子： 
9.某男人在暴怒之下，毫不思慮地殺了另一人。 （憂

俱瞋恚相應無行） 
10. 某位懷恨的男人在思慮之後殺了另一人。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 
 ○兩種痴根心的例子： 

11.由於愚痴，某人懷疑佛法對於導向涅槃是否有效。

（捨俱疑相應） 
12.由於散亂心，某人無法專注於任何目標。 
 （捨俱掉舉相應） 

 

三、不善的心路舉例 
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高興而自動地從水果店偷了

蘋果： 
（1）眼門的不善心路（極大所緣） 
→有分波動-有分斷→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
七個不善的速行心-二彼所緣→有分流。 
（2）意門的不善心路（清晰所緣） 
→有分波動- 有分斷→意門轉向-七個不善的速行心-二彼

所緣→有分流。 
○不善的速行心：悅俱邪見相應無行[貪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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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終的心路過程 
【五門臨死心路】(只投生欲界)舉例： 
(1)確定→ 速行五次→死心生起。 
(2)確定→ 速行五次→ 彼所緣兩次 →死心。 
【意門臨死心路】 (投生欲界)舉例： 
(1)意門轉向→速行五次→彼所緣兩次→死心。 
(2)意門轉向→速行五次→許多有分→死心。 

 

◎臨死心路開始前，有分心波動了兩次後，生起五門心

路過程之一，或者生起意門心路過程。由於力弱，這臨

死心路的速行只生起五次。這心路缺少造業的能力。五

次速行之後，兩個彼所緣可能會生起或沒有生起。有時

有分隨著最後一個速行之後生起，然後死心生起，執行

死亡的作用。 
在死心滅盡時，命根亦被切斷。在死心滅盡之後，新一

世的結生心即刻生起，並緣取前一世臨死速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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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臨命終時，基於其過去業與當時的情況，某個目

標即會呈現於他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這目標是以下三

種之一： 
一、業：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二、業相：是與即將成熟而導致下一世投生至何處的善

業或惡業有關的影像，或是造該業的工具。例如：虔誠

的信徒可能會看到寺院的影像；屠夫則可能聽到牛的哀

號或看到屠刀。 
三、趣相：這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去處。例如：將

投生至地獄的人可能會看到地獄之火；將投生至畜生界

的人可能會看到森林或田野；將投生至欲界天的人可能

會看到天界的宮殿。 

 

◎臨死業： 
這是在臨死之前所憶起或所造之業，也就是在臨死速行

心路過程即將生起之前所憶起或所造之業。○在佛教國

家裡，提醒臨終者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勸他激起善念，

成為一種傳統： 
1若性格惡劣者在臨終時憶起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在當

時造了一件善業，他即可能投生至善趣； 
2反之，若有個善人在臨終時憶起以前所造的惡業，或

在當時造了一件惡業，他即可能投生至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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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每人一生的心流中，心路是活躍的心，分1.五門心路， 
2.意門心路。 
○眼門心路重要部分 
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七速行心 
○意門心路重要部分 
意門轉向→七速行心 
○不善心或善心是在速行心這階段生起。 
◎業、業相、趣相會呈現於臨終心路。 
◎對臨終者提醒他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勸他激起善念，

可助他往生善趣。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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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97：佛教心理3-什麼是善的心路過程？ 
 

一、心流和心路過程 
1.心流：眾生的心日夜不斷地生滅延續著，稱作心相續

流＝心流＝心續。 
心流中，活躍的心是心路。不活躍的心是離心路，有結

生心、有分心、死心。 
2.心流中的心路過程： 
◎結生心→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

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 … … … 
… … … →臨終心路→死心。 

 

3.心路過程的重要部分 
a.五門心路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速行心→

彼所緣→有分 

b.意門心路 
有分→意門轉向→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速行心是快速地跑向目標起反應，這階段最為重要，

因為善心或不善心是在這階段生起。 
○ 心路中的速行心是善心時，稱作善的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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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心、善業 
◎善心：善心是與善因（無貪、無瞋、無痴）相應的

心。這類心在精神上是健全的，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

，以及會帶來愉悅的果報。 
○善心是主動造業的心，會留下業的潛力，引生未來相

對應的善果報。 
◎十善業道 
身：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淫。 
語：離妄語、離兩舌、離惡口、離綺語。 
意：無貪、無瞋、正見。 

 

○十波羅蜜 
1布施、2持戒、3出離、 
4智慧、5精進、6忍辱、 
7真諦、8決意、9慈、10捨。 
○十種善業 
1.佈施；2.持戒；3.禪修； 
4.恭敬，例如：禮敬三寶； 
5.服務：服務父母，服務寺院； 
6.分享功德、回向； 
7.隨喜功德，看到別人做善就隨喜； 
8.聞法；9.說法；10.正直自己的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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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心的類別 
○善心分21種：欲界（8種）、色界（5種）、無色界（4

種）、出世間道心（4種）。 
◎欲界善心有八種 
1,2悅俱智相應（無行、有行）； 
3,4悅俱智不相應（無行、有行）； 
5,6捨俱智相應（無行、有行）； 
7,8捨俱智不相應（無行、有行）。 
○與智相應的智，指慧心所，即是「無痴根」。 
○智不相應的心缺少慧心所，但沒有屬於不善心的

「痴」。 

 

◎色界善心有五種 
初禪心（尋･伺･喜･樂･一境性） 
第二禪心（伺･喜･樂･一境性） 
第三禪心（喜･樂･一境性） 
第四禪心（樂･一境性） 
第五禪心（捨･一境性） 
◎無色界善心有四種 
空無邊處心、識無邊處心、無所有處心、非想非非想處

心。 
◎出世間善心有四種 
預流道心、一來道心、不還道心、阿羅漢道心。 
○以下只探討欲界的善心和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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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欲界的善的心路過程 
（1）眼門的善的心路（例如佈施） 
→過去有分-有分波動-有分斷→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

度-確定→善的速行心-彼所緣→有分流。 
（2）意門的欲界善的心路（例如佈施） 
→有分-有分波動- 有分斷→意門轉向-善的速行心-彼所緣

→有分流。 
○確定或意門轉向的作意心所，若是如理作意，緊接著

的速行心必定是善心。 
舉例：遇到順逆境時，以業果、實相來勝解，則轉往如

理作意，生起善的速行心。 
具有正念的速行心也必定是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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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欲界善心的佈施例子： 
1. 某人愉快地自動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相應（無行） 
2.  某人在他人鼓動下，愉快地行佈施，心知那 

是善業。悅俱智相應（有行） 
3.  某人愉快地自動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 
4.  某人在他人鼓動下，愉快地行佈施，但不知 

那是善業。悅俱智不相應（有行） 

5. 某人以捨受自動地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捨俱智相

應（無行） 
6.  某人在他人鼓動下，以捨受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

捨俱智相應（有行） 
7.  某人以捨受自動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捨俱智

不相應（無行） 
8.  某人在他人鼓動下，以捨受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

業。捨俱智不相應（有行） 
○四種欲界智相應善心： 
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 有行心， 
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有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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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終的心路過程 
【五門臨死心路】(只投生欲界)舉例：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五個臨死

速行→ 彼所緣兩次→死心。 
【意門臨死心路】 (投生欲界)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五個臨死速行→ 彼所緣兩次→死心。 
◎這五個臨死速行所取的目標是業、或者業相、或者是

趣相。  (死心後接著投生欲界) 

 

◎積極行善布施者投生欲界天人的例子 
由於業的成熟，臨死速行所緣的三目標： 
一、業：臨終者感覺猶如重新在做佈施一樣。 
二、業相：與過去所造的業有關的影像或者造業的工

具。例如：臨終者看到佈施物的影像。 
三、趣相：這是下一世將投生的去處。例如：臨終者看

到天界的宮殿或看見天人接他。 
◎此例子中，若臨死速行所緣的目標是在做佈施，則投

生為天人後，天人這一世的結生心以及其後的有分心和

死心的目標，都是在做佈施，這和前一世臨死速行的目

標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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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種業的受報次序 
（1）重業 
重業是大威力的業，沒有其他業可以阻止它。它必會產

生下一世的結生。舉例：不善的重業有五無間業與強烈

執取的邪見。善的重業是禪那。 
（2）臨死業 
臨死業是瀕臨死亡前所憶起或所造之業。舉例：臨終時

，惡人憶起以前造的善業，則有可能投生善趣；善人憶

起惡業，則有可能投生惡趣。故對臨終者提醒他以前所

造的善業，或勸他保持正念、激起善念，有助於往生善

趣。 

 

（3）慣行業 
慣行業是習慣造的善或惡業。在沒有重業、臨死業時，

慣行業會決定下一世投生去處。舉例：積極行善布施者

，將投生善趣。 
（4）已作業 
已作、已說、已想的任何業，不屬於上述重業等業，則

已作業會決定下一世投生。 
※ （2）臨死業比（3）慣行業優先成熟，譬如，擠滿牛

的牛欄內有小牛、壯牛等，打開門後，近門之牛，即使

是老弱之牛，亦得先出。如是臨近死時，臨死業比慣行

業優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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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結 
○每人一生的心流中，活躍的心稱作心路。 
○心路中的速行心是快速地跑向目標起反應，生起善心

或不善心。速行心是 修心的關鍵處。 
○ 心路中的速行心是善心時，稱作善的心路過程。 
○平時遇到順逆境時，以業果、實相來勝解，轉往如理

作意，因而生起善的速行心。具有正念的速行心也必定

是善心。 
○ 業、業相、趣相會呈現於臨終心路(投生欲界)。 
○業的受報次序：重業、臨死業、慣行業、已作業。對

臨終者提醒他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勸他激起善念，有助

於往生善趣。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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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98：佛教心理4-什麼是禪定的心路過程？ 
 

一、什麼是心路？ 
◎眾生的心是日夜不斷地生滅延續著，稱作心相續流＝

心流＝心續。 
●心流中，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 
活躍的心是心路過程，簡稱心路。 
不活躍的心是有三種：結生心、有分心、死心。 
●禪修分止禪和觀禪。依照心的法則，禪修者修習止禪

，進入禪定（安止定），有禪定的心路過程。  禪定＝

禪那 
以下以修習入出息念進入初禪作說明。 

 

二、初禪的所緣和如理作意 
◎禪修者開始修習入出息念時，專注於自然的呼吸，他

的作意是如理作意。 
當取相或似相出現時，禪修者專注於它，他的作意也是

如理作意。 
◎禪修者不斷地專注 於似相，這是如理作意，善法將生

起與增長。 
◎培育這如理作意達到強力的程度時，將從近行定（刹

那定）進入安止定（禪那）。禪定心路（色界或無色界

意門心路）必定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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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欲界善速行到色界安止速行 
【1】欲界意門善速行的心路過程 
有分→意門轉向於似相 → 七個速行心（無彼所緣）→
有分→意門轉向於似相→七個速行心→有分→… 
○如此重複無數次意門心路過程，提升欲界智相應的善

速行心中的一境性（這種定為刹那定）。 
○意門轉向有12個名法，速行心有34個名法。  

 

【2】初次進入初禪的心路過程 
有分→意門轉向於似相→遍作→近行→隨順→種姓→一

個禪那速行心（安止定）→有分。 
○鈍根者生起以似相為所緣的一個意門轉向心，然後依

次生起四個欲界智相應的善速行心（遍作→近行→隨順

→種姓），而後生起一個禪那速行心，這是色界安止。

接著即刻沉入有分。 
遍作、近行、隨順的作用，分別是為了進入禪那作準

備、接近禪那、隨順之前的心以及隨後的種姓心。種姓

是改變欲界種姓成為色界種姓。 
○鈍根者有遍作，利根者無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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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練進入初禪的心路過程 
○禪修者初次證得的安止只有一個速行剎那。但通過修

習即能延長至二、三、四速行。已掌握禪那五自在的禪

修者，安止定能夠持續數天： 
有分→意門轉向於似相→遍作→近行→隨順→種姓→多

個禪那速行心（能數天入安止定）→有分。 
○遍作→近行→隨順→種姓，是欲界速行心。 
○多個禪那速行心，是色界速行心。 
○鈍根者有遍作，利根者無遍作。 

 

◎禪定心路的進一步說明 
1意門轉向（似相）→【2遍作→3近行→4隨順（尋伺喜

樂一境增強）】→5種姓（變為廣大）→6一或無數安止

速行心→有分心。 
1) 意門轉向心：取似相為所緣。 
2-4)遍作、近行、隨順取同一所緣，它們的尋、伺、

喜、樂與一境性比普通欲界心更強。利根者無遍作。 
5) 種姓心：從微細種姓的欲界心轉變為廣大種姓的色界

或無色界禪那心。 
6) 無數安止速行心緣取同一所緣。 
每一速行心會強化隨後的速行心。 
五自在的禪修者可在入定之前決意入定的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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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者的禪定心路中的第五速行實際就是禪那心，其

數一個到億萬個，它們都是相同的。如果長時間入定，

第五速行的數目將不計其數。 
 ○若能維持禪那到臨死心路不退，禪那善業將成為重的

善業。 

 

四、禪定心路中的心、心所 
初禪五禪支 
1.禪修者的心完全投入到似相當中，這是尋； 
2.持續地保持在似相上，這是伺； 
3.體驗到似相的喜悅，這是喜； 
4.體驗到似相的快樂，這是樂； 
5.心很專注在似相上，這是一境性。 
初禪具足五禪支。 

 

●初禪心路中的意門轉向心有12個名法： 
1個心識； 
7個遍一切心心所：觸、 （如理）作意、受、想、思、

一境性、名命根 ； 
1個尋、伺、勝解、精進。 
●初禪心路中的禪那速行心有34個名法 ： 
1個心識； 
7個遍一切心心所：觸、作意、受〔初禪樂受〕、想、

思、一境性、名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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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19個遍一切美心所（有信 、念等）； 
1個慧。 【平衡五根、具足五禪支】 

 

○ 19個遍一切美心所： 
(1)信 (2)念 (3)慚 (4)愧 
(5)無貪 (6)無瞋 (7)中捨性 
(8)心所輕安  (9)心輕安 
(10)心所輕快性 (11)心輕快性 
(12)心所柔軟性 (13)心柔軟性 
(14)心所適應性 (15)心適應性 
(16)心所練達性 (17)心練達性 
(18)心所正直性 (19)心正直性。 

 

○ 19個遍一切美心所說明 
1信：對當信之事有信心或信仰。 
2念：使相應法對目標念念分明而不流失。 
3慚：對惡行感到厭惡。 
4愧：對惡行感到害怕。 
5無貪：心不貪求、不染著。 
6無瞋：不粗野、不對抗。 
7中捨性：平衡心與心所、平等性。 
8心所輕安：心所(受.想.行)輕安、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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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心輕安：心的輕安、鎮靜。 
10心所輕快性：心所(受.想.行)的輕快。 
11心輕快性：心的輕快。 

 

12心所柔軟性：心所(受.想.行)的柔軟。 
13心柔軟性：心的柔軟。 
14心所適業性：心所(受.想.行)具堪任性。 
15心適業性：心具堪任性。 
16心所練達性 ：心所(受.想.行)具熟練性。 
17心練達性：心具熟練性。 
18心所正直性：心所(受.想.行)正直。 
19心正直性：心的正直。 

 

●辨識初禪意門心路中所有的名法： 
1) 意門轉向心：12 個名法 
2) 遍作心：34 個名法 
3) 近行心：34 個名法 
4) 隨順心：34 個名法 
5) 種姓心：34 個名法 
6) 一系列相續的禪那速行心：34 個名法。 
◎要辨識這些名法，先以入出息念進入初禪，直至光變

得閃耀。 出定後，同時辨識有分和似相。當似相出現在

有分時，辨識剛剛生起的禪定意門心路，並辨識在心路

中每一不同的心的12或34個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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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熟習初禪的結果 
○如果禪修者進入禪那並穩定地保持直至死亡之時，這

種禪那正念是強有力的，能阻止不善的影像或欲界的善

相出現，它只緣取禪那的所緣（例如，入出息似相）。 
○熟習初禪者臨死意門心路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五個臨死速行→ 死心→結生心(投生

色界初禪天) 

○初禪果報：壽量  
大梵天        1中劫＝ 3億3千6百萬年 
梵輔天      1/2 中劫  
梵眾天      1/3 中劫 

 

六、總結 
【1】每人一生的心流： 
 結生心→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心路→有分

…… →臨終心路→死心。心路是活躍的心。 
【2】以入出息念似相為所緣，禪修者熟習「欲界意門

善速行的心路」後 ，將初次進入「初禪安止速行的心

路」，初次證得的安止只有一個速行剎那，經過不斷修

習，能延長至數天。 
【3】初禪到四禪都只是止禪，進而要修習觀禪才能滅

苦和出輪迴， 滅苦才是佛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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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色 
地 

第四禪地 
  

五 
不 
還 
天 

27.色究竟天  16,000大劫 三
果 

慧根強者 第果 
五報 
禪心 26.善見天   8,000大劫 定根強者 

25.善現天   4,000大劫 念根強者 

24.無熱天   2,000大劫 精進根強者 

23.無煩天   1,000大劫 信根強者 

 22.無想天    500大劫 投生後無任何心識 

21.廣果天    500大劫 第五禪果報心 

 第三禪地 
  

20.遍淨天 64大劫 第四禪果報心 

19.無量淨天 32大劫 

18.少淨天 16大劫 

 第二禪地 
  

17.光音天  8大劫 第二、三禪果報心 

16.無量光天  4大劫 

15.少光天  2大劫 

 初禪地 
  

14.大梵天  1中劫 初禪果報心 

13.梵輔天    1/2 中劫 

12.梵眾天    1/3 中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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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99：佛教心理5-什麼是觀禪的心路過程？ 
 

一、什麼是觀禪的心路？ 
1.眾生的心日夜不斷地生滅延續著，稱作心流。 
2.心流中，活躍的心是心路過程，簡稱心路。 
3.不活躍的心有三種：結生心、有分心、死心。 
4.禪修分寂止和內觀，又稱止禪和觀禪。 
5.止觀行者先修出四禪而後修習內觀（觀禪）。 
6.純觀行者培養大正念後直接修習內觀（觀禪）。 
7.修習觀禪時，有觀禪的心路過程。 

 

二、修習觀禪 的原則 
◎如理作意： 
在觀禪中，禪修者觀照諸行（五蘊）：「這是色法、這

是名法、這是因、這是果、這是無常、這是苦、這是無

我」，則他的作意是如理作意。但如果認為：「這是男

人、女人、兒子、這是金銀、錢財」等，則他的作意為

不如理作意。 
◎ 培養定力： 
止觀行者首先次第地培育起定力，若能夠證得第四禪，

每次坐禪時都應先入第四禪。 
純觀行者修習四界分別觀等以培育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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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觀智 
◎前面五種觀智： 
1) 名色分別智2) 緣攝受智3) 思惟智 
4) 生滅智5) 壞滅智。 
◎中間的六種觀智： 
6) 怖畏智7) 過患智8) 厭離智 
9) 欲解脫智10) 審察智11) 行捨智。 
◎後面五種觀智： 
12) 隨順智13) 種姓智14) 道智15) 果智16) 省察智。 ○內
觀行者先要成熟前十一種觀智，以下以此為主題。 

 

●觀照行法的三相 
1. 無我隨觀智變得銳利、強大與清淨時，能「斷除」對

行法的邪見。一切邪見都以我見為根基，而無我隨觀智

則直接與我見對立，因此無我隨觀能去除邪見。 
2. 無常隨觀智變得銳利、強大與清淨時，能「斷除」對

行法的慢見。若人執取行法為常，如「這是常的，這是

永恒的」，就會像婆迦梵天般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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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苦隨觀智變得銳利、強大與清淨時，能使執著行法為

「我的」之愛欲盡滅。對行法有樂想時，執著行法為

「我的」之愛見才能生起。苦隨觀智是與愛見直接對立

，因此苦隨觀智能令愛見止息。 
○透徹地觀照三相之後，應給予自己較喜歡的相優先，

用一段長時間只觀照它。然而，此時煩惱只是暫時被

「斷除」罷了，只有聖道智才能以「正斷」徹底斷除煩

惱。為了證悟聖道，禪修者必須致力於令觀智成熟。 

 

四、觀禪的心路 
【1】弱的觀禪的心路 
舉例：取眼淨色為所緣的意門善速行心路 
意門轉向確定眼淨色是：「 1. 眼淨色2. 色法3. 無常4. 苦

5. 無我6. 不淨」之一，即是如理作意，因此七個善速行

心隨之生起： 
○意門轉向→七個善速行心→2彼所緣→有分心  

   12 34喜俱智相應  

   12 33捨俱智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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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的觀禪的心路過程 
當觀智變得強有力時，將觀照諸行的壞滅相。此時，一

時觀內、一時觀外、一時觀內外、一時觀過去、一時觀

現在、一時觀未來、一時觀無常、一時觀苦、一時觀無

我，透過重複觀照，觀智將提升到行捨智。到了強的行

捨智階段自然會傾向觀照某一種行法的滅相。 
○意門轉向→七個善速行心→有分心 

○強的觀禪心路無彼所緣。 

 

●意門轉向有12個名法： 
1個心識； 
7個遍一切心心所（觸、作意 等）； 
1尋、伺、勝解、精進。 
●善速行心多則有34個名法： 
1個心識； 
7遍一切心心所（觸、作意 、受、一境性等）； 
1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念 、慚、愧、無貪 、無瞋、

中捨性、心輕安等）； 
1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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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禪者臨死意門心路 
◎投生天人的例子 
如果禪修者的觀智是行捨智，並且修觀直至臨死的刹那

，若未證悟，臨終意門心路是： 
○意門轉向→5速行 心 →死心→ 結生心 
他的臨死速行是與強有力的正念相應的觀智。這種正念

能阻止不善的影像出現，同時能防止其它善相取代觀禪

之相。觀禪之相是他所選擇觀照之行法的無常、苦或無

我。他可能以這種相作為其臨死速行的所緣而死去。它

能產生天人的結生心，並即刻投生為天人。 

 

此禪修者投生為天人後， 因為前一世生為人時的臨死速

行心，和緊接著的天人心流中的有分心緣取相同的所緣

，在這種情況下是諸行法的無常、苦或無我。作為「主

角」的有分心已經知道觀智的所緣，於是觀智能輕易地

被培育起來。 
佛陀說： 
 「已聽聞教法，多作習誦、思惟，並以觀智徹知的凡夫

，他死後可能投生於天界之一，在那裡諸行法清晰地顯

現於其心中。他可能緩慢地思惟法義或修觀，但卻能很

快證悟涅槃。」(A.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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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1. 結生心→有分心→心路→有分心→心路→有分心

→…… →臨終心路→死心。 
2.止觀行者先修出四禪而後修習內觀（觀禪）。 
純觀行者培養大正念後直接修習內觀（觀禪）。 
3.弱的觀禪的心路 過程 
○意門轉向→七個善速行心→2彼所緣→有分心 
4.強的觀禪的心路過程 
○意門轉向→七個善速行心→有分心 
○觀禪之相是觀禪行者所選擇觀照之行法的無常、苦或

無我。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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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0：佛教心理6-什麼是證悟的心路過程？ 
 

一、心路過程 
○每人一生的心流，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 
活躍的心是心路過程，簡稱心路。不活躍的心是離心路

，有結生心、有分心和死心三種。 
○禪修分止禪（寂止）和觀禪（內觀） 。 
止觀行者先修出四禪而後修習觀禪。 
純觀行者培養大正念後直接修習觀禪。 
○禪修者修習觀禪時，有觀禪的心路過程，最後要證悟

時，有「證悟的心路過程」，又稱「聖道的心路過程」 
、 「道果的心路過程」 。 

 

二、證悟時的道果心路過程 
●禪修者成就(11)行捨智後，繼續觀照每一行法的壞滅，

並發起從它們解脫的願望。 
◎觀禪心路有七速行心： 
有分心→意門轉向→7個善速行心→有分心 
最終將發現所有行法止息了，他的心知見涅槃，這發生

於道果心路過程，也成就後面五種觀智：(12) 隨順智

(13) 種姓智(14) 道智(15) 果智(16) 省察智。 
◎[鈍根者]道果心路有七速行心： 
有分心→意門轉向→1遍作→2近行→3隨順→4種姓心

→5道心→6果心→7果心→有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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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門轉向心：觀照諸行法為無常、苦或無我。 
(2) 遍作( 3) 近行(4) 隨順三個速行心，構成第十二觀智：

隨順智。隨順智是最後一個以諸行法為所緣的觀智。 
 5) 第四個速行種姓心：以涅槃為所緣，這是將凡夫種姓

更改為聖者種姓的第十三觀智：種姓智。種姓心知見涅

槃，但不能斷除煩惱。 
6) 第五個速行心：以涅槃為所緣，這是能摧毀相應煩惱

的第十四種智：道智。 
7) 第六和第七個速行心：以涅槃為所緣，這是第十五種

智：果智。 

 

○此後生起最後第十六種智：省察智。有五種不同的省

察： 
1) 省察道智，2) 省察果智，3) 省察已斷除的煩惱，4) 省

察尚未斷除的煩惱，5) 省察涅槃。 
此時禪修者成就四聖諦智，並且親證涅槃，內心解脫邪

見。繼續如此修行，將能證悟阿羅漢果。 
以上鈍根者，有一遍作速行心，利根者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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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遍作→近行→隨順→種

姓心→道心→果心→果心→有分心 
【利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近行→隨順→種姓心→
道心→果心→果心→果心→有分心 
以鈍根者說明 
意門轉向：屬於唯作心，把心轉向目標。 
1.遍作：第一個速行心，預備作業。 
2.近行：第二個速行心，接近於安止。 
3.隨順：第三個速行心，順著生滅智至行捨智八種觀智

的作用，且順著其後的道智的作用。 
遍作、近行、隨順皆取無常、苦、無我三相之一。 

 

4.種姓心：第四個速行心，抑制五蓋。種姓心還是欲界

心，但種姓心取涅槃為目標，改變凡夫種姓為聖者種

姓。道心前的幾個速行是欲界四種智相應善心之一（有

喜、無喜＋有行、無行）。 
5.道心：道心屬於出世間安止定，只有一心剎那，其唯

一作用是斷隨眠。其所緣是涅槃。 
6.果心：果心也屬出世間安止定。果心是出世間的果報

心，有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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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世間的果定心路 
有分心→意門轉向→3或4個隨順→果心→果心→…→果

心→有分心 

○對於果定，通過不斷的修習能夠延長安止的時間。已

掌握禪那五自在的禪修者，安止能夠持續好幾天。果心

屬於出世間安止定，其所緣是涅槃。聖人證入各自的果

定，如：預流者能證入預流果定。 
○欲證入果定前，先決意要證入果定，然後次第地培育

諸觀智，直至證入果定。 
○若阿羅漢再次證入涅槃之果定，其前之善速行轉為唯

作心（非善心亦非不善心， 不造善惡業）。 
 

 

四、心路中的名法 
◎意門轉向12名法： 
1個心、7個遍一切心心所； 
1個尋、伺、勝解、精進。 
◎善速行心34名法： 
1個心、7個遍一切心心所； 
1個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 、念 、慚 、愧、無貪 、無瞋等

等） ； 
1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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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1】心路過程是活躍的心。 

結生心、有分心和死心是不活躍的心。 
【2】證悟道果的心路過程： 
○鈍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遍作→近行→隨順→種

姓心→道心→果心→果心→有分心。 
○利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近行→隨順→種姓心→
道心→果心→果心→果心→有分心。 【3】果定的心路

過程： 
有分心→意門轉向→3或4個隨順→果心→眾多果心→果

心→有分心。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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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1：佛教心理7-什麼是臨死的心路過程？ 
 

一、心路過程 
○每人一生的心流，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 
活躍的心是心路過程，簡稱心路。不活躍的心有結生

心、有分心和死心三種。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五門心路和意門心路一直活躍

著，造作了非福行、福行、不動行。 
○一般人臨終時，最後的一個心路過程稱作「臨終心路

過程」，此時有業、業相、趣相的出現，其後有「死

心」，接著是下一世的「結生心 」。 

 

二、心路中的善惡速行心 
◎五門心路的主要部分（眼門為例 ）：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速行心→[

彼所緣]→有分。 

◎意門心路的主要部分： 
有分→意門轉向→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速行心有善有惡。不善速行心與善速行心是「主動造

業」的心，會留下業的潛力，引生未來相對應的不善或

善的果報。 
○阿羅漢的唯作速行心不是造業的心，也不是果報心，

只是執行心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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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速行心和善速行心 
（1）欲界有12不善速行心，造非福行→惡趣。 
（2）欲界有8大善速行心，造福行 →人、欲界天善趣。 
（3）色界有5廣大善速行心，造不動行 →色界善趣。 
（4）無色界有4廣大善速行心，造不動行 →無色界善

趣。 

 

（1）十二不善速行心 
貪根8個 
1、2悅俱･邪見相應（無行、有行） 
3、4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有行） 
5、6捨俱･邪見相應（無行、有行） 
7、8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有行） 
瞋根2個 
9 、10憂俱･瞋恚相應（無行、有行） 
癡根2個 
11捨俱･疑相應。 
12捨俱･掉舉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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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欲界八大善速行心 
1、2悅俱智相應（無行、有行）； 
3、4悅俱智不相應（無行、有行）； 
5、6捨俱智相應（無行、有行）； 
7、8捨俱智不相應（無行、有行）。 
○與智相應的智，指慧心所。 
○智不相應的心缺少慧心所，但沒有屬於不善心的

「痴」。 
○善心是與善因──無貪、無瞋；或無貪、無瞋、無痴

──相應的心。 

 

（3）色界五廣大善速行心 
初禪心：尋･伺･喜･樂･一境性 
第二禪心：   伺･喜･樂･一境性 
第三禪心： 喜･樂･一境性 
第四禪心： 樂･一境性 
第五禪心： 捨･一境性 
（4）無色界四廣大善速行心 
空無邊處心 
識無邊處心 
無所有處心 
非想非非想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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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終的心路過程 
【五門臨死心路】(只投生欲界)四種情況 
確定→ 速行→死心→欲界結生心。 
確定→ 速行→彼所緣 →死心→欲界結生心。 
確定→ 速行→彼所緣→有分→ 死心→欲界結生心。 
確定→ 速行→有分→ 死心→欲界結生心。 
【意門臨死心路】四種情況 
意門轉向→速行→死心→欲界、色界、無色界結生。 
意門轉向→速行→彼所緣→死心→欲界結生。 
意門轉向→速行→彼所緣→ 有分→死心→欲界結生。 
意門轉向→速行→有分→死心→欲界結生。 

 

●凡夫的臨死速行心弱，只有五個心識剎那，所取的目

標是業、業相、或是趣相： 
1.業︰已累積的善不善業。 
2.業相︰指累積的善不善業的所緣的樣貌。 
過去千萬劫已作的業，可以以業或業相生起。 
3.趣相︰出現某景象，如趣往地獄的話，生起那地方(煎

煮罪人)的銅鍋之類。趣往人間的話，生起母胎(子宮)、

毛織品、車子之類。 
以下以意門臨死心路說明投生三界： 
【投生欲界】 
○意門轉向→5速行心→死心→欲界結生心。（投生人、

欲界天、四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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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生色界】 
○意門轉向→5速行心→死心→色界結生心。 
於臨死心路過程，入色界禪那（色界善心） ，以概念

（似相）作所緣，死後投生色界。 
【投生無色界】 
○意門轉向→5速行心→死心→無色界結生心。 
1.於臨死心路過程，入空無邊處(無色界善心），以概念

（似相）作所緣，死後投生空無邊處。 
2.臨死心路過程，入識無邊處(無色界善心） ，以第一空

無邊處心（業相）為所緣 ，死後投生識無邊處。 

 

3.於臨死心路過程，入無所有處(無色界善心），以概念

（似相）作所緣，死後投生無所有處。 
4.於臨死心路過程，入非想非非想處(無色界善心） ，以

第三無所有處心（業相）為所緣，死後投生非想非非想

處。 
以上以凡夫為例說明投生三界。 
●初果、二果聖者投生欲界人天。 
三果聖者投生色界五淨居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

天、善見天、色究竟天。 
阿羅漢則不再投生於三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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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1. 凡夫的五門心路和意門心路一直活躍著，造作了非福

行、福行、不動行。 
○欲界有12不善[速行]心、8大善[速行]心，色界有5廣大

善[速行]心，無色界有4廣大善[速行]心。 
2.意門臨死心路的基本例子： 
意門轉向→5速行心→死心→欲界、色界、無色界結生

心。 
3.以上仍在三界輪迴，經由修習觀禪，證得道果才能出

輪迴。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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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2：佛教心理8-什麼是不善業和不善心？ 
 

一、不善業 
依造業之門，不善業有三種：身業、語業及意業。 
1.殺生、2偷盜及3邪淫是不善身業，一般是通過身門發

生，而名為身表。 
4妄語、5兩舌、6惡口及7綺語是不善語業，一般是通過

語門發生，而名為語表。 
8貪婪、9瞋恨及10邪見是不善意業，一般只發生於意門

而無（身或語）表。 
○不善身業和語業是指，導致實行各自作為的「思心

所」。無論該作為是否已完成，該思都是不善的。身門

即是身表，是一種心生色法；通過它人們得以把心中生

起之思表達於外。 
語門即是語表，是一種心生色法；通過它人們得以把心

中生起之思表達於言語。 
 

○ 8貪婪、9瞋恨及10邪見，只發生在心裡，沒有通過身

體或言語表達於外，這種業通過意門發生。 
8「貪婪」是貪心所，生起為希望獲得他人的財物。即

使已對他人的財物生起了貪念，但若還沒有希望獲得該

財物，它還不是「足道之業」。 
9「瞋恨」是瞋心所。當生起為希望他人遭遇危害與苦

難時，它即已成為「足道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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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邪見」：接受「沒有所謂的道德」及「沒有因果業

報」為正確時，即成為「足道之業」。在經中時常提到

三種邪見： 
 

◎三種邪見 
一、 斷見：此見否認人死後還會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

不承認業有善惡。 
二、 無作見：此見認為業是不能產生果報的，認為一切

業都是無效的。 
三、 無因見：此見認為沒有污染或淨化有情的因緣，所

以該有情是由於偶然、命運或需要而被污染或淨化。 

 

○十不善業道之中，1殺生、6惡口、 9瞋恨由瞋因而生；

3邪淫、8貪婪、 10邪見由貪因而生；其餘2偷盜、 4妄
語、5兩舌、7綺語四者由貪因或瞋因而生。 
說明：導致殺害其他有情命根的思肯定是擁有瞋因，即

瞋恨其他有情的存在；導致犯邪淫的思肯定是擁有貪因

，即想要與不如法對象行淫之欲。導致造作偷盜、妄

語、兩舌及綺語的思則可以是與貪或瞋相應。 
一切不善業之道肯定與痴因相應。 
○這些不善業也就是十二種不善心（見後）。此處視整

個心（與諸相應心所）為業，而不是只視思心所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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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的要點 
1心的特相是識知目標。 
2心的作用是作為諸心所的前導者，因為它領導諸心所

，也時常由它們陪伴。 
3心的現起是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裡為一個相續不斷的

過程。 
4心的近因是名色（精神與物質），因為心不能毫不依

靠心所與色法而單獨生起。 
 ◎心分為善心、不善心、果報心、唯作心四類。 
1.不善心是與不善因──痴；或貪與痴；或瞋與痴──

相應的心。這類心在精神上不健全，在道德上應受指責

，會帶來痛苦的果報。有十二種不善心。 
 

2.善心是與善因──無貪、無瞋；或無貪、無瞋、無痴

（慧）──相應的心。這類心在精神上是健全的，在道

德上是無可指責的，會帶來愉悅的果報。 
3.緣於業成熟而生起的心是果報心。它包括善業與不善

業的果報。應明白在此所指的業與果報兩者皆是純粹屬

於精神方面的。業是與善心或不善心相應的思；其果報

是其他體驗成熟之業的心。 
4.第四種「唯作心」。這類心非業亦非果報。它雖涉及

心識活動，但此活動並沒有造業，因此也就不能產生果

報。 
○1善心與2不善心兩者是「業」。3果報心與4唯作心兩

者皆非善非不善，它們被歸為「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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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種不善心 
分析不善心時，《阿毗達摩論》依最顯著的「根、因」

（mula, hetu）來分類。 
三不善根是貪、瞋、痴。 
貪與瞋是不能同時於一心生起。 
1.以貪作為主根的心為「貪根心」；共有八個。 
2.以瞋作為主根的心為「瞋根心」；共有兩個。 
3.作為第三不善根的痴根存在每一個不善心裡。 
貪根心與瞋根心裡也都有痴，作為潛在之根。 
儘管如此，有些心裡，也有痴是不與貪瞋俱行的，這類

心共有兩個，稱為「痴根心」。 
 

【1】八貪根心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說明：四種貪根心為悅俱，另外四種則是捨俱。悅受是

心的感受，是樂受而不是苦或捨受。 
此「捨」代表捨受，即不苦不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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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sankhara）：在此專指慫恿、煽動、激起或採

取某種「方便或方法」。這慫恿可以是來自他人或自己

；可以是身、語或意的慫恿。 
1.當他人通過身體行動激使我們生起某心，或進而依該

心行動時，該煽動即是屬於「身」。 
2.當他人採用命令或勸說的方法時，它即是屬於

「語」。 
3.當我們通過思慮或意志壓制內心的抗拒，而刻意激起

某種心時，它即是屬於「意」。 
沒有受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自動生起的心稱為

「無行」。有受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後才生起

的心稱為「有行」。 
 

【2】二瞋根心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 
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說明：瞋根心只能與一種感受同生，即：憂受。瞋根心

並不會與邪見相應地生起。雖然邪見能夠鼓動發怒，但

邪見並不能與瞋恚同時在同一心裡生起；而只能在不同

的時候，於不同的心裡生起。 
與瞋根心俱行的受是憂受，指「心的苦受」。此「憂」

或「心的苦受」永遠是不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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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是屬於受蘊；而瞋恚則屬於行蘊。 
此處瞋恚（patigha 厭惡）的意義是「反擊」，顯示反

抗、排斥或毀滅的心態，包括了各程度的反感，從最強

烈的暴怒，至極微細的厭煩。 
 

【3】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 
2.捨俱掉舉相應心。 
這兩種心只涉及痴。 
說明： 
這一組不善心是缺少貪瞋二不善根的不善心。一般愚痴

會導致貪或瞋也隨之生起。然而，儘管貪根心和瞋根心

裡也有痴，但痴在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 
相反地，在這最後兩種不善心，痴是唯一的不善根，痴

作用於以下這兩種心特別顯著：一與疑相應，另一與掉

舉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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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俱：即使是面對可喜所緣（目標），若生起的是痴根

心，該目標的體驗則不再是可喜，由此悅受也就不會生

起。 
同樣地，當不可喜所緣不被體驗為可厭時，憂受也不會

生起。 
再者，當心受到疑或掉舉困擾時，它無法對目標下個正

面或負面的判斷，由此它不能與悅受或憂受相應。 
基於這些原因，與這兩種心俱行的受是捨受。 

 

疑相應：一、由於思緒紛雜困亂而致的困惑；二、缺少

智慧解決問題。此「疑」是由於顯著的愚痴而致的困

惑、懷疑或猶豫不決。 
掉舉相應：掉舉是不平靜、心散亂或煩躁。掉舉心所存

在所有十二種不善心裡，但在其他十一種心當中，其力

相對地微弱，其作用也就屬於次要。然而，在這最後一

種的不善心裡，掉舉成為最主要的因素，所以稱為「掉

舉相應」。 
這兩種痴根心沒有「無行」或「有行」的分別。列迪長

老認為此二心純粹是無行的，因為此二心依其自性自然

地生起於諸有情，無需通過任何方法刺激或煽動。因此

，它們純粹是無行的。 

  

54 



 

四、總結 
1. 十不善業道中，1殺生、6惡口、 9瞋恨由瞋因而生；3

邪淫、8貪婪、 10邪見由貪因而生；其餘2偷盜、 4妄
語、5兩舌、7綺語四者由貪因或瞋因而生。 
2.十二不善心之總結 
貪根心有八，瞋二及痴二； 
如是不善心，共有十二種。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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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3：佛教心理9-什麼是善業和善心？ 
 

一、善業 
【1】欲界善業 
●依造業之門，善業有三種：身業、語業及意業。 
1.不殺生、2不偷盜及3不邪淫是善身業。 
4不妄語、5不兩舌、6不惡口及7不綺語是善語業。 
8不貪婪、9不瞋恨及10正見是善意業。 
◎1-3是屬於正業心所及同時生起的思心所。 
4-7是屬於正語心所及同時生起的思心所。 
8-10分屬於三善因：無貪、無瞋與無痴。 
此正見特指深信因果法則。 

 

●另有三種善業，稱作「三福業事」 ； 
以及十種善業，稱作「十福業事」。 
三福業事（造福的基礎） ：佈施、持戒、禪修。 
十福業事：佈施、持戒、禪修、恭敬、服務、迴向功

德、隨喜功德、聞法、弘法、正直己見。 
●以上這些善業是通過「八大善心」所造。 
【2】色界善業 
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的禪修，依諸

禪支的分別而有五種：五色界禪那。 
【3】無色界善業 
無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的禪修，依

所緣的分別而有四種：四無色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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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心 
【1】欲界八大善心 
1.  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2.  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4.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5.  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6.  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7.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8.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善心是與善因──無貪、無瞋；或無貪、無瞋、無痴

（慧）──相應的心。這類心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

會帶來愉悅的果報。 

○智是指慧心所，即是「無痴」。 
○智相應善心具三善因。智不相應則少慧心所。 
○行 sankhara：在此專指慫恿或刺激，可以來自他人或

自己的身、語、意。 
○有行：受到慫恿或刺激而後生起的心。 
○無行：沒有受到慫恿或刺激而自動生起的心。 ◎人會

自發地行善的原因是身心健全、有良好的食物等，以及

在過去有造過類似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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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界廣大善心：色界禪那。 
當禪修者成就了色界禪那的時候，他的速行心裏的思心

所所造的善業，可以使他帶來投生到色界的結生，生到

色界成為梵天。 
【3】無色界廣大善心：無色界定。 
當禪修者成就了無色界定的時候，他的速行心裏的思心

所所造的善業，可以使他帶來投生到無色界的結生，生

到無色界成為梵天。 
 ◎欲界的善業可以透過身門、語門和意門造作。色界和

無色界的善業，只能透過意門來造作。 
【4】出世間善心：道心和果心。 

 

三、八種欲界善心的例子 
1.某人愉快地自動行佈施，心知是善業。 
2.某人在他人鼓動下愉快地佈施，心知是善業。 
3.某人愉快地自動行佈施，但不知是善業。 
4.某人在他人鼓動下愉快地佈施，但不知是善業。 
5-8. 與上四種心類似，差異在於沒有愉快的感受，而是

中捨的感受。 
◎這八種心稱為善心，因為它們制止煩惱，帶來善報。 
○凡夫與有學聖者造善的身業、語業時，這些欲界善心

即會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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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福業事 
1.佈施：周濟貧困、做社會福利事業、供僧等。 
2.持戒：奉行在家五戒等。 
3.禪修：修止和修觀。包含慈心觀、入出息念等。 
4.恭敬：對父母、師長、僧眾等恭敬。 
5.服務：出力、出心作義工等勞動。 
6.迴向功德：將自己善業的功德回向給一切眾生。 
7.隨喜功德：對別人所做的善業（佈施、持戒、禪修

等），感到高興而隨喜。要避免由於妒忌、瞋恨、傲慢

而批評、譭謗別人。 
8.聞法：聽聞正法是智慧之因， 將成有智慧的人。 
9.弘法：透過印行佛書、光碟、網路等宣揚正法，屬於

法佈施。 
 

10.正直己見：經由聽聞正法、如理作意，生起聞思的正

見，經由法隨法行生起修所成的正見。 
證悟涅槃時的慧是屬於出世間的慧，此時的正見是出世

間的正見。 
◎欲界八大善心中，以悅俱智慧相應無行心來造為最

佳。 
悅俱是歡喜地造。以歡喜心去造善業，所產生的殊勝的

心生色法可以遍佈全身，使造的業增強。以智慧的心去

造善業，是無貪、無瞋、無痴的三因善業。以無行心去

造善業，是主動地去造，如此經常地造善業，善果必將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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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1）十善業道：遠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

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2）十福業事：佈施、持戒、禪修、恭敬、服務、分

享或迴向功德、隨喜功德、聞法、弘法、正直己見。禪

修有止禪和觀禪。 
◎十善業道及福業事是通過欲界八大善心所造： 
1.2悅俱智相應無行心、有行心。 
3.4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有行心。 
5.6捨俱智相應無行心、有行心。 
7.8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有行心。 
此中以悅俱智慧相應無行心來造善業為最佳。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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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4：佛教心理10-什麼是心所和不善心所？ 
 

一、心所 
（1）心與心所之間就如國王與大臣。心所執行個別專

有的作用來協助心認知目標。心所與心的關係有四：同

生、同滅、取同一目標、擁有同一依處色，即五根之一

或心所依處（但無色界無）。 
（2）依據南傳《阿毗達摩論》有四類52心所： 7遍

一切心所；6雜心所； 
14不善心所； 
25美心 所（具有美德的心所）。 
（3）依據北傳《百法明門論》有六類51心所： 
5遍行心所；5別境心所；4不定心所； 
6煩惱、 20隨煩惱（合成26不善心所）； 
11善心所。 

 

二、七遍一切心所和六雜心所 
◎七遍一切心所 
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依據特相、作用、現起、近因釋義 
1.觸 
通過觸心所，心得以「接觸」目標（所緣） ，而啟動了

整個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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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特相是與所緣「接觸」； 
觸的作用是撞擊，導致目標與識撞擊，把目標與識連接

起來。 
觸的現起是識、依處與目標集合生起； 
觸的近因是出現於諸門之境。 

 

2.作意 
作意是令心轉向目標，目標得以呈現於心，有如船的舵

，控制船的方向以朝向目的地。 
特相是「指引」相應法朝向目標； 
作用是把相應法與目標連接起來； 
現起是面對目標； 
近因是目標。 
◎作意與尋的差別：作意是把相應法（心與心所）轉向

目標，尋是把相應法投入目標，把心與心所投向所緣。 

 

3.受 
受是直接地體驗目標， 近因是觸。 
受可三分為樂受、苦受、捨受。 
樂受包括「身的樂受」和「心的悅受」； 
苦受包括「身的苦受」和「心的憂受」。 
a.樂受的特相是體驗可喜的觸所緣； 
作用是增長相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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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起是身體之愉樂； 
近因是身根（身淨色）。 
b.苦受的特相是體驗不可喜的觸所緣； 
作用是減弱相應法； 
現起是身體遭受痛苦； 
近因是身根。 

 

c.悅受的特相是體驗自性可喜的所緣； 
作用是體驗所緣之可喜； 
現起是內心愉悅之狀態； 
近因是輕安。 
d.憂受的特相是體驗自性不可喜的所緣； 
作用是體驗所緣之不可喜； 
現起是內心遭受痛苦； 
近因是心所依處。 
e.捨受的特相是所緣被體驗為中性； 
作用是不增長亦不減弱相應法； 
現起是平靜的狀態； 
近因是沒有喜（piti）的心（喜不相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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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想 
想的特相是體會目標的品質； 
作用是對目標作標記，以便再次體會相同的目標時能夠

知道「這是一樣的」，其作用是認出以前已體會過的目

標； 
現起是通過以前已領會過的表徵分析目標； 
近因是所出現的目標。 
想的程序可比喻為木匠通過自己在各種木材上所作的記

號，而認出它們的種類。 

 

5.思 
思是催促或領導相應的心與心所朝向所緣，實現認知過

程的目的，組織各相應法對目標採取行動。 
思的特相是意願的狀況； 
作用是累積業； 
現起是指導互相配合； 
近因是相應法。 
思如一位大弟子，不只是自己背誦功課，也確保其他弟

子都有背誦功課。所以思對目標作業時，也指揮其他相

應法執行各自的任務。 
思是造業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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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境性 
這是心與目標結合為一境，心只朝向一個所緣。在一切

心裡，它有令心專一的能力，執行把心專注於目標的作

用。 
在某些情形裡，一境性被稱為定（三摩地）。 
特相是不散亂； 
作用是統一相應法； 
現起是平靜、安詳； 
近因是樂。 

 

7.名命根 
命根有兩種，其一是維持相應名法的生命的名命根，另

一是維持色法的生命的色命根。只有名命根才是心所，

維持名法的生命。 
特相是維持相應名法； 
作用是令相應名法發生（於生、住、滅）； 
現起是維持相應名法存在； 
近因是應受維持的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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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雜心所 
一、尋；二、伺；三、勝解；四、精進；五、喜；六、

欲。 
1.尋（vitakka） 
特相是把心投向目標； 
作用是全面地撞擊目標； 
現起是把心導向目標。雖然註釋裡沒有提及它的近因，

但可知它的近因即是目標。 
尋只是把心投向目標。然而，通過培育定，尋則能變成

禪支，此時它名為安止，即把心安止於目標。 
尋亦稱為「思惟」sankappa。 

 

2.伺（vicara） 
特相是重複地省察目標； 
作用是重複地把相應名法置於目標； 
現起是把相應名法鉤住目標； 
近因是目標。 
3.勝解 
特相是確定目標； 
作用是不猶豫； 
現起是確定或決定； 
近因是須要抉擇之事。 
基於它對目標不可動搖的決心，它被形容為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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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進 
對所緣，它努力使心與心所生起。 
於不善法，它是努力使貪、瞋或痴等生起。 
於善法，它是努力使無貪、無瞋或無痴等生起。 
特相是支持、奮鬥、或激起力量； 
作用是支持或穩固相應名法； 
現起是不放棄； 
近因是悚懼或逼迫感或精進事，即任何能夠激起精進之

事。 
有如在一間老舊的屋子加上幾支新柱子，以防止它倒

塌。 或有如作為後援的生力軍令國王的軍隊擊敗敵方。 

 

5.喜（piti）： 
喜是喜歡所緣（目標） 。 
特相是「令歡喜」； 
作用是令身心清新，遍佈殊勝心生色至全身； 
現起是（身心）喜悅； 
近因是名色（目標 + 依處 + 觸）。 

 

6.欲（chanda） 
欲是想要獲得所緣。此欲是指欲行動，即要實行某件事

或要獲取某些成就。 
欲（chanda）不同於貪（lobha）或貪欲（raga）。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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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肯定是不善；欲則不一定，當它與善心所配合時，即

能作為追求良善目標的善欲。 
欲的特相是欲行動； 
作用是尋找目標； 
現起是需要目標； 
近因是所希求的目標。 
◎以上六個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只是

與某些心同時生起，所以稱為雜心所。 

 

◎作意、尋、伺、思的差別： 
作意是把相應心與心所轉向目標。 
尋是把受到作意指揮的心與心所投入目標。 
伺是重複地把相應名法置於目標。 
思則催促心與心所朝向目標，就像木匠的好助手，不只

需要做自己的工作，同時催促其他學徒（相應的心與心

所）工作。 

 

三、十四種不善心所 
一、痴；二、無慚；三、無愧；四、掉舉；五、貪；

六、邪見；七、慢；八、瞋；九、嫉；十、慳；十一、

追悔（惡作） ；十二、昏沉；十三、睡眠；十四、疑。 
分成四類： 
4個遍一切不善心所：痴、無慚、無愧、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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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貪因心所：貪、邪見、慢。 
4個瞋因心所：瞋、嫉、慳、追悔。 
2個有行心所：昏沉、睡眠。 
1個痴因心所：疑。 

 

◎依據特相、作用、現起、近因釋義 
1.痴：與無明同義。 
痴或無明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源。 
特相是心盲目或無智，不能透徹地知見究竟法的真實性

； 
作用是覆蔽目標的真實性； 
現起是沒有正見或心昏暗； 
近因是不如理作意，作意目標為常、樂、我、淨等。 

 

2.無慚 
特相是對惡行及貪、瞋等不善法不感到羞恥； 
作用是無恥地為惡； 
現起是不退避於造惡； 
近因是不尊重自己。 
3.無愧 
特相是對惡行及貪、瞋等不善法不感到害怕。 
作用是無懼地為惡； 
現起是不退避於造惡； 
近因是不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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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掉舉 
特相是不平靜，如被風吹起漣漪的水； 
作用是令心不穩定，如風吹動旗幡； 
現起是混亂； 
近因是對散亂之心起不如理作意。 
5.貪 
貪是不善因，包括一切自私的欲念、渴求、執著與執

取。執取所緣為「我」或「我的」。 
特相是執著目標； 
作用是黏著目標，如肉黏著熱鍋； 
現起是不能捨棄； 
近因是認為導致束縛之法有樂味。 

 

6.邪見：此見是指錯見 
特相是錯誤地分析事物； 
作用是錯誤地認為所緣是常、樂、我、淨； 
現起是錯誤的理解或相信； 
近因是不願見聖者等。 
7.慢 
慢的特相是驕傲； 
作用是自稱自讚； 
現起是虛榮； 
近因是與見不相應的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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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瞋 
瞋是不善因，包括一切及各程度的反感、惡念、生氣、

煩躁、惱怒、怨恨。 
特相是兇惡殘暴； 
作用是怒燒自己的依處（名色法）； 
現起是毀壞（身心或自己與他人的福祉）； 
近因是瞋怒事。 
9.嫉妒 
特相是嫉羡他人的成就； 
作用是不喜他人的成就； 
現起是不能忍受他人的成就； 
近因是他人的成就。 

 

10.慳 
特相是隱秘自己已得或當得的利益； 
作用是不能忍受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 
現起是躲避（與他人分享自己所得）和吝嗇； 
近因是自己的成就。 
11.追悔（惡作） 
惡作是追悔已造之惡或當行而未行之善。 
特相是事後追悔； 
作用是追悔已造的惡以及沒有實行的善； 
現起是憶起時感到後悔； 
近因是已造的惡及未行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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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昏沉：是心的軟弱或沉重。 
特相是缺乏精進； 
作用是去除精進； 
現起是心的消沉； 
近因是不如理作意，無聊或怠惰。 
13.睡眠：是心所沉滯的狀態。 
特相是不適業； 
作用是閉塞（識門）； 
現起是昏昏欲睡； 
近因是不如理作意，無聊或怠惰。 
○昏沉有如心的病；睡眠有如心所的病，必定同時發生

，且與精進對立，由尋心所對治。 
 

14.疑 
特相是懷疑； 
作用是起動搖； 
現起是猶豫不決及有多種立場； 
近因是不如理作意。 
從佛教的角度，疑是懷疑以下八項： 
1.真實的佛；2.真實的法；3.真實的僧； 
4.戒定慧三學；5.過去世，即過去蘊； 
6.未來世，即未來蘊；7.過去世與未來世兩者，即過去

蘊與未來蘊； 
8.緣起，即十二緣起，包括業力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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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南傳《阿毗達摩論》有52心所，分四類： 
7遍一切心所； 
6雜心所； 
14不善心所； 
25美心所。美心所是具有美德的心所，如：無貪、無

瞋、無痴（慧、智） 、信、念、正語、 正業、正命、

悲、隨喜等。 
◎北傳《百法明門論》有51心所，分六類： 
5遍行心所； 
5別境心所；4不定心所； 
6煩惱、 20隨煩惱（合成26不善心所） ； 
11善心所。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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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5：佛教心理11-什麼是美心所和善心所？ 
 

一、心與心所 
（1）心與心所的關係就如國王與大臣。不同的心所執

行個別專有的作用來協助心認知目標。 
（2）南傳《阿毗達摩論》有52心所，分四類。北傳

《百法明門論》有51心所，分六類。 
南傳52心所 北傳51心所 
7遍一切心所 5遍行心所 
6雜心所 5別境心所、 4不定心所 
14不善心所 6煩惱、 20隨煩惱 
25美心所 11善心所。 

 

二、南傳25美心所與北傳11善心所 
◎南傳《阿毗達摩論》 的25美心所， 分四類： 
【1】19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

瞋、中捨、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

柔軟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

心練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 
【2】3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3】2無量心所：悲、隨喜。（慈屬無瞋，捨屬中捨） 
【4】1慧根心所：無痴。 
◎ 北傳《百法明門論 》 的11善心所： 
信、慚、愧、無貪、無瞋、行捨、輕安、不害、無痴、

不放逸、精進。 （南傳將精進歸於雜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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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5美心所的性質 
【1】十九遍一切美心所 
1.信 
深信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戒定慧三學、過

去世、未來世、過去與未來世、緣起。 
特相是對當信之事有信心。 
作用是澄清，有如寶石能夠使混濁的水變得清澈；或啟

發，如出發越渡洪流。 
現起是不迷濛，即去除心之不淨，或決意而不猶豫。 
近因是當信之事，或聽聞正法等。 

 

2.念 
巴利文的詞根意為「憶念」，然而作為心所，它是心於

當下能夠清楚覺知其目標，而不只是回憶。念令相應的

心及心所「沉入」佛、法等善所緣；心穩定警覺所緣，

不忘所緣。 
特相是對目標念念分明而不流失； 
作用是不迷惑或不忘失； 
現起是守護或心面對目標的狀態； 
近因是強而有力的想或四念處。 
○北傳將念歸於五別境心所（欲、勝解、念、定、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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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慚 
慚的特相是對惡行感到羞恥； 
作用是不造惡； 
現起是退避諸惡； 
近因是尊重自己。 
4.愧 
愧的特相是對惡行感到害怕； 
作用是不造惡；現起是退避諸惡； 
近因是尊重他人。 
○佛陀稱慚、愧二法為世間的守護者，因為它們制止世

間陷入廣泛的不道德。 

 

5.無貪 
無貪是心不執著於世間所緣，即不執著它為「我、我

的」。世間所緣是指禪修者所採用的任何禪修目標。 
特相是心不貪求目標（所緣）或心不執著目標，如水珠

不黏住荷葉； 
作用是不執著； 
現起是無著； 
近因是目標，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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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無瞋 
特相是對所緣不粗暴，不想破壞； 
作用是去除怨恨或去除怒火； 
現起是可喜可愛； 
近因是目標，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作意。無瞋也

包括慈愛、溫和、和藹、友善等良好品德。 
當無瞋顯現為慈愛或慈梵住時： 
其特相是促進有情的幸福； 
作用是願他們幸福； 
現起是去除瞋恨； 
近因是視有情為可喜可取。 

 

7.中捨 
中捨是保持相應的心及心所，對所緣適中而不偏；中捨

與捨心是同義詞，是心平衡、平等的態度，屬行蘊，而

不是捨受；捨受屬受蘊。 
對有情保持中捨的捨無量心是中捨心所，對一切有情不

偏袒，平等地看待他們。 
特相是平衡心與心所； 
作用是防止過多或不足； 
現起是中捨地旁觀心與心所； 
近因是相應名法，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作意。 
不應混淆此中捨與其近敵：「由於無明而生起的世俗捨

（不懂得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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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六對心所，每一對有一個是關於名身（kaya）

，另一個是關於心（citta）。此處名身是指諸相應心所

整體，基於它們是「整組心所」才稱為「身」。 
8.身輕安、9.心輕安 
各自的特相是平靜心所與心的不安；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不安； 
現起是心所與心的安寧冷靜；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煩躁的掉舉與惡作。 

 

10.身輕快性、11.心輕快性 
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與心的沉重；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沉重； 
現起是心所與心不沉重；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沉重的昏沉與睡眠。 
12.身柔軟性、13.心柔軟性 
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與心的僵硬性；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僵硬性； 
現起是（心所與心對目標）無對抗；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僵硬的邪見或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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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身適業性、15.心適業性 
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與心的不適業性；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不適業性； 
現起是心所與心成功取某所緣為目標；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適於作業的其餘諸蓋。 
16.身練達性、17.心練達性 
各自的特相是心所與心的健全；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之疾病； 
現起是心所與心無殘缺；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健全的無信等。 

 

18.身正直性、19.心正直性 
各自的特相是心所與心的正直性； 
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欺騙性； 
現起是心所與心的不狡詐； 
近因是心所與心。 
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正直的虛偽、欺詐等。 
虛偽是展示自己所無的品德、素質。 
欺詐是掩飾自己的惡行、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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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離心所 
三離心所是正語、正業、正命。 
1.正語 
正語是遠離與謀生無關的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四惡

語。 
特相是不犯語惡行； 
作用是遠離語惡行； 
現起是不造語惡行； 
近因是信、慚、愧、知足等等。 

 

2.正業 
正業是遠離與謀生無關的殺生、偷盜、邪淫三身惡行。 
特相是不犯身惡行； 
作用是遠離身惡行； 
現起是不造身惡行； 
近因是信、慚、愧、知足等等。 

 

3.正命 
正命是遠離邪命，遠離與謀生有關的四惡語與三身惡行

，如：買賣毒品、武器、奴隸、以及供屠宰的動物。 
特相是不犯邪命； 
作用是遠離邪命； 
現起是不造邪命； 
近因是信、慚、愧、知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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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無量心所：悲、隨喜 
無量心是1慈、2悲、3隨喜、4捨，又名四梵住。此處1

慈和4.捨已出現在他處： 1.慈是無瞋心所的一種呈現方

式，當慈生起於心中時，它一定是無瞋心所。4.捨是中

捨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當平等對待眾生的捨生起時，

它一定是中捨心所。 
2.悲：有悲憫心，取遭受痛苦的眾生為所緣。 
其特相是欲拔除他人的痛苦； 
作用是不忍見他人之苦； 
現起是不殘忍；當能去除殘忍時此悲即已成功。 
近因是見受盡苦難的有情沒有依歸。 

 

3.隨喜 
有隨喜心，取愉悅的眾生為所緣。 
特相是隨喜他人的成就； 
作用是不妒嫉他人的成就； 
現起是去除厭惡（他人的成就）； 
近因是見到他人的成就。 
當能去除厭惡（他人的成就）時，此喜即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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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慧根心所：無痴 
慧是如實知見諸法。如實知見諸法時，它佔了主要的地

位，所以稱為慧根。在《阿毗達摩論》裡，慧、無痴、

智三者是同義詞。 
慧的特相是透徹地如實知見究竟法或四聖諦； 
作用是如照亮目標的油燈一般； 
現起是不迷惑； 
近因是如理作意。又《清淨道論》：「慧的近因是

定」。《殊勝義註》：「慧的近因是不迷惑，有如一位

很好的森林嚮導。」 

 

四、結語 
◎南傳《阿毗達摩論》有52心所，分四類：7遍一切心

所；6雜心所；14不善心所；25美心所。 
○美心所是具有美德的心所， 分四類： 
19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

捨、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

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

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 
3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2無量心所：悲、隨喜。 
1慧根心所：無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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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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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6：佛教心理12-什麼是不善心的成分？ 

一、所有名法（心、心所）的成員 
【1個心王】：心或識。 
【52個心所】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6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14不善心所 ：無慚、無愧、痴、掉舉、貪、邪見、

慢、瞋、嫉、慳、追悔、昏沉、睡眠、疑。 
◎ 25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身

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

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

正直性、心正直性； 
正語、正業、正命； 悲、隨喜； 無痴（慧心所）。 

 

二、不善心：十結 
【a】十結（依據《大念處經註》） 
1欲貪、 2有貪、 3戒禁取、 4我慢、 5瞋、 6嫉、 7慳、 
8a追悔、 8b掉舉、 9疑、 10無明。 
【b】十結（依據《相應部‧道相應》 ） 
五下分結：有身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 
五上分結：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c】十結（依據《阿毗達摩論》） 
有身見、戒禁取、疑、嫉、慳、欲貪、瞋恚；有貪、

慢、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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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善心的例子 
取顏色為所緣而生十結： 
（1）執取可喜的顏色為淨而生起「欲貪」。 
（2）欲求有福報的生命以獲得可喜的顏色而生起「有

貪」。 
（3）模仿牛的行為來修行，以為如此會獲得可喜的顏

色而生起「戒禁取」。 
◎以上三個稱貪見組名法。 （1）為邪見即誤信顏色為

常、樂、我、淨之一。餘仿此。 

 

（4）心想：「只有我能夠辨識色聚裡的顏色！ 」而生

起「我慢」。 
這稱貪慢組名法。 
（5）對不可喜的顏色生氣而生起「瞋」 。 
這稱瞋組名法。 
（6）心妒嫉地想：「除我之外，別人都不能得到這可

喜的顏色 ，那該多好！ 」而生起「嫉」。 
這稱瞋嫉組名法。 
（7）心不想與他人分享自己所獲得的可喜的顏色而生

起「慳」。 
這稱瞋慳組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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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追悔弄髒了別人衣服的可喜的顏色而生起「追

悔」 。 
追悔沒在花盛開而有可喜的顏色時供佛而生起「追

悔」。 
這兩者都與顏色有關。 
這稱瞋追悔組名法。 
（8b）取顏色為目標時，心散亂而生起「掉舉」。 
這稱掉舉組名法。 

 

（9）懷疑顏色是否是有情而生起「疑」。 
這稱疑組名法。 
（10）上述諸結生起時亦生起「無明」。 
◎這些名法（心和心所）依照「心的定法」生起於心路

過程中。 
 

四、不善速行心的名法數目和成分 
●貪見組四種（依喜捨、無行有行）有19-22名法。 
●貪慢組四種（依喜捨、無行有行）有19-22名法。 
◎四種貪見和四種貪慢，共有八種貪根心。 
●瞋組二種（依無行有行）有18-20名法。 
●瞋嫉組二種（依無行有行）有19-21名法。 
●瞋慳組二種（依無行有行）有19-21名法。 
●瞋追悔組二種（依無行有行）有19-21名法。 
●痴掉舉組有16名法。 
●痴疑組有16名法。 
○此處喜是雜心所， 屬行蘊。捨指無喜。 
此處有行指有昏沉與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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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1】心想：「這可喜的顏色為淨」而生起「欲

貪」。 
此喜俱無行貪見組速行心的成分有20 個名法： 
識 1 

通一切心所 13 ※ 

遍一切不善心所    4（無慚、無愧、痴、掉舉） 
貪與邪見           2 

總共 20個名法。 
※13個通一切心所： 
7個遍一切心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

名命根。 
6個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舉例2】心想：「這不可喜的顏色有夠討厭」而起

「瞋」 。 
此無行的瞋組速行心的成分有18 個名法： 
識 1 

通一切心所（除去喜）12 

遍一切不善心所                4 

瞋                 1 

總共 18個名法。 
○若是有行，則加昏沉與睡眠，共20個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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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門不善心路的名法成分（貪見組喜俱無行為例） 
 眼門轉向 眼識 領受 推度 確定 速行心 

 11 8 11 （12） 12 20 

1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2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3 受 受 受 受 受 受 

4 想 想 想 想 想 想 

5 思 思 思 思 思 思 

6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7 命根 命根 命根 命根 命根 命根 

8 作意 作意 作意 作意 作意 作意 

9 尋  尋 尋 尋 尋 

10 伺  伺 伺 伺 伺 

11 勝解  勝解 勝解 勝解 勝解 

12 
13- 
20 

   （喜） 精進 精進 
（喜）、欲 
無慚、無愧

痴、掉舉 
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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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確定心有12個名法成分】 
1.識： 認知顏色。 
2.觸：接觸顏色，把顏色和識連接起來。 
3.受：體驗所緣為悅受。 
4. 想：心裡標記所緣（顏色）為淨。 
5. 思：啟動相應的心與心所朝向所緣。 
6. 一境性：只朝向單一個所緣。 
7. 命根：保持相應名法於所緣。 
8. 作意：注意所緣。 
9.尋：把相應法投入所緣。 
10.伺：重複地省察所緣。 
11.勝解：確定所緣為淨。 
12.精進：致力於令貪欲生起。 

 

【貪見組喜俱無行速行心有20個名法成分】 
1-12. 同上。 
13.喜：喜歡所緣（顏色） 。 （喜屬行蘊） 
14.欲：想要所緣。 
15.痴：不知所緣不淨的實性。 
16.無慚：對生起貪見等不善法不感到羞恥。 
17.無愧：對生起貪見等不善法不感到害怕。 
18.掉舉：心散亂。 
19.貪：執著所緣為「我的」；渴愛所緣。 
20.邪見：錯誤地相信所緣為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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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依據《大念處經註》，十結：1欲貪結、 2有貪結、 3
戒禁取結、 4我慢結、 5瞋結、 6嫉結、 7慳結、 8a追

悔、 8b掉舉、 9疑結、 10無明結。 
◎取顏色為淨的貪見組喜俱無行速行心的成分有20個名

法： 
    識  1 

    通一切心所  13 

    遍一切不善心所 4 

    貪與邪見              2 

    總共         20 個心和心所。 
這是內禪所要觀照的一部份。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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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7：佛教心理13-什麼是善心的成分？ 
 

一、所有名法（心、心所）的成員 
【1個心王】：心或識。 
【52個心所】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6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14不善心所 ：無慚、無愧、痴、掉舉、貪、邪見、

慢、瞋、嫉、慳、追悔、昏沉、睡眠、疑。 
◎ 25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身

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

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

正直性、心正直性（以上19遍一切）；正語、正業、正

命； 悲、隨喜；無痴。 
 

二、十福業事與善心 的成分 
【1】十福業事 
佈施、持戒、禪修、恭敬、服務、分享或迴向功德、隨

喜功德、聞法、弘法、正直己見。 
禪修分止禪和觀禪。 
【2】二類善心 
a智相應善心具三善因：無貪、無瞋、無痴相應。無痴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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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智不相應善心：無貪、無瞋相應。 
這二類善心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會帶來愉悅的果

報。 
○觀禪以培養「喜俱智相應心」為基礎，此善心的成分

是「信慧組」 34個名法。 
 

【3】「信慧組」的名法成分 
在一個心識剎那具有以下34個名法： 
1個識（心王）。 
7個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 

6個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

捨、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

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

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 
1個無痴心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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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的心路過程中的名法成分 

【1】禪那的意門心路為例 

 意門轉向 遍作 近行 隨順 種姓 禪那速行 
（許多次） 

初 禪 12 34 34 34 34 34 

第二禪 12 34 34 34 34 32（除尋與伺） 

第三禪 12 34 34 34 34 31（再除去喜） 

第四禪 12 33 33 33 33 31（捨取代樂） 
 

【說明】 
a意門轉向是省察似相等所緣之唯作心。 
b遍作是執行預備工作令禪那生起的善速行心。 
c近行是接近禪那的善速行心。 
d隨順是調整以便禪那能夠正確地生起的速行心。 
e種姓是切斷欲界種姓的善速行心。 
f禪那速行是色界禪那的善速行心。 
利慧的禪修者不生起遍作。 

 

●禪那心路名法的數目 
a意門轉向：有12個名法。 
b遍作、c近行、d隨順、e種姓、f初禪禪那速行心：有

「信慧組」的34個名法。 
第二禪禪那速行心：只有32個名法（除尋與伺）。 
第三禪禪那速行心：只有31個名法（再除去喜）。 
第四禪禪那速行心：只有31個名法（捨取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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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組成成分的名稱 
a意門轉向有12個名法： 
1識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

根] 

4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 
 

b遍作、c近行、d隨順、e種姓、f初禪禪那速行心：各有

「信慧組」的34個名法： 
1識（心王）。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

根] 。 

6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 
19遍一切美心所。 
1慧心所。 

 

【2】佛隨念的意門心路為例 
禪修者也可辨識取佛陀的功德為所緣的意門大善速行心

路過程。由於修習佛隨念只能達到近行定，速行只能連

續出現七次。彼所緣則可能生起或沒有生起。 
佛隨念的喜俱智相應的速行名法是信慧組的34個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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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 意門轉向心有12個名法。 
○欲界善速行心「信慧組」的34個名法： 
1個識（心王）。 
7個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 

6個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

捨、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

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

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 
1個慧心所。 
○照見善心的成分及其實相，是觀禪的一部份。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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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林108：佛教心理14-什麼是不善心和善心的果？ 
 

一、不善心的業和果 
【業：十二種不善心】 
1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2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4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6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7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8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以上

八貪根] 

9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10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以上二瞋根] 

11捨俱疑相應心,12捨俱掉舉相應心 
[以上二痴根] 

這些不善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唯捨俱掉舉相應心不引生四惡道結生心） 

 

【果：無根不善果報心有七種】（無因＝無根） 
1.眼識（捨俱） 
2.耳識（捨俱） 
3.鼻識（捨俱） 
4.舌識（捨俱） 
5.身識（苦俱） 
6.領受（捨俱） 
7.推度（捨俱）。 
此七種無根不善果報心各有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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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無根不善果報心的作用 
A.推度（捨俱）→四惡道結生心 、有分、死心 。 
B. 體驗不可愛的所緣： 
  1.眼識（捨俱）：見 
  2.耳識（捨俱）：聞 
  3.鼻識（捨俱）：嗅 
  4.舌識（捨俱）：嘗 
  5.身識（苦俱）：觸：地、火、風的撞擊力強。 
  6.領受（捨俱） 
  7.推度（捨俱）或→彼所緣。 

 

三、欲界善心的業和果 
【業：欲界八大善心】 
1.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4.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上四種無慧心所]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4.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上四種有慧心所] 

這些善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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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欲界善果報心分無根和有根二類 
【(一)欲界無根善果報心有八種】 
1.眼識（捨俱） 
2.耳識（捨俱） 
3.鼻識（捨俱） 
4.舌識（捨俱） 
5.身識（樂俱） 
6. 領受（捨俱） 

7. 推度（捨俱） 
8. 推度（悅俱） 
此八種無根善果報心，各有不同的作用： 

 

●欲界八種無根善果報心的作用 
A.推度（捨俱，源自弱的善業）→欲界弱勢人天結生心 

、有分、死心 。 
B. 體驗可愛、極可愛的所緣： 
1.眼識（捨俱）見 
2.耳識（捨俱）聞 
3.鼻識（捨俱）嗅 
4.舌識（捨俱）嘗 
5.身識（樂俱）觸：地、火、風的撞擊力強。 
6.領受（捨俱） 
7.推度（捨俱）或→彼所緣 
8.推度（悅俱）或→彼所緣。 

98 



 

【 (二)欲界有根善果報心有八種】 
1.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4.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上四種無慧心所]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4.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上四種有慧心所] 

此八種有根善果報心，各有不同的作用。 

 

●欲界八種有根善果報心的作用 
1.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4.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A. →欲界人天[二因]結生心 、有分、死心 。 
B. →彼所緣。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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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A. →欲界人天[三因]結生心 、有分、死心 。 
B. →彼所緣。 

 

【小結】人的心路的成因 
A1.（弱勢）結生、有分、死亡← 推度捨俱：無根善果

報心。 
A2.（正常）結生、有分、死亡←有根善果報心。 
B1.五門轉向捨俱（唯作心）。 
C1.眼、耳、鼻、舌識捨俱.身識苦俱、D.領受捨俱、E.推

度捨俱＝7不善果報心。 
C2.眼、耳、鼻、舌識捨俱.身識樂俱、D.領受捨俱、E.推

度捨俱、推度悅俱＝8無根善果報心。 
F. 確定← 意門轉向捨俱（唯作心） 。 
G.速行心← 12不善心、8善心。 
H.彼所緣←推度捨俱、推度悅俱、8有根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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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界無色界善心的業和果 
【業：色界五廣大善心】 （有因＝有根） 

1.初 禪心  

2.第二禪心 
3.第三禪心 
4.第四禪心 
5.第五禪心。 
這五廣大善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果：色界五果報心的作用】 
1.初 禪心→結生心 
2.第二禪心→結生心 
3.第三禪心→結生心 
4.第四禪心→結生心 
5.第五禪心→結生心。 

 

【業：無色界四廣大善心】 （有因＝有根） 

1.空無邊處心 
2.識無邊處心 
3.無所有處心 
4.非想非非想處心。 
【果：無色界四果報心的作用】 
1.空無邊處心→結生心 
2.識無邊處心→結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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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所有處心→結生心 
4.非想非非想處心→結生心。 

 

五、出世間心的道和果 
【道：四道心】 
1.須陀洹道心 
2.斯陀含道心 
3.阿那含道心 
4.阿羅漢道心。 
【果：四果心】 
1.須陀洹果心 
2.斯陀含果心 
3.阿那含果心 
4.阿羅漢果心。 

 

六、唯作心 
唯作心：只執行工作而不造善惡業的心。 
【1】欲界三種無根唯作心 
1.五門轉向 
2.意門轉向 
3.阿羅漢生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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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十七種有根唯作心是阿羅漢才有： 
【2】欲界8大唯作心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 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4.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5.捨俱智相應無行心， 6.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7.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 8.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3】色界五種唯作心 
1.初禪心  
2.第二禪心 
3.第三禪心 
4.第四禪心 
5.第五禪心 
【4】無色界四種唯作心 
1.空無邊處心 
2.識無邊處心 
3.無所有處心 
4.非想非非想處心 
這些道心、果心與唯作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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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結 
欲界12不善心：引生7無根不善果報心。根＝因 
欲界8善心：引生8無根善果報心、8有根善果報心。 
色界5善心：引生5色界果報心。 
無色界4善心：引生4無色界果報心。 
出世間4道心：引生4果心。 
欲界有3無根唯作心、8有根唯作心。 
色界有5唯作心。 
無色界有4唯作心。 
以上共89心，涵蓋所有凡聖之心，各有其作用。 

 

【研讀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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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與聯繫資訊 

網站與頻道： 
◎林崇安教授文集( http://www.ss.ncu.edu.tw/~calin/ )。 
◎內觀教育禪林Facebook專頁( http://bit.ly/內觀教育禪林 )。 
◎YouTube「內觀教材研習」頻道( http://bit.ly/內觀 )。 

● 此頻道內容為為每週五於內觀教育禪林之共修課程內容，方

便大眾學習內觀。 
◎YouTube「佛法教材研習」頻道( http://bit.ly/佛法 )。 

● 《雜阿含經論會編》，印順導師編，正聞出版社1983年初

版，1994年重版。 
● 此頻道內容為林崇安教授編講《雜阿含經論會編》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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