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生命的奧祕(三)

使「身」

平

的「身」。呼吸能夠調節血肉之

軀，當修習開始的步驟時，我們

就已觀察這點了，現今的步驟並

未牽涉任何新的事物，只是比先

體驗觀察，記得呼吸能調節色身

修習者必須記得先前開始的

時，持續地觀察這點。

種「身」的事實，在出息與入息

個事實。我們更清楚地觀察有兩

法的第三與第四步驟，也就是與

體驗所有的

前更深入、清楚與細心地注意這

〔第三步驟
「身」〕

要點是在出息、入息時感覺所有

所有的「身」 (E3)。這步驟的

第三步驟的目標，是要體驗

••

「身」有闊的其餘步驟。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第一組凹

靜

並能藉呼吸身來調伏色身，而知當中沒有「我」與靈魂。

如此將區分出呼吸是一種「身」'色身也是「身」'

修習出入息念者，必須記得呼吸能調節色身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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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息念一

的事實，如此將區分出稱之為
閉目耳其叫苦lB旬在的郎自
2 月(體驗所

第三步驟特別要達到的目標

「一大

護持。呼曬身心攝養色身，

在，而且彼此互相影響、磁養阻(

」的存

語，也可作「群體」、

」的意

是，感須明白有兩種「

堆」、「一團」與「

在開始修持出入息念峙，我們就

源自巴利

有的身)。

身也是「身于因為它也是一種

思。此字不僅用於人的身體，也

且體驗到這點了。之前我們體驗

「身于色

群體或集合，因此共有兩種群體

可指稱其他事物。例如在巴利語

呼吸是一

或「身于其中之一是影響色身

到呼吸粗重峙，身體也變得粗

時，就已觀察過這些事實，

既然在修持第一與第二步驟

聾，而呼吸概相峙，身體則會鎮

中，一陣軍人即稱為「身于而

宮。呼吸也稱為「身」

9

呼吸的「身于分析這體驗以清

『身』軍人」。「身」意

謂著「一群、大國、集合體」

楚看到共有兩種「身于並看到

兩者如何互相影響。要更加努力

所以不要只限於以色身來

們聽到「身」這個字

個階段，我們則會強調這個奧

秘，直到它變得完全清楚為止。

對方，要知蘊它們當中的差異。

，何必須對「身」這個字有正確

在了解「體驗所有的『
原文

o

共有兩種「身」彼此影響、混養
色身兩種「身」

的了解，然後才能惘，臼呼吸身與

』」之

觀察這點，直到顯而易見為止。

說

9

「身」的兩件事。就群體或集合

如

請了解它具有「群體」的意

9

佛陀使用
9

伊"4

聽頭露露蠢驢盤磁盤羈輛輛飄飄喇嘛柵欄盤盤磁磁盤懿鸝磁盤輛輛輛鸝鸝國磁盤蠶鸝霾闢

露磁盤蠶蠱鐘頭蕩蕩蘊盤盤

義。在巴
中

寸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wv-o

這

「身」，看著它們彼此影響，這對

「了知全身」。同時注意這兩

如此密切地相連，就是所謂的

由於不悶的用法與意義，許多人

巴利經典中十分常見且重要，但

(聞自喜背自)所有的意義。它在

我想藉此機會討論「行」

四

於更廣泛地明暸真理，甚至體會

因此感到困惑，語言就是如此不

然的影響過程，當中沒有「我」

我們會知道所產生的只不過是自

(nSSFg)，即影響作為下的結

該影響生起，也可指「緣所生法」

指「能緯」 (2EEBO『)，即使

明確，也似乎不可靠。「行」可

72) ，沒有自我與靈魂，沒有

果，又可指「緯」

定目標，但卻能產生極高的利

程。我們以向一個字來表示能據

月)，與所緣的對象「調
2

配物」(岳拘SROS 。口)，甚至也

的。宮。

的主體為「調配者」(耳。

來調節、鎮靜色身。

此影響的事實，以藉著調節呼吸

益。然而，我們現在只要了解彼

，指緯生的活動或過

口 Et

任何像這樣的東西牽涉其中。雖

立ggm)

(2

然這種了知有些超出本階段的特

在看到兩者的相互關係時，

「無我」是很有用的。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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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三種意義〕
我們正在進行內在的、心理
的體驗，體驗兩種「身」以這種

(2EEOB 『)

方式相互影響。要區別出能形成
原因的「能緯」

稱為「身行」 (E 叫EIS 耳 ERm)，

0日已

與男一受「能據」所影響的「身」

稱為「緯所生身」 (2 且在

σ
。已明)的不同，心中觀察這個事

「身」影響並磁養另

實，像可以身體觸知般地了解
它，了解一

一「身于看著它們一起生滅，
一起變得粗重與微細，一起生起
舒適與不舒適的感覺，了解它們

用來表示調配的活動本身亡
FO

。或許這會讓你感到
「行」

9

身也是「

無身體，這些思想、行為都不會
。因此

」 9因為它引生其他的活動。

在血肉之軀的「行」中，

、必須修持。首先，

是受呼吸所影響的東西，

到呼吸是色身的「

你會了解與「

一起。那麼

9

「行?我

」有闢的一切事

二步驟中，

心觀看這三者同時不斷地結合在

第三步驟的主要工作，即是在內

據生僅是生

與「緣生的活動于這種身體的

」、「

動。如此在第三步驟的修習中，

觀察同時存在於兩者闊的緯生活

L一

物，特別是當它與「身」及其活
動有關峙。

L一一

正確的意義要視上下文而

在這身體裡，我們可發現「
二種意義。以如此廣泛的
」 9當你持續修

，將會發現能更加容易與方
便地讀悟更多更深的「

與

也「

9

了解這點有助於更深入的探

9

就在我們身上研究「

由各

9

」的意思
一且身體

所有
身中

9

'--

三種意義，

o

||體

L司J

我

L一一

「身」:呼吸身

』一可

「行」的三個意義相閥的部分都

o

產

---,
r-、

論。身體本身就是「行」

「行」
存在，

他東西，如思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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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感受與行動等，

---,
b-.

步

而戚，因此就「
來
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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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這個事實，直到如
上述般地完全清楚了解，就可以
在一瞬間體驗它所有的三個事
實。即使只在一呼或一吸中，只

在一次的氣息中就能體驗這
項。如果我們能這麼做到，就完

全地體驗了「身行」'第三步驟
也就成功地完成了。
修習第三步驟的要點，是知

「身」來調伏另一

道共有兩種「身于並能利用其
的

而深信不移，我們就成功地修習

並藉由呼吸之間所體驗到的事實

身。一旦我們確信並看清這點，

「身于亦即藉呼吸身來調伏色

中

V-O 六

了第三步驟。

〔第四步驟圖﹒使呼吸平靜〕
在明白呼吸身可以調節色身
之後，我們便可以開始修習第四

2ZBσ

請注意這階段特別的用字，

「安止身行」是指使呼吸身平

靜。在第四步驟中，我們修習的

目標是使呼吸平靜。利用可採行

的各種技巧，來使呼吸變得微細

與平租，如果能使呼吸平靜，將

第四步驟的修持中，有許多

〔五種善巧〕

四步驟首葷的要點是管理呼吸。

這堂課是要使呼吸平靜，修習第

他的結果則留待以後再說。眼前

寧靜，心接著也會寂靜下來，其

首先，色身會變得柔軟、放鬆與

『且可血管 會產生非常有趣且有效的結果。

步驟。佛陀描述第四步驟為「安
止身行」(可

E∞
W 削
財閻明自
EB)，一旦知道能利

用呼吸身來調伏色身，我們就可
以做到這點。

第四步驟的主題是在出入息

時，使「身行」鎮靜下來，意思
是在吸入與呼出的同時，可以使
「身行」愈來愈平靜，這就是我
們現在要解說的主題。

不同的方法或技巧可使呼吸平

其為「技

較高層次

靜，甚至可將之稱為「
不論
」'{匕

理，用來駕御一般較粗俗愚昧的
事物，
運用在呼吸上的五驢技巧如下
一、跟隨呼吸。
二、於某一點上看守呼吸。
三、於看守的點上

四、以任何我們想用的方法
地操作似
相，以從中獲得力

L-

事

五、選出其中的一個影像，

吸變得真正平靜與柔和。

隨呼吸?但其結果就好像仍繼續

注意或看守呼吸。我們無須再追
追隨、

9

9

除了三個

只能停留在這點上?

這就是五種普巧

二摩地

隨呼吸相等的結果。

」更加細微以外，會得到與追

四處避走

追隨它一般。不允許耽心、此念

一「相」

||隨運或跟
一直在做了，

呼

觸氣息的一點，通常是鼻端來作

一般我們以鼻子目前湛的、碰
隨遲或抽血隨的方法，

意。鼻端是最簡單、最容易看守

屆須運用

複或複習，直到專精於追隨呼吸

呼吸之處，除非你有個鷹勾鼻，

9

為止?這點無損多作解釋，在第

，那麼可能會感覺呼

而使得鼻端位置降低，或是有個

至於第

直到完全平靜海止。
9

作不同

一點，並在那裡

在

、生「相」、

用最專心的方法觀察它，直到呼

-一可

一、二、三步驟中，都已有充分

的練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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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相

隨

o
。

L-

--,

閥、
L一

似

都

們開始注意到

9

甚至僅是追隨它

?將會有某種感覺。一旦我

力地注意呼吸，讓氣息自在地進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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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的接觸點是上唇。每個人氣息
接觸的位置都不同，

膺的形狀與結構而定。

呼吸會變得更加微組與柔

9

實的，只是心創造、製站出來

的，閉眼或張閉眼都能看到。似

相就像是心創造出來以使呼吸平

靜的幻覺，心何必須根細才做得

到，為了生起似相，何必須將呼吸

圾的地

頓。它會自我調節並變得更加微

找出最容
。如果正常呼吸時很難找到的

與一切事物調得很微惘。讓呼吸

似相可以是各種的形狀與樣

更加細密與平靜，宜到似相生

組以欺騙我們?它會使出這樣的

9

。然後當我們停止追隨，並

做幾次探叉車的呼吸就會明

9

是像太陽、月亮或星星，甚至是

傲、一闡棉花或一縷煙。它可能

或任何顏色的球形，也可能是燭

有人可能創造出一個紅、白、

式，端視個人身體的狀況而定。

起

顯發現了。精確的位置並不重

開始在鼻子上的某個特定點看守
氣息後，呼吸會變得更加平靜

要?只要在自己的鼻端或上唇，
找到最能清楚觀察呼吸的定點即

你們可以自己驗證這個事實。

、心與愈就停留在那

9

個與平靜。這似相是假想、非直(

9

呼吸變得更加微

當在看守點上產生「似相」

〔生起個輯)

可。一旦找到了，在呼吸進出峙
好好地看守

點上，並在出入息時專注呼吸。
我們一系列主口巧中的第二階段，
就是出入息時以心守住該點。

我們可以觀察到，當毫不費

/戶、、

(9心只

惘，這些都不超出心的創造能
力。似相的種鎮國人而且

、心
9

範圖，同時也以更加微抽血(有力
的方式，來增長心的控制力。
我們比從前更能控制心

也自動地變得更微砂與精組，它

要傾向某方面，似相使自己產
生，純粹只是心理現象

沈靜下來，直到能使它完全平

並無物

質的實體。當我們能在看守點上

靜，現在我們只是控制似相，

9

生起似相，第三善巧就完成了。

照心的傾向來改變它們。為了使

呼吸更加平靜?我們根據心的傾

現在來談第四善巧。這個技
巧是依我們的需要來改變或操作

向以改變似相來實驗

這只不過

似相，將它從這個變成那個，以

是個技巧，但卻是較為高深的技

9

我們想用的任何方式改變似相，

，使我們更能調伏心?

吸會自動地平息下來。為了一讓我
們操作似相，呼吸何必須變得平

所以心有能力去改變、

9

這是有可能的。因為是心先創溫
出似相

操縱並把玩它。這

靜。雖然心也隨之平靜下來，但
目前的重點是使呼吸平靜。第四

也一都很容易做到，

不會超出心的能力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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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即是隨心所欲地控制似相。

最後本「相」

如果相當女觀察平靜的過程與

順序，我們、必須注意興了解:當

我們以此處所述的方法練習時，

呼吸會自動地變得微細興安靜，

9

色身也隨

以這個方法修習時，呼吸將變得

平靜。呼吸平靜之後

之安靜下來，身體平靜時，即對

心產生影響。心的平靜與身的平

靜是成正比的，但這並排我們現
在的目的，

的目標。息靜則身靜，尚會對心

露盤盤聽聽聽密爾認蘊鑫畫圈

靈靈蠢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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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議大家選一個使人寬心、

全心地觀察它以發展完整的禪

是選擇一個最適合的似相，然後

的似相。我們不再改變似相，而

第五善巧是選出一個最適合

很好。有些人喜歡佛陀的形象或

白點是最適合的，小小的光點也

想，而且是自然的「相」'一個

我們取一個無意義、不會引起聯

相，而非直趨靜止不動。因此，

的思惟中，思想只追隨看到的佛

此。有些人喜歡用佛陀的形象為

輕鬆並易於專注的「相」'選擇

任何合於喜好的相，我們則不

產生某些影響，在修持此一步驟

不會激起思想與情緒，也不會生

然，而是取易於觀察且不會激起

「相」，但這樣會落入忘形於各種

起特別意義的「相行一個白點

任何想法的小點。選一個這樣的

時，可以觀察這平靜的過程。

就可以了。

果選擇有色彩的相，將會生起思

上，沒有任何心念到處遊蕩，完

的心。只專注在這簡單的一點

「相」，然後全神貫注以培育專控

緒與感受，對於吸引人的、有趣

全集中於這一點。第五善巧即是

最好的「相」是中性的。如

的、精巧或複雜的「相」也會如

lll

定〕

全神專注於這一小點。

〔完美的專注

挑選一個最適合心觀察的

「相」'此時我們必須了解心通常

是散亂、澳散、向外到處攀棒

的，現在則、必須將外散的一切向

內收為一個焦點。在巴利語中，

這種狀態稱為「一境性」

m
，意思是「有一個單
(何時
也mE)

獨的尖端、焦點與高峰」'一切

都匯聚於這單一的點上。我們已

找到最合適的「相」||小小的

中心點，現在將心思全部集中於

這一點，正如放大鏡匯集陽光於

光芒將於此聚集而形成「一境

心集中於我們所選擇的點，它的

處時，其力量可加以利用。-日一

例子說明當心的所有能源匯聚

一點，其力量足以燃起火燄。這

性則仍持續如前。因此處於這

「樂」(由其Z) ，最後的心一境

(可豈)，一旦有「喜」馬上就有

「伺」而使心感到滿意稱為「喜」

「伺」(〈戶口
2創
) ，由於「尋」、

「尋」 (1ZE 丘，體驗所緯為

「完美」。

有點奇怪，但這僅是第一階段的

美的定而滿足。「完美」聽起來

樣的覺知不包含任何思惟'而是

(EESgom

自MHHP

MMO是
E否

有同樣的意思。一個點可能在任

點。我不太確定英文

端，或一株植物的新芽或生長

或高峰，如山峰或金字塔的頂

古巴包，可指某事物的尖端、頂點

呵。已)」。泰語的呵。于韻文則用

mWB頂
)點(草許晶宮，泰語為

思是「有個

性」。從字面上說，巴利語的意

我想進一步研究「一境

〔在高峰〕

性」'即一點、一座高峰、一個

「三摩地」 (ZE間串戶)階段的心

一境性，這五者顯示，心巳完全

共有五禪支:尋、伺、喜、樂與

尖端。

心到達三境性」時，即無
其他的感覺、思想或心的所緣，

存在例。「一境性」的第一階段

五種內心的活動產生，我們將之

9) 進入完美三摩地的第一階段，這

共有五禪支，在這階段心仍是粗

稱為「禪支」。雖然這只是第一

品

的，但足以執行觀

階段，但若能確認五禪支都現

EE

察所緝的功能。心

起，就能因為經驗成功地進入完

只有所謂的「禪支」(』

注意其所緣稱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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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在旁邊下凹的某

9

'這就是為

wv

起

但足以明白地體驗喜與樂的

「禪定」 o安般念的修習無須深

定，對第四步騙來說就已足夠。

9

，它就不

但我可以說，

可能有些人會想知道:這麼

1.

出疋?只要有充分與適當程度的專
，也就是足以產生
，因為在下階段的

修習中，我們需要運用喜與樂。

你若能進入禪定、

hJ

三年，誰知道呢?

花三天、

那就十分困

9

、三個月，甚至

難了，可能會無法完成，

如果未依方法修持

困難，甚至可以在短期內完成。

法，

依方法修持就不難。

'，會使下一 告訴你們

1)血(「
「宣口

第四階段的色界禪，那更是了不

五步驟。如果進入初、一一、三與

覺到時，

r胃、

何巴利語用自由自(頂峰、尖端
」就像

這樣的心境不過

9

頂點)這個字。「
金字塔的頂端
從

界禪」

9

低層次匯集到高峰或頂端，

步更加容易。

合處於低處，應該位於高層

「一境性」的正確意義。

只要有

現在這樣應該

也是做得很好了

1.

中在非最高的一點而煩惱，這至

不會太困難了吧!不是嗎?

無論如何，不品為心可能集

色

當喜、樂受強到足以一譚心感

少是個開始。無論何時產生「

無須完全進入
9

」的存在。在修持出入息

?就

境性?就是最有助益的開端;

有「

…「

你

處

你們大多數仍處於開始的階

達到成功的方法。
根據方法來修習並不難，不
依循教導則會產生很多國境。

?在修習的每個階段注意出入

9

也是我們

一組四法。這就是「出

，如此將成功地完成「出入息
念」

入息念」的理論背景

代表不用注意第四步驟的指示說
惘。如果不知如何修持，一日一修

而定。此處指高層灰的「宜于常譯

集中焦點」，但確切的意義依上下文

川
W 「禪那」 (3 凶5) 意指「凝輯、

FZ= 閥混航呵!

『斗士提單

修習的重要原則。
達到預期的結果，除此之外別無

直到能
9

一再重複這些步驟直

習的時機刮來，
困難。我們儘可能說明清楚，

你了解最適當的修習方式，許多

到熟練為止。反覆練習

很快柚使呼吸與身體平靜下來，

，他們寧可

接雜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

命

作「安止」(島的。至32)。

~

h、

練習到不甘心費力就能執行這些步

E司"'

各處所聽間到的拼成大雜情。你

韋拉

非常熟龍磊此一一活動為止。

學、

9

O

捕者按:本文譯自佛績比丘所著的

揭開生命的奧祕》

~巴

同時請莫忘記修習中的每

岳母

c;

9

i|

~\

儘可能成功並容易地修持

"i:l..

~"'l

S.

~
~

~，'

::-."

;::s

(

y
~

'Ii

~，

、每個問隙郁、吟唱組注意呼吸 《出 λ 息念

司

、

你遵從這些教導，

念的根本與基

~

pi

\.~

出，這是

芯

1v
'ì

當中詮釋了修習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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