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晶齒的隨團﹒編輯組整理

柏林禪師問答輯要

那天，禪師輕鬆地生在藤椅上，
他微笑看著我們手忙腳亂地準備
錄音的動作，擔心不了解緬甸佛

「可以錄音嗎?不是編輯組

教文化而失禮的我們，謹慎地問
著

」禪師都親切地點
「我很高興您們讓我有這

拍照嗎?..

點頭

..•..

的人員可以一起聽嗎?我們可以

•.

師聞出了一帖帖對治的藥方

其現代人在匆忙的步調裡'該如何調整自己與外境相應對，柏林禪

可是資深禪修指導老師，卻耐煩地回答著我們奇奇怪怪的問題，尤

與生命的互動與分享。我們很高興能夠向柏林禪師請法，他老人家

佛法的一家子裡'沒有國籍的差異，也沒有語言的障礙，只有生命

以，我的內心是非常地高興。」自在的禪師，慌亂的我們，在同是

個機會分享佛法，如果你們不想聽，就算我想說也是沒有辦法，所

..

•••••.

(繪圖/夏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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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念共處

禪修法鬥的認識
問:馬哈希禪法的修學程
序、步驟是什麼?一般需要多久
時間才能修完課程?

答:我們依據經典來教導禪
修，修習的次第即十六觀智，基

礎是受八戒。十六觀智的禪修理
論整理，自《大念處經》等巴利三
藏經典，沒有摟雜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不證明禪修者所到

到禪修中心受八關

想修學的人就

者自己去經驗。

達的境界，只是提供方法讓禪修

關團

修的禪師都有實修經驗及理論基

中心每天都有小參，因為指導禪

著就是自己親自體驗禪修。禪修

齋戒，然後聽禪師的錄音帶，接

果位及快慢。

去波羅蜜的多寡，而影響成就的

有所了解。但這也決定於個人過

學二到三個月，也許就能對內在

誠實、熱忱、精進地跟隨方法修

修習馬哈希法門?

問:閱讀什麼經典將有助於

礎，透過每天的小參報告，禪師
會辨識禪修者的報告，再提供相
關的指導，讓禪修者反思、檢視

果!你到第幾果!」不可能說

以，我們從來不說:「你證第幾

著作有六十幾本書，其中一本叫

這個法門。另外，馬哈希尊者的

念處經》'閱讀這些有助於了解

答:四念處相關經典、《大

的。小參的重點在一讓禪修者知道

做《修習耽僻舍那的方法》'這

自己的修學到那一個程度。所

自己的經驗，禪師只是提供指

多經典介紹修耽僻舍那的方法，

本書已翻譯成英文，書中集結許
修學時間的長短則是根據禪

這本書也為緬甸國家所認證。

導，讓禪修者走正確的道路。

修者個人的努力情況，如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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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禪師可能在教理部分造詣很
會教巴利文，但實修經驗不

9

禪修者。等到他禪修到達某個程

自己滿意，禪師檢核也滿意
9

會部練他們，跟著其他-禪師學習

如何帶禪體。先跟著禪師學習指

國盤磁蘊噩噩盤盤盤輛噩噩頸部海棚輾轉髓輛喇嘛擺闊聽聞翩翩嘯輔醋闡釋聽聽磁盤盤盤盤盤噩噩盤密靄聽聽噩噩噩噩噩噩頸露露頭霾輛輛爛爛聽聽聽輛輛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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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在台灣有許多不同的
禪皓法門，該如何選擇?

後，就會檢騙他的個性、行為和

品格，選擇一些人送往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從解行兩方
國來選擇指導禪修的老師。

答:如何選擇合過自己的驛
修法們，可試從兩個標準檢試禪

做實習生。如果通過政府巴利文

在緬甸的班組建禪體中

的考試，也通過法義的檢核，就

我們確定這個老師是好老師峙，

間

一切，跟隨老師學習。

'完全地放下自己的

修指導老師，一目表禪修老師對教
法的勝解是否充份，且對巴利文

經典的了解是不口足夠。二是當一修
這個指導老師或禪師的實

導體修的經驗，再訓練他獨自指

9

心，如何培訓弘揚佛法的人才?

方面
修經驗是否很有成就、很充份。

導禪修，經過這樣的訓轍，將可

以成為一位禪修指導老師。

答:班迪達禪修中心並不是
、解門的道場，它是
個禪修中、心，解門部分只教導巴

達禪修中、心，一宜到廿歲才出家

如果是年紀很小就來到班迪

藏持者，對

利文和佛法。如果有其他出家單

利文有充分的

解。也有一個完整指導禪修的修

的憎眾，我們會要求他們從小就
9

來到這個團體，我們會歡迎、接
。有些禪師的個人實修很

受他

開始禪修，在達到班迪達禪師滿

個沒有看過巴利文經典;
9

但也一定會要求他是一個

師都有很高的成就，他個人是三

從這兩方面來說，馬哈希禪

..

團

到自己出家的道場，如果資格符

方。到外地參學之後，還是要回

修中心，因為這是他出家的地

通過政府考試後，回到班迪達禪

解門道場去學習巴利文，一樣在

意終生成為出家眾，就會送他到

意的禪修程度後，而且自己也願

的方式，分享自己修學上的經驗

解。因此，在家居士可以用分享

整了解時，要很真誠地說不了

地說明。在我們對教法還沒有完

釋時，會容易有困難而無法完整

訓練，對敦法了解不透徹，當解

士的禪師。因為如果沒有完整的

以成為禪師，自前還沒有在家居

如果選擇成佛，佛陀所要解脫

不管那一個都是能得到解脫的。

聞弟子，都是由你自己決定，而

什麼?是想成佛，還是成為大聲

由你自己決定，要修什麼?成就

佛。自利與利他有衝突嗎?

成就，繼續修持十波羅蜜直至成

十種波羅蜜，圓滿這三十種波羅

是成就十波羅蜜，而是要成就三

者都要修十波羅蜜，而成佛不只

只是你自己的選擇。每一位解脫

都要修持、積聚波羅蜜，不同的

所有的人都能解脫。所以每個人

答:你會有你自己的喜好，

合就可以成為禪修指導老師。

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要引導

六

漠，但為了利益所有眾生而不速

燃燈佛時就成就解脫，證得阿羅

問:釋迦牟尼佛原是可以在

菩薩道與解脫道

和了解，這是被肯定的。

問:女眾禪修者或在家居士
可不可以成為禪修指導老師?

答:所謂女眾是指出家的尼
師，如果她在禪修及教理上通過
檢核，也可以成為

禪修指導者。至於
在家居士，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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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菩薩這基本上是依你個人的願

十萬劫才能成就。所以，解脫過

與十萬劫，或十六大阿憎紙劫與

十萬劫，甚至需要八大阿僧祇劫

蜜，至少要經溫四大阿僧祇劫眼

間都有一定，但聲閱弟子就沒

辟支佛、獨覺、大聲間弟子的時

同。成佛需要的時間最長，佛、

開弟子等，圓滿的時間會有不

辟支佛、獨覺、大聲聞弟子，聲

波羅蜜，依成就的果位，如佛、

是某個程度地圓滿出離波羅蟹。

家思選擇出離在家生活

的障礙。第一二是出離波羅蜜，出

伏自己身口行為，不會產生修行

要，因為戒波羅蜜，我們才能調

即道德的圓滿。戒波羅蜜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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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有不同的選擇習自己想要做

有，聲闢弟子是指在佛陀座下聽

是修持佛

因心、修三個歷程。間是聽聞佛

圓滿智慧波羅蜜?何必須經過閩、

是知道、了解，具足觀智。如何

第四是智慧波羅蜜，智慧就

9

可以說

什麼樣的人?選擇什麼樣的逾

問佛法的佛弟子，

波羅蜜。

，在短短的時間就可以圓滿十

也一聲間弟

徑?這當中只有自己的選擇，並
沒有衝突。而達一種也是同一個鐘
?只是峙閻長短的差肘。

法，或閱讀佛經;

法，從經驗中了解佛法;修是已

十波羅蜜是什麼?第一是布
施波羅蜜，布施波羅蜜就是把自

為沒有衝突，這完全是一

自由的選擇，不管選了那一種皆

，沒有精進什麼都不能

第五日疋輯進波羅蜜。精進非

經能夠穿遴身心實相。

人，所有佛弟子都需要圓滿成就
常重

己所擁有的一切，

問:如何轄持十波羅蜜?

布施波羅蜜。第二是戒波羅蜜，

要盡力盡心地做好。

答:每位佛弟子都需要修十

應讓蠶盤盤磁盤噩聽聽蠶蠱噩蠹聽聽聽露露竊聽聽聽孺輪轉聽聽聽輛輛輛輔體爾轉爾嘯擺闊嘯暉鸝鞠蟬觀輯轉轉輛鸝瞬潛臨種靈靈靈懿懿鬱葾霾蘊趣聽聽霧靄霾蠶聽聽靈靈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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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喜歡的境界，我們是沒得

接受、承擔不喜歡的境界。面對

第六忍辱波羅蜜。忍辱即能

都需要靠努力才能夠圓滿。

時。想成就善行，離開不善法，

是因為精進努力才能禪坐一小

做。比如說禪坐一小時，基本上

是慈波羅蜜，就是慈愛一切。

也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第八

實在，就無法得到正確的指導，

況，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報告不

其小參時，一定要報告真實的情

好人，修行上會有很多障礙。尤

他人不信任我們，無法成為一個

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常常說謊，

況，任何情況心都能保持平衡。

平衡，如此心就能接受任何情

根。了解平衡的重要，並且練習

就是平衡，修行時要能平衡五

非常重要的修持。

心就可以得到能量。所以，這是

第七是真實波羅蜜。我們說

受、面對，這即是忍辱波羅蜜。

時就要以忍耐、接受的心來接

定就是成就決意波羅蜜。當做決

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動，這樣的決

如決定一個小時禪坐不動，不管

意思是下定決心、堅決地完成。

第九是決定、決意波羅蜜。

要，每個人都需要禪定、禪修。

智慧波羅蜜裡'禪定波羅蜜很重

定波羅蜜是止的闡滿，這是加在

最後再補充禪定波羅蜜，禪

第十是捨波羅蜜。捨波羅蜜

選擇的。而在不喜歡的情境下，

話時，要說正語、

定時，便努力地圓滿這個決定波

心可能會產生瞋惱、不舒服，這

說真實語，不要說

羅蜜，因為它會讓心產生力量，

幫忙其他有基督教背景的朋友，

問:自己很希望藉，因佛法來

都需要修持這十波羅蜜。

不管要成就聲聞道還是成佛

妄語。說真實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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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了解地更禱楚，體驗更深刻

VO 六一川

強迫別人相信，說，自己的宗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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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分享佛法，希望他們獲得

後再與人分享。

興，這些都不是佛法的態度。
佛法的態度是自己受益，然
後就我們所知道的和別人分享。

如何才能讓別人得到利益?一定

耽僻企出那的所

9

那的目的是要得到觀智，要了解

念的目的是得到禪定。而耽僻舍

二者在目的上也不同，門女般

二個最不一

安帆概念的所緯是概念，這是它們

緯是究竟法，究竟的真實法;而

的不同是在所緯

答:耽僻舍那和安般念最大

二種有何不同?

問:修習安般念與耽轉舍那

禪權理論的

多好，對方如果不聽，就恨不再

9

佛法的實益。要怎麼做?

這很好。原則

9

答:先不要想要影響別人，
剛剛你提到分享

'佛法對其它宗教的態度是
一個人，而是為所

是我們自己得到利益

而且因為

有的人而有，所有的人都能夠學

很清楚自己所受的實益，我們可

9

佛，不管是什麼宗教，回報、基

以講得很清楚，別人自然就能夠

9

並沒有設定

督教，都可以學佛

一定是佛教徒才可以學佛法。

聽得很清楚。還有別人看到我們
在佛法中得到利益，身心轉變

會從我們的轉變中感受到學佛的

如何和人家分享呢?重點是
自已要在佛法中得到實益，再與

自己先對佛法的
9

。所以，就是自己

?就會進一步想知道

好處，

要先得到利益

別人分享我們的經驗，不要嘗試

去說臨別人，也不要嘗試改變別
人去信仰另一種的宗教。說服或

塵滾蠶聽當噩噩噩麗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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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空、無常三相，不斷地再

的因，法的生滅，進而觀到諸法

知色法和名法的不間，能觀到法

那，便能觀照到諸法真實相，了

如果繼續持續修習耽僻舍

展神通;往生時可以生到天道。

在得到禪定後，有定力，可以發

得到的利聲也就不同。修安般念

諸法的真實相。由於目的不同，

到無常、苦、無我三相，所以要

法和名法，就是要從觀生減到看

麼?因為要了解真實相，了解色

所韓、現在的境很清楚。為什

的真實相，所以重點在對當下的

轉舍那觀，是要了解名法與色法

處，回到所緣。修觀，也就是耽

個所蜂，、心要不斷不斷地回到業

所說。修止是選擇一個業處，一

據有四十個業處，如《串串道論》

現在的情況，清清楚楚地知道，

道，是不可能會瘋的。所以你對

清楚楚知道，如果清清楚楚地知

在聽、在走、在吃、在看，都清

們要清楚地知道當下在做什麼，

是內觀、正念的觀法，它教導我

先要知道目前所教導的禪修方法

答:這是很有趣的問題。首

魔又會有什麼現象?

魔，什麼叫做走火入魔?走火入

了解，目己所修的方法。修定就要

如何避免走火入魔?就是要

們迷迷糊糊地有妄想。

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功，不會讓我

問:初學禪坐時很怕走火入

向前發展，便可以產生觀智進而

觀現在所緣清清楚楚。

耽僻舍那'這都是個人的決定。

觀智，就轉修內觀法門，也就是

得到禪定，就修止;如果要得到

這是你個人的決定，如果要

斷煩惱，證得阿羅漢果。這是果
和利益上的不同。
問:修止、修

觀差別為何?
答:修止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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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知窩在修耽峙附會那。修定會

知道現在在修定，修耽僻舍那，

。這個婦女很難過地過了河，

恤，就匆忙過、呵，竟被河水沖走

在河另外一岸的老大以為媽媽叫

鷹吃掉了，她用于要揮走老鷹，

回頭要去牽老大，結果老三被老

身心，也觀察到自己的身心是無

而這些都是無常的。再觀自己的

回憶起她的孩子、丈夫、親人，

常的功能。佛陀又繼續教導她禪

服而產生羞恥感，她的心恢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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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禪相，禪相是由、心所產生，

回到城家，她的家族竟然又被火

常的，就在佛陀的指導下，證了

的

這時你就有可能會發瘋。

9

而耽畔舍那觀是要我們去觀

一位比

@「觀照你自己。」這個婦女

它基本上是一個假想觀，如果你

一無所有的馳，失去了所

認為那是真的，以為那個光固定真

燒毀

初果。後來她出家，

9

有的依靠，結果就發瘋了。

丘尼，也證得阿羅漢果，是一位

佛世時，有個婦女帶著兩個

轉好?有很多類似的其實例子。

透過修行耽僻舍那觀，病況反而

她說:「觀照你自己的身心、觀

方，佛陀就教她晚轉舍那觀，跟

曉得。後來她闖到佛陀說法的地

走，身上沒有穿衣服

柵刪節去修學，這種修學的態度，

照禪師的教導，根據禪師指示的

誤的禪修結果呢?最重要是要依

所以，要怎樣才不會得到錯

噩噩露露頭霾懿

個山真實相，產生正解，怎麼可能

，到處刮風

非常優秀的比丘尼。

小孩回娘家，結果經過一條大

照你自己的身、心。」體慢地，她

就是要真誠，要誠實，唱揖要服

會發瘋?反而有很多精神病患者

自己也不

河，她先把老大放在岸邊，抱著

知覺到自己並意識到自己沒穿衣

9

老二渡河，將老二放在對岸後，

i孟

9

所以怎麼會走火入魔

從，這樣才能真正地斷煩惱，也
就是斷火

呢?事實上，什麼叫走火入魔?
那個「火」指的就是煩惱，

麼一個人會瘋呢?就是因為貪、

頓、痴的煩惱增長了。貪可以讓
我們瘋，瞋也可以讓我們瘋，無

知也可讓我們瘋，
的是要熄滅這個煩惱的火，要怎
麼熄呢?邊過正念，佛陀教法的
真正目的就是要熄滅煩惱火。

學這個禪
9

我們對於修學要有信心，大
家學佛

法，你是不會瘋
有信

如何觀照?
9

心，這樣才能牆體努力。

日常生誦的鱷
問:當生氣時

答:當生起生氣情緒、
受、感受，如何在當下用正念觀
照，有二種方法。

願我能安詳、

第一個是對治法:有三種，
第一是修慈想觀

平靜;願所有眾生能安詳、

有助於控制情緒與粗重
9

靜、快樂。第二是受持戒律:
戒清淨

9

以此來對治。

的煩惱。第三可用佛隨愈:噫念
佛陀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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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

..

再來，正修的方法是用正念

來面對:不喜歡的會生氣，喜歡

的會貪愛，這是很自然的情況。

釋放瞋怒唯一的方法就是覺知

如果當您有覺知峙，就會有正

念，有正念，就不可能有不善

念。因為正念本身就是一個善

，一個念頭只有一個所鱗，善

念與不善念不可能同時生起。所

以，一個很簡單的技術性答案，

觀照
9

9

保持正念。

就是培養正念，可以遠離不善
愈

當我們生起生氣的念頭時，

就要去觀照，標識「生氣、生

氣、生氣」，生氣就會消失。

9

有阿羅漢才不會生氣，所以我們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八期〕民國九十三年一川月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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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西方宗教的老師，他教

生氣從那來?生氣從

只能邁過正念來控制煩惱。

十秒，如此生氣就不會繼績，這

來。看得不順眼就生氣，聽得不

他的弟子，生氣時就去看鐘，

和正念的原理一樣，當人很專注

問:在工作職場和生活當中

如何運用禪法?

答:在職場上最重要的就是

「專注于心很專注地做工作，這

，而且它讓我們不

會犯錯。有時我們粗心大意，很

順耳就生氣，所以，當煩惱生組
時，便生起正意觀照六根，就能

容易犯錯。例如會計，做會計的

地看著鐘峙，當下不可能生氣，

但是他們是透過外在工具來幫

把煩惱斷除。煩惱會不斷地

種運用到會計的專注，也可以運

人一定要很準確才不會犯錯，這

忙，而我們是透過內觀，還過自

9

在正念力量不夠強的情況下，煩

用到所有的工作職場上。

分山山適當的峙悶、場所

9

訂出工

在日常生活當中?一定要區

便的情況

上，「不專注」會帶來很多不方

作本身就是一種正念，

惱會一直成長，
、日、意業，身體會表達煩惱
9

起，就是因為缺乏正念的力量

是

己的正念，讓不善法不會生起。
密集禪修期間，我們培養完
全的專注與正念，離開禪修環境
要的是要「習慣正

的行為.，嘴巴會說出煩惱的話固

後，最

」。習慣正念，就會很容易抽

念不夠強，無法控制煩

惱，所以情況就會愈來愈壤。

因為

、心裡會充滿煩惱的想法。這都是
9

很容易生煩惱，只
9

停止不甜苦念的生起。

記起要保持正念，也比較能夠生
起正念

們都是凡夫

廢軍甜頭頭頭噩噩噩

就

關

走，修正念。當我們跟別人在一

人或獨自工作時，你可以慢慢地

這就叫誤用。如果我們獨自一個

慢慢地走，結果東西都煮焦了，

動作。例如煮東西，如果慢慢、

意的是不能誤用「慢慢走」這個

運用正念的方法，首先要注

念時就要生起正念。

養正念，任何時候，能夠生起正

中，有時間、有機會時，就要培

要培養正定和正念，在日常生活

作和禪修的時間。而真正修學是

「生氣、生氣、生氣」，讓這正念

時，就要用正念來觀照，知道

的或不好的情境，當煩惱生起

惡、忿恨的心。所以，不管是好

生頤，產生討厭的心，甚至是厭

好;如果遇到不喜歡的，就會產

貪欲，產生欲求，希望好還要再

念，過到喜歡的所緣，就會產生

是所緯而已。如果我們沒有正

不喜歡的境界，事實上它們都只

生活，我們都會遇到很多喜歡、

男外，不管在工作時或日常

要專注。

因為是比較安靜.，在工作時就是

早、晚是比較適合禪修的時間，

間，要能夠辨別適當的時空。

重點在曉得運用適當的時間、空

因此，日常生活運用禪修的

會現前。

你也不會好臉相待，業果馬上就

果，你如此對待人，人家當然對

能會很粗魯，態度會很惡劣，結

這是我的地方!」我們的動作可

人，大吼說:「你幹嘛來這裡'

起時，就要修慈悲

沒有正念，後果就會很難收拾。

控制這個生氣、煩惱的心，一日一

就要盡量持續保持正念。

斷地保持正念，一旦生起正念，

最後的叮嚀，要持續地、不

觀，心裡要產生慈

例如心裡不高興，可能就會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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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灣法師法務繁忙，不

對他的憤怒就會解除。

也知道生氣是不好的，知道它不

可能一直禪修，如何結合禪修與

第二要以正念來觀照，同時

指這麼短的時間的正念，都可以

好，再用專注力去觀照生起的愈

FALL7

佛陀的日說:「縱使只是一彈

讓我們得到很大的利益。」所

9

3hJP4lr

.

大家就

9

問:現代人都非常忙碌，如

天禪修了。

二至三個小時來禪修?

同將時間空出來，每天就能找出

再做其他的安排。如此，大家共

就值得到觀智。禪修以外時間

時裡?我們就能夠專心地禪修，

按照時間修習，在規定的那一小

時要禪修，時間訂出後

上那一小時要禪修，晚上那一小

大家共住，一起訂出早

頭，慢慢地它就會減弱消失。假
若觀照力不夠，慎態生起，就會

以，一定要盡可能地保持、盡可
扭地提起正盒，即使只是時間非

不斷增長

題而發生在我們身、

常短的一個正念，都可以讓我們

日上，這時就容易導致問題產

且(足能力去觀照憤怒，讓它
9

生。所以要透過不斷地
念

不再生起，否則會產生很多問

培養蔥悲心，如何對自己不喜歡

是要以惡心、愛心來共住、共

9

題。共住、共處，嚴重要的就是

的意見，所以只有透過慈、心

的人生起慈悲心?反思這個人的

好處或優點，我們心裡就會產生

要組

何克服呢?要川削藩心培養接受、

感謝的心，如果感謝的心生起，

處才會平靜。如果生氣了

原諒他人的心。

9

處。很多人住在一起就會有不同

答:人相聚在一起最重要的

問:大家共住如何修行?

得到無窮的利益。

共

正

9

經是非常有用的了

保持正念，即使無法保持完

。有刀酬眠，

佛世時，有個女士叫屋

一道湯，

時，她反觀自己的身心世界，和

，也要有三疋

9

再放調味

每一個動作?先放水

9

之後抽就

口間，又把菜放遲浩裡

菜慢慢地變色

自己做過的事情。例如當我們放

菜色

9

眼鏡時，就清清楚楚地放，忘記

苦、無我的，於是她生起觀智，

專注地

了，就比較容易回想起來。練習

在這煮菜的過程中，

則會記得

內觀之後，如果將禪修這份專注

用到生活"中，然後才能在生活中

確很困難，必須經過訓練才能運

地點，如果能保持正念，

以在做{承諾當中，或任何時間、

活中一樣充滿苦、空、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日常生

修習內觀。

、很仔細。剛開始的

||不還果。

9

VAYKTJ

帶到工作，會減少許多錯誤，可

正

果一天只有一
糊糊習，

只要能禪修，
修，有修鵬溫沒修，十分、一小

?不管對

。因為只要驛修?

、一天、二天，只要能禪修就

到利益

法是否有信心?日常生活中還是
可以保持專注的正念，一專注對於

我們的生活很重要。所以，在密
集的禪修中要求完全的專注目
開禪修的環境，就只有某些一程度
，但
專注、正

的專注和正
這樣

念，對日常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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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是要受持戒律清

一回疋修慈悲觀。第三是禮
、觀佛的功德。
緬甸法師拿的扇子代表

這種屬于?這國子是來自於古老

答:每一位法帥部可以擁有

了什麼地位和身份嗎?

佛、

前予。

門，可從這三方面來注意我們的

答:要沒有障礙地修這個法

咕希法門?

香光莊肢門第七十八期〕民間由九十三年六月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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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生起，生氣時知
道、失去正念時也會知道，一樣
都可以開悟。
問:在家修學馬哈希法門，

應該注意哪些地方?
答:在家修習這個法門時，
最重要的是峙時刻刻、任何時
保持覺知，

9

這是最根本的重點。另外，就是
。所謂

它很好用，可以遮陽?

法師可以把他們的筆記、重點

看。

用的一個袋子。

(編者按:本文是柏林禪師

9

二O 四年
(的自古告者已出VEE岱甘心)於O

三月，受邀於伽那山基金會亨在香

先尼僧圓所舉辦的佛教解脫道論

0)

叭叭、禪修指導、專訪等活動中的問
答輯要

遮雨，

9

靜的時間和地點來禪修，並且盡

子，甚至它還可以是一個袋子，

鎮

9

因此，禪師被尊稱為柏林禪師

。一九三三年，生於緬甸的柏林

鬥柏林禪師簡介〕

回軍在固定的時間及地點禪修，這

為什麼呢?扇子的後固有一

可以拿來扇風，趕蚊

樣就能繼續修學這個禪修方法。

d
切叩開戶戶口的巨
詞。
咒且已自

過當的時間租空間，就是找到安

..

鍊，有時為了正確地引經據典，

間;如何沒有障礙地修習馬

必罷霉事露頭露硨驀再Z夜譚蠻嘿嘿甜頭儷唔廠當 3掛道海軍稀薄惡環露露湛藍連遭噩噩噩

區重盜噩噩鹽齊齊噩噩噩陸華盛盟盟軍鸝噩噩噩雷爾軒油

候

關

。十二歲剃度出家，出家後即聞始
的相關資料，提供大眾對馬哈希禪

亦即該寺因為有一只大鼓而得名。

「大」的意思，間是「鼓」的意思，

英國、美國、夏威夷、日本、印

的優秀弟子。尊者法昔遍傳歐洲、

達、恰密等著名大禪師皆是其直下

法成果亦是輝煌。戒帝臘、班迪

在佛學修持上的成就，同時弘傳佛

尊者一生為人所稱頌，不僅個人

竅，一旱年七+八歲。

者在一九八二年因突發、心臟病而圓

大哲士」的殊榮。弘法五+年，尊

七年，草者還獲得國家頒贈「最高

佛教所舉行的第六灰結集，一九五

大鼓尊者。馬哈希尊者曾參與緬甸

罪，因此，便被尊稱為馬哈希|||

每每草者說法，寺裡便擊鼓通知大

師及其禪修理論概括的認識。

住在謝坤村中富巴巴戶寺，自各但是

尊者之名||馬哈希，源於草者

發展。

學之後，尊者弘法的生涯從此廣延

過四年結夏潛修及一年隨長老的修

予「最高巴利佛學博士」頭銜。經

利文佛學的國家考試，獲得政府頒

二+三歲時便通過了初、中、高巴

尊者便我故不倦地學習巴利三醋，

歲受戒為比丘。從沙彌時期開始，

育，十二攝剃度出家"為沙彌'二十

坤村，六歲到寺院中接受心智教

尊者於一九 O 四年出生於緬甸謝

。大鼓尊者||馬哈希尊者

接受巴利三聽的教育及研習。
@一九六七年親近班迪違尊者學習
馬哈希禪法，經尊者委任為資深禪
修指導者，指導禪法至今。
。禪師足跡遍佈世界各地，除尼泊
蘭、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外，
近年更應邀至英、美等國指導馬哈
希禪修方法、弘傳佛法。

{馬哈希內觀禪修法簡說】
近年台灣已為南 北 傳 佛 教 匯 集 要

地之一，各種南傳禪法漸於台灣盛
行，馬哈希內觀禪修即是其中重要
一支。以下為編輯組
整理 馬 哈 希 禪 修 法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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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國家。尊者極力推廣有系結步

坡、馬來西亞、越南、東埔賽等十

廈、斯里蘭卡、泰國、印尼、新加

身心現象標識命名，遣將可以幫助

變化的身心現象，並對每一生起的

並無特定所緣，強調覺照觀察制那

即以嚴格的內觀練習來開發正念，

起、舉起」;如果移動了，就覺知

動作，當手臂舉起，就覺知「舉

件開始，如以正念觀照行住瑩剔等

立思那此
-E較明顯而且易於覺察的事

調凡所現行，皆要觀照。可州以從注

及

禪修者更清單地觀察所緣。因為，

「移動、移動」;身體搖擺，覺知

9

各國林立分布的馬哈希禪修中心，

內觀的重點不在被觀察的所緣，而

「搖擺、搖擺」

驛、衛明清晰禪修方法的觀慧

對後人學佛引導與影響更是海邊流

在於培育清晰、無執著的覺悟…力，

簡介馬哈希內觀禪

四念

0

就覺知觀

9

「痛」、

照「僵硬」;感覺到「冷」、

「凱川」、「酸」、「麻」、

「凱…」、

行禪則觀

從觀照腹部的起吠下手

「癢」'就觀照「冷?

「酷」、「麻」、「痛」、「癢」?如果

腳步的「在步行「右步」;「提
「提起、推前、踩

感到快樂，覺知「快樂」;感到厭

Eg

下」等等，行禪與生禪交互進行，

煩，覺知「厭煩」

某人，便覺知「遇到、遇到」;在

o

對於內心的念
故能最簡單、基本的動作，觀照到

頭，也是以正念作觀，如幻想遇到
而在日常生活中，馬哈希法門強

身心生繭的真實相。

起」、「踩下」

9

或觀照身心的感

長。

一曳，如感覺到身體僵硬

l||

li|

馬哈希的內觀禪修，生關部分多

進一步透視實相，開發內觀智慧。

。正念觀照
修法門
馬哈希內觀禪修 法 門 ， 著 力 於 覺
知自身的身心現象，此身心現車總

唯有正念 觀 照
B

合即為五蘊，身心現象生起的蝶介
是六根

o

住，方能便禪修者遠離諸苦、超越
煩惱、誰得涅槃

修習馬哈希內觀禪修法，一開始

區磁盤盤盤體盤盤盤聽盤盤盤盤驅盤問輛輛轎禪觀閣部輛輛喃喃喃觀轉聽聽聽鸝觀輾轉轉讓時聽聽聽聽喃喃融鵬總聽聽聽輯聽聽聽朋轉向轍輛

團

象，無一不是觀照對象，初學時從

處在生活中點點 滴 滴 的 身 心 現

便覺知「計畫」。

幻想，覺知「幻想」;正在計書丁

保持。若從止禪下手，眠不易轉向

力，在出定後，也很難在日常生活

培育高深定力不易，所培育的定

現代人生活繁忙、思想龐雜，不僅

進力與耐力。

循環通暢等，培育禪修者更強的精

覺支的平衡，促進身心和諧、血液

結合，如此可加速五根、五力、七

正念安住於一切活動，與日常生活

VO 七七

禪修、心鑰及親靜馬車等專輯。

《番光莊嚴》雜誌七十三至七十六期

【延伸閱讀】

指南》(法悶道場， NCON。)

ω 明法比丘編《亞洲原始佛教道場

(佛陀世界，也。凶)。

ω 戒諦臘《雌鯨舍那諦觀法語集》

且呦，H泡泡
jH。)

ω 馬哈希等《內觀基礎》(新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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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禪，又容易落入禪定的陷阱。

因為以腹部起伏為所緣，

一一、鼓勵初學者以腹部起伏為主

粗顯易察處入手，漸能對於現行諸
法一一觀照。當堅聞地誼知一切現
要所緣

容易觀照、辨識，不易掉入昏況，

象都是無常、苦、無我時，就會灰
第獲得+六觀智，最後將能誼得涅

便可觀察法的本質。
三、坐禪、行禪相互平衡

行禪交互進行，強調坐禪與行禪相

馬哈希內觀禪修，整日密集坐禪、

..

互平衡，訓練版攝、守護六根，一讓

參加

快即固定觀照風大的特相，因此直下

因此較易獲得專注。而觀照腹部起

..

槃，得到解脫。
。觀禪為重||馬哈希內觀禪修法
的特點

相較其他禪修法門，馬哈希內觀
禪修法較強調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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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直 接 從 止 觀 同 時

一、推廣雌性醉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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