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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我們練習慈心觀—這即是在練習一種心智的活動。慈

心觀是止禪（又稱奢摩他）的一個所緣，而所有禪修的修持都歸屬在意業

（manokamma）之下，那意指心的活動，也就是你內心的造作。另外，有兩

種業或兩種造作—身業和口業，即身體的造作和言語上的造作。我

們總是習慣性地將慈心觀視為心的活動，也就是意業，以致於我們很

難察覺到，其實它也可以表現在行為和語言上。

佛陀教導比丘們：身、語、意的這三種活動，是可以伴隨慈心而生

的。換句話說，佛陀教導三種慈心—表現在行為上的慈心，表現在

言語上的慈心，表現在意念上的慈心。

之後，佛陀又增加了另外三種練習。他稱之為六個特質或六個可念

法。「SaraNIya」意謂使人們能夠記得，即這部經典〔1〕中所說的六種

特質，將使得修行者被社會其他人所銘記在心。　

佛陀也提到這些特質，有助於一個團體的融合。一次，兩位比丘為

了一條小戒律互相爭辯，他們爭論得忘失了對彼此的慈心。後來甚至

發展到他們各自的弟子們、信徒、在家信眾也跟著對立了，據說連天

界眾生、天神也分成了兩派。

一開始佛陀無法調解，他們不聽佛陀的勸導。隨後，佛陀便在其他

讓 人記得你
六可念法

如何讓他人將我們銘記於心？如何促進團體的和諧？

佛陀教導我們有六種方法，

讓他人記得我們，記得我們的愛。

喜戒禪師著 香光莊嚴編譯組 譯

【森林法音】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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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中，教導他們這六種特質或六種修持。

特別是表現在行為及言語上的慈心，應該要隨時培養。我認為在現

今充滿了諸多不和諧、憎恨、暴力的世界中，慈心是更加需要的。

這六種方法，是哪六種呢？佛陀說：「比丘們，有六種觀照的方

法。這六種修持能讓修行者被社會大眾銘記於心，這六種是什麼呢？

一位比丘，在僧團生活中，無論是公開或私底下，皆能與他的同修建

立慈心的行為。」

佛陀總是說「公眾或私底下」，那意指在人前人後，這個人都能一

致地表現慈心。第一個特質是練習行為上的慈心或練習肢體上的慈

心，藉由肢體去表現慈心；第二個練習是藉由言語去表現慈心；第三

個是在思惟上展現慈心。

第一可念—慈心的身行

首先是行為、肢體動作上的慈心。我們應該如何將慈心表現在身體

的行動上呢？當你看見某人身負重物，你上前去幫他，那就是行為上

的慈心。如果有殘障人士或小孩子要過馬路時，你上前去協助他過

街，那也是表現在行為上的慈心。　

「在僧團中表現慈心的行為。」就年輕的僧侶而言，對自己的老師

們盡義務，或協助浸染、清洗僧袍，如此就是慈心的行為表現。同

時，若有某些事要做，而你幫助其他人去完成那份工作，那也是慈心

的行為。有時候，某人可能把東西放錯地方，而你將它放回正確的位

置，這也是慈心的展現。所以，有很多藉由身體的行動來表現慈心的

方法，所有的這些行動都伴隨著慈心。因此，它們被稱為慈心的身

行。身為在家眾，你也可以用許多方法來練習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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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是在眾人面前的慈心練習，在他人背後，又該如何練習慈

心的行為呢？有時候，某人可能先離開，並留下一份尚待完成的工

作，如果你可以繼續將工作完成，就是一個表現慈心行為的方法。有

時你將物品按次序排在物品原來的地方也是一種慈心。

慈心的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經常總是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慈心。尊者舍利弗並不與其

他僧侶外出托缽，他總是留到所有僧侶都離開後，巡看整座寺院，四

處檢查。當東西放錯位置或次序紊亂，他會將它們放回正確的位置，

然後才外出托缽。這就是行為上的慈心展現。　

施予他人食物，也是在行為上展現慈心。有許多方法可讓我們藉由

身體的行動來展現慈心。當在家眾招待或提供食物給僧侶，對僧侶禮

貌地說再見；僧侶要返回寺院時，與他們同行一小段路。所有這些友

好和善的舉動或愛，都是透過肢體實際表達慈心的方法。

佛陀說這些特質會讓人們記得你。當你對某人做好事，以真誠的慈

心處事，這些人將記得你及你的愛。當你對人們做些好事，他們也以

愛回報你，這將使你與那些人融合。如果所有成員都以此方式修行，

這將有助於團體的和諧。慈心展現在肢體上，是使社會生活融合成一

體的原因。在團體裡我們應該以此方式提升慈心的練習。

第二可念—慈心的口行

第二個特質是透過言語所展現的慈心。與人說話時，使用溫和慈心

的字句，禮貌地稱呼他為先生、尊者等等。若處在一個被人譴責、被

人批評的場合，也能柔軟地與他們說話，即使是面對他們的錯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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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溫和的言語來說服他們。這些就是透過言語來表現慈心。

在私下，你可以練習言語上的慈心：經由轉述他人的善行，或藉著

提到他們。如此，我們能藉言語練習心口一致的慈心。慈心應該在人

前或人後一致地練習。

第三可念—慈心的意行

慈心的行為、慈心的話語，若

缺少了內在的慈心是不能完成

的。如果沒有慈心的意念，我

們便無法在言行上表現出真正

的慈心。第三種練習就是心的

慈心，這被當作是一種可以每

日練習的禪修，就像我們在這

兒所做的，我們可以祈求全人

類快樂安詳。

你要如何在他人面前表達由

衷的慈心呢？你可以看著那個

人，對他說：「願你一切平

安、快樂、自在。」你也可以

以慈心的眼神看著他，透過眼

神來表達慈心。你不必開口說

任何話，但你希望他平安，並

以愉悅的眼神看著他，這就是在他人面

前表達心中的慈心。當他人離開時，以心念
（繪圖／鍾顧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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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慈心傳遞給他，這是當他人不在現場時的慈心練習方式。

我們可以用肢體動作、言語、心念來表達慈心。但令人難過的事實

是，這些特質在現代社會逐漸消失，人們似乎早已忘記這些特質，這

也是我認為現今社會有那麼多不和諧與暴力的原因。

有時候是整個體制出了問題。就像有孩童到你家，你很害怕請他吃

東西，因為只要食物出了差錯你就會被控告，這就是體系造成人們彼

此之間的冷漠。你想要友善一點，但不敢，你害怕萬一有什麼差錯會

被誣告。像有人在路上跌倒，在去扶他之前你會有所顧慮，擔心因此

而被反咬一口，事情嚴重的話還得上法庭。這樣的體制讓人們彼此間

喪失慈心，人們害怕對他人表達慈心，因為可能會惹上一些麻煩。這

是其中一件關於一些「本應為卻不敢為」的事。法律是為了保護好人

而制定，但有時卻遭到人們的誤用、濫用，而反過來利用這些法律，

只要受到一點點的挑釁、刺激就控告對方，這些法

律讓人們彼此之間無法表現慈心。

還有，孩子們被告誡不能忍讓，要

反抗、反擊、報復。當他們以這種方

式被教導，他們如何能練習慈心

呢？如果社會的每一成員都不練

習慈心的言語及行為，這個社會

怎能成為一個平和的社會呢？另

外，媒體充斥著暴力，也是另一個

導致人們彼此間沒有慈心存在的因

素。

現在奧克蘭這個城市有了麻煩，人與人

（繪圖／鍾顧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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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充滿很多暴力。這城市的市民已經組織起來，想找法子去糾正這

種情形，我認為除非朝問題根源努力，否則事情很難解決。這根源得

回歸家庭和學校，父母應該教育孩子，老師應該教育學生這些練習與

這些特質，只有當孩子們內心充滿這些特質，他們的行為表現才能在

可接受的範圍內。也唯有如此，大家才能生活在安居和樂的社會中。

所以，當人年紀還小，可塑性高時，在家庭、學校接受這些特質的練

習是很重要的。

這些練習並不困難，也不需要花費什麼，你可以不用花一毛錢練習

慈心，就能帶來非常好與理想的結果。它能改善團體、城市、國家甚

至世界，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使人們更熱愛生活，他們也可以更安

全地過日子，他們可以住得更舒適與安詳。

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教導有關慈心的教法，在今日依然被運用

著。我們將由練習這些特質得到很好的結果。這三項特質就是經由

身、口、意來表現慈心。

當你走路時，你站在一旁先讓別人經過，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慈心。

或者你可藉由尊敬比你年長的人來表達慈心。有許多方式可以表現尊

敬、顯現慈心、表達慈心。

當一個人傳遞予人慈心，人們也以慈心回報他，慈心就像是一種共

鳴的振動，它是來回雙向的，如果你給別人愛，對方也將回報給你。

當我們以言語表達慈心時，我們使用著柔軟善良的話語。這是非常

棒的，在這國家人們常說：「祝你有個美好的一日。」或「祝你旅途

愉快。」或「早安！」這些可能被認為是瑣碎的，但它們有助於溝通

順暢，或搭起人們之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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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潤滑油

慈心這個字被定義為凡是有「黏性」的、「黏稠性的」。當慈心存

在時，你能使兩件事順利結合。當缺乏慈心時，沒有任何事能聯結在

一起。

我總把慈心比喻成引擎裡的潤滑油。如果你知道車子裡面沒有潤滑

油，你絕對不會去發動車子，因為你知道那將會損傷引擎。但大多時

候，我們忘記放一些潤滑油在人際的溝通裡，這也就是為什麼有這麼

多衝突的原因。所以，在我們與他人的互動中，放些慈心的潤滑油是

很好的。

但當我們說「祝你有個美好的一日。」或「多照顧自己。」這些的

話語時，必須發自內心而不僅是藉著我們的嘴唇說出來。人們是這麼

習慣地將這些事放在嘴邊說說而已。有些時候，那並不是他們真正的

意思，尤其是那些職務上必須這麼說的人。在日本的百貨公司裡，每

個電梯口都有一位電梯小姐，她的職責是說：「留心您的腳步。」當

人們使用電梯時，這是她的責任，她可能一天要說一千次：「留心您

的腳步。」但有時那不是她心中真正的意思。當我們說一些事，諸如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日。」必須是發自我們內心，而非只是隨口說說，

這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在與人溝通中，放進「慈心」的潤滑油，溝通將會運轉得

非常平順，如此，不論身在何方，我們都能生活在和諧安詳之中。

第四可念—與人分享

「那些依照戒法正當獲取的東西，縱使是殘羹剩飯，他都樂意無差

別地與人分享，和僧團中那些品格崇高的同修共享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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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特質中的第四項是針對比丘來說的。這部經的開示大多是針對

比丘而來，所以大多數是比丘生活中的實踐。但是這些教導也能適用

於在家眾的生活。

「那些依照戒法正當獲取的東西。」比丘所得到任何東西都必須依

照律法，他不能以不適當的方法得到東西。對比丘而言，最適當的方

法是：出外托缽獲得食物或其他東西。當人們向比丘靠近時，以他們

的自由意志決定是否提供他一些東西，而比丘可以坦然接受，這就是

所謂的「以適當方式獲取」。

但是，如果一位比丘幫人醫病給藥或算命並收取回報，這就會被說

成是不適當的獲取。在這我們所說的「依照法規而得」，指的是依照戒

律的戒法得到。

「他都樂意無差別地與人分享，和僧團中那些品格崇高的同修共享

這些東西。」比丘被鼓勵不論得到什麼，都能與團體中的成員共享。

有一個可念法的修行方式非常困難，或許時下已無人練習實踐。若

有僧侶要修習這種可念法，他在外出托缽返回僧團時，不論獲得什

麼，都必須無條件地奉獻給生病的僧侶；或給年紀較輕還未完全適應

出家生活的僧侶。當還有剩下的食物，他必須與其他僧眾分享，只能

在其他人都吃過了還有剩下時，他才能吃。如果完全沒有剩餘的食

物，就得再回到村莊，進行另一次的托缽。所以，這種修鍊的目的就

是─不論得到什麼，他都必須先提供給其他僧眾。當其他僧眾從他

的缽碗中取走食物時，他必須滿懷歡喜心，無論如何，任何時候都不

能表現沮喪失望，這點真的非常困難。

分享時必須毫無分別心，「毫無分別心」表示他不能說：「這樣食

物我願意分享，那樣食物我不願意分享。」或者「我將分享給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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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不願分享給那種人。」必須做到沒有差別對待，與所有僧眾分

享自己所有的食物。這也意指他所分享的所有僧眾都是品德高尚，或

是經由正當受持戒律，能達到持戒清淨。

據說這項修鍊必須修行12年。如果在第12年的最後一天，當其他

僧眾拿取他的食物時，他卻在最後關鍵的一天顯露出失望的表情，那

麼，他的誓言就失敗了，他必須再一次重新開始另一個12年的修鍊。

所以，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修行。如果有人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修行，

那麼，無論任何事物將永不匱乏。甚至在飢荒或糧食短缺時，他仍舊

可以得到豐富的東西。甚至當進入無人的森林中修行，他也能獲得豐

富的衣服，因為諸神會照護他。

這裡所強調的精神是「分享」，不論你得到什麼東西，都必須與團

體中的成員分享。這是個非常好的修行方式。如果你想讓這項修行更

上一層樓，你可以練習讓其他人先使用事物，然後你再使用。

不論得到什麼都能和他人分享，是善待他人。如果你與人們分享，

他們在未來的美好回憶中也會永遠記得你。分享是僧團生活和合的重

要因素。

在現今，人們不願意彼此分享，他們認為：「我努力工作不就是為

了這個，為什麼我應該跟人分享呢？我好不容易才掙得那麼多，我自

己享受就好了，我不要與其他人分享。」我們必須教導年輕人「分享」

的觀念，我們必須教孩子們「分享」，讓他們從小就能養成樂於與人分

享的習慣。

分享也能使人們的心柔軟，他人自然地就會喜歡你，在這分享的修

行上，充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如果比丘想在既有的僧團中，被他人

喜愛和融洽無間地生活，「分享」或布施是比丘第四項必要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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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可念—持戒

「這些不被破壞、缺失、無污點、沒有沾污的美德將帶來自在，為

智者所稱讚，不易被腐化，能趨向『定』。同修在僧團公開或私下的生

活中，由於戒法他能在同修中安住。」

第五項修行是持戒，嚴格持守道德上的戒律。這也是讓修行者被人

記住的重要特質。這同時使戒律能繼續持守，好的德行能繼續保存。

你必須學習像聖者般地持守戒律。聖者指的是在修行中已證悟了任

何一個階段的人。如果一個凡人已修行至開悟的第一階段，他將不會

打破五戒中的任何一條。甚至在陷於危險之時，也絕不會破戒。如

果，這位聖者是位比丘，他也絕不會打破227條戒律中的任何一項。

他們必須做到不破戒，沒有缺失，毫無污點、瑕疵。這意謂著不論

身處何地、或在持戒的開始、結束或進行中，

甚至遇到不能同時兼顧兩條戒律的情況

等，所有的戒律都不能違犯，都必須持

守。只有嚴守不犯戒律，這個人的

持戒才像聖者。即使你還未達到開

悟的任何一個階段，你試著去持

守、不違犯這些戒律，儘可能地做

到清淨，如此，將更接近那些已證悟

的聖者。

持守戒律會被智者所稱歎，智者

讚歎那些持守戒律的人。一個人的

道德行為保持清淨，不犯任何道德上的

錯誤，能使他人愉悅及獲得敬愛。
（繪圖／鍾顧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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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記得他努力持守戒律，如此，則將因持戒而產生了和諧的效

應。

必須不犯戒才能導向「定」，這是非常重要的。在佛陀的教導中，

我們亦步亦趨，在修行的道路上腳踏實地，第一步就是道德的行為或

持戒。我們必須持戒清淨，若持戒不清淨，就不可能得到「定」。因

為，修行不清淨，會產生罪惡感，而罪惡感會干擾我們的禪修。練習

禪坐時，我們想讓自己的意念更清淨，此時，那些罪惡的想法或悔恨

自責會朝向我們而來，並干擾禪修，如此就不能達到「定」。若無法達

到「定」，就沒有希望看透事物的真實本性，和最終所要達到的證悟。

保持意念清淨、持戒清淨和行為純正，是一個人修行的開始。

當持戒清淨無雜念，就能通往「定」。即意念清淨，就容易達到

「定」的階段。所以，出家眾被鼓勵或被囑咐持守出家戒律，而在家眾

也被鼓勵至少要持守五戒。

我們在背地裡、私底下，都不能犯戒。有時四下無人，可能會禁不

住誘惑而破戒。我們可能會想：「反正沒人看見我，所以我犯戒沒關

係。」但是不論是在人前或人後，都不能犯任何戒條，而且要盡力不

破戒、持戒無損。

在《本生經》（JAtaka）中有個菩薩拒偷珠寶的故事，因為縱使無人看

見，也難逃自己良心的譴責，他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導師，他有500名弟子。

老師有一個美麗又聰明的女兒，他想把女兒許配給眾多學生中最值得

託付的一位。有一天，他集合所有學生並告訴他們：「我有一位美麗

又聰明的女兒，想把她許配給你們當中最有資格擁有的。我希望她在

結婚那天戴上珠寶，所以去拿些珠寶來吧，從人群中帶走珠寶，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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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人知道。」意思就是去偷些珠寶。宣布後，許多弟子帶了許多珠

寶回來，事實上，有499位弟子帶回珠寶，只有1位空手而回。

那位導師問他：「為什麼你不照我的話，帶些珠寶回來？」菩薩回

答：「您說取走珠寶而不讓任何人知道。我明白這就是偷，不可能沒

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因為我就是『那位知道的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

方，可以使我犯道德上的錯誤。所以，我不帶任何東西回來。」

那位導師非常歡喜地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這位學生。

當我們持守戒律，應該做到：不管是否有人看到，人前人後都要一

致。在任何地方，我們都持守道德上的戒律。無論我們居住在哪一個

僧團，這種道德上的持戒，都能使我們更親近我們的同修，它有助於

團體的和諧。如果人們希望有一個和平融洽的社會，這也是他們應該

努力的特質。

第六可念—修持觀禪以得到智慧

「依照聖者的見解或證悟，引領他徹底地滅苦，在僧團公開或私下

場合，在同修中他安住在此觀智中。」

最後一項則是「慧」，一個人必須像那些已證悟的人般，試著去獲

得智慧和體悟。為了如已證悟者般地獲得智慧，你必須努力達到證

悟。在證悟的當下所流露的智慧是最好的。為了要得到智慧，你必須

修持觀禪。所以，第六項特質─得到智慧，意指練習禪修。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引領他徹底地滅苦，這練習會帶領他至苦

的徹底寂滅，它將帶領他行動、修行。也只有當如此練習時，這樣的

練習才會帶領我們到苦的徹底寂滅。如果不練習，是無法帶領我們到

達苦的寂滅。這是重要的─了解修行是導向苦的寂滅道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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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必須練習。如果不練習，就不能期待會從這條路上得到什麼。

聖者的見解或聖解是依修持而來，它必須被理解，而非只是被讀到

或聽到。為了要得到智慧─證悟的智慧，我們必須修持觀禪。當人

們禪修，他們之間將不會有衝突。人們喜歡禪修者，即使他們自己不

禪修，但他們歡喜別人修習。有很多人自己不禪修，但願意幫助別人

禪修，提供禪修者食物、機會等等。而那些練習禪修的人，更容易親

近許多人。若人們練習禪修，他們之間將沒有衝突，會更團結和平，

這特質或因素促成社會安寧與和諧。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發展這六個特質，並以此創造一個安寧的團

體、一個安詳的社會。這些是慈心的三種顯現：分享或布施、好的行

為舉止、得到智慧或修持觀禪。這些是帶領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和諧生

活的六個方法，而也是這些特質，使得修行者為人們所深記。

如果這六項都能修持是最好不過的！若不能修持觀禪，也要修行其

他五項；再不行，也應該練習在身、口、意上表現慈心。

人們若能修行如此簡單的教導─這些都非常容易懂，且實踐起來

（繪圖／鍾顧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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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困難─我認為這個世界，會變得比現在更好。若想為這世界做些

好事，我們自己就必須修行這些特質，而且也鼓勵別人修行這些特

質。若能繼續不斷地在我們的社會中保持這些特質，將使這個社會轉

變得更安寧祥和、無摩擦，且無壓力。每個人至少應該盡一己之力來

修持前三項，然後練習分享、持戒，最終我們必須再練習觀禪，而且

試著達到證悟。

【編註】

〔1〕《念可品》

諸比丘！此等，是六可念法。以何為六耶？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於同梵行者中，或顯、或隱，現起慈之身業，是可念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於同梵行者中，或顯、或隱，現起慈之語業，是可念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於同梵行者中，或顯、或隱，現起慈之意業，是可念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於一切法得如法之利養，下於缽中所受之量，如是之利養，皆

與有戒同梵行者共受用，無不分而受用，是可念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於一切無缺、無隙、無雜、無穢、自在、智者稱讚、無執、能

發三摩地之戒，以其戒，或顯、或隱，遵同戒律，與同梵行者共住，是可念法。

復次，諸比丘！有比丘，於所謂令出離之聖見，令起彼正見而至於苦盡，以其見，或

顯、或隱，具同見解，與同梵行者共住，是可念法。

諸比丘！此等六者，是可念法。

（《漢譯南傳大藏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增支部四，第廿二冊，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