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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喜長老法句經開示 

比丘品 364 

今天的法句經來自於比丘品的一首偈頌。佛陀住在Jetavana 祇園精舍的時候，

由於一位名為 Dhammārāma 尊者的關係，向僧團開示此佛法。佛陀在這首法句經

開示裏解釋，什麽是真正的法？什麽是真正的修行？ 

我們知道佛陀用了非常長久的時間圓滿波羅蜜，在獲得授記之後，用了四

個阿僧祇劫又十萬個大劫的時間。這是在獲得授記之後的時間。在獲得授記之前，

則是比前者多四倍的時間，即十六個阿僧祇劫。就是從佛陀在過去世，有一世和母

親乘船，船下沉，他把母親背在肩上，在大海裏游了七天才終於上岸的那一個生

命開始至到獲得授記的時候，總共經過了即十六個阿僧祇劫的時間。在獲得授

記之後，又再四個阿僧祇劫又十萬個大劫的時間，很長遠的時間圓滿三十波羅蜜。

在最後一世，於菩提樹下覺悟成佛。最開始向五比丘開示轉法輪經，Kondaňňa 

尊者第一個證果，五比丘一個接一個證果。然後僧團漸漸的增加到一百人…上

千…上萬的僧團，還有包括在家信衆，遍佈全印度以及他國。這段期間也有許多

天神以及梵天神聼法之後，也體證道果。佛陀弘法四十五年，證果的人有二十四

個阿僧祇劫。許多衆生因此避免了投生惡趣。因爲遇見佛陀，他們投生善趣。也

有許多天神，梵天神。 

佛陀圓滿四十五年弘法，在佛陀教法穩定，僧團穩定以及在家信衆穩定之

後，在生命剩下最後四個月的時候，佛陀宣告即將在四個月後入滅。當時在

Jetavana 祇園精舍，許多尊者，在家信衆開始擔心。阿羅漢們則是升起悚懼感，

因爲這就是自然的現象。其他人則因爲佛陀即將入滅而擔憂。有些人哭、擔心。

擔心佛陀入滅之後，佛陀的教法怎麽辦？誰來保護？我們怎麽辦？這些人還是凡

夫，未體證道果。已體證道果的人知道，佛陀的教法不會馬上消失的，他們知道

證果之人會保護佛陀的教法。可是凡夫卻擔心、難過哭泣，許多人也開始聚集談

論。可是有一位名為尊者 Dhammārāma 尊者卻不這麽做。他保持靜默的修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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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他們、不哭、不憂慮。一些尊者們問：“爲什麽你不哭？不擔心？”這位尊

者沉默不語。過後，其他尊者又再問他：“爲什麽你不參與我們？”他又再保持

沉默。有一天，其他尊者們報告佛陀，“世尊即將入滅，我們非常擔心，可是

Dhammārāma 尊者卻不參與我們。我們都很擔心、哭泣，都在討論著。”當時這

位 Dhammārāma 尊者也在場。佛陀問他：“是真的嗎？爲什麽你不加入呢” 

Dhammārāma 尊者回答：“是的，我沒有參與。”佛陀問：“爲什麽？” 尊者：

“世尊已經把精準的教法、珍貴的教法都告訴了我們。目前我還未證得任何道果。

我的目標是，在世尊入滅之前，在四個月内體證阿羅漢。這就是爲什麽我保持沉

默修行。”佛陀說了薩度! 薩度! 薩度!佛陀說：“這才是真正給我的供養。其他的

供養，如：燈燭、花這些的供養是合適的。但卻不是真正的供養。真正的供養是

依我的教法，體證道果。”因爲此事，佛陀用了一首法句經的偈頌開示佛法，這

首偈頌來自比丘品364 首。 

Dhammārāmo dhammarato, 

dhammaṁ anuvicintayaṁ; 

dhammaṁ anussaraṁ bhikkhu, 

sadhammā na parihāyati. 

住法之樂園，喜法與隨法， 

思惟憶念法，比丘不復退。 

佛陀在這首偈頌裏解釋，‘住法之樂園，喜法與隨法’，意思是把心住於

止觀禪。我們應繫在止觀禪上。‘思惟憶念法’，我們思惟止觀禪，任何一再憶

念此修行的人。‘比丘不復退’，佛陀的教法不會復退。佛陀如此的向僧團們解

釋。 

佛陀在這裏解釋比丘。我們一般上所解釋的比丘，是從外表 — 身披袈裟、

剃頭。出家人，披上袈裟、跟隨戒、跟隨佛陀的教法、修止觀禪，這樣的出家人，

我們稱爲比丘。以涅槃為目標，修戒、定、慧的人，稱爲比丘。如果這樣的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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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修行，那麽就會 sadhammā parihāyati 教法復退。因爲戒不正確，佛陀教法

無法持續。因爲不修行，就不懂得定。因爲不修行，就不懂得慧。那麽佛陀的教

法就會衰退。關於比丘的修行，佛陀提到幾個字，Dhammārāmo 住法，

dhammarato 繫在法上（樂於法），dhammaṁ anuvicintayaṁ 思惟法，dhammaṁ 

anussaraṁ憶念法，有這樣的人在，sadhammā na parihāyati 佛陀的教法不會復退。

大家擔心佛陀入滅之後，教法就會消失。可是佛陀說，如果有如是比丘在，佛陀

的教法會留存，不會復退。 

Ārāma 園林，是指尊者們、尼師們，信衆們修行所住的地方，稱

Dhammārāma 住法。佛陀在此佛法解釋的意思是修行。首先學習，可是僅僅只是

學習是無法保護佛陀的教法。先學習之後，要修行。唯有修行，我們才能提升内

心。任何修行的地方，稱爲 Dhammārāma。修行的尊者，稱爲 Dhammārāmo 住法

者。 

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對於跟隨佛陀教法的人，修行非常重要。爲什

麽？因爲修行可以讓心正直，可以讓心不苦，可以把心帶到淨化的層次。這一切

都是因爲修行。修止觀禪兩者可以淨化内心。止禪的内心淨化可以鎮壓煩惱。

觀禪的内心淨化可以斷除煩惱。這兩者的作用接近。任何有定之人，煩惱在他的

生命裏不活躍，暫時被淨化。過後修習觀禪，智慧提升，可以斷除煩惱。這稱之

為止觀禪。在佛陀的教法裏，止觀禪非常重要。任何人修止觀禪，都是在保護著

佛陀的教法。 

在斯里蘭卡的歷史記載著，在佛陀成佛後的第一年，曾經來過斯里蘭卡。

就是我們曾經聽過佛陀度 Kassapa 三兄弟的故事。當時佛陀要幫助 Kassapa 三兄

弟，去到他們那裏住下來。有一天，Uruvela Kassapa 大哥要辦一個大慶典，會有

幾千人前來，由於害怕他的信徒們會跑去佛陀那裏，所以他想：“如果佛陀不在

是比較好的。”當時的他還不知到佛陀是真正的佛陀。佛陀知道他的想法，於是

就離開那裏。斯里蘭卡的歷史記載著，佛陀當時裏離開那裏，來到了斯里蘭卡。

當時的斯里蘭卡是一個夜叉島，有許多的夜叉。佛陀來到時，佛陀向他們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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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鋪上坐具的小地方。佛陀下來後，只有一個坐具範圍的小地方，周圍都是夜

叉。由於佛陀之威力，佛陀説法的力量，夜叉們都害怕而越離越遠。佛法裏提到，

他們甚至離到了島外。佛陀變出了一個地方讓他們住下來，不然他們沒有地方住。 

告訴大家這一個故事的原因是要以此故事作爲我們内心的例子。 在我們運

用禪修之前，也有許多的‘夜叉’住在我們的内心裏。一個是貪，一個是瞋、一

個是癡、一個是慢… 所有的力量都非常强大。有時貪、有時瞋、有時癡、有時

慢… 這些的‘夜叉’都住在我們的内心裏。我們必須得跟它們要一個立足之處，

就像以上故事，佛陀跟夜叉們要一個小地方一樣。我們請它們給的地方就是給予

禪修目標。當把禪修目標帶到心裏時，不會馬上就有用的，因爲周圍有許多‘夜

叉’。我們一再的讓禪修目標變得强大，禪修目標要變得强大來自於一再的修行。

從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今天、明天… 一直修行，禪修力量才會逐漸强大。

最後，當禪修力量非常强大時，它們就會離開，就有如夜叉們因爲佛陀的威力而

離開島嶼。 

整個内心都充滿禪修的力量，這個力量我們稱爲定力。整個心都是禪修的

力量，無有其他的力量。之前由於貪、瞋、癡… 内心都是黑暗的力量，現在這些

黑暗暫時消失了，現在是光明的力量。這個光明的力量是由禪修目標，即善的目

標所生起。這也稱之為無貪、無瞋、無癡的目標。這些的目標都可以生起此光明

的力量。這些的條件生起，依靠於我們給予禪修的支助。一再的支助，就會越來

光明。之後，我們必修得維持，要不然，‘夜叉’就會又回來摧毀一切。所以，

我們必須得保持住，不讓它們回來。這稱爲維持定力、定力的自在。從早上到晚

上都可以維持的這個能力，就是定的自在。那麽‘夜叉’就會害怕，不會來這個

地方。 

當‘夜叉’强大，你把禪修目標放入心裏就會被破壞。當禪修目標的力量

强大，它們無法住下來，就會離開内心。這就是止禪。即使他們離開了，我們也

必須得完全的斷除它。要如何做到呢？我們需要觀禪。觀禪可以培育智慧。智慧

的培育依靠於以不同的角度去專注目標，那麽智慧才得以培育。這樣的思惟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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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禪。舉個例子：一個目標，我們以色法的角度去專注，有地、水、火、風、色、

香、味、食素，純八法聚。這些色法也是因和果。這個色法是這個因，那個色法

是那個因…。用不同的角度去專注，去思惟，智慧就會逐漸地增長。智慧增長的

方式稱爲觀禪的思惟。 

我們的内心喜歡狹窄的專注。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就：‘哦，這個人。’

看到建築物, 就：‘這是建築物。’ 看到樹，就：‘這是樹。’由於長久的習氣，

我們的心喜歡這樣狹窄的 Saňňa 想。所以就會如此的去看人、建築物、樹、植物

或任何事物… 這就是我們内心的自然現象。當這樣的去專注人、建築物的時候，

内心沒有任何提升的話，心對待的方式就是，當我們以這樣的方式去看目標，就

會：‘啊，這是很好的’。因爲狹窄的專注，‘啊，這是很不好的’，‘這是醜

的’，‘我喜歡’，‘我不喜歡’，這就是對待目標的自然現象。我們對目標的

認知有限，我們所知道的目標只是 Saňňa 想。當看到人，馬上就，‘這個人’ 、

‘這人很好’、 ‘這棟建築物很美。’我們内心的自然現象就是狹窄專注的方式，

因爲這個 Saňňa 想。改變如此專注的方式，我們稱之爲觀禪的訓練。我們必須得

換掉這個系統，不然我們得一再又一再的受苦。貪的苦、瞋的苦、癡的苦、慢的

苦，全部我們都會苦，這是因爲我們一直維持著以往的習氣。 

如果任何人的專注‘人’的時候能夠如此專注 — 首先，結生。他可以專注

嬰兒的時候，然後長大到現在，接著專注老、死以及消失。這個‘人’，有兩種

主要的力量，色法和名法。這兩者一起出生，這兩者一起老、這兩者一起病以及

死。如果任何人能夠如此的專注，那麽專注‘這個人是好的、不好的、慢’，這

個部分的幾率會大大的減少。原本貪、瞋、癡、慢，這些的的心都被智慧替代了。

現在你們可以看到有修觀禪以及沒有修觀禪之人的差別。沒有修觀禪的人，當看

‘人’的時候，‘這個人很好’，‘這個人很美’，‘我不喜歡他’，‘我比他

高等’… 都是貪、瞋、癡、慢這些。但是，修觀禪的人，他會專注這個‘人’為，

‘這個人也是生、現在年老、過後會老、會死， 都是色法、都是名法、時時刻刻

都在變化。這樣的專注是不一樣的，是有智慧的。現在你們可以理解到，有正確

訓練的佛弟子以及沒有訓練的人是不一樣的。沒有訓練的人，他想的是貪、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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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而佛弟子他們專注的是，世間在改變，一天會死，這是因爲他們的心有訓練

過。這個部分我們可以透過内心的訓練去做到。訓練心去看生、變老、然後病、

然後死。生的時候，有許多的色法，老的時候許多的色法，生病、死亡。生、老、

病、死的時候有許許多多的名法。還有這些色法，名法的因和果。這些的細節，

我們必須得一個一個的去訓練。要不然，我們不會看到。這就是爲什麽帕奧禪師

鼓勵先專注的的是色法，直到你對色法是非常清晰的。然後名法，然後因果。所

以，這些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當你一再又一再地訓練，你的專注的方式是不一

樣的。之前你專注世間的方式和現在專注世間的方式是不一樣的，這稱之爲智慧。

當智慧越來越成熟，你能做到的是，把所有的‘夜叉’都取出來，它們再也無法

住下來了。這稱爲 Dhammārāmo 住法者，意思是修止禪和觀禪。這個訓練非常重

要。當我們專注入出息念、三十二身分、四大，這些稱爲身隨觀念處，專注身體。

專注對目標的感受，稱爲受隨觀念處。我們理解那個專注的心，是心隨觀念處。

專注其中的成份，我們作思惟，是法隨觀念處。受隨觀、心隨觀和法隨觀，這三

種稱爲觀禪。第一種，就只是專注目標，是身隨觀，稱爲止禪。如果專注身體為

無常、苦、無我，這可以到觀禪。如果是一般的專注，那就是止禪。在四念處裏

涵蓋著止禪與觀禪。我們每天都需要訓練，逐漸地，我們的心就會打開給止觀禪。

留在心裏的就會一直是止觀禪的力量，那煩惱的力量就會變弱。當一些事情發生

時，我們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專注，要不然無明就會摧毀我們的心。比如: 有人來

駡你，你也馬上駡回去，馬上就爆炸，很多事發生。可是如果你有觀禪的理解，當

有人來罵你，你可以專注 —‘哦，有人罵我。爲什麽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我

的業，我必須得承受的’。又或者，他來罵我，想：‘之前沒有駡我啊，現在有，

以後應該不會有。這是無常’。所以，我們可以不同角度的去專注它，要不然如

果我們只以某個角度去專注，‘這個人罵我’，那麽就會很容易就升起情緒。如

果任何人專注的是，‘如果我罵回他，傷害了他，這不好。’，‘駡人是他們的

責任，保護自己的心是我的責任。如果我需要教導他一些東西，現在不是對的時

候’。所以，他們在罵的時候，我們就只是聼。在對的時機來時，我們會教導他，

告訴他：‘我有在聽著你的責駡，這傷害的是你自己，破壞你自己的心，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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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樣的方式會更有用。要不然，他駡人的時候，我們也罵回去，他會更激

烈。因爲火在燒著，我們再繼續放進乾燥的草，火就更大。我們之所以學到這些

是因爲心可以專注不同的角度。這種的訓練稱爲觀禪的訓練。我們需要持續地如

此訓練，直至所有的‘夜叉’消失、所有的煩惱消失。 

你們知道有些很小年紀的孩子，小小就已經很聰明、與衆不同。是什麽原

因呢？原因是他們在過去世有很多禪修。你們知道佛陀，佛陀在過去世也是禪修

很多，我們無法想象佛陀在一出生的時候，就能走路，就能説話。在五個月大的

時候，就能入定，禪修的力量自然而然的入定。出離之後，跟隨第一個導師，馬

上就入到七定。跟第二位導師學習，馬上就入到八定。也是非常容易，因爲過去

世的修行。我們前幾天解釋到的兩個男孩1，他們過去也是有修行的。他們有提及，

他們過去是有修行、有禪修的。在他們的過去世，如果有佛陀的教法，他們會學

佛。可是如果那個時候只有其他的修行，如隱士的修行，他們也會修。我們也是

一樣的，現在有佛陀的教法，我們修行佛陀的教法。如果未來，沒有佛陀的教法，

只有隱士修行的教法，我們也會修行。這些修行的力量建立起來，你帶著這些力

量死後，下一世很自然的就會有這些的力量。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聖

法大長老。大長老在出生的時候，還是嬰兒，還在媽媽的手中就能憶起他的過去

世。不止如此，在五六七嵗的時候，自然而然的開始學習一些佛法，也很容易專

注。很自然的會閲讀、會背書、定力這些都也很容易。這是因爲過去世的修行。今

天我們做很多的訓練，如果可以，我們今世證果。如果波羅蜜不足，未來會證果。

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法上、修行上，這稱爲 Dhammārāmo  住法者，我們都是 

Dhammārāmo  住法者。如果我們對修行抱持欲，我要修行、我喜歡，這是

dhammarato 喜法，意思就是喜歡修行的欲。Dhammaṁ  anuvicintayaṁ，意思是他們

思惟著：‘如何培育定、如何培育觀禪、這會帶來什麽樣的利益、如果不培育

會怎樣？如果培育又會怎樣？’這樣的方式就是 cintayaṁ 去思考它。接著佛陀說，

1 一個是 7 歲的斯里蘭卡男孩，來自貧窮家庭，自己精通三語，記得過去世，懂得科學、世界所有的事情。另外一個 11 歲男

孩，Megha Wijewardane，澳大利亞籍（父母原本是斯里蘭卡人），6 個月會閲讀，4 歲上大學，9 歲畢業成爲科學家，申請加

入 NASA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考試 100 分。現在 10 歲，為 NASA 大使，也教導其他科學家以及高等教育人士。他得知

這個 7 歲斯里蘭卡男孩的出現，他表達願意幫助這個男孩，培育他快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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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ṁ anussaraṁ，anussaraṁ的意思是憶念它。憶念這個修行、憶念這個修行、

又憶念這個修行。如果任何人以這四種的方式訓練法，他們的法會越來越强大，

如是的比丘，稱爲 Dhammārāmo 住法比丘。佛陀說，有這樣的比丘，佛陀的教法

不會復退。這就是這首偈子的含義。 

Sādhu! Sādhu! Sādhu! 

2020.12.26 聖喜長老於正直寺法句經開示 

Sayalay Kalyani 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