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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部派論著中，對於慈、悲、喜、捨，與四禪的關係有看似不相關的說法。

例如周柔含認為四種無量與四種禪那沒有次第意義，而只是突顯四禪的特相。本

文旨在探討北傳的說一切有部（縮寫：有部）與南傳的分別說部中，慈悲喜捨能

能達到第幾禪那而做討論，透過收集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與分

別說部的《清淨道論》中所有與慈悲喜捨有關的論典，整理、分析、歸納四無量

心如何獲得禪那的修習途徑，所以本論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探討四無量心的內

容： 

一、主要探討《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中有關四無量心與禪地關係的內容，並加

以分析、整理、圖表。 

二、接著探討《清淨道論》〈第九品、無量心品〉中有關四無量心與禪地關係的內

容加以分析、整理、圖表。 

三、以對法的方式呈現這兩者對於四無量心的思想之異同。 

四、最後再總結研究成果，並前瞻未來可能再研究的議題。 

 研究結果發現： 個人認為有部《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的四無量心與禪支有

密切的關係，而《清淨道論》則是與所緣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本身就已決定所能

獲得相關的禪那。此外，南北禪修方法，在傳承上一致相同，而且也沒有多大的

差異，只是從後期的《論著》中對於禪修方法甚至名相，做了更詳盡的解釋與整

理。 

 

 

 

關鍵詞：四無量心、梵住、禪地、大毗婆沙論、清淨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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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符表 

《心論經》=《阿毗達磨心論經》 

《甘露》=《阿毗曇甘露味論》 

《法蘊》=《阿毗達磨法蘊足論》 

《品類》=《阿毗達磨品類足論》 

《界身》=《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俱舍》=《阿毗達磨俱舍論》 

《婆沙》=《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發智》=《阿毗達磨發智論》 

《集異》=《阿毗曇磨集異門足論》 

《雜心論》=《雜阿毗曇心論》 

《識身》=《阿毗達磨識身足論》 

AN ＝Anguttara-nikaya 

DN ＝Digha-nikaya 

MN ＝Majjhima-nikaya 

SN ＝Samyutta-ni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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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動機 一、

 四種無量心能獲得第幾禪那，可說是眾說紛紜沒有定言，又在諸多禪法當中，

四無量心有特別於其它方法，如它有保護禪修者的功用，並且提升修行者禪定的

功夫，並且善能顯發修行者度脫眾生的悲心，然而這修行方法能有多大的功效，

或者說能進入到什麼樣的境界，則諸部論書的說法均有些出入，如此巨大的差異

引起我對於此課題的探討。 

 另外，於《阿含》中對於此四無量心與禪定關係的資料不多，而且比較簡單

扼要，所以從論藏下手是明智之舉。又從論藏資料以及過去的研究論文中，發現

到唯有說一切有部（有部）發展出完整又有系統的阿毗達磨論藏，能與巴利上座

部佛教的阿毗達磨論藏，擁有同等的地位 ，而這兩部的阿毗達磨論藏，也是現今

南北兩傳，教理的主要依據。因此，本人鎖定在這兩個部派的論典上是有明確的

理由。 

 又在上座部中，《清淨道論》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註釋書，而一般人都會認為

與之相對應的會是北傳說一切有部的《俱舍論》，但是當我個人在研究《俱舍論》

與《婆娑》的內容上，似乎《婆沙》對於四無量心的內容更詳盡與豐富，因此，

挑選了《婆沙》與《清淨道論》為主要研究的對象，而這二者正好也是註解南北

兩傳的七部論著的重要著作。從這點來看兩者具有代表性，而且能夠看出兩個傳

承上對於四無量心與禪定關係等議題的異同。  

 研究步驟與方法 二、

 本研究計劃將採用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來進行。首先，本文將從部派的角度去

探討四無量心與禪地之關係，又最後將兩個者作比對。另外，本文中也運用語言

學的方法以及版本比對，如《婆沙》的三種異本。本文的主要架構如下列圖表：  

 

 

 

 

 

 

 

 

 

《婆沙》四無量心與禪地之

探討 

 

《清淨道論》四無量心與禪地

之探討 

 

比對兩者的異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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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文獻 三、

（一） 《毗婆沙論》之簡介 

以下將展開，對《毗婆沙論》扼要的介紹，以及四無量心在諸部論書中的所

出現的章節。 

首先，根據 C.Cox 等學者的看法，《毗婆沙論》的組織年份各有差異，就現有

的資料來看，有三種說法，那就是根據《阿毗曇毗婆沙論》的序言中所提到，此

論為佛入滅的 600 年，由五百羅漢組織而成。另有根據《婆藪槃豆法師傳》的說

法，此論在佛滅 500 年集成，而作者多了五百菩薩。還有，根據玄奘法師之說，

此論是在佛入滅的 400 年後完成的，同樣的是由五羅漢所完成的一部論。最後，

根據《開元釋教錄》的看法也同樣的是佛滅的 400 年。1
 

若根據印順法師的說法，此論大約於西元 150-200 之間完成2
 。又有西方學者

E. Lamotte 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資料推斷此論於西元 128 至 151 之間完成。3
 還

有，日人齋藤滋的說法是西元 150-200 之間。4
  

另外一點，此論的架構，基本上是依四聖諦為主。5
 又根據〈阿毗達磨七論〉

的文章提到，說一切有部的論書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個時期，以下是作者對諸位學

者對於有部論書的分期6
 ：

                                                       
1 Charles Willemen, Bart Dessein, and Collett Cox (1998). Sarvastiva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Brill).pp. 
231-232. 
2
 釋印順，《說一切有部為主的論書與論師之研究》，p. 212。龍樹 Nāgārjuna 的《大智度論 

》多處說到《毗婆沙論》；龍樹為西元二、三世紀人。《大毗婆沙論》的編集，在迦膩色迦王 

以後，龍樹以前，所以或推定為西元二世紀中至一五 0 年前後，大體可信。 
3
 Lamotte, 1991, 585. 

4
 齋藤滋，〈説一切有部における「アビダルマ」〉，印度學佛敎學硏究，第 57 巻，p. 01。 

5
 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2008，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 454。 

6
 莊國彬，〈阿毗達磨七論〉，2005，法光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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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依據 時期 

福原亮嚴 《有部阿毗達磨論書的

發達》7
 

三

期 

初期 中期 後期  

       木村泰賢 《阿毗達磨論書之研

究》 

四

期 

契經型態 解釋契經 

 

獨立時期 論書綱要期 

印順法師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

書與論師之研究》 

四

期 

本源時期 獨立時期 解說時期 組織時期 

美 國 學 者

C.Cox 

文章 

〈Disputed Dharmas〉8
 

四

期 

釋論時期 

 

毗曇時期 詮釋毗曇時

期 

組織時期 

論書樣本   有部三論 

《阿毗曇磨集異門

論》 

《阿毗達磨法蘊足

論》 

 

《施設論》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 

《阿毗達磨發智論》 

 

《婆沙論》、 

 

《俱舍》、《心

論》、《雜心

論》、《順》等

等 

                                                       
7
 此三期的分法，不等同其他學者認為四期中的前三期。 

8
 Collett Cox，Disputed dharmas_earlybuddhist theories on existenc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由此得知，《毗婆沙論》的功用是在詮釋前期的毗曇，而這裡所說的毗曇是

指七論。不僅如此，根據 C.Cox 的說法，此論也加強更早前論著中的不足之處，

還有這部論對所有後續說一切有部論著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它對每一個有爭議的

理論問題，幾乎給予了所有的可能與定位，並且它不僅是在外形上顯著教義分歧，

反之它還具體給予經文合理的論據，也一字不漏的被後被後續的論典所引用。還

有，此論當中也記錄了不少當時候部派與祖師的看法，這可謂一部漢譯中的重要

著作之一。9
 

另外，此《婆沙》在漢譯中有不同的譯本，對於此如下的表格是它們的文獻

背景10： 

論著 完 整

度 

年代（西元） 譯

論

地

點 

數量 譯者 

印順

法師 

C.cox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

論》

（AbhidharmaVibhāṣā

） 

詳備 656-

659 

656-659 在

長

安

譯

出 

共 200

卷 

玄奘論師 

《鞞婆沙論》、 

《阿毗曇毗婆沙》、 

《鞞婆沙阿毗曇》 

有 缺

失 

約為

389

或

390 

383 在

長

安

所

譯 

 

 

共 14

卷 

僧 伽 跋 澄 譯

（Saṃghabhūti）

僧伽提婆在洛陽

譯改 

《阿毗曇毗婆沙論》 僅 為

八 犍

度 中

前 三

犍 度

的 廣

說。 

425

──4

27 

437-439 在

涼

州

譯

出 

共 100

卷 論

文 散

失 了

40

卷。現

存 60

卷 

道泰與浮陀跋摩

（ Buddhavarma

n） 

 如上是在三部譯本的文獻背景，根據兩位學者的看法，他們的翻譯年代基本

上是一致的。又根據周柔含的研究中，發現此三本有關與無量的內容分佈在不同

                                                       
9 Charles Willemen, Bart Dessein, and Collett Cox (1998). Sarvastiva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Brill).pp. 239. 
10

 釋印順，《說一切有部為主的論書與論師之研究》，第五章。 



 

的卷數當中，《鞞婆沙論》卷 11，491a-500c；《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42 315a-324c；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1，420b-431b。11
  

另外，根據藏經目錄的資料，此三部異本異譯的《毗婆沙論》收入在不同的

藏經之中，請參考電子藏經目錄的資料。12
 如上是《婆沙》的介紹。   

如上的介紹中可以發現此論對後續的論有重大的影響，所以如下是在諸論書

中，提到四無量心的主要章節： 

論著 四無量心的內容 

《法蘊》 第十二品是無量品 

《集異》 第三法品 

《施設論》 因施設門第六品中，有少許對於慈心定

的內容 

《品類》 辯千問品第七之四 

《界身》與《識身》 無 

《發智論》 定蘊第七中攝納息13
 第三 

《婆沙》 結蘊 14
 

15
 第二中十門納息第四之十

一，或者是在卷八十一、八十二、八十

三 

《阿毗曇心論》 定品 

《心論經》 定品 

《雜心論》 定品 

《俱舍》 分別定品 

《順正》 辯定品 

如上的表格，是通過匯集所有有部論著典籍所得到的結果。在各部論著中四無量

心的內容都被編排到不同的章節中，如《發智論》是在定蘊中，而《毗婆沙論》

則是在結蘊的章節中，然而自《毗婆沙論》之後的剛要書都把它列入定品之中。 

（二） 巴利上座部論著《清淨道論》之簡介 

此論的問世，在五世紀前半世紀的覺音論師（Buddhaghosa，譯為覺音或佛

音，精識三藏，精巴利語，為《清淨道論》的作者，論師是引證佛教早期的聖典

以及文獻，將分別上座部的教義組織起來，依大寺派之思想完成此偉大著作23

品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並以巴利語注釋聖典，大為時眾所重。16 

                                                       
11周柔含，〈《婆沙論》三譯本及其成立〉，p. 13。 
12

 網絡資料：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jinglu.cbeta.org/，登入時間：20/05/2014。 
13

 這裡所謂的納息（梵語 varga）就是品數。參考：《佛光大辭典》。 
14

 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173。蘊是 skandha。與五蘊有相同意思。 
15

 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504~505。《舍利弗阿毗曇論》有「煩惱品」

與「結品」；《發智論》也稱為「結蘊」，因此這所謂的結蘊主要是討論關於煩惱的種類。根據《佛

光大辭典》當中提到，其梵語 bandhana 又作結使。結為系縛之義。 
16 釋印順，《印度之佛教》，p. 229。 

http://jinglu.cbeta.org/


 

現今的《清淨道論》收藏於，《南傳大藏經》第 62 至 64 冊。由於使用性高，

所以有不少的翻譯書與註解書問世，如近代日本水野弘元，譯成日文（1937～

1940）。又於（1985）由葉均居士（了參法師）譯成中文並且出版。故此，本文

主要依據葉均居士的中文版《清淨道論》17
 ，並且兼參考巴利原典18

 與英文版

之《清淨道論》19
 ，並且有現代論著的詮釋，如緬甸的帕奧禪師、馬哈希尊者

等等著作，都是值得參考的資料之一。另外，其主要的修行道次第是依據，巴利

上座部藏經之中部（Majjhima- nikāya）當中的第 24 經 Rathavinīta-sutta（《傳車

經》）作為《清淨道論》的修道次第，也順帶一提，這部經亦能從《中阿含經》

當中被找到。20
 此經的內容主要以譬喻來闡明，佛法不是單方面的實踐，需要

多方面的學習以及次第性才能完成，故此論開展出七種清淨和十六觀智。此外，

《清淨道論》也是同樣的繼承了巴利上座部的七論後的集大成之佳作。21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此論的底本是依據漢譯當中的《解脫道論》22
 。

以下是《清淨道論》的全書架構： 

緣起 序論 

戒學 1. 戒品 

2. 頭陀支品 

定學 3. 取業處品 

4. 地遍品 

5. 餘遍品 

6. 不淨業處品 

7. 六隨念品 

8. 隨念業處品 

9. 無量心品（第九品） 

10. 無色品 

11. 定品 

12. 神變品 

13. 神通品 

慧學 14. 蘊品 

15. 處界品 

16. 根諦品 

17. 慧地品 

                                                       
17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2002，正覺學會。 
18 Buddhagosa，Visuddhimagga，1975，The Pali Text Society. 
19 Buddhagosa，The Path of Purification，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al. 
20 《中阿含經》卷 2〈1 七法品〉, T01, no. 26, p. 429, c28)。相對應於巴利藏經中的中部：M. 24. 

Rathavinīta-sutta，[No. 125(39.10)]。 
21 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2008，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 210。 
22 釋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p. 236~237。有名的《眾聖點記》，就是從此傳出的。梁僧伽婆

羅，在西元五一五年，譯出《解脫道論》，這是銅鍱部的要典──覺音《清淨道論》所依據的。 



 

18. 見清淨品 

19. 度疑清淨品 

20. 道非道智見清淨品 

21. 行道智見清淨品 

22. 智見清淨品 

23. 修慧功德品 

總結 結論 

 承如上面說述，此論的定學之中，列舉了 40 種之多的禪修法門，而無量心

品是這次研究的內容。又在《清淨道論》的無量心品中，可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 

（1）討論關於慈、悲、喜、捨的修行次第， 

（2）討論四無量心的其它課題，如慈悲喜捨的語義、慈悲喜捨的相、味、

現起、足處、成就、失敗等等的問題，若要閱讀詳細資料可參考《清淨道

論》。23 

 如上是對《清淨道論》的簡單介紹。 

（三） 說一切有部與巴利上座部研究資料之異同 

根據上文的整理以及前人的研究，大致上兩個傳承的文獻資料，可劃分為幾

個階段，以下南北兩傳的差異點： 

 

 

 

項目 北傳說一切有部 南傳巴利上座部 

修道論 四諦說24
 戒、定、慧三學25

 

論藏 七部論：26
 

1. 《阿毗曇磨集異門論》 

2.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 

3. 《施設論》 

4.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 

5.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 

6.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 

7. 《阿毗達磨發智論》 

七部論：27
 

1. 《法集論》 

2. 《分別論》 

3. 《界論》 

4. 《人施設論》 

5. 《論事》 

6. 《雙論》 

7. 《發趣論》 

綱要書、 

註釋書 

1. 《大毗婆沙論》 

2. 《阿毗曇心論》 

1. 《清淨道論》 

2. 《入阿毗達磨論》 

                                                       
23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2002，正覺學會，p. 319f. 
24 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2008，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p. 454-455。 
25 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2008，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p. 454-455。 
26 參考大正新修大藏經目錄。 
27 水野弘元，《巴利論書研究》，2008，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 205。 



 

 3. 《阿毗達磨心論經》 

4. 《雜阿毗曇心論》 

5. 《俱舍論》 

6. 《順正理論》 

7. 《阿毗曇甘露味論》 

3. 《色非色分別論》 

4. 《諦要略論》 

5. 《斷疑論》 

6. 《名色抄論》 

7. 《攝阿毗達磨義論》 

8. 《第一義決定論》 

9. 《名色差別論》 

10. 《名行燈論》 

 如上的圖表，顯示出《婆沙》與《清淨道論》都屬於重要的剛要書、註釋書，

有承先啟後之功用。 

 

 二手文獻 四、

 從藤田宏達28
 的文章當中，可以得知梵的思想是從其它外道而來，如在《奧

義書》當中，所以地位被輕視，因多與升天法、外道學說有關，然而四無量心可

與戒、定、慧有關係。29
 而與定學有關系的文字也不少，如增永靈鳳30

 這位學

者，就對四無量心與禪地關係做研究，然而筆者根據《分別論》當中的說法，認

為四無量心的慈、悲、喜能得最高三禪，而捨能得四禪，又根據馬場紀寿的研究，

認為巴利文獻禪定論的系譜，應該是經律到《分別論》，又到《解脱道論》最後

才到《清浄道論》31
 ，然而根據周柔含32

 學者的文章卻認為四無量心對四禪而

言，並不具次第意義，而且根據《清淨道論》的說法，聖者所修的四無量心可超

越梵天至四無色界的果報，所以可以看出禪地與四無量心的關係有多種不一致的

說法。 又王秀英學者也同樣有涉及到四無量心這一部分，而指出在《俱舍論》

中四無量心是由靜慮所引發的功德，而《清淨道論》中所談的四無量心，則為了

證得四禪，但是這一點是否與《婆沙》的說法相同或有抵觸則有待研究33
 。此

外，在討論有部的四無量心相關的文章有法光法師34
 和阿部真也35

 等等的文章

可以供參考，但是因為涉及範圍較多元化，導致對於四無量心與禪地的關係的內

容不足，而且主要只是在解讀論的意思，並且未從其它傳承如巴利佛教，去看待

四無量心的修法，但是文章紮實，並且值得參考。還有，其它論著如《向智尊者

論四無量心》當中也有談到相關的問題。36
 

                                                       
28 藤田宏達，〈原始仏教における生天思想, 412 – 420。 
29 平野眞完，〈阿含に於ける四無量心について〉，法然學會研究紀要。 
30 增永靈鳳 ，〈四無量心的研究〉，實踐宗乘研究會年報，pp. 120–132. 
31 馬場紀寿，〈パーリ文献における禅定論の系譜〉，印度學佛敎學硏究 第 57 卷第 2 號，p. 244。 
32 周柔含，〈四無量心初探〉， 印順法師獎學金得獎論文。 
33 王秀英，〈《俱舍論》與《清淨道論》之比較〉，2001，玄奘人文社會學院，p. 163。 
34 KL Dhammajoti 法光，The Apramana Meditation in the Sarvastivada，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v. 8, pp. 148–165. 
35 阿部真也，〈有部論書における四無量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敎學硏究，第 56 卷。 
36 向智尊者 (1993). 向智尊者論四無量心 (佛教出版社). 



 

 因此，四種無量與禪地關係可說錯綜複雜，未有能全面的了解，所以本人希

望借此研究找到它們的糾結點，並產生釐清它們的不同之處。 

 說一切有部的四無量心與禪地之關係 第二章

 說一切有部四無量心的修習 一、

（一）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四無量心的定義 

1. 四種無量 

在《集異》、《婆娑》等等的論書當中都有提到：「四無量者：一、慈無量，

二、悲無量，三、喜無量，四、捨無量。」37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心

論》中，論師僧伽提婆則翻譯此四無量為慈、悲、喜、護，這二者之間「捨」與

「護」是否有什麼不同，像這樣的翻譯在阿含經也能見到，如：「行四等心，慈、

悲、喜、護，身逝命終，生梵天上。」38 ，另有在《增壹阿含經》中也提到「由

慈三昧，辦悲三昧；緣悲三昧，得喜三昧；緣喜三昧，得護三昧。」39
 ，然而

這都出自於僧伽提婆的翻譯。因此，我個人認為此譯者主要用「護」取代「捨」

無量，而我個人的解讀是，「護」既有自護與護他兩方面，如《阿含》當中提到

自護護他： 

如汝所言，各自愛護，然其此義亦如我說，自護時即是護他，他自護時亦

是護己；心自親近，修習隨護作證，是名自護護他。40 

另外，根據個人所閱讀到的資料中，《俱》的梵文本當中，所運用的詞彙是：

maitrī、 karuṇā、muditā、upekṣā，這與南傳《清淨道論》所運用的巴利語佛教

名相是一樣的，若就此推斷世親尊者，有參考前人的著作而撰寫《俱》，那麼在

部派之中應該是共通採用同一個名相，應該屬於同樣的詞彙來代表四無量心，而

這四個字也是一般學者所認同的梵文詞彙，也就是說南北兩傳所運用的詞彙是相

同的。 另外，根據學者Harvey B.Aronson的研究成果，他認為慈悲在巴利語中，

多以 mettā 與 karuṇā 來呈現41
 ，這一點與梵文本的《俱》是相同的。因此，可

以更加的肯定在部派當中所運用的此詞彙是相同的。 

2. 《婆娑》對慈、悲、喜、捨的定義 

如上所述，大致上已確定四種無量，即慈、悲、喜、捨，但是這四種心有什

麼含義呢？《婆娑》提到： 

                                                       
37《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6〈5 四法品〉, T26, no. 1536, p. 392, b7-8) 
38《增壹阿含經》卷 1〈1 序品〉, T02, no. 125, p. 552, a14) 
39《增壹阿含經》卷 39〈43 馬血天子問八政品〉, T02, no. 125, p. 761, a6-7) 
40《雜阿含經》卷 24 , T02, no. 99, p. 173, b12-15。 
41 趙淑華 (1997). 有關慈悲的諸問題. 法光學壇 36–44，pg40. 



 

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 

慈：謂與樂作意相應，無瞋善根為性。 

悲：謂除苦作意相應，無瞋善根為性。有說：不害為性。 

喜：謂慶慰作意相應，喜根為性。有說：以善心所中欣為自性。 

捨：謂平等作意相應，無貪善根為性。42 

因此，我可以得知在《婆娑》中，慈、悲、喜、捨，即有與樂、拔苦、慶慰

以及平等的含義。 

 

3. 梵住的定義 

另外，在佛教當中，也稱此四種心為四梵住，如在《清淨道論》一樣稱此四

種心名為梵住，然而為何我們要稱此四種心為梵住呢，根據《婆娑》43當中所提

到的無量，其實也可以稱為梵住。這是因為，婆沙論者認為，這四種心有關係到

升天的方法，有對治欲界的煩惱，並且聖人所具備的德行與功德，而稱它為梵住，

所以就我個人認為，梵既有清淨的意思，如離欲界的染污淫欲心。 

而這一點，在卷 26 也提到：「梵住：謂自性寂靜的意思」44 ，即所謂的自

性寂靜是指涅槃的一種境界，如卷 5 提到：「唯觀涅槃，是真寂靜。」45 不僅如

此，脇尊者也同樣認為寂靜是滅相。46
 另外，大德法救則認為，寂靜有無分別

的意思，如在卷 83 提到：「二由寂靜，謂於有情無分別轉。」47 此外，在《婆

娑》卷 80 提到： 

「靜慮支是何義？答：寂靜思慮，故名靜慮。」48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自性寂靜其實是指一種無煩惱的狀態如在禪定之中，而

極寂靜就是指涅槃的意思。因此，我認為《婆娑》在定義梵住有寂靜的意思，是

因為修習者能通過此四無量的修行得到內心的寂靜，如等同四靜慮一樣，存在於

一種寂靜的境界。也如《婆娑》所言，梵住也有暫時伏住煩惱的意思，如梵天沒

有瞋恚，無有淫欲心，所以自性寂靜。 

又《婆娑》當中提到： 

問：此何故名梵？答：極寂靜故，離災橫故，無罪累故，不惱害故，說名

為梵。49 

 總的來說，梵住既有對治煩惱義、梵行義、寂靜義、清淨義等等的意思。 

4. 無量的定義 

在有部漢譯的論書中，多數是用「無量」來代表此四種心，這是因為有部的

                                                       
42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141, T27, no. 1545, p. 726, c15-19) 
43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2, T27, no. 1545, p. 425, b9-10) 
44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26, T27, no. 1545, p. 137, a1) 。「自性寂靜故名梵住」 
45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5, T27, no. 1545, p. 24, b15) 
46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77, T27, no. 1545, p. 399, a23-24) 
47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3, T27, no. 1545, p. 428, a1-4) 
48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412, b22) 
49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182, T27, no. 1545, p. 911, c5-6) 



 

諸論師們認為佛教所修習的四種梵住，有別於外道所談的四種升梵天法：慈、悲、

喜、捨。因此，論師多是以無量來尊稱此四種心，以便區別兩者的不同。如在卷

141 中提到： 

問：何故名無量？ 

答：由此四種緣無量有情故，生無量善法故，招無量勝果故。廣說此四亦

如餘處。50 

 如上只是略說無量的定義，在別處有更詳盡的說明。又在《阿毘達磨大毗婆

娑論》卷 81 提到： 

問：何故靜慮無間，說無量耶？ 

答：靜慮引起四無量故。復次，靜慮無量更相引故。復次，以四無量是靜

慮中勝功德故。」51 

 接著，同樣在卷 81 當中，更加的明確指出無量的定義，如下列的引文： 

問：何故名無量？無量是何義？ 

答： 

（1）.普緣有情對治無量戲論煩惱故名無量。 

問：戲論有二種：一、愛戲論，二、見戲論。何無量對治何戲論耶？ 

答：無量不能斷諸煩惱，但能制伏，或令轉遠。 

有時四種皆對治愛，有時四種皆對治見。 

若依四種近對治說，應言：慈、悲近對治見戲論，以見行者多瞋恚故。喜、

捨近對治愛戲論，以愛行者多親附故。 

有作是說：慈悲近對治愛戲論，喜捨近對治見戲論。 

（2）.復次，普緣有情對治無量放逸煩惱故名無量，謂四無量能近對治欲

界放逸諸煩惱故。 

（3）.復次，如是四種是諸賢聖，廣遊戲處故名無量。如富貴人有無量種

廣遊戲處，謂諸園苑宮殿臺閣遊獵等處。 

（4）.復次，如是四種能緣無量有情為境，生無量福引無量果故名無量。
52 

 總結《婆娑》對四無量的定義，即有：緣無量有情義、生諸善法義、引諸靜

慮義，滅諸戲論、放逸煩惱義，聖者所行義以及引無量勝果義。無量即有如此殊

勝的意思。從上面最後一點引無量勝果義來說，即可以與外道所修的四種升梵天

法，有所區別。外道雖然也擁有此法門，然而它們不強調斷煩惱，這一點與佛教

就有大大的不同。 

 另外，從其它論書中也有如上的說明。如在《阿毘曇心論》卷 3〈7 定品〉

提到：「無量者，四無量：慈悲喜護。無量眾生境界，故曰無量。」53 

 又在《俱》也提到： 

                                                       
50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141, T27, no. 1545, p. 726, c20) 
51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1, T27, no. 1545, p. 420, b8-11) 
52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1, T27, no. 1545, p. 420f, c13-14) 
53 《阿毗曇心論》卷 3〈7 定品〉(CBETA, T28, no. 1550, p. 824, a28-29) 



 

言「無量」者，無量有情為所緣故，引無量福故，感無量果故。54 

 另外，根據 Dhammadinnā
 55 認為，無量即所謂的梵住可以解釋為於精神層

面中無限的擴展、不斷廣闊、無法衡量、無邊、無限以及全面的向所有方向擴張

的一種狀態。 

簡言之，無量既有如上的意思。 

5. 四無量與四梵住 

無量是否等同於梵住，有什麼差別之處呢。這一點在《婆娑》當中就有詳盡

的解說，為我們說明兩者的不同之處。如在卷 82 提到： 

問：梵住、無量有何差別？ 

有作是說：無有差別。謂四梵住即四無量。復有說者：亦有差別……。梵

住、無量是謂差別。56 

 根據引文建構出如下的表格： 

事項 梵住 無量 

名即差別 梵住 無量 

對治不同 對治非梵 對治戲論 

對治非梵行 對治戲論行 

對治不信 對治放逸 

所得的不同 

 

在梵世者 在上地者 

在未至定及梵世者 在上地者唯名 

曾所得者 未曾得者 

外道所得 內道所得 

共所得者 不共得者 

 如上主要以《婆娑》的看法對二者的區別，而最後妙音論師認為佛教有不共

於外道的法，而名為無量，故此文章中均以「四無量心」為統稱，而不用四梵住

的名稱。  

（二） 四無量心與禪地之關係 

這裡所說的禪地是指修習者通過禪修方法所進入的境界。一般對於漢傳體系

而言，禪定多指欲界定、未至定、靜慮中間、四靜慮、四無色定以及滅盡定，而

南傳體系則有近行定、安止定、四禪、四無色禪與滅盡定。就《婆娑》的說法，

                                                       
54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 29〈8 分別定品〉, T29, no. 1558, p. 150, b20-22) 
55 Dhammadinnā (2014). Semantics of Wholesomeness: Purification of Intention and the 

Soter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Immeasurables (appamāṇas) in Early Buddhist Thought (新文豐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The immeasurables, also known as ‘Brahmās’ abodes’ （brahmavihāras）,can be 

briefly defined as mental conditions and meditative exercises that Buddhist texts describe as 

‘expansive’, ‘growing great’, ‘immeasurable’ （or ‘boundless’, ‘limitless’）, and directionally 

all-encompassing in （mental） 
56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2, T27, no. 1545, p. 425, b23-24) 



 

四無量心只能獲得欲界與色界的定，也就是說當修習者，如果不能得到究竟解脫，

此修習者將可以通過四無量心定的能力生至彼色界天，這也是《阿含經》當中所

提到的，修習四無量可得生梵天界是相同的。 

 接下來將討論《婆娑》當中，對於四無量心所能獲得到禪地進行探討，在論

中如卷 81 當中提到： 

地者：慈、悲、捨三在七地，謂欲界、四靜慮，及未至定、靜慮中間。 

有說：在十地，謂四靜慮、四近分、靜慮中間及欲界。 

喜無量在三地，謂欲界、初、二靜慮。57 

 根據如上的引文，架構出如下的圖表以方便了解它們的關係： 

 

四種心  禪

地 

欲

界 

未

至

定 

近

分

定 

靜

慮

中

間 

初

靜

慮 

第

二

靜

慮 

第

三

靜

慮 

第

四

靜

慮 

慈、悲、捨 ① 七

地 

√ √  √ √ √ √ √ 

 ② 十

地 

√  四

近

分

定 

中

間

定 

√ √ √ √ 

喜  三

地 

√    √ √   

 從上面的引文與圖表可以發現到，喜無量唯有在三地之中出現，那就是欲界、

初二靜慮，然而還有一點未能確定的是其它的無量到底是通於七地是通於十地，

則需要加以考證。 

 另外，在《雜心論》當中提到： 

若生欲界，離欲界欲及生初禪、二禪，成就四無量；若生第三、第四禪，

成就三無量，除喜。喜根性在二禪，非上地故，減此者無有。58 

 也就是說，在漢傳體系下的有部認為四無量心是於靜慮所生起的功德，如上

所說生初禪、二禪，成就四無量，所以此四無量心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修持禪定

的法門，而是得了禪定後所生起另一種的功德。再者，此論如同《婆娑》所說的

一樣，在第三與第四靜慮中，是沒有喜無量的，這是因為喜根性只在二禪以下。

相反的其餘的三無量，則可以在其餘的六地出現，如論中提到： 

「三無量或六 」者，除喜，餘無量在六地。未來、中間、根本四禪。或

有不欲令，在未來。59 

                                                       
57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1, T27, no. 1545, p. 421f, a1) 
58 《雜阿毗曇心論》卷 7〈7 定品〉, T28, no. 1552, p. 927, a18f。 
59 《雜阿毗曇心論》卷 7〈7 定品〉，T28, no. 1552, p. 927, c3-4) 



 

 因此，《雜心論》的看法如下： 

四種心 說

法 

禪地 未至

定 

靜慮

中間 

初靜

慮 

第二

靜慮 

第三

靜慮 

第四

靜慮 

慈、悲、捨 ① 六地 √ √ √ √ √ √ 

 ② 五地  √ √ √ √ √ 

喜  二地   √ √   

 與《婆娑》不同的是，此論沒有說到欲界定，然就我的推測是省略這一部分，

因為此四無量心是依欲界有情而起，如在論中有提到：「欲界現在前非餘。」60
 

 其次，在有部體系中的論著，如《甘露味論》也有相關的資料，當中提到： 

三等慈悲護及五通，根本四禪、中有。六地中，法智未到禪、中間禪、根

本四禪。喜等第一第二解脫，初四除入初61 禪二禪中有，餘殘。除入淨

解脫，八一切入，第四禪中有。62  

 根據如上的引文，大體上也和《婆娑》的說法相同，表格如下： 

四種心 說

法 

禪地 未至定 靜慮中

間 

初靜慮 第二靜

慮 

第三靜

慮 

第四靜

慮 

慈、

悲、捨 

① 六地 √ √ √ √ √ √ 

 ② 五地  √ √ √ √ √ 

喜  二地   √ √   

 再者，根據《俱舍論》的說法提到： 

第三但依「初、二 」靜慮，喜受攝故，餘定地無。所餘三種，通依六地，謂：

四靜慮、未至、中間。約定地以說或有欲令唯依五地，謂：除未至。是容豫德，

已離欲者方能起故。約容豫位明或有欲令此四無量隨其所應通依十地，謂：欲、

四本、近分、中間。此意欲令「定、不定地」、「根本、加行」皆無量攝。63 

四種

心 

 禪地 未至

定 

近分

定 

靜慮

中間 

初靜

慮 

第二

靜慮 

第三

靜慮 

第四

靜慮 

慈、

悲、

捨 

① 六地 √  √ √ √ √ √ 

 ② 五地   √ √ √ √ √ 

 
③ 

十地  四近

分定 

中間

定 

√ √ √ √ 

喜 ①  二地    √ √   

                                                       
60 《雜阿毗曇心論》卷 7〈7 定品〉, T28, no. 1552, p. 926, a4。 
61 《阿毗曇甘露味論》卷 2〈13 雜定品〉, T28, no. 1553, p. 976, b6-10。[1]〔禪〕－【宋】【元】

【明】【宮】。 
62 《阿毗曇甘露味論》卷 2〈13 雜定品〉, T28, no. 1553, p. 976, b6-10。 
63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 29〈8 分別定品〉, T29, no. 1558, p. 150, c15) 



 

由上《俱》的說明，就此議題可以更加明確的知道《婆娑》為何設施七地與

十地之理由，所以當我們只談定地時，那四無量心可在四靜慮、未至、中間出現。

若就凡夫而言，則修習者於四無量心能獲得五地，那就是四靜慮、中間。若要總

括全部的內容，「定、不定地」、「根本、加行」，則四無量心可在十地：欲、四本、

近分、中間之中出現。如下是《俱》的三種說法： 

 

依定地說 四靜慮、未至、中間。 

依有漏說 四靜慮、中間。 

依總括說 欲、四本、近分、中間。 

 此外，根據印順法師的看法認為，修行者可以先修到四禪後轉修四無量心，

並且認為喜無量，限於初二禪。64
 這樣的說法與《婆娑》與《俱舍論》等相同。 

 總的來說，《婆娑》主張，慈、悲、捨通於四根本定加上未至定與中間定成

為六地，而且只能是有漏的定，這是因為《婆娑》認為此四無量心是勝解作意，

而並非真實作意，所以無法斷除煩惱，而只是暫時伏此瞋恚煩惱。另外，喜無量

與其它的三無量有所不同，那就是它唯獨能獲得初二靜慮的禪地。換句話說，第

三靜慮中無喜無量心，所以《婆娑》的看法應該是根據禪支或者禪地的內容，而

判定靜慮中所能獲得的四無量心的數量，並且它們是同時具得並非足一足一的完

成，這樣的說法與其它的傳承有很大的不同，如下將會說明。 

 巴利上座部的四無量心與禪地之關係 第三章

 《清淨道論》四梵住的修習 一、

（一） 《清淨道論》四無量心的定義 

1. 四種梵住 

 根據巴利本的《清淨道論》，覺音論師提到四梵住，即所謂的慈、悲、喜和

捨的四種梵住65
 ，而所謂的梵住（Brahmavihāra），若照直譯就是 Brahmā 有梵的

意思，vihāra 有境或處所的意思，而複合成為「梵住」，其內容大致上與《婆娑》

當中所說的四種無量很類似。 

 如下將對於為何梵住只有四種，並非多或少於四種的問題進行討論。這一點

也在《清淨道論》當中也有提到：「依清淨道等而有四。」66 ，所謂的四種清淨

道即無瞋恚、無害、喜悅、無貪的清淨道。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此四種梵住主

                                                       
64 釋印順，《成佛之道（增註本）》，p123。 
65 Buddhagosa. Visuddhimagga， Edited by C.A.F. Rhys DAVIDS and D.Litt. Pali.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5. P. 295。Mettā、karuṇā、muditā、upekkhā. 
66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2. 



 

要是為了對治我們四種煩惱而有的一種方法，這與《俱》所說不盡相同。如下是

 根據《清淨道論》對四種梵住與四種清淨道的列表67
 ： 

梵住 清淨道 作意 比喻 

慈 無瞋 取來他人的利益 如母對幼兒。 

悲 無害 拔除他人的不利 如母對病者。 

喜 無憂 喜悅他人的幸福 如母對青年。 

捨 無貪 以無關心 如母對自能謀生之子。 

2. 《清淨道論》慈、悲、喜、捨的定義 

另外，對於此四種無量心的語義，可以從《清淨道論》當中得到了很明確的

說明，如下是《清淨道論》對慈、悲、喜、捨的定義： 

先當說愛（巴利語：Mejjati=siniyhati）而為慈，即慈愛（Mettā）之義。

或者對友人的態度（Mitta）及關於友誼的行動故名為慈（Mettā）。他人

苦時（Karoti）68，令諸善人的心震動（kampana）（同情）為悲（karuṇā）；

或者拔除殺滅（Kiṇāti）69他人之苦為悲。或者悲（karuṇā）乃散佈（kiriyati）

於苦者以遍滿而擴展之。喜（muditā）——即對所有之人而喜（modanti），

或自己喜悅（modati），或僅喜悅之義（modana）。棄捨（upekkhati）「願

彼等無怨」等的（慈等三者的）所作而至於中立的狀態，是捨（upekkhā）

的意思。70 

 如上可以用表格呈現： 

四種心 內容 

慈 Mettā 愛、感覺喜愛、友誼、慈愛、朋友之義。 

悲 karuṇā 同情他人、拔苦之義。  

喜 muditā 他人喜、自身喜或僅存內心喜悅之義。 

捨 upekkhā 前三者所作而處於中立之義。 

 如上是《清》的定義。 

3. 梵住的定義 

另有一點值得關於，在《清淨道論》當中是用「梵住」（巴利語：Brahmavihārā）

來命名此方法，而在論中提到了兩個定義，那就是： 

最勝義，無過失義。71 

當中所謂的最勝義是指修習四梵住的修行者以正當的行道72
 對諸有情，所

                                                       
67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2. 
68 Rhys Davids. Pali English Dictionary, 1895.P. 197. 
69 Buddhagosa.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Translated by Bikkhu Nanamoli. 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al, n.d.p343。Kiṇāti。Pali English Dictionary 將此字放在買（to buy）是不正確

的，真正的應該是鬥爭、殺害之義。梵文是 krṇāti。 
70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 319-320. 
71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1. 
72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219。因值得作正當行道的行道，故為「正當行

道 samicipatipanna）」。此與《解脫道論》中的「隨從和合」相同。 



 

以有最勝的意思。另外，對於無過失義的理由是，在修習此慈、悲、喜、捨將如

同梵天神而住。又梵天是以無過失的心而住，所以四梵行的修習者，能以無過失

的心而住，所以被稱為梵住。73
 

定義 解說 

最勝義 以正當的行道而對諸有情 

無過失 諸梵天以無過失而住，與四梵住相應者等於諸梵天而住。 

4. 無量的定義 

對於梵住的定義如上已經說明，接著將以《清淨道論》對無量的意思來說明。

在《清淨道論》當中說到，所謂的「無量」是指修習者，對所對應的境界而言，

故稱為無量，如這段文提到： 

其次此等一切（四梵住）是對無量之境而起。74 

 然而，此中所說的境界又是什麼呢？《清淨道論》接著提到此境界，是指無

量的有情，甚至對其中的一位有情，也不以小部分作為，修習四梵住的所緣，而

應該以全部分為所緣，如在《清淨道論》中提到： 

 因為無量的有情是此等（四梵住）的境界。甚至就一有情說，亦不採取

「僅對一部分身而修慈等」的這樣限量，須以遍滿全身而起（慈等）。75 

 此外，《清淨道論》也提到： 

 緣於欲界法而起的慧為「小所緣慧」。緣於色、無色界法而起的慧為「大

所緣慧」。這兩種是世間的毗鉢舍那（觀）。緣於涅槃而起的慧為「無量所

緣慧」。這是出世間的毗鉢舍那。如是依小、大、無量所緣為三種。76 

 總結如上的說法，《清淨道論》認為無量是指對廣大的有情，而起四種心，

也有遍滿的意思。 

（二） 四無量心與禪地之關係 

接著將談論關於《清淨道論》當中的四梵住與禪地之關係。在論中說到： 

但前面三（梵住）僅屬於（四種禪中的前）三禪及（五種禪中的前）四禪。

何以故？彼等與喜77相應故。怎麼與喜相應呢？因為出離了自憂等而起的

瞋恚等之故，而後者（捨梵住）則僅屬於其餘的一禪（第四禪或第五禪）。

何以故？與捨受相應故；因為（捨梵住）是對諸有情以中立的行相而起，

所以梵住捨若無捨受則不起。78 

 因此，前三梵住能起初禪至三禪的禪定，相反的捨梵住只有能夠起於第四禪

                                                       
73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 321。 
74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3。 
75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3。 
76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447。 
77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473。「喜」（受）──有享受可意的所緣的特相；

有以各種方法受用可意的行相的作用；以心的愉快為現狀；以輕安為近因。 
78 覺音論師 (2002). 《清淨道論》 (正覺學會), pg324. 



 

的禪地，這是因為只有四禪有捨念清淨的一境性，而其它則沒有。另外，前三梵

住是支的超越79
 ，而捨梵住是所緣的超越，前三梵住超越尋伺支，相反的第四

梵住則能於慈的所緣而超越了慈、悲、喜。80
 

 如下是根據《清淨道論》四梵住與禪定之關係圖表： 

四種梵住 近行定81
 

（破除界限） 

安止定82
 相應 

  初

禪 

二

禪 

三

禪 

四

禪 

 

慈梵住 近行定 √ √ √  喜相應 

悲梵住 近行定 √ √ √  

喜梵住 近行定 √ √ √  

捨梵住 近行定    √ 捨受相應 

這樣的說法，也在其它的論著當中可以找到，如在阿毗達磨《法聚論》的〈心

生品〉83 中，有同樣的解說。84 又在《分別論》卷13當中也有相同的看法。85 

此外，《清淨道論》的底本《解脫道論》卷8〈8 行門品〉也有相關的資料，而

基本上說法也與《清淨道論》吻合，如引文： 

答坐禪人從初與慈俱起。與悲俱起。與喜俱起。已起第三禪。……與捨俱

起,第四禪以三種令安,已總攝眾生,已總攝村田。86 

總的來說，在南傳上座部的說法統一認為，慈、悲、喜，最高到達第三禪，而

捨無量最高能到達第四禪，這也是《清淨道論》所強調的一點。 

 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大毗婆娑論》與巴利佛教的《清淨第四章

道論》之歷史地位及價值 

 歷史地位、價值、學說之差異 一、

簡單的說，《婆娑》屬於說一切有部論著，而《清淨道論》則是分別說系的

大寺派的論著，而這二部論典差別在那裡呢，根據《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

師之研究》提到： 

從部派的大系來看，「分別說」，「說一切有」，是根本上座部中，兩大思想

                                                       
79 參考《清》。超越（samatikkama），《解脫道論》「正越」。 
80 覺音論師 (2002). 《清淨道論》 (正覺學會).pg112. 
81 覺音論師 (2002). 《清淨道論》 (正覺學會), pg324。近行定：安止定前分的一境性。 
82 覺音論師 (2002). 《清淨道論》 (正覺學會), pg140。安止定：遍作無間之後的心一境性。 
83《法集論》卷 2, N48, no. 24, p. 72, a12 // PTS.Dhs.53。 
84 覺音論師 (2002). 《清淨道論》 (正覺學會).pg326 
85 《分別論》卷 13 , N49, no. 25, p. 328, a14 // PTS.Vibh.276。 
86 《解脫道論》卷 8〈8 行門品〉, T32, no. 1648, p. 437, c16-27. 



 

對立的標幟。87 

 由此可見，這兩個部派在歷史上屬於較為龐大的部派並且在思想的差異也較

大，而且此二部也呼應了其他部派的發展，甚至間接影響了現代佛教的趨向，而

這就是為什麼研究部派的重要之處。 

 另外，根據《俱舍論》當中所提到的，他們二者主要差異點在於分辨一切事

物的有無的不同，如： 

謂若有人說三世實有，方許彼是說一切有宗。若人唯說有現在世，說無未

來及過去世已與果88 業，彼可許為分別說部。89 

 二部派既有如此分別。 

 比對二部論之異同 二、

（一） 四無量心的定義之異同 

1. 無量與梵住之差別 

根據第二、第三章的內容，簡單的區別二者如下： 

項目 《婆娑》 《清淨道論》 

無量  對治無量戲論煩惱 

 對治無量放逸煩惱 

 諸賢聖，廣遊戲處 

 能緣無量有情為境，生無量福引

無量果。 

 緣無量有情為境 

 遍滿全身而起 

梵住  初得初禪 

 梵行者身中可得 

 修此法得生梵世故。  

 對治欲界煩惱故 

 對治婬欲事  

 世尊是梵，彼梵顯現解說故。 

 以梵音梵語解說故名梵住 

 四無量於梵福中最勝最尊 

 最勝義， 

 無過失義。90
 

 

二者之差異  名即差別 

 對治非梵名為梵住，對治戲論名

為無量。 

 對治非梵行名為梵住，對治戲論

 無解說 

                                                       
87 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 97。 
88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 6〈2 分別根品〉, T29, no. 1558, p. 36, a7。正與彼力故名與果。 
89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 20〈5 分別隨眠品〉, T29, no. 1558, p. 104, b24-27。 
90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g321. 



 

行名為無量。 

 修梵行者身可得名為梵住，離戲

論者身中可得名為無量。 

 對治不信名為梵住，對治放逸名

為無量。 

 梵世者名為梵住，在上地者名為

無量。 

 在未至定及梵世者名為梵住，在

上地者名為無量。 

 在未至定及梵世者名為梵住亦名

無量，在上地者唯名為無量。 

 曾所得者名為梵住，未曾得者名

為無量。 

 內道所得名為梵住亦名無量，外

道所得唯名梵住。 

 共所得者名為梵住，不共得者名

為無量。 

二者等同  有作是說：無有差別。謂四梵住

即四無量。 

 無解說 

 如上的表格說明，梵住與無量基本上是不等同，而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世界

法，而無量是不共世界法，如妙音論師所說： 

是故尊者妙音說曰：梵住是共，異生與聖者共競此法故。無量是不共，聖

者與異生不共競此法故。梵住、無量是謂差別。91 

另外，從兩部論的內容來看，的確《婆娑》更重視法相的分別與解釋，也更

多相關課題可以從中獲得，如大悲等議題是《清淨道論》所沒有談到的一點。 

總的來說，四無量心偏向談有關於出世間法，而梵住是共外道法，然而《清

淨道論》雖然也運用「梵住」之名相，但是此修行是為了後面慧學而鋪路，所以

可以視為出世法的一環。 

還有一點，四無量心雖然是出世間法，然為何有部認為不斷煩惱，這一點值

得我們思考。對於此，我認為有部強調四無量心能降伏煩惱的一種方法，並且提

升定力，以便幫助其它的方法趣入聖道。 

2. 四種無量定義之異同 

兩部論對四無量與四梵住的異同如下： 

事項 《婆娑》92
 《清淨道論》93

 

慈 與樂作意相應，無瞋善根為性。 愛、感覺喜愛、友誼、慈愛、朋友

                                                       
91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2, T27, no. 1545, p. 425, b23-24) 
92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141, T27, no. 1545, p. 726, c15-19) 
93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正覺學會，2002，p.p 319-320. 



 

之義。 

悲 除苦作意相應，無瞋善根為性。有

說：不害為性。 

同情他人、拔苦之義。  

喜 慶慰作意相應，喜根為性。有說：

以善心所中欣為自性。 

他人喜、自身喜或僅存內心喜悅之

義。 

捨 平等作意相應，無貪善根為性。 前三者所作而處於中立之義。 

 如上的表格顯示出二部論對四無量心的解釋。整體而言，慈有與樂之意；悲

有拔苦之意；喜有喜悅之意；捨有平等、中立之意，這是二部論著的看法略微一

致。就我的觀察，他們的差別點在於使用不同的方式去詮釋名相，如《婆娑》主

要是運用了，體、相、用，三方面去了解四種無量心，然而《清淨道論》是以語

義去詮釋四種無量，不僅如此也運用了四種鑑定法，去了解某一種名相，而造成

這麼樣的差異，有可能是《婆娑》在翻譯時，就有考量中國地區所能了解的語言

去翻譯，而《清淨道論》乃可以通過巴利本對讀，所以可以直接了解原文的含義，

這一點是他們不同之處。 

（二） 四無量心與禪地之比對 

 另外，對於修持四無量心可達到的禪地，在二部論中也都不一樣。如下是比

對二者的不同： 

《婆娑》 四種心  禪

地 

欲

界 

未

至

定 

近

分

定 

靜

慮

中

間 

初

靜

慮 

第

二

靜

慮 

第

三

靜

慮 

第

四

靜

慮 

慈、悲、捨 ① 七

地 

√ √  √ √ √ √ √ 

 ② 十

地 

√  四

近

分

定 

中

間

定 

√ √ √ √ 

喜  三

地 

√    √ √   

《清淨道論》 慈、悲、喜  四

地 

  √  √ √ √  

捨  二

地 

  √     √ 

 

異同之說 《婆娑》 《清淨道論》 

慈、悲 最高至四禪那 最高至三禪那 



 

喜 最高至二禪那 最高至三禪那 

捨 最高四禪那 唯四禪那 

欲界定 有 無 

近行定 有（未至定） 有 

中間定 有 無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出兩部論中的說法差別很大，甚至可以說完全

不一樣，如在《婆娑》當中提到慈悲可以到第四禪那，而《清淨道論》唯有最高

到第三禪。不僅如此，其它的說法也不一致，這也可以看出在兩個大部派對於四

無量心的差異性。 

 經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幾個觀點。首先，是它們對於修行四無量心的看

法就有不同。在《婆娑》之中，認為是由靜慮，也就是定中而引發四無量心；相

對的在《清淨道論》則不這麼認為，它把四無量心列入四十種修定的其中四種方

法，而且修行者可從一般的凡夫開始修，並且不需要有禪定的基礎，也可以通過

其它方法到達禪那，然後轉向修四無量心，而不像《婆娑》當中只談從禪那轉向

修四無量心。 

 此外，《婆娑》認為，四無量心是同時具得，這一要點如第二章當中所提到

的一樣。相反的在《清淨道論》就有所不一樣，論中提到是漸次的方式從慈到悲，

又從悲無量到喜無量，而最後才能通過捨去前三無量的過失，然後始修捨無量，

並且直接從近行定到第四禪。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探討就是《婆娑》的四無量心是

一時具得的課題，由於在《婆娑》當中，又有提到關於修四無量心的加行方法，

如在論中提到： 

問：此四無量加行云何？ 

答：緣七有情而起加行。七有情者……齊此名為修捨究竟。94 

 從如上的引文，建構如下的圖表： 

四種無量 《婆娑》 

慈、悲、喜 喜愛、中立、怨敵者 

捨 中立、怨敵、喜愛者 

《婆娑》每一個對象分三品：上、中、下品，除中立者。 

 因此，這裡就引生出來一個問題，那就是既然說四無量心同時具得，而為何

需要分三無量與捨無量之區別，若是一起具得，那就只需要同一種方法就可以獲

得四種無量，而不需要兩種方法去運作。對於此，我個人認為，在《婆娑》當中

提到，四無量心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一種是離染得，另外一種是加行的，所

以論中提到的應該是指離染得，也就是說當一位修行者入聖位是，他既有能力通

過靜慮直接引起四種無量，而對於一般的凡夫是需要通過如上的加行，才能生起

四無量心，這是他們之間的差別。 

 此外，也有可能如同《坐禪三昧經》卷 2 所提到的一樣，雖然四種無量在說

                                                       
94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 82, T27, no. 1545, p. 421f, c18) 



 

明上有其先後次序，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又或者此四種無量在很短的時間次第

而得，所以也可以說是具得，而實際上無同時具得，又或者此四無量心於同一種

靜慮中具得四種無量，所以稱為它為具得四無量心也是有可能。我認為最後一種

說法比較合乎道理，如經中提到： 

先從初地乃至上地，復於上地習行慈心，先自得樂破瞋恚毒，次及十方無

量眾生。是時便得慈心三昧。悲心憐愍眾生之苦，能破眾惱，廣及無量眾

生。是時便得悲心三昧。能破不悅，令無量眾生皆得喜悅。是時便得喜心

三昧。能破苦樂，直觀十方無量眾生，是時便得護心三昧。二禪亦復如是，

三禪四禪除喜。95
 

 其次，《婆娑》與《清淨道論》對於四無量心，所能獲得到最高的禪那也有

所不同。如上圖表顯示，四種無量在兩部論中的看法大有出入，如喜無量在《婆

娑》，只能獲得初二禪，而《清淨道論》直接說明可以到達第三禪那。對於這樣

的說法，我個人認為《婆娑》所說的四無量心，其實與四禪那有很大的關係，而

不同於周柔含學者所說四禪與四無量心沒有關係，也因為如此，所以在第三禪那

是沒有喜禪支，導致在第三禪沒有喜無量的出現，因為喜根相違的緣故。相反地

在《清淨道論》則認為所緣的差別性，將左右所得最高禪那的不同，如安般念可

以到第四禪那，而佛隨念只能到達近行定，因此每一種修定的方法，有它相應的

禪那，也有它的極限度。再者，《清淨道論》著重在從取相後漸漸的獲得禪相，

並且也依修行者對於禪相的穩定度來判別，此修行者的定境，如一位修行者進入

定境，後出定，然後此修行者必須審查自己心所依處的心路過程，並且審查禪支

的內容，而判定剛才是進入了何種禪那，若是尋、伺、喜、樂、一境性的出現，

則是進入了初禪。因此，前三禪那可得最高三禪那，而捨無量只有第四禪那，這

已是由於禪支的緣故，而且在第三禪也有喜無量，這是因為三禪的離喜妙樂定，

是通過捨棄染著的禪支而獲得更上層的禪那。因此，於三禪中能於喜相應而又能

離喜支的雜染的出現。這也是二論的差異點。 

 

 結論 第五章

 總的來說，兩部論著在定義四無量心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當中《婆娑》主

要是以體、相、用，三方面去了解與解讀四種無量的語義及功用，這一點接近中

國的思考模式；相反的在《清淨道論》則是以語言學的方式去解讀名相，另有依

四種鑑定法：相、味、現起與足處。再者，在討論名相的定義上《婆娑》當中的

內容更多，而且所涉及的議題的更廣，如梵住、無量、兩者的差異、甚至也有對

大悲等名相做出明確的定義，而這一點《清淨道論》只處理一些關鍵的名相，並

進行討論。 

 其次，南北兩傳對於禪修方法原本認知就有不一樣，這可從南傳上座部的止

                                                       
95 《坐禪三昧經》卷 2，T15, no. 614, p. 278, a26-b4。 



 

觀分別與北傳的止觀綜合，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如北傳有部的《婆娑》和南傳

分別說部的《清淨道論》當中就可以得到證明。因此，有部認為止觀綜合的同步

並進，以至於四無量心能在定中轉修或者說是引起四無量心，又或者互相的引起

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開始就不純粹是為了培育出更強的定力做出努力，反倒是將

此方法視為修福或修解脫的資糧。相對於此，《清淨道論》則有所不同，當中強

調定的重要，這是因為它能成為修慧的基礎，所以四無量心很自然的被運用在培

育定力。從這點的差異演變出二部派對於禪修觀念上莫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在

談論四無量心時，必須認清楚自己處在什麼樣的角度去理解它。 

 整體來說，在禪法的傳承上，不論是說一切有部或者是分別說部的巴利上座

部佛教對於四無量心，能到達第幾禪那是一致的，如第二與第三章當中可以看出，

從早期的《婆娑》甚至到較晚的《順正理論》都有相同的看法，只是後期的論著

有更詳盡的解說；相對的在南傳的部分也是相同的，從《分別論》到《清淨道論》

都是一致的。因此，我認為禪法的傳承上沒有多大的改變，而只是後人加以註解

以便更能夠了解禪修方法的內容。 

 另外，個人認為有部的《婆娑》當中所談的四無量心與靜慮是有密切的關聯，

這一點是我從了解四無量心與所能獲得到的最高禪那，所得到的結論，如喜無量

依有部來看，充其量只能到達第二禪那，這是因為第三禪沒有喜根相應，所以無

法引起喜無量，所以他們有關係；相對的《清淨道論》則認為喜無量可以到達第

三禪那。對於這樣的差異，唯一能解釋此差異性的理由是《清淨道論》是依所緣

來判別最高禪那的獲得，而不是禪支的關係。不僅如此，對於其它的三無量於有

部的看法也大有出入，然而這些差異，應該也是如上的理由所導致的結果。 

 雖然兩部論對於四無量心的認知有所不同，然而皆是值得查考的重要著作之

一，而且也只有深入了解兩部論的內容，才能更全面的掌握四無量心的修習方法，

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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