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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始論典所記載的「四無量心」功德觀點有不同的諍論。以契經的文脈，「四

梵住」中的「慈心」命終是能轉生梵天，最高處可達三禪天。所以修習「慈無量

心」最高的境界可感得「遍淨天」之樂報是經與論之間一致的事實。不過隨後卻

也有「慈心」修習是「勝解作意」的說法，限於對治欲界煩惱的世間禪定。但也

有相應於無量廣大的利世精神，不共凡夫、三乘的「無緣慈」空慧的說法。因此

「慈心」修習是為累積解脫資糧，仰或能通達解脫之道，還是隱藏著更超越的功

德？ 

 

本論文以《阿含經》為基本、再以聲聞的論典《大毘婆沙論》和《清淨道論》

及大乘論典則以《大智度論》為主作比對，探討論典所中提及的「慈心」修習究

竟目標的差異。 

 

 

 

 

 

關鍵字：慈心、無量、與樂、遍淨天、無緣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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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慈」心的重要與培養，從佛陀出世以前，向來都很受古印度修行者所重視。

由於婆羅門崇信梵天為最高的境界，再加上悲、喜、捨合稱為「四梵住」。1一般來

說，具有四種無量之意，又名「四無量心」。 

 

《清淨道論》〈第九 說梵住品〉主要闡述定學中四十業處第四個修習法——

四梵住。其修法內容為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以單一或多數有情為所緣。單

單以修習慈心為主，就可獲得近行定或安止定。《清淨道論》也說明若修習成就可

證四百八十種安止定。 

（一）問題意識 

修習佛法重在實際的行，對於所修持的法門必須要深入瞭解，才能在實踐時

不會有所偏差。從四者之中，「慈心」也可獨立作業的。就如《中部》〈八城經〉

提供十一個甘露法門，2只要修得其中的一個法門，就可得究竟解脫： 

 

尊師阿難！恰如求一妙寶之人，同時即得十一妙寶。如是，尊師！予求一甘

露門同時即得聞十一甘露門。3
 

 

經中所提及修習「慈心」的是一個可以引人達到煩惱漏盡（涅槃）之其中一道。 

 

覺音在《清淨道論》卻指出，在修習過程中，主要的還是在於對治或熄滅與

慈心相違的瞋心。這是因為瞋是修習禪定的重要障礙：「如果不能息瞋，則不能獲

得這些功德」。4因此慈心的首要的功用在於破除瞋心，方能讓心易於啟開「慈心」

的禪定。5
 

 

《大毘婆沙論》雖然有闡明修習「慈心」的層次，但卻認為修習「四無量心」

只是一種世間禪定，純粹是世間善法；可以作為對治欲界的煩惱，不能達致究竟

                                                      
1
 《阿含經》中又被稱為四梵行:《增壹阿含經》〈50 禮三寶品〉卷 48（4 經）（T2,no.125,pp.808b15-16）、

四梵室:《中阿含經》〈3 舍梨子相應品〉卷 6（27 經）（T1,no.26,pp.458b1-8）、四梵堂:《長阿含

經》卷8（9經）（T1,no.01,pp.50c23-24）、四等心:《增壹阿含經》〈31增上品〉卷23（2經）（T2,no.125,pp. 

667c23-24）。 
2
 案：（1）對照《阿含部》應該為「十二甘露門」，如《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卷 1（T1,no.92,pp.916c11-21）。 

（2）依據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12：「又如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都是等至，合名

十二甘露門」。《中部》〈八城經〉少了「非想非非想定」。 
3《中部》〈八城經〉卷 6（52 經），N10,pp.92a9-12//PTS.M.1.353。  
4 覺音造、葉均譯、果儒修定，《清淨道論》，頁 p.294。（以下簡稱《清淨道論》。） 
5《增壹阿含經》卷 12〈21 三寶品〉，T2,no.125,pp.604b10-11：「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

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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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如《大毘婆沙論》卷 81 云： 

 

普緣有情對治無量戲論煩惱故名無量……無量不能斷諸煩惱，但能制伏，或

令轉遠……。6
 

 

《大智度論》在卷 20 中提到「慈、悲二事遍大故，佛讚其功德。慈以功德難

有故，悲以能成大業故」。7修「慈」有殊勝功德；然而「悲心」才是普遍上受到讚

賞。綜合起來，意味著「慈、悲」的配合才附合是修習過程中的重點，才能圓滿

達致目標。 

 

問題是：所謂的修習「慈心」指的是那方面的事情？成果是否有偏差？這意

味著修習「慈心」是為累積解脫資糧，仰或能通達解脫之道，還是隱藏著更上等

的功德。 

  

從不同時期的經論來探討「慈心」的修習與果報的異同，是本文的動機。契

經以《阿含經》為基本、再以聲聞的論典《大毘婆沙論》和《清淨道論》及大乘

論典則以《大智度論》為主作比對來探究結果。 

（二）前人的研究 

釋衍融法師（2007）〈慈心修持出探—以《慈經》、《八城經》及《清淨道論》為主〉，

釋宗譓法師（2001）〈「慈悲」的研究〉，釋海實法師（2001）〈《大智度論》中四無

量心的地位及修持〉，周柔含（2001）〈四無量心初探〉，釋開仁法師（1999）〈初

探四無量心的修行方法與次第〉，釋長恒法師（1999）〈無量心的之探討〉，趙淑華

（1997）〈《阿含經》的慈悲思想〉。 

以上的研究範圍，總合來看包括以下幾點： 

1、修習慈心的語義、現起、足處、成就。  

2、修習慈心所選擇的對象及其修法。  

3、修習四梵住的目的、所緣的關係、所達最高處。 

（三）本論文探討的成果 

主要從「慈心」修習的方法與次第及果報之異同總結出一個完整的見解。依

照契經的文脈，探討《大毘婆沙論》、《清淨道論》及《大智度論》的見解，是否

符合能獲得梵天果報，成就三禪乃至解脫是可待的事實。同時從經典中看出彼此

之間不足的地方。實際上，也探討慈心的修習，在究竟的目標上是否有更為超越

的事實。 

 

                                                      
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1，T27,no.1545,pp.420c14-24。  
7《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b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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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無量心」的定義 

（一）「慈」的定義 

何謂「慈」？梵語為 maitrī（或 maitra）。8巴利語原文為 mettā，9也是一種特

定的愛。這種「慈愛」是無限地希望他人幸福、完全無執著、清淨與聖潔的，所

以被稱為「梵住」。10根據中村元對《清淨道論》的解說，「慈」是「帶給（同朋）

利益與安樂的願望」。11
 

參考契經，「慈」是一種修行中應持有的自利和利他的心，如《雜阿含經》卷 24： 

 

云何護他自護，不恐怖他、不違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護他自護。12
 

 

內心能護他、自護的無害想中，就在修行上會達至成就。13不過，最關鍵的是：「慈」

是要有愛念而饒益一切眾生，如《解脫道論》卷 8〈8 行門品〉： 

 

情所愛念見子起慈，起饒益心。如是於一切眾生，慈心饒益心。14
 

 

《長阿含經》卷 16 中，世尊教授婆悉吒與頗羅墮兩位婆羅門弟子於禪定中修習「四

無量心」，但修習「慈」在命終後馬上就獲得梵天果報： 

 

佛告婆悉吒：「當知行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頃，生梵天上。」15
 

 

《清淨道論》說對眾生行慈「以維護眾生的幸福，『慈』以維護增加他人的幸

福為特相」。16所謂能饒益眾生的「慈」最主要是在向眾生施於「樂」，如《法蘊足

論》卷 7： 

 

云何為慈？謂有一類，作是思惟：願諸有情，皆得勝樂。17
  

 

這個說法和《大智度論》卷 20 是一致，除了愛念而饒益以外，給包含予眾生「樂」

                                                      
8
 “matrā（org.mit-tra,fr √mith）：a friend,companion,associate.” Monier-Williams,pp.816. 

9
 “mettā：friendliness ,friendly feeling,good will ,kindness,love,charity.”Robert Caesar Childres, pp. 246.  

10
 明昆長老，《南傳菩薩道（大佛史）》，頁 235：「三種愛：愛愛（愛欲）、世俗愛（貪）、慈愛。前

兩者皆是不善。」（以下簡稱明昆長老。） 
11

 中村元著，江之地釋，《慈悲》，頁 15：「mettā 是 hitaskhiupanayana-kamātā 的意思。」（以下簡

稱中村元）。 
12《雜阿含經》卷 24（619 經），T2,no.99,pp.173b15-17。  
13《雜阿含經》卷 49（1299 經），T2,no.99,pp.357c4-5：「慈心無害想，不害於眾生，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14《解脫道論》卷 8〈8 行門品〉，T32,no.1648,pp.435a12-14。 
15《長阿含經》〈三明經〉卷 16（7 經），T1,no.01,pp.107a10-14。 
16《清淨道論》，頁 309。 
17《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7〈12 無量品〉，T26,no.92,pp.485b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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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隱樂事以饒益之……復次，慈以樂與眾生故。18
 

 

龍樹解說「慈」是給予眾生樂時，身心彼此與「慈」是相應的。簡單的來說，

「慈」能培養對眾生無分別的愛念，願眾生能得到安樂。 

（二）「無量」的定義 

 巴利文「無量」的原語為 aparimāṇa 或 appa-māna。19佛陀最初提及慈心與無

量的關聯在《中阿含經》卷 6 中尊者舍梨子與梵志陀然的對話中有所描述： 

 

尊者舍梨子告曰: 「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

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

何為四？陀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

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

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20
 

 

由此可見，世尊早期所說的修習「無量」是勸導當時的修行者，把慈心修習

從一處開始而逐漸擴展及多方，包括上天與下界的一切世間。目標在於命終後可

生梵天中的福報。所以這種「無量」是限於世間有漏善法的範圍。21這也是特別為

婆羅門修行者嚮往生梵天而說。 

  

根據中村元對《增支部》的研究，「慈」在印度自古以來就被稱為「崇高的境

界」（梵住），所以它被認為必須是「無量」的。22世尊在初期借用婆羅門的「無量」

提出所謂的窮極境界，後來就建立不共外道「四無量心」禪定的修行法門。23所以

世尊把「四無量心」的修習展伸到超越本來只限於梵天的果報，再把其利益擴充

到無量無邊。24
 

 

                                                      
18《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08c9-b17。  
19

 “aparimāṇao（adj）,undefined,indefinite,boundless,immense.”Robert Caesar Childres,pp.48. 

“appa-māno（adj）,unlimited,boundless,infinite,innumerable.” Robert Caesar Childres,pp.51. 
20《中阿含經》卷 6〈3 舍梨子相應品〉，T1,no.26,pp.458a27-b5。  
21（1）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一冊》，頁 63：「經論都談到了四無量心的修法，但不外是以『定』為

基礎；有一心不亂的定，然後才能成就這四無量心。修無量心，是由原來的小範圍，如父母、

子女、兄弟，擴大到遍世間的慈悲心，所以叫做無量。」 

（2）參見周柔含，〈四無量心初探〉，頁 96。（以下簡稱周柔含）。  
22

 中村元，頁 29。 
23

 參見釋衍融法師，〈慈心修持出探—以《慈經》、《八城經》及《清淨道論》為主〉頁 2。 
24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頁 125：「佛法的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就是要擴充此心到無

量無邊，普被一切。」 



探討「慈心」修習——修行與果報的異同 

 

 
6 

 

那麼，所謂的「無量」涉及空間及範圍到達怎樣的程度呢？《阿含經》中處

處都有提及修行者在修習的過程把慈心往十個方向去開展，如《雜阿含經》卷 32： 

 

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嫉，無有瞋恚，廣大無量，滿於一方，正受住。二

方、三方，乃至四方、四維、上下一切世間。25
 

 

類似的說明在《清淨道論》26、《大智度論》27中出現，但《大智度論》卷 20

卻增添了「廣、大、無量」三個層次的含義。28依龍樹的解釋「廣」和「大」29是

有限制性的範圍，「無量」卻有兩種： 

 

一者、實無量，諸聖人所不能量；譬如虛空、涅槃、眾生性，是不可量。 

二者、有法可量，但力劣者不能量；譬如須彌山、大海水，斤兩、滴數多少， 

諸佛菩薩能知，諸天世人所不能知。佛度眾生亦如是，諸佛能知，但非

汝等所及，故言「無量」。30
 

 

換言之，《大智度論》真正的「無量」是超越一切的，猶如虛空或涅槃是無法

測量的。菩薩所行的「無量心」必須達到與般若空慧相應才能看到「無量」的真

義，但和最初的契經文脈是否相違呢？這點將在隨後作探討。 

 

三、慈心修習的方法與次第 

從經論上的比對，修習的方法與次第是有些差異和不同主張的地方，尤其聲

聞行者和大乘來作比較時，主要是因為其修習目標再配合願力所使然。 

（一）《阿含經》 

四無量心最初在《阿含經》是修習禪定法門。首先，修行者必須修持身、口、

意善業才能讓心與慈心相應。所謂的善業，就是源自於心的戒行，所以修習慈心

和修持善業有了直接的關聯。如《中阿含經》卷 3〈2 業相應品〉31提到的片斷中，

筆者嘗試以下的列表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25《雜阿含經》卷 32（916 經），T2,no.99,pp.232a24-27。  
26《清淨道論》，頁 296。 
27《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09a11-12：「慈心得解遍滿東方世界眾生，慈心得

解遍滿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世界眾生。」 
28 參見「廣、大、無量」十說的解釋；《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 209a29-b20。 
29《清淨道論》的說法與《大智度論》有差別，《清淨道論》頁 297：所謂的「廣」是指其慈心能遍

滿的廣度。「大」是關於它所能依的地（從欲界至色界）。「無量」以熟練及以無量有情為所緣客

體。 
30《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0c25-211a1。 
31《中阿含經》〈2 業相應品〉卷 3（15 經），T1,no.26,pp.438a3-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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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 修習 所緣 成就 

「自不作惡業」

具足精進戒德 

修身、口、意善業。 行者自己。 成就身、口、 

意淨業。 

「心與慈俱」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量善修。 

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 

自不作惡業。 

「修慈心解脫」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量善修。 

遍滿一切世

間成就遊。 

必得阿那含， 

或復上得。 

 

修慈心是由自己和一切有情為所緣，在戒行的規範下行持善與清淨三業，慈

心才能發揮其無量的作用。不過，該經對「四無量心」的修習次第並沒有明確的

層次說明。但是卻提及修習慈心是由緣一方廣至十方的次第，重復的修習「無結、

無怨、無瞋、無諍」令慈心普及一切有情，就可達致最後的解脫。不過由於過於

簡單概述，所以後來的論典卻對此作出了不同的詮譯。 

（二）《大毘婆沙論》 

對於四無量心的修習方法與次第，婆沙論師就有層次上的明確說明，如《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2： 

 

問：「此四無量加行云何？」 

答：「緣七有情而起加行。七有情者，謂分欲界一切有情為怨、親、中三品差

別。怨親二品，復各分三謂下、中、上。中品有情總為一種無差別故。

於此七品有情境中，若欲修慈先緣親品，於親品中先緣上品。……如是

行者於上品親，要勤修習與樂意樂，經於多時乃得堅住。於上品親與樂

意樂得堅住已，次於中親復修如是與樂意樂。此既成已，次於下親復修

如是與樂意樂。此既成已，次於中品，次於下怨，次於中怨，後於上怨，

各修如是與樂意樂。漸次修習至成滿時，普於欲界一切有情，與樂意樂

平等相續。如於上親，上怨亦爾，齊此名為修慈究竟。」32
 

 

從中把所緣的對象分為三大品類： 

1. 親品:「自父母軌範親教，或餘隨一可尊重處，智慧多聞同梵行者。」33
 

2. 中品：無直接關系者（處中者） 

3. 怨品：怨敵 

其中，親品和怨品再分為上、中、下三等；中品既然是中立者就不必分類。由於

慈心的修習屬於增上作用，所以從親品的上親開始作觀是較容易，34隨後推及中親

                                                      
3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2，T27,no.1545,pp.421c18-422a11。 
33

 參見釋開仁法師，〈初探四無量心的修行方法與次第〉，頁 692 的解釋為：「可敬重者，包括父母、

師長，乃至有清凈行的同修。」（以下簡稱釋開仁法師）。 
34

 參見周柔含，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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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到下親。其次廣申到中品（處中者）。不過對怨敵卻是從下親、中親、上親逆序

而作觀，才不會在一開始對怨敵作觀是就產生疲倦。以下作個順序的簡列表： 

次第  所緣 修習 成就 

1  

親品 

上 勤修習與樂意樂，經於多時乃得堅住。於

上品親與樂意樂得堅住已，次於中親復修

如是與樂意樂。此既成已，次於下親復修

如是與樂意樂。此既成已，次於中品，次

於下怨，次於中怨，後於上怨，各修如是

與樂意樂。漸次修習至成滿時，普於欲界

一切有情，與樂意樂平等相續。 

不能斷諸

煩惱，但能

制伏，或令

轉遠：「勝

解作意」。 

2 中 

3 下 

4 中品 中 

5  

怨品 

下 

6 中 

7 上 

 

雖然《大毘婆沙論》闡述鮮明的層次概念，但卻認為修習無量心只是一種世

間禪定，可以對治欲界煩惱，卻不能達致究竟解脫，如《大毘婆沙論》卷 81 云： 

 

普緣有情對治無量戲論煩惱故名無量……無量不能斷諸煩惱，但能制伏，或

令轉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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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三）《清淨道論》 

要探討聲聞行者的慈心的修習方法與次第，《清淨道論》〈說梵住品〉就有很

清楚的詮釋。對於修習慈心，須察覺瞋恚的過患，同時也強調忍辱之功德。不過，

和其它論書不同之處是修行者應先了知對於所緣：「剛開始對此等人不應修慈，對

此等人絕不應修慈」36的差別。以下作個的簡列表: 

初學避免六種類型的所緣 原因 

1.不愛（厭惡）的人 產生疲倦 

2.極愛的朋友 產生疲倦（極愛者即使有少許痛苦，會使修習者想

哭） 

3.中立者（無關者） 產生厭倦 

4.敵人 產生岔怒 

5.異性 產生貪欲 

6.死者 無法入安止定與近行定 

 

認清以上的事項，是先對自己修習慈心，這一點也和其他的經論所主張不一

樣。為何要從自己開始呢？如果自己無法感受慈心當然也無法廣傳至他人。不過，

對自己修慈心也不能證入禪定。現從自己開始，然後選擇比較容易修得禪定的所

                                                      
3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1，T27,no.1545,pp.420c14-24。 
36《清淨道論》，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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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漸次而修；方法是以四類有情作修習：「自己，同性的可敬愛者，不討厭也不喜

歡的中立者及怨敵」37。依照順序，不斷的對所緣憶念四慈句：「無怨、無瞋、無

惱、快樂」38而達至近行定。這時候，慈心已修到極強，對眾生都不會產生偏愛，

再依此修習，證得安止定（初禪至三禪）。39接下來，把所緣廣展至十方。《清淨道

論》分成三個次第來對一切眾生不斷的憶念四慈句以修習無量慈心，列表如下：40
 

  

慈心修習的所緣 

 

四種慈句： 

「無怨、無

瞋、無惱、安

樂」 

C、以十法遍滿慈心解脫 

四種慈句：「無怨、無瞋、無惱、

安樂」※重複於 A 及 B （1）—

（12）類的有情（慈心修習的所

緣） 

 

A、 

以五法 

無限制的 

遍滿 

慈心解脫 

願一切： 

（1）有情 

（2）有息者 

（3）眾生 

（4）所有人（補伽

羅） 

（5）所有「個人」 

 

 

    5 法 

X  4 句     

  20 安止定 

願一切： 

 

（1）東方※
 

（2）西方※
 

（3）北方※
 

（4）南方※ 
 

（5）東（南）隅※
 

（6）西（北）隅※
 

（7）東（北）隅※ 

（8）西（南）隅※
 

（9）下方※
 

（10）上方※
 

 

 

 20 安止

定 

X 10 個方

向 

 200 安止

定 

 

B、 

以七法 

有限制的 

遍滿 

慈心解脫 

（6）女人 

（7）男子 

（8）聖者 

（9）非聖者 

（10）天 

（11）人 

（12）墮惡道者 

 

 

    7 法 

X  4 句     

  28 安止定 

 

  28 安止

定 

X 10個方向   

 280 安止

定 

 

※總共： 

480 安止定 

 

從次第及層次上來說，慈心的修習從自己開始，再把所緣由 A-B-C 廣大到住

處的範圍乃至無量。41如覺音所說，修慈無量過程中必須降伏五蓋；因此「慈無量

                                                      
37《清淨道論》，頁 286-287。  
38《清淨道論》，頁 285。 
39

 案：關於如何順序的從四類有情散播慈心而達到三禪，請參見帕奧禪師，《智慧之光》，頁 51-54。 
40《清淨道論》，頁 297。  
41（1）《清淨道論》，頁308： 

先以一住所為界內的眾生修习慈心；當心在此處變得柔軟又適於工作後，依次以二至十住

所；其次以一街、半村、一村、一縣、一國、一方，乃至一世界有情修慈；悲喜捨亦然。

這是擴大四梵住的所緣的次序。 

（2）帕奧禪師，《智慧之光》，頁 57-60 中說明廣大所緣的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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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被歸為「鎮伏解脫」；那就是先修習以定的力量把煩惱止住，但未得究竟解脫。
42如果修行者次第的修習慈心，對所緣依循由一方開始，再對任何人都消除敵意而

不產生偏愛或討厭的心時，具足了近行定後便現起「破除界限」。43依此近行定的

力量，繼續修習慈心進而廣闊所緣至十方，而證得初禪定安止定。將所緣漸漸廣

展到十方的一切眾生，由初禪到二禪，最後證得三禪44。以這個順序的次第來修習，

當慈心遍滿十方後，對眾生已沒有差別心，平等視待一切有情，也就是證得到三

禪歷程。 

（四）《大智度論》 

龍樹在《大智度論》對慈無量心的修習方法與次第分為三個層次的說明。相

比之下，《大智度論》裡的〈四無量品〉，卻是一種廣大無量的修習法門。龍樹徹

底的推翻《大毘婆沙論》的見解，四無量心是普緣十方眾生，當然也涵蓋了色與

無色界的眾生。45
 

 

龍樹認為要達到真正的無量是必須與般若相應，46也只有具般若空慧才能廣緣

無量眾生，廣度無量眾生。47修行者雖以眾生為所緣，但了知眾生本無自性，依眾

緣而成，非獨存，沒有自、他間的相對立，不作分別想，於是就能契入空性。由

於了達對眾生的空性，所以觀想能普及無限量的世間。從空「無自性」的見解中，

就能對十方五道的眾生施以慈心而「無結、無怨、無瞋、無諍」。這與《阿含經》

的「空於貪、瞋、癡得不動心解脫」的意義符合。48
 

 

龍樹在《大智度論》卷 20 對慈心的修習方法與次第講解得很有層次。除了把

不共外道的及出世間的學習法一一道明之外，更包含了菩薩無量廣大的利世精神，

這當然和大乘的修行動機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所開顯不共凡夫、

                                                                                                                                                            
1、由自己的住處開始，廣大到村、鎮、縣、市、國家、世界、宇宙，是無方向遍滿的 

48 種定。 

2、由一方開始到十方，是有方向遍滿的 480 種定。 
42《清淨道論》，頁 295-297。 
43（1）《清淨道論》，頁 295：「數數行慈，對於自己、所愛者、非憎非愛的中立者、敵人，對這四

種人以平等心破除界限。」 

（2）參見厚觀法師《大智度論講義》的解說：「修習『慈』應漸次以同樣的慈心含攝一切眾生，

包括所愛者，不愛不憎者，以及所憎之人。這即是所謂之『破除界限』」。 

（厚觀法師編的 2008 年 3 月慧日佛學班第 4 期《大智度論講義》卷 20，頁 551）。 
44

 參見帕奧禪師的詳細說明，《智慧之光》，頁 51- 57。 
45《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c23-24：「佛以四無量心，普緣十方眾生故，亦

應緣無色界中。」 
46《大智度論》卷 70〈49 問相品〉，T25,no.1509,pp.52a10-11：「菩薩以四無量心行般若故，名『無

量』」。 
47

 參見周柔含，頁 98。  
48

 參見釋海實法師，〈《大智度論》中四無量心的地位及修持〉，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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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的「無緣慈」49導向與空慧相應的法門。那就是菩薩證入諸法實相而達到真正

的無量解脫。50以下作個順序的簡列表：51
 

（一） 眾生緣慈 

「有比丘以（1）慈相應心，（2）無恚無恨，無怨無惱，（3）廣、大、無量，（4）善修慈心

得解，遍滿東方世界眾生、（5）慈心得解遍滿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世界眾生。」 

行者 所緣 修習 成就 

多在凡

夫人行

處，或

有學人

未漏盡

行者。 

 

初生慈願

時，唯及諸親

族、知識。 

先作願：「願諸眾生受種種

樂」取受樂人相，攝心入禪，

是相漸漸增廣，即見眾生皆

受樂。 

慈心轉廣，怨親同等，皆

見得樂，是慈禪定增長成

就故 

。52
 

十方五道眾

生中，以一慈

心視之，如父

如 

母，如兄弟、

姊妹、子姪、

知識。 

（1）「慈相應心」：除心中憒

濁——所謂瞋恨、慳貪等煩

惱。 

眾生聞是慈三昧能除苦、

能與樂故，一心懃精進行

是三昧。 
（2）「無恚無恨，無怨無惱」：

以慈心力除捨離此三事。 

（3）「廣、大、無量」 慈禪定增長成就，慈心牢

固 
（4）「善修」 久行得深愛樂，愛、憎及

中三種眾生，正等無異。 

（5）「慈心遍滿十方世界眾生」 常求好事，欲令得利益安

隱——，如是心遍滿十方

眾生中。 

（二）法緣慈 

行者 所緣 聖者本質 施予所緣 

諸漏盡阿

羅漢、辟支

佛、諸佛。 

十方五道

眾生中，以

一慈心視

之。 

諸聖人破吾我相，滅

一異相故，但觀從因

緣相續生諸欲。 

以慈念眾生時，從和合因緣相續

生，但「空」五眾即是眾生，念是

五眾。以慈念眾生不知是「法空」，

而常一心欲得樂，聖人愍之，令隨

意得樂。 

（三）無緣慈 

行者 所緣 聖者本質 施予所緣 

諸佛 十方五道 佛心不住有為、無為性中，不依 佛以眾生不知是諸法實

                                                      
49《大智度論》卷 40〈4 往生品〉，T25,no.1509,pp.350b26-28：「凡夫人眾生緣；聲聞、辟支佛及菩

薩，初眾生緣，後法緣；諸佛善修行畢竟空，故名為無緣。」 
50《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09a5-6：「取眾生相故有漏，取相已入諸法實相故

無漏。」 
51

 列表內文參見《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09a8-c14。 
52

 這列初生慈心而發願的內文參見《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09c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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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中，以

一慈心視

之。 

止過去世，未來、現在世；知諸

緣不實，顛倒虛誑故，心無所

緣。 

相，往來五道，心著諸法，

分別、取捨；以是諸法實相

智慧，令 

眾生得之。 

  

大乘行者以發菩提心的動機為首，所以修習者從發願為導，未來累積大福德

或大方便力時，就能施無量慈心普及無量眾生。53
 

 

修習慈無量心者的禪定增長，是先以一方的眾生為所緣，對像是親人或修行

者。願諸所緣能受種種樂，「無瞋、無恨、無怨、無惱」。由於要施予所緣樂的緣

故，取受樂者之相，反復地作觀想練習，自然攝心入禪，漸漸的把慈心再廣展至

所有眾生。這是「眾生緣慈」的階段。 

 

接下來，修行者會隨著禪定增長，出於更深切的慈心而施予眾生種種樂。不

過，龍樹認為慈心再增上時，行者漸漸達到漏盡的聖者位。觀到眾生沒有一個實

在的「我」體，了知一切只是隨因緣生滅而相續的法，但慈念眾生不知其真相而

隨順與樂。龍樹指出這個階段的修習者無法透達諸法實相因慈心不夠廣大。這是

二乘者修習慈心的極限，稱為「法緣慈」。 

 

《大智度論》所謂的「慈無量心」的殊勝在於所修習的禪定與動機皆不共二

乘。54諸佛與菩薩能如實了達諸法實相，觀到緣起性空，對眾生也無所執著。但憐

憫眾生不知諸法實相的空性，不得解脫輪回之苦，便起廣大慈心欲令眾生證得般

若空性，了知諸法實相。這種與般若空相應所起的無量慈心，稱為「無緣慈」。55
  

 

四、慈心修習的果報 

《清淨道論》稱「四梵住」有最勝之義及無過失之義。56這是因為以持戒與禪

定來培養四種心的修行者，擁有超越、崇高的梵行，未來還可投生到相應的梵天

界（brahma-samo），於諸梵天而住。57「慈心」本身在經或論典裡都有其特殊的意

                                                      
53《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0b17-19：「是菩薩作佛時，雖不能令一切眾生得

樂，但菩薩發大誓願；從是大願，得大福德果報；得大報故，能大饒益。」 
54《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 6，T46,no.1916,pp.518a19-24：「眾生緣慈但見受果報樂相。法緣慈則

見受諸法門及涅槃樂相。無緣慈則見一切同是佛性常樂平等相。復次，眾生緣慈則在根本禪中，

法緣慈多在特勝、通明、背捨，諸無漏禪中，無緣慈多是首楞嚴、法華三昧及九種禪中。」  
55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一冊》，頁 119：「菩薩並非見到了真實的眾生，或真實的法而起慈悲心的

他是通達了一切法空之後而起慈悲心的，這便叫做無緣慈。在一切法空的深悟中，不礙緣有，

還是見到眾生的苦痛，只是不將它執以為實有罷了。」 
56《清淨道論》，頁 308。 
57

 參見性空法師，釋見愷文字整理，《四無量心》，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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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從《阿含經》中可看到佛陀贊嘆修習慈心的功德廣大，如《增壹阿含經》卷

41〈45 馬王品〉： 

 

夫行善法者，即慈心是也。所以然者，履仁行慈，此德廣大。吾昔著此慈仁

之鎧，降伏魔官屬，坐樹王下，成無上道。以此方便，知慈最第一，慈者最

勝之法也！阿難當知：故名為最勝，行慈心者，其德如是，不可稱計。當求

方便，修行慈心。如是，阿難，當作是學！」58
 

 

不過，查閱原始佛典所記載，「四無量心」的功德觀點引起不同的諍論，那麼

對修習「慈心」的功德也有不同的諍論；以下作出探討。  

（一）《阿含經》  

《阿含經》或相等的南傳五部尼柯耶，記載修習「慈心」可獲得幾種不同性

質的功德。例如《增壹阿含經》卷 47 中，世尊告諸比丘修行慈心獲得十一種果報
59，而且「若有行慈心，亦無放逸行，諸結漸漸薄，轉見於道跡，以能行此慈，當

生梵天上。」60
 

 
除了獲得生梵天（初禪天）果報之外，世尊曾因為修習「慈心」則住於梵世、

作大梵王，61另外還能長期生於光音天（二禪天）62，如《雜阿含經》卷 10 云： 
 

佛告比丘：「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中，

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

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63  

 

                                                      
58《增壹阿含經》卷 41〈45 馬王品〉，T2,no.125,pp.773b12-18。 
59《增壹阿含經》卷 47（10 經），T2,no.125,pp.806a18-b3：「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修行慈心解

脫，廣布其義，與人演說，當獲此十一果報。云何為十一？
（1）
臥安，

（2）
覺安，

（3）
不見惡夢，

（4）

天護，
（5）
人愛，

（6）
不毒，

（7~9）
不兵、水、火，

（10）
盜賊終不侵抂，

（11）
若身壞命終生梵天上。是謂

比丘能行慈心獲此十一之福。」 
60《增壹阿含經》卷 47〈49 放牛品〉（10 經），T2,no.125,pp.806a17-26。 
61《增壹阿含經》卷 21〈29 苦樂品〉（10 經），T2,no.125,pp.658c19-26： 

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等心。云何為四？慈、悲、喜、護，以何等故名為梵堂？比丘當知，有梵、

大梵名千，無與等者，無過上者，統千國界，是彼之堂，故名為梵堂。比丘！此四梵堂所有力

勢，能觀此千國界，是故名為梵堂。是故，諸比丘！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處無欲之地者，

彼四部之眾當求方便，成此四梵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62《中阿含經》卷 2〈1 七法品〉（8 經），T1,no.26,pp.429b23-25：「善眼大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

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 

案：光音天又稱為晃昱天；光音天色界第二禪中之第三種天。 
63（1）《雜阿含經》卷 10（264 經），T2,no.99,pp.67c16-21。 

（2）《中阿含經》卷 6〈3 舍梨子相應品〉（27 經）《梵志陀然經》，T1,no.26,pp.458a27-b9，說明

修慈、悲、喜或捨是轉生梵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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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知弟子：「比丘！心與慈俱多修習，於淨最勝」，64這正好說明修慈者最

高能達於「遍淨天」，可感得第三禪中的最高樂報。65根據《增支部》卷 4 修習慈

心者，「彼身壞死後，生淨居天」66，那就是能達色界第四禪中之最高五種天。 

 

另外《中阿含經》卷 3 也說明：「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那

含或復上得。」67以三果的功德來說，正是已經達致「斷五下分結」的煩惱。68根

據印順法師的見解：「無量心是能與解脫相應的，有四無量心，則他的私我心越小，

慈悲心也就越大，到後來便能達到無自無他，一切平等與真理相應的境界。」69以

《阿含經》的說法，若能證三果為準，則可以肯定修習慈心至少能邁向解脫之道。 

  

由此推論，以契經的文脈，修習慈心可通達初禪乃至四禪天，若行者再增進，

可證得三果聖者位；必得解脫。 

（二）《大毘婆沙論》 

《大毘婆沙論》卷 83 引用契經所說：「住慈定者，刀、毒、水、火皆不能害，

必無災橫而致命終」70的五種利益。但根據《大毘婆沙論》卷 162 云：就算修習完

整的四無量心也無法全面達到究竟解脫，慈心於一切有情為所緣不外是「勝解作

意」71。如論中提問； 

 

慈斷何繫結？答：「無」。悲、喜、捨斷何繫結？答：「無」。72
 

 

從論文中可看得出說一切有部的婆沙論師相當的善巧來調和這些歧異，以「唯

真實作意能斷煩惱」，而會通契經的意義為「暫時」斷煩惱。婆沙論師之見解主張

四無量是以眾生為所緣，特別以欲界眾生為所修習之範圍。論師們強調觀想無量

所緣，也限於欲界眾生而已，再加上沒有與真實的「共相作意」73相應，所修習的

純粹是世間善法。 

                                                      
64《雜阿含經》卷 27（743 經），T2,no.99,pp.197c11。 
65《長阿含經》卷 21〈9 三災品〉，T1,no.01,pp.139c23-24：「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 
66《增支部》卷 4，N20,pp.218a1-3/PTS.A.2.130：「諸比丘！世間有一類之補特伽羅，與慈俱行心……

等隨觀見，彼身壞死後，生淨居天同類中。」 
67《中阿含經》卷 3〈2 業相應品〉（15 經），T1,no.26,pp.438a22-23。 
68《雜阿含經》卷 32（918 經），T2,no.99,pp.233a12-14：「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

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已，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  
69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一冊》，頁 65。 
70《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3，T27,no.1545,pp.427a8-9。 
71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403：「勝解作意對修持有助益的，但不能得解脫。勝解觀成

就，自心所見的不淨或清淨色相，與事實不符，所以是『顛倒作意』。」 
72（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62，T27,no.1545,pp.819b9-28。 

（2）參見《發智論》卷 17：「思惟何等入慈定？答：與有情樂。……思惟何等入捨定？答：於有

情捨。慈斷何繫結？答：無。悲、喜、捨斷何繫結？答：無。」，T26,no.1544,pp.1010c5-8。 
7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1，T27,no.1545,pp.53a17：「共相作意者，如十六行相等。」 



探討「慈心」修習——修行與果報的異同 

 

 
15 

 

對於契經說：「修慈究竟極至遍淨天」，在《大毘婆沙論》卷 83 中論師們認為

是事實，因為「得彼果故繫屬彼故」。74不過，這是和修習禪定而獲得色界果報有

關，並非與解脫有關。75行者漸次以同樣的慈心含攝一切眾生，願十方的一切眾生

都得樂。因此慈心本身是和「樂」相應的，76所以論文中也說：「慈無量樂行相轉，

樂受極至第三靜慮」。77
 

（三）《清淨道論》 

根據《清淨道論》所記載，禪修者修習任何一種慈心解脫都能獲得十一種功德。
78「四無量心」中，修習「慈」是排在首位：「欲修習四梵住者，首先應對眾生行

慈」。79論中說明修習慈之人：「若未能證得羅漢果，然而死後則生於梵天」80，最

高能達於清淨（解脫）為最上81。根據覺音，由於修習慈心以「與樂」、「無瞋」82為

中心，最高可達致三禪。因為當修行者希望得到「樂」時是與禪定中最極樂的第

三禪相應。覺音解說修習「慈無量心」對有情不厭惡，所以他的心能毫無困難的

進入淨色中，這就是能達到淨天的緣故； 

所以：「慈是清淨解脫的近因，無有過者，所以說『慈以清淨解脫為最上』」83
 

（四）《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卷 20 提及世尊說明修習慈心的禪定，現在世得五種功德：「入

火不燒，中毒不死，兵刃不傷，終不橫死，善神擁護」84；由於利益無量眾生，得

到的是無量福德。 

 

                                                      
74《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3，T27,no.1545,pp.430c22-431b3。 
75 婆沙論師回應「依何義故契經中說：『修四無量慈極至遍淨』」，是因為若修習「慈心」者僅是凡

夫，所得的最高成就只極現於第三禪天，如：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0，T27,no.1545,pp.325a26-27：「樂根遍淨以下及聖者生上成就。

異生生上不成就者，樂根唯在欲界初及第三靜慮。」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63，T27,no.1545,pp.464a22-23：「誰成就樂根？答：若生遍淨，

若生遍淨下。若聖者生遍淨上。」  
76 參見周柔含，〈四無量心初探〉，頁 102-105。 
77（1）《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9 云：「《毘婆沙》者作是釋言：應知此經依相似說，謂樂受法與

慈相似，慈作與樂行相轉故樂至遍淨，上地皆無故說『修慈極於遍淨』。」，T29,no.1562, 

pp.770c2-5。  

（2）「四無量心」的限制，如《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9 云：「此四依欲色身，無色不緣怨親等

故。修此必應先緣彼故，如實義者，唯依欲身、於欲界中、唯人能起。」，T29,no.1562,pp. 

770b19-21。 
78《清淨道論》，頁 299-302。 
79《清淨道論》，頁 309。 
80《清淨道論》，頁 302。。 
81（1）《清淨道論》，頁 311。 

（2）「依漢譯資料，則為遍淨天」；參見厚觀法師編《大智度論講義》卷 20，頁 557）。  
82

 參見《清淨道論》：「瞋心的對治」，頁 287-296。 
83《清淨道論》，頁 312。 
84《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a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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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四無量心」的修習，《大智度論》是不依繁瑣之細節作說明，但憑無量

胸懷遍及一切及十方的眾生，其果報則涵蓋梵天、色界及無色界。《大智度論》卷

20 提及慈心遍及十方眾生而不加害他人，即是離欲的清淨梵行。若以有漏心於眾

生為所緣，能生色界的清淨處： 

 

斷婬欲天皆名為「梵」，說「梵」皆攝色界。以是故，斷婬欲法名為「梵行」，

離欲亦名「梵」。若說「梵」，則攝四禪、四無色定。85
 

 

另外論文也說明《大智度論》慈心的立場是通達色、無色二界。《大智度論》

卷 20 同樣的提及修習慈心於色界最高處可達三禪的遍淨天，因為當修行者「慈心

願令眾生得樂，此果報自應受樂，三界中遍淨最為樂」86。不過《大智度論》和其

它論書明顯不同處是強調四無量非但緣欲界、色界，通無色界，甚至可通達無漏。

引用印順法師的解說： 

 

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

是勝解──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

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87

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

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88 

 

所以《大智度論》的慈心所緣包括「眾生緣、法緣、無緣」，考量佛的四無量

心，普緣十方眾生，亦應能緣及無色界。89
   

 

上面探討過的契經文脈中，證實修習慈心是最被重視的，即是世間德行中有

極崇高的價值。《大智度論》卷 20 的觀點與此是一致的，如論中云： 

 

慈是真無量，慈為如王，餘三隨從如人民。90
 

 

印順法師也認同這一點，在契經中本來是重於慈心的，但隨後約義而分別為

四種心；如觀想成就，就是四無量定。91
 

                                                      
85《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b5-8。 
86《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c5-7。 
87 有關質多羅長者所提及「無量三昧者」和「貪空，於恚、癡空」參見《雜阿含經》卷 21（567

經），T2,no.99,pp.149c6-150a16。 
88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27。 
89《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c18-26。 
90《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b12-13。 
91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25-26：「本來只是慈心，約義而分為四類，如《雜阿含經》卷 29

（T2,no.99,pp.209c-210a）說：「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修慈心斷瞋恚，修無常想斷我慢，

修安那般那念（入出息念 ）斷覺想（尋思）」。修習四類觀想，對治四類煩惱，也是《中阿含經》

與《增支部》所說的。本來只說到修慈，但《中部》《教誡羅睺羅大經》，同樣的修法，卻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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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通常提起大乘的修持法門，都會以菩薩道的悲心為主要的修習依

據。就如在《大智度論》卷 77 中也提及「四無量心中，大悲是大乘之本」。92，這

意味著在大乘行者修習當下是不可缺乏悲心的。《大智度論》卷 20 云：  

 

慈、悲二事遍大故，佛讚其功德；慈以功德難有故，悲以能成大業故。93
 

 

能成就菩薩道，悲心是個關鍵點。悲心在大乘經論普遍上是處處受到了讚賞，

這正好呼應大乘行者的三心：「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
94所以在整個修習過程中不離大悲心，畢竟「大悲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

是般若波羅蜜之母，諸佛之祖母。」95慈心與悲心相補相成、同時並進，96是《大

智度論》與其它論典明顯不同之處。97 

 

五、修習慈心之異同 

經與論典都記載修習「慈心」可獲得幾種不同性質的功德。以《增壹阿含經》

卷 47 為主，世尊告諸比丘修行慈心獲得十一種果報。《清淨道論》也記載十一種

果報但卻多了修禪定的功德。《大毘婆沙論》與《大智度論》都引用契經所說而列

出五項現世果報，但也有一項是不一樣。以下作個簡列表以示其差別： 

 

 《增壹阿含經》卷 47 《大毘婆沙論》卷 83 《清淨道論》 《大智度論》卷 20 

1 臥安  安眠  

2 覺安  安寤  

3 不見惡夢  不做惡夢  

4 天護  諸天守護  

5 人愛  為人愛敬  

                                                                                                                                                            
慈，悲，喜，捨，不淨，無常，入出息念——七行，這是將慈行分為慈、悲、喜、捨——四行

了。佛法重視慈心在世間德行中崇高價值，所以約義而分別為四心；如觀想成就，就是四無量

定。」 
92《大智度論》卷 77〈61 夢中不證品〉，T25,no.1509,pp.601a13。 
93《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b25-26。 
94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頁 251：「菩薩行是非常深廣的，這只能略舉大要，可從《般若經》的

依止三心而行六度萬行來說。三心，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 
95《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b21-22。 
96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頁 117：「從菩薩的修行來說，經上一再說到：『大悲為上首』；『大慈悲

為根本』。從修學完成的佛果來說，經中說：『諸佛世尊，以大悲而為體故』。論上說：『佛心者，

大慈悲是』。經論一致的開示，大乘行果的心髓，不是別的，就是慈悲。」 
97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一冊》，頁 119：「般若與慈悲二者便可說是合而為一，這才是真正的大乘

慈悲，所以又叫它為同體大悲。一切法都是平等的，而就在這平等中，沒有了法與眾生的自性，

而法與眾生宛然現前。即空而起慈，這便叫無緣慈。所以講到佛菩薩的慈悲，這其中一定有般

若，否則便不成其為真正的慈悲。講到般若，也必須包含了慈悲，否則這種智慧也就不是佛菩

薩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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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毒 毒不能害 不為火燒、 

中毒、 

刀傷 

中毒不死 

7 不兵 刀不能害 兵刃不傷 

8 火 火不能害 入火不燒 

9 水 水不能害   

10 盜賊終不侵抂 必無災橫而致命終  終不橫死 

11 身壞命終生梵天上  死後生於梵天  

   為非人愛敬 善神擁護 

   心容易入定  

   容貌安詳  

   臨終不昏迷  

 

另外，契經與論典都一致的記載修習「四無量心」（四梵住）中的「慈心」命

終是能轉生梵天。而修習慈心最高處可達三禪，因為行者願十方的一切眾生都得

樂，因此慈心本身是和「樂」相應的。所以修習「慈無量心」最高的境界感得遍

淨天之樂報。 

 

不過，最大的明顯差異，是修習「慈心」能轉生二禪天與四禪天的說法；如

《雜阿含經》卷 10 云：「生於光音天」，而根據《增支部》卷 4「彼身壞死後，生

淨居天」98。這兩個說法也只出現在以上的契經，而論典中卻沒有如此的述明。 

《大智度論》強調四無量緣欲界、色界，通無色界，甚至可通達無漏是和其它論

書明顯不同處。這因為《大智度論》的慈心所緣包括「眾生緣、法緣、無緣」。以

佛的四無量心為考量，普緣十方眾生，亦應能緣及無色界。以下作個列表： 

 

「慈心修習」：契經與論典所記載不同果報的部份相關資料99
 

果報 契經 原始論典 備註 

1 欲界 
（1）《增壹阿含經》卷 47（10

經）（T2，806a18-b3） 
（2）

Aṅguttara, V, pp.342 

《清淨道論》，pp.299- 

302 

 

當獲 11種 

果報 

Aṅguttara, IV, pp.150  當獲 8種果報 

 
（1）《大毘婆沙論》卷 83 

（T27，427a8-9） 
（2）

《大智度論》卷 20 

〈 1 序品〉（T25，

211a25-27） 

當獲 5種果報 

                                                      
98《增支部》卷 4，N20,pp.218a1-3/PTS.A.2.130：「諸比丘！世間有一類之補特伽羅，與慈俱行心……

等隨觀見，彼身壞死後，生淨居天同類中。」 
99

 南傳五部尼柯耶資料參考厚觀法師編的《大智度論講義》卷 20，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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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於「眾

梵天」 

( 初 禪

天) 

（1）《長阿含經》： 

卷 15 （ 23 經 ）（ T1 ，

100b12-13）、 

卷 16（7 經）（T1，107a10-14） 
（2）《中阿含經》： 

卷 2〈1 七法品〉（8 經） 

（T1，29b19-20）、 

卷 6〈3 舍梨子相應品〉（27

經）（T1，458b8-9）、 

卷 14〈1 王相應品〉（68 經）

（T1，518b6-7）、 

卷 30〈1 大品〉（130 經）

（T1，619c7-9） 
（3）《雜阿含經》卷 10（264 經）

（T2，67c16-21） 
（4）《增一阿含經》： 

卷 47（10 經）（T2，806a26）、 

卷 21〈29 苦樂品〉（10 經） 

（T2，658c19-26）、 

卷 48〈50 禮三寶品〉（4 經）

（T2，808b15-17） 

（5）
Aṅguttara , II, pp.129 

（6）
Aṅguttara, IV, pp.150； 

V, pp.342 

（1）《清淨道論》，pp.302 
（ 2 ）

Paṭisambhidā,II, pp. 

130（《無礙解道》） 
（3）《大智度論》卷 20 

（T25，8211a28-29） 

生於「梵天」。 

 

 

 

 

（1）《中阿含經》卷 6〈3 舍梨子

相應品〉（27 經）《梵志陀然

經》（T1，458a27-b9） 
（2）

Majjhima, II, pp.195
 

（3）
Majjhima, II, pp.207-208 

（4）
Dīgha, I, pp.251  

（5）
Aṅguttara, III, pp.225  

 修慈、悲、喜

或捨是轉生

梵天之道。 

《增一阿含經》卷 21（3 經） 

（T2，656b1-9） 

 

 

（1）《大毘婆沙論》卷 82 

（T27，425b19-23） 
（2）

《順正理論》卷 44 

（T29，594c3-8） 
（3）《俱舍論》卷 18〈4

分別業品〉（T29，

97c16-23） 

修習四無量

得四種梵福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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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音天 

( 二 禪

天) 

（1）《中阿含經》卷 2〈1 七法品〉

（8 經）（T1，429b23-25） 
（2）《雜阿含經》卷 10（264 經）

（T2，67c16-21） 

  

4 遍淨天

( 三 禪

天) 

 

（1）《雜阿含經》卷 27（743 經）

（T2，197c11-13） 
（2）

Saṃyutta, V, pp.119-121《黃

枕經》（Haliddavasanasutta）
100

 

 

 

（1）《大毘婆沙論》卷 83

（ T27 ， 430c22- 

431b4） 
（2）《順正理論》卷 79

（T29，770b24-c20） 
（3）《清淨道論》，311 
（4）《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211c5-7）
101

 

「修慈者最高

能達於遍淨

天」：「四無量

心」最高成就

中，只有第一

種「慈心」，

成 就 是 屬 於

色 界 的 遍 淨

天 ， 此 又 稱

「梵世」。另

外 三 者 都 在

無色界。  

5 淨居天 

( 四 禪

天) 

Aṅguttara, II, pp.130
102

  善男子修習

慈、悲、喜或

捨死後轉生

於淨居天。 

6 無色界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211c23-24） 

佛以「四無量

心」，普緣十

方眾生故，亦

應緣無色界

中。 

 

 

                                                      
100《相應部》卷 46，N17,pp.284a5-286a13//PTS.S.5.119-121。 
100（1）《相應部》卷 46，N17,pp.284a5-286a13//PTS.S.5.119-121。 

（2）參見（厚觀法師《大智度論講義》卷 20：  

《黃枕經》是唯一肯定修習四無量可轉生無色界之經典，在其他的經典，佛陀都只有說修

習四無量「可轉生於梵世」，亦即是色界。此一教理上的歧異，對古代之注解者而言，自

然會感到相當驚異，而不論是梵文或巴利文之學者，都相當注意《黃枕經》。 

（厚觀法師編的 2008 年 3 月慧日佛學班第 4 期《大智度論講義》卷 20，頁 560）。 
101《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c17-18，對「慈心」最高成就是屬於色界遍淨

天，而另外三者都在無色卻有不同的見解：「如是四無量，但聖人所得，非凡夫」。 
102《增支部》卷 4，N20,pp.218a4-6//PTS.A.2.130： 

復次，諸比丘！有一類之補特伽羅，與悲俱行心，……乃至……喜……乃至……與捨俱行心……

以無惱害心徧滿而住……乃至（一二四之一）……死後生淨居天同類中。諸比丘！此生與異生

是不共者。 

案：這是此經獨有說法，修習慈、悲、喜或捨，能達色界第四禪中之最高五種淨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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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查閱原始佛典所記載，「四無量心」的功德觀點有不同的諍論。世尊的教理配

合眾人的意趣，適應眾人的修習層次為要。四無量心最初在《阿含經》是修習禪

定法門，所以修習慈心和修持善業有直接的關聯。隨後，從論典的比對上，探討

到修習「慈心」的方法與次第是有些差異和不同主張的地方。聲聞行者的慈心的

修習方法與次第，《清淨道論》〈說梵住品〉詮釋得很清楚。當修習慈心遍滿十方

後，對眾生已沒有差別心，平等視待一切有情，也就是證得三禪的歷程。  

 

比較有異議的是《大毘婆沙論》，雖然闡述鮮明的修習層次概念，卻認為修習

無量心只是一種世間禪定（能達至第三禪天）；可以對治欲界煩惱卻不能達致究竟

解脫。有部婆沙論師之見解主張四無量是以欲界眾生為所修習之範圍的原故，沒

有與真實的「共相作意」相應。反而《大智度論》的「慈心」修習是一種廣大無

量的法門，普緣十方涵蓋了色與無色界的眾生。這當然和大乘的修行動機有著密

切的關系，包含了菩薩無量廣大的利世精神。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所開顯不共凡

夫、三乘的「無緣慈」導向與空慧相應；考量及佛的四無量心，亦應能緣及無色

界。  

  

《大智度論》的觀點，與《大毘婆娑論》的「假想觀」相反的原因是由於二

乘者的「慈心」修習乃是缺乏善巧方便，所以無法實際的度眾生。所以《大智度

論》明顯的列出三個異別的次第。103龍樹的立場是以諸佛菩薩能以實際的善巧方

便，令無量的眾生得樂離苦，非二乘可實踐的。凡是對所緣有相、有量即不得解

脫。相反的若從內心及對一切有情以空去除有限、有量，即與解脫相應。104因此，

《大智度論》說明修習慈無量心，再配合其它三種心的禪定修習，可以層次往上，

最後還是可以解脫的。但《大智度論》卷 20 卻補充說明，能如此的廣大、無量超

越無色界的修習：「如是四無量，但聖人所得，非凡夫」105；這說明成就者必是個

聖者。 

 

綜合起來，每個論典都符合契經的主要說法，「慈心」修習能獲得梵天果報與

成就三禪功德是可待的事實。不過《大智度論》在究竟的目標上有更為超越的事

實。這當然和大乘的修行動機、無量廣大的利世精神及佛不共凡夫、三乘的「無

緣慈」空慧相應的原故。 

                                                      
103《大智度論》卷 40〈4 往生品〉，T25,no.1509,pp.350b26-28：「凡夫人眾生緣；聲聞、辟支佛及菩

薩，初眾生緣，後法緣；諸佛善修行畢竟空，故名為無緣。」  
104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頁 22-23：「總之，四種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恚、癡的不動心。

解脫，或無諍住，也就是心解脫（或心三昧）而達究竟，不外乎空的究竟完成。無量，無所有，

無相，無諍，不動，從煩惱空而清淨來說，都可以看作空的異名。」 
105《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T25,no.1509,pp.211c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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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筆者對於「慈心」修習的探討，若有不足或錯誤之處，還請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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