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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般念入门 
MEDITATION ON ĀNĀPĀNASATI – ELEMENTARY 

 本雅难陀尊者 Ven. U Puññānanda 2017 年 4 月 2 日修订 
 

禅修法概说 Introduction To Meditation Methods 

禅修在佛教中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止禅，一个是观禅。观禅是毗婆舍那，而止禅是阇摩他。

修止禅有四十种方法，这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提过： 

十 遍 白遍、褐遍、黄遍、红遍、地遍、水遍、火遍、风遍、光明遍、虚空遍。 

十 不 净 

（尸体的十种不净相）：膨胀（肿大）、青瘀（发黑）、脓烂、断坏（分开）、

食残（动物咬）、散乱（被动物撕咬而散裂开）、斩斫离散（被砍或断折）、

血涂（血肉模糊）、虫聚（布满尸虫及蛆）、骨（白骨观）。 

十 随 念 

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念自己持戒清净的功德）、舍随念（念

布施的业力及功德）、天随念、寂止随念、死随念、身至念（念三十二身分）、

安般念。 

四 无 量 心 慈、悲、喜、舍。 

四 无 色 禅 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四大分别观 

食厌想 

 

甲、 安般念的修法（初入门）The Method of Developing Ānāpānasati 

上面说过禅修有四十种业处，但是在这里，我们主要是以安般念（出入息）的业处来开始

禅修。 

因为其实有很多禅修者的过去世都已经修过安般念。所以你们应该要先试试修安般念的方

法。若不行或看不到呼吸，可换修另一种业处。这样换其它的业处（禅修的方法），并不是有什

么问题。 

 

甲之一．禅修的环境及姿势 Environment And Posture of Meditation 

首先，佛陀说禅修者要打坐，必须找一个安静，没有声音的地方。因为对刚开始禅修的人

而言，声音是一种干扰。他们在注意呼吸时，心会禁不住地想要听听周围的声音，听听别人在

说什么，然后定力就退了。 

禅修时，必须坐下来先盘腿、闭起睛睛；若腿痛的话，可以更换双腿的位置使它舒适，换

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换腿时心也要继续保持知道呼吸，不要注意身体的动作。 

身体也要保持正直，不要前俯或后仰。因为后仰的话，会对呼吸感觉不清楚，若出入息不

清楚时，妄想就会涌现出来，并且越来越多。身体若是前俯的话，不只会越来越累，同时呼吸

也会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快，这样是不能打坐的。除了身体要正直，头也一样要正直。 

至于手要怎样放，并没有一定的位置，所以手的姿势并不重要，可以随意放，只要舒适就

好。最重要的是身体的姿势，因为身体不正，是会很容易疲倦的。 

打坐时要闭起眼睛，将心念专注在鼻孔周围的呼吸，保持知道呼吸在一个比较清楚出入的

地方。有些修行者为了让自己不要有妄念，以便清清楚楚地知道呼吸，他就会紧紧抓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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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呼吸，导致身体越来越痛、变得紧绷，颈项也会变得紧绷。甚至有些禅修者只要一闭眼睛，

就会感觉头硬硬的，头很痛。所以刚开始禅修时，不要控制呼吸，虽然问题在开始时不是很大，

但后来就会变得很大。以后一闭眼睛就会有紧、硬的感受，那是很辛苦的。 

 

甲之二．四个专注呼吸的方法 Four Methods to Concentrate on Breath 
 

 A.知道呼吸——观息 Knowing The Breath 

若要修安般念，首先只要知道自然的出入息（呼吸）就可以了。在刚开始时，一定要决定

（默念）：「我要专注自然的呼吸」：然后，息进入──知道；息出去──知道，就可以了；不要抓或

控制呼吸。 

什么方法都不会的禅修者，开始时应该要尝试数息：「进、出、一；进、出、二；……进、

出、八。」一到十也可以，或五到十都可以。但不要算太多，像十一、十二、十三等，因为会越

数越不清楚；而且也不能算太少，好像一、二、一、二这样，定力无法生起，也就不能成功。 

若一开始无法数息者，不应勉强数息，只要知道自然的呼吸进出就可以了。 

接下来，若你能成功专注呼吸五分钟，你就要开始决意：「现在我可以专注五分钟，我要专

注十分钟。」这样的慢慢、逐渐决定，可以的话，就决定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让能专注的时间逐渐加长。有时候，有些禅修者能专注长达半个小时，禅相会出现，但不要理

它。这阶段的禅相还不稳定，有时很明亮又一瞬间就会不见，这还不是真正的禅相。 

 

错误的例子 Wrong Examples 

a. 有些禅修者，他知道的是呼吸推动的感觉，因为他注意到的是鼻孔周围，一直快速推动

的力量。但他本身其实也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出入息太快了，一点也不像自然的呼吸。所以

若是不小心注意到推动力的禅修者，就要自己决定：「我不要注意呼吸的推动，我要专注自然的

呼吸而已。」这个时候，推动的感觉就会转弱，最后会自然消失。 

b. 禅修者一开始若注意到鼻孔周围有一点点冷的感受，并感觉很平静。其实他是注意到冷。

结果经过两、三天后，他就会感觉鼻孔里有越来越热的现象，像火烧似的，感觉很辛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注意到的是触点并而不是呼吸。而是身体上（鼻孔）的感觉。

人的身体具有十二种特相──硬、粗、重、软、滑、轻、流动、粘结、热、冷、支持、推动。而

他注意到的是其中的冷、热。刚开始时只有一点点的感觉，甚至觉得很平静，之后当感觉变得

越来越清楚时，就会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甚至一闭上眼睛，就有很热的感觉，很辛苦，最后

就无法继续静坐。 

我们知道安般念能令禅修者修到四禅，但方法并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任何感觉上，

也就是不要理会呼吸时的冷、热、硬、推动等十二种感觉（特相），而只要把全部注意力专注在

自然的呼吸，就可以了。一心正念：「我要专注自然的呼吸而已」，这样即使有感觉到冷、热等

感觉，只要一概不理，种种感觉自然就会不见、消失掉。 

c. 有些禅修者看到呼吸后，就把心专注得越来越往鼻孔里，结果专注到鼻孔里面，导致鼻

孔越来越紧，到最后还会发痛。所以禅修者要决定：「我不要专注鼻孔里面的触点，我只要专注

鼻孔前面一点的呼吸。」 

这样做，刚开始也许会很困难，这时候他可以闭起眼睛，然后把手放在鼻孔前面一点去感

受呼吸，等做到了以后，再把手放下（拿开），去知道自然的呼吸，这样地用功的话，呼吸就会

渐渐地越来越清楚，也就可以成功的修习安般念的业处了。 

d. 有些禅修者专注鼻孔周围息的触点，他专注「触」专注得越清楚，那触点也就越来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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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痛，这样也不能成功的修习安般念。这就是为何说禅修者只要知道自然的呼吸就好。 

e. 更有些禅修者，他专注呼吸时，把注意力专注在离鼻孔太远的地方，这样他的呼吸会不

清楚，也就不能专注很久。所以禅修者不要专注太远的息，只要专注在鼻孔周围的呼吸就好。 

f. 如禅修者专注呼吸进出所经过的地方，心随着呼吸进到腹部，又随着呼吸出去到很远的

地方，这样禅修者的专注力是不能提升很好的。所以我们的心不要随着呼吸去旅行，而应该只

是知道自然呼吸的进出就可以了。 

 

B.长短息 Long and Short Breath 

如果不能专注长达半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禅修者，可转而注意长短息的阶段。长短息是

指：长息──缓慢而且长的息；短息──短促的息。即第一阶段知道息的进出，第二阶段是知道呼

吸的快慢长短的这种自然现象。至于呼吸到底有多快？多慢？多长？多短？就不要理它，否则

心会累。 

看呼吸和长短息两个阶段同时修，若这样专注一个小时，禅相就会越来越稳，但也先不要

去理会它，因为这时的禅相恐怕有时还不稳定。 

 

 C.全息 Whole Breath 

若两个阶段可以成功的话，可换修第三阶段──全息：从呼吸的开头到结束都能清楚知道，

但却不要去想它到了哪里，只要保持知道触点上自然的呼吸，也就是不要随着息的进出──别跟

呼吸进去体内又出来。 

这时，禅修者就要看呼吸、长短息、全息三个阶段一起修： 

刚开始看呼吸（大概半小时），以后看长短息（大概半小时）、以后再看全息（大概半小时）。

这时禅相也许会出现，但仍不要理会它。 

若禅相还没出现的禅修者，还是要这样继续三个阶段一起交替着修，先不要换修第四个阶

段──微息。要记得，若还没有成功修到第三阶段的禅修者，不要跳修第四阶段，否则心会乱，

也不会有禅相出现。 

 

 D.微息 Subtle Breath 

若禅修者已成功修完前面三个阶段，想要换修第四阶段，他应该修第一阶段（大概十分钟）、

第二阶段（大概十分钟）、第三阶段（大概十分钟）。 

这时，如果禅相会越来越亮、越来越稳，（一、两个小时）也不会不见的话，就可以修第四

个阶段──微细的息。 

微息是知道自然微细的息，但不要去注意进、出、长、短、开头或结束。这个阶段，有的

禅修者对息的感觉越来越弱、越来越不清楚，所以不容易专注。 

这个阶段若能感觉息在鼻孔稍前面的地方是错的，这样禅相是不会靠近来鼻孔前面和息结

合在一起；所以一直保持知道鼻孔周围微细的息是很重要的。这时候，禅相与微细的息就会结

合在一起；这时也不要去理会禅相，继续保持知道微细的息就行了。当微细的息越来越细直到

不见时，你才可以转而去决意：「我要专注禅相」。 

禅修者修到第四个阶段时，若微息不见了，不要刻意去寻找或去控制微息的感觉，这样会

使定力退掉，所以这时候只要转入专注禅相就对了，继续专注禅相的话，知道禅相就可以了。 

 虽然我开示了四个阶段的安般念修法，但并不是每个禅修者都必须跟着修这四个阶段，

其实只是知道自然的息就对了。 

 若可以专注与呼吸结合的禅相，禅修者可以进一步决定：「我要专注禅相一个小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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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所谓专注禅相是指心保持知道禅相，而不是去看住禅相。 

 

甲之三．初学者会面对的问题 Beginners’ Problems 

1. 为何禅修时不容易专注？ Why can’t concentrate easily while meditating? 

刚入门的禅修者，也会因为妄想太多而不能专注，这是因为我们住的世界，心对外面涉猎

太多、欲望太多，喜欢事先作很多计划。所以一闭上眼睛打坐，心里就会不断思想过去、未来。

所以禅修者若想要成功入禅，一定要很用功，因为禅修不是轻易就能成功的。 

虽然我们也许在过去世也有打坐的波罗蜜，但它毕竟离现在太遥远、力量也太弱了，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同样能快速的成功入禅。每个人入禅所需要的时间长短，进步的快、慢都是因人

而异的。 

 

2. 好老师对禅修者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Guidanceof A Good Teacher 

禅修者如想要成功，好的老师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经常小参，有什么问题

就提出，向指导老师请问。 

话说佛陀的表弟阿难尊者，有一天在打坐时突然生出这么一个念头：「一个禅修者若要证入

涅槃，一半是依靠老师的教导，另一半是依靠禅修者自己的努力。」但他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

正确，就去请问佛陀，佛陀回答说：「阿难啊！你不应有这样的想法，只有以好老师为依靠，才

能证入涅槃，而我（佛陀）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的教法错误，学生就学到错误的方

法。如果我（佛陀）没有出现的话，你们是不能证入涅槃的。」 

 

3. 三种的禅相 Three Types of Nimitta 

禅相分三种： 

遍作相 刚开始专注的呼吸是遍作相。 

取相 
专注力变好，出现灰灰白白的光是取相，它还不是很稳，所以这个阶段

的禅相有时还会不见。 

似相 
第三阶段的禅相会越来越稳，若与呼吸结合且明亮，,任何时间都不会不

见的，这就是真正可以进入初禅的似相。 

还有，要对治散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要想、不要讲太多话，即使行、住、坐、卧，

也唯有继续保持知道呼吸，这样两、三天后，心思一定会越来越稳、越来越平静，定力就生起

了。生活中（坐禅外的时间）不要注意呼吸进出的状态，只要知道有自然的呼吸就好了。 

 

4. 初学者应如何看待禅相？ What Should The Beginners Do With The Nimitta?  

知道但不要理它 Know the nimitta is there but ignore it … 

定力较稳定时，禅相就会生起，刚开始的阶段，不应理会它，包括形状、颜色，都不要去

分别（《清净道论》巴利文本第一册：278 页）。虽然禅相在你面前，不理它也是还会看得到，

禅修者这时就要决意：「我不要理它」；但你如此决意时，禅相就不见了，也不要不高兴，因为

禅相有时会在你前面，有时又会在你后面，有时又会很远，所以它是怎么样？什么颜色、形状？

都不要去理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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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相是光亮的，有些人因为太亮了，眼泪也会溢出，但是不要理。这个阶段只要内心保持

稳定，继续知道呼吸就好了。大概半个小时可以专注时（记得不要看手表，只是心里有「大概」

的念头就好），就要决定专注四十五分钟、一个小时，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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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般念的修持法 
THE METHOD OF DEVELOPING ĀNĀPĀNASATI 

 本雅难陀尊者 Ven. U Puññānanda 2017 年 4 月 2 日修订 
 

甲、 有分的禅相 Nimitta From Bhavaṅga 

 安般念的修法 

1. 现在你们在看呼吸的阶段，把心专注在鼻孔周围。刚开始时，禅修者只要继续知道自然

的呼吸就可以了。 

2. 在可以专注禅相一、两个小时后，禅修者这时一定要查有分里的禅相。「有分的禅相」，

有些禅修者他不明白「有分」是什么意思。这样说吧！它是心脏里有分的禅相，也就是

说你的禅相在一、两个小时里不会消失时，一定要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 

 

甲之一、如何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 How To Check Nimitta Inside The Heart 

1. 刚开始知道呼吸（五分钟左右）。这时，若禅相有出现是对的，但是刚专注禅相时，心

不是很稳，所以专注禅相时，不能专注很久。所以每个禅修者刚开始静坐时，一定要先

知道呼吸。 

2. 大概几分钟左右，然后决意「我要专注禅相。」专注禅相时，一些禅修者会有一些问题。

例如：他专注禅相时，知道这是禅相。他们心专注禅相，越来越稳定，然后喜欢的感觉

跑出来，接着平静、快乐的感觉也跑出来，然后喜欢的、快乐的感觉全部会一起消失，

之后变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太用力的关系，定力不稳定

的状态。 

3. 刚开始专注禅相的禅修者，如果能成功的专注（一个小时左右），快到（一个小时）的

时候，一定要决意（默念）：「我要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因为有些禅修者决意错误，

讲成「我要查心脏」，专注力很快从鼻孔周围的禅相移下来心脏里面，结果只会看到心

脏或心脏里的血而已。这是因为他们决意默念错误「我要查心脏」的关系。所以要查禅

相，一定要决意（默念）「我要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 

4. 你的心专注鼻孔周围的禅相，然后专注的心下来心脏里面。你会看到另一个禅相，查中

间、周围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多小、多大？但不要查太久，也不要查太快。因为查太

久，心会跳动不舒服；太快的话，又看不清楚。有些禅修者，他决意「我要查有分」，

所以他进入了心脏里面，只看到有分而已，却看不到禅相。每一个禅修者的问题不一样。

所以在查禅相的时候，一定要作决意，并默念告诉自己「我要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 

5. 查心脏有分的禅相时，只要看大约一分钟，注意看中间和周围的颜色，因为中间的颜色

是禅相的颜色，周围的颜色是有分的颜色。禅相是依靠在有分的中间。 

「依靠」是什么意思？比如你们看我的手有线，线是依靠着我的手；我穿的袈裟是依靠

着我的身体；禅相是依靠着「有分透明界」（心所依处色），它的名字是「有分透明界」

不是「有分心」。「有分心」是心所，「有分透明界」是色法，两个名词的意思是不一样

的。「有分心」是什么心所？是睡觉时没有作梦的心，这是「有分心」。有分心的目标是

你进入母胎时那个结生心的目标，也是你死亡心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你的过去世临终速

行心行业的目标，所以「有分透明界」跟「有分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6. 第一次查不到禅相，没有关系，心再上来专注鼻孔周围的禅相，半个小时以后，才决定

第二次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查的时候，用一分钟左右去查，方法和上述一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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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决意（默念）「我要查心脏里有分的禅相」，看到禅相中间、周围的颜色就可以了。 

7. 查有分禅相的方法，不是专注有分的禅相，不是把专注的心移下来，也不是把鼻孔周围

前的禅相移下来，只是单纯地下来查看意门的禅相。 

8. 查禅相这个阶段成功的禅修者要做什么呢？这时，就要换修另一个查五禅支的阶段。 

 

乙、 五禅支 Five Jhāna Factors 

乙之一．怎么查五禅支？ How to Check Five Jhāna Factors? 

1. 每个禅修者，刚开始先看呼吸（五分钟），之后决意（默念）「我要专注禅相。」 

2. 专注禅相（一个小时左右），在心里决意（默念）：「我要查意门有分（心所依处色）的

禅相及五禅支。」 

3. 把专注禅相的心，下来查在意门有分的禅相及五禅支（同时）。 

4. 查五禅支时决意（默念）在意门禅相的每个禅支的感觉。 

 

A.五禅支的定义 The Meaning of Five Jhāna Factors 

五禅支 意思 

寻 将心投入于似相。 

伺 保持心持续地投注于似相。 

喜 欢喜似相。 

乐 体验似相时的安乐。 

一境性 对似相的一心专注。 
 

这是五禅支的定义，五禅支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感觉到。 

五禅支不是我们专注的目标，只是各别的心所，而心所只能感觉到罢了。 

 

B.查五禅支的步骤 How toCheck Five Jhāna Factors 

专注禅相最少一个小时之后，心下来查意门禅相的五禅支，禅修者连续一个一个默念五个

禅支的名字，接着在心里感受每个禅支的感觉。 

寻 
「我专注禅相的时候，投入禅相的感觉——寻，在意门（心所依处色）的禅相里

面有没有？」有的话，一模一样的心所（感觉）会生起来，这就是查到寻禅支。 

伺 
「我专注禅相的时候，保持心持续地投注于禅相的感觉 -- 伺，在意门的禅相里面

有没有？」有的话，伺禅支也会感觉到，这就是查到了伺禅支。 

喜 
「我专注禅相的时候，喜欢禅相的感觉——喜，在意门的禅相里面有没有？」有

的话，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就是查到了喜禅支。 

乐 
「我专注禅相的时候，平静安乐的感觉——乐，在意门的禅相里面有没有？」有

的话，同样的感觉会跑出来，这样就是查到了乐禅支。 

一
境
性 

「我专注禅相的时候，心一直继续知道禅相这个目标的感觉——一境性，在意门

的禅相里面有没有？」有的话，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跑出来，这样就是查到了一

境性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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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就是五个禅支都有感觉到了，都查到了。 

禅修者只要查心脏里有分的五禅支，但不要在专注禅相时注意五禅支的感觉。 

 

C.错误的例子 Wrong Example of Checking Five Jhāna Factors 

1. 有一个人来小参时，我问他：「你有查到五个禅支了吗？」他就说：「我把禅相移下来。」

这就不对了。我是叫他查五个禅支，他却把禅相移下来。 

2. 有些禅修者来小参，问他：「五禅支查到了吗？清不清楚？」他答：「很清楚。」再问他：

「怎么清楚法？」他说：「寻，跳动；伺，跳动，喜，跳动；乐，跳动；一境性，跳动」。 

这样查五禅支就不对了。因为他所说的五禅支的感觉全都是错的。 

如果我问「查到五个禅支了吗？」，意思是问你有没有查到上述五禅支定义的感觉，也就是

叫你查心脏里“有分透明界（心所依处色）”里的五禅支，因为要确定你是否已经进入初禅的阶段。 

五禅支能查到的话，就可以说已经进入初禅了。 

 

注意 ATTENTION 

禅修者在每一个阶段入禅时，应是依各人定力的力量来决定入禅的时间，下文中所写的时间纯

粹只是一个建议而已。为此故，下文中所有提及时间者，一律以（）来显示之。 

 
 

乙之二．初禅及五自在 The First Jhāna & Five Masteries 

A.怎么进入初禅？ How toAttain the First Jhāna? 

1. 每一个禅修者刚开始时，一定先看微细的息（五分钟左右）。 

2. 之后决意（在心里默念）「我要进入初禅（一小时左右）。」然后心继续专注禅相。 

3. 等觉得时间到了的时候，先别开眼睛，再查意门禅相及五禅支。 

4. 查的方法和上述的查五禅支的方法一样，也只要感觉到就可以了。 
 

已经可以进入初禅（成功查到五禅支）的禅修者，可换修另一个练习初禅之五自在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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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自在的定义 The Five Masteries 

五 自 在 定义 

转向自在 能够在出定之后辨识诸禅支。 

入定自在 能够在任何想入定的时刻入定。 

住定自在 能够随自己预定的意愿住定多久。 

出定自在 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出定。 

省察自在 能够辨识诸禅支。 
 

五自在之中，「住定自在」比较重要。「住定自在」可以成功的话，五自在全部应该都可以

成功。 

 

C.初禅的五自在 The Five Masteries of First Jhāna 

1. 刚开始一定要先看微息（五分钟）。 

2. 之后需要决意（默念）：「我要进入初禅（两个小时）。」过后继续专注禅相。 

3. 觉得时间快到了，先别睁开眼睛，直接查意门的禅相及五禅支。 

查的方法和上述的查五禅支的方法一样，也只要感觉到就可以了。 

4. 再查过五禅支之后，看手表是否有正确入定两个小时五分钟？时间准吗？ 

禅修者必须要练习到准确。 

5. 进入初禅的阶段，至少要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能够四个小时会比较好。 

 

 练习初禅的五自在成功后，就可以换练习第二禅的阶段。 
 
 

丙、 第二禅 The Second Jhāna 

丙之一．如何进入并确定已在第二禅里 How to Attain The Second Jhāna? 

1. 要进入第二禅的禅修者，刚开始先看呼吸（五分钟）。之后决意（默念）：「我要进入初

禅（五分钟）。」 

2. （五分钟内）继续专注禅相，若觉得时间（五分钟）要到的时候，先查意门禅相及五禅

支。 

3.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 

4. 然后心上来再决意（默念）：「我要进入第二禅（一小时左右）。」 

心专注知道禅相，这样喜欢、快乐的感觉会出来，但是不要去抓取喜欢、快乐的感觉，

也不要舍掉这喜欢、快乐的感觉，同时继续保持知道禅相及淡淡欢喜禅相的感觉。 

5. 一直到觉得时间到了，就去查意门的禅相与三个禅支：喜、乐、一境性。方法和查五禅

支一样，不念寻、伺两个禅支，只是念喜、乐、一境性三个禅支。 

6. 从第二禅开始便不需要寻找或默念禅相。 

7. 查禅支时，若其中一个禅支查不到就不对了。 

 

如果查三个禅支成功之后，就可以修第二禅的五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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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之二．第二禅的五自在 The Five Masteries of Second Jhāna 

1. 刚开始先看呼吸，之后决定：「我要进入初禅（五分钟）。」 

2. （五分钟）过后查意门的禅相及五禅支。 

3.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 

4. 然后决定：「我要进入第二禅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继续专注禅相，等到觉得入定的时间快要到时，先查意门禅相及三个禅支，然后才看手表。

时间准不准？ 

这样练习第二禅的五自在成功后，禅修者要换修第三禅的阶段。 

 
 

丁、 第三禅 The Third Jhāna 

丁之一．如何进入第三禅? How to Attain The Third Jhāna? 

1. 开始先看呼吸（五分钟）。之后决定：「我要进入初禅（五分钟）。」 

2.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若觉得时间（五分钟）到的时候，先查意门禅相及五禅支。 

3.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

决定（默念）：「我要进入第二禅（五分钟）。」然后继续专注知道禅相，五分钟到了以后，

下来查意门禅相及三个禅支。 

4. 接着思惟：「在第二禅，喜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三禅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决定：

「我要进入第三禅（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这样安乐的感觉会出来，但是不要抓安乐的感觉，也不要舍掉安乐

的感觉，同时继续保持知道禅相及淡淡安稳禅相的感觉。一直到觉得时间到了，就去查

意门的禅相及二个禅支：乐、一境性。 

 

查两个禅支成功之后，就可以进一步练习第三禅的五自在。 

 

丁之二．第三禅的五自在 The Five Masteries of Third Jhāna？ 

1. 刚开始先看呼吸，之后决定：「我要进入初禅（五分钟）。」 

（五分钟）过后查五禅支。 

2.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

决意（默念）：「我要进入第二禅（五分钟）。」 

3. 心专注知道禅相，五分钟到了以后，下来查意门禅相及三个禅支。 

4. 然后思惟：「在第二禅，喜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三禅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决定

（默念）：「我要进入第三禅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5.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一直到觉得时间到了，就去查意门的禅相及二个禅支：乐、一境性。

然后才看手表。时间准不准？ 

 

这样练习第三禅的五自在成功后，禅修者要换修第四禅的阶段。 

 
 

戊、 第四禅 The Forth Jhāna 

戊之一．如何进入第四禅 How to Attain The Forth Jh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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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始先看呼吸（五分钟）。 

2. 之后决定：「我要进入初禅（五分钟）。」 

3.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若觉得时间（五分钟）到的时候，下来查意门禅相跟五禅支。 

4.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

决定（默念）：「我要进入第二禅（五分钟）。」 

5. 继续专注知道禅相，五分钟到了以后，下来查意门禅相及三个禅支。 

6. 然后思惟：「在第二禅，喜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三禅比较舒服。」 

7. 然后心上来决意：「我要进入第三禅（五分钟）」。 

8.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一直到觉得时间到了，下来查意门的禅相及二个禅支：乐、一境性。 

9. 接着思惟：「在第三禅，乐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四禅是比较舒服。」 

10. 然后心上来决意（默念）：「我要进入第四禅（一个小时左右）。」 

11.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一直到觉得时间到了，查意门的禅相及两个禅支：舍、一境性。 

12. 舍是舍受（不苦、不乐、不忧、不悦），只是平静的感觉。 

13. 心维持知道禅相就好，不要注意呼吸跟声音有没有存在:如果想到的话，就是出定了，

就会感觉到有呼吸及听到声音。 

 

如果查两个禅支成功的话，就可以转修第四禅的五自在。 

 

戊之二．第四禅的五自在 The Five Masteries of Forth Jhāna 

1. 开始先看呼吸（五分钟）。 

2. 然后决意：「我要进入初禅（五分钟）。」继续专注禅相，若觉得时间（五分钟）到的时

候，查意门禅相及五禅支。 

3. 接着思惟：「在初禅，寻、伺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二禅是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

决意（默念）：「我要进入第二禅（五分钟）。」 

4.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五分钟到了以后，下来查意门禅相及三个禅支。然后思惟：「在第

二禅，喜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三禅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决意（默念）：「我要

进入第三禅（五分钟）。」 

5.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觉得时间到了，就去查意门的禅相与二个禅支：乐、一境性。 

6. 接着思惟：「在第三禅，乐禅支是粗劣的，不舒服；第四禅是比较舒服。」然后心上来决

意（默念）「我要进入第四禅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7. 然后继续专注禅相。觉得时间到了，下来查意门的禅相与二个禅支：舍、一境性。 

8. 然后才看手表。时间准不准？如果准，就是第四禅的五自在也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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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遍八定（四无色禅）修法 
 本雅难陀尊者 Ven. U Puññānanda 2016 年 11 月 21 日修订 

 

 

一． 空无边处定（第五禅定）修法 

1. 进入白遍初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二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三

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四禅（十分钟），以后查禅支、然后思惟：「白遍四

禅是不舒服的，因为依靠身体。空无边处比较宁静、舒服。」 

2. 心注意前方白遍之中的空，把「空」扩大至十方以后，心保持在前方的「空」。 

3. 确定：「我要进入空无边处定（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随着定力加强，会有亮光

出现，不要理会眼前的亮光，心保持知道「空」就可以了。 

4. （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出定以后，查二禅支「一境性、舍」。 

先练习到熟练，不需要确定时间多久。 

5. 熟练以后，再开始修「空无边处定」五自在。 

 

二． 识无边处定（第六禅定）修法 

1. 进入白遍初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二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三

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四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然后思惟：「白遍四

禅是不舒服的，因为依靠身体。空无边处比较宁静、舒服。」 

2. 进入空无边处定（五分钟），出定后查二禅支「一境性、舍」，然后思惟：「空无边处定

靠近四禅，不舒服，识无边处比较宁静、舒服。」 

3. 专注力移回面前空无边处的空，心知道：「空无边处禅心是识」，然后确定：「我要进入

识无边处定（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心保持知道「空无边处禅心是识」（心的目

标）就可以了，不要管身体状况或亮光。 

4. （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出定后，查二禅支「一境性、舍」。 

先练习到熟练，不需要确定时间多久。 

5. 熟练以后，再开始修「识无边处定」五自在。 

 

三． 无所有处定（第七禅定）修法 

1. 进入白遍初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二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三

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四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 

2. 进入空无边处定（五分钟），出定查二禅支、思惟（方法同前）。 

3. 进入识无边处定（十分钟），出定查二禅支、然后思惟：「识无边处靠近空无边处，不舒

服，无所有处比较宁静、舒服。」 

4. 注意力移回面前，心想：「我进入识无边处的时候，空无边处禅心是不存在的，因为一

个心识刹那不知道两个目标。所以知道空无边处禅心的不存在是无所有。」然后确定：

「我要进入无所有处定（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心一直保持知道「空无边处禅心

的不存在是无所有、无所有」。 

5. （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后，出定查二禅支「一境性、舍」。 

先练习到熟练，不需要确定时间多久。 

6. 熟练以后，再开始修「无所有处定」五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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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想非非想处定（第八禅定）修法 

1. 入白遍初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二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三禅

（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四禅（一分钟），以后查禅支、思惟。 

2. 入空无边处定（一分钟），出定查二禅支、思惟（方法同前）。 

3. 入识无边处定（一分钟），出定查二禅支、思惟（方法同前）。 

4. 入无所有处定（五分钟），出定查二禅支、然后思惟：「无所有处定靠近识无边 

5. 处定，不舒服；非想非非想处定比较宁静、舒服。」 

6. 注意力移回面前，心知道「无所有处的禅心是宁静」（心缘的目标），确定：「我要进入

非想非非想处定（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心保持知道「无所有处的禅心是宁静」

就可以了。 

7. （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出定，查二禅支「一境性、舍」。 

8. 先练习到熟练，不需要确定时间多久。 

9. 熟练以后，再开始修「非想非非想处定」五自在。 

 

注：以上入定时间应依禅师指示，视状况调整，故用（）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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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的业处 
MEDITATION ON FOUR GREAT ELEMENTS 

 本雅难陀尊者 Ven. U Puññānanda 2016 年 11 月 21 日修订 

 

甲、 四大的业处 Meditation on Four Great Elements 

四大的业处是每一位禅修者一定要修的，因为这是在修色法之前的业处，它包括了止禅及

观禅的修法。四大的业处起源于佛陀时代，虽有许多比丘已证得阿罗汉却因无法进入禅那，他

们的观禅很清净；但却不喜欢入禅那，所以他们由观色法（四大的业处）来成就观禅。观禅也

叫毗婆舍那，一定要由四大：地、水、火、风起修。 

一、地大有六种感觉：硬、粗、重、软、滑、轻 

二、水大有两种感觉：流动、粘结 

三、火大有两种感觉：热、冷 

四、风大有两种感觉：推动、支持 

 

刚开始时，禅修者不应直接修观禅而必须先修止禅。当修四大的十二特质，直到定力越来

越稳时，你会看到色聚，但这还不是观禅；要连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也能看得清楚，这

个阶段，我们叫色法，也就是准备进入观禅的修法。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所修的都是止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修止禅，而不能直接修观禅呢？

依佛陀在《相应部》里所说，禅修一定要修定力，即近行定或安止定、直至进入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全部都属于安止定。其中佛随

念、四大等等的业处则只能进入近行定而已。近行定的意思是接近或靠近、相近于安止定，在

它的之前一点而已。在近行定的阶段心是蛮稳的，拥有五禅支。所以佛陀说禅修者一定要禅修、

一定要有定力、才能什么都查到，包括五蕴（色、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世的因

果关系以及缘起支。 

这么修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进入涅槃；只要能进入涅槃，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涅槃的快

乐。可是若没有定力的话，我们什么也无从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会轮回、辛苦，所以佛陀教

给我们的是快乐的方法。 

 

甲之一、 綀习辨识四大的十二个特质 Discerning The 12 Characteristics of 4 Elements 

刚开始我们可以藉由修四大的业处，进入近行定。怎么样开始呢？每一个特质（感觉）都

可以作为我们的起点，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的硬、粗、重、软、滑、轻、流动、粘结、

热、冷、支持、推动十二个特质（感觉），全部都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其中风大的推动是最容

易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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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 Nature of Pushing 

先注意入息，感受有推力推进鼻孔里面；如果还不能清楚时，可以把手放在桌面或地面，

以手指作向前推的动作，感觉手推动时，手的肌肉和筋骨里面有紧的感觉，这就是推动的感觉。 

只要清楚知道推动就可以，而不是一支香接一支香的一直重复綀习辨识推动的感觉，这样

子是无法产生定力的。 

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后我们可以扩大到头部去注意推动的感觉，可由鼻孔吸气时感受到头

部有入息的推动，然后开始把它扩大专注，刚开始时，禅修者只专注于一个部份的推动。 

若是你已经是成功修习过安般念到四禅的禅修者，就更容易地将入息扩大到全身，再从脚

部推上到头部。这是定力很稳的禅修者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初入门的禅修者而言，有些人没

有定力就不能轻易做到，所以他必须一部份、一部份的分层去辨识，这样对他而言倒是比较好

的方法。 

所以刚开始感觉推动的禅修者，可先从吸气时，息推进头部里面的感觉，将心专注于它然

后扩大（扩散）。在头部里面扩散，一点点、一点点地去感觉推动，但记得不要看太久，看一下

有感觉到推动就可以了。 

因为若用很久的时间一个部份、一个部份地去看，会导致头痛。 

然后专注身体的推动：如腹部、胸部的跳动，注意到推动即扩大它，但这时候只能专注身

体的某个部份，还不要跳看到脚那里。若可以的话，才专注两手，一注意到推动就扩大，再到

两脚，一只脚一只脚的去感觉推动。 

打坐时，因为身体的力量都往下沉，所以两脚会有紧的感觉，这也就是地大的推动。切记

只有辨识清楚后才扩大，才能有更清楚的感觉；若是辨识不清楚就扩大，既使扩大了也无法辨

识得清楚。所以你可以先辨识脚的紧，再到身体，再到头部，然后再从头部到身体到脚，再重

复这样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慢慢扩大辨识它，等到更清楚时就可以越来越快的上下循环地扩

大专注（大概 45 分钟）。 

 

2. 硬 Hardness 

若成功辨识推动后，可再辨识硬的特质。 

闭起眼睛去感觉我们的皮肉筋里面较硬的部份，将它扩大。也不要辨识得太久，这样会很

辛苦，只是知道硬就可以了。找到了硬的感觉，可先专注身体的硬，骨肉筋是比皮肤硬，将它

扩大，硬的感觉就存在了。再来找脚硬的部份是会比较清楚的，因为全身的力量下沉，脚的紧、

硬比较容易感觉到，将它扩大就可以了。至于它存在脚的哪里却不需要去辨识，只要知道是硬

就行了。 

辨识身体的硬时，不要只是感觉皮肤的硬，而也要感觉骨肉筋里面的硬。这可是舍利弗尊

者教出来的方法呢！所以修四大的方法先专注推动，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循环地专注；修硬

必须依靠推动来寻找。现在可以的话，修硬（45 分钟）。 

都可以的话，将同时一起专注推动和硬，也就是推动从头到脚，硬从脚到头，这样反复用

功（大概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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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粗 Roughness 

再来可辨识粗。先用你们的舌舐过你们的牙背，那么粗的感觉就会出现了。 

不能感觉到的话，就以手摩擦你的衣服，也是会有粗的感觉存在。也是从头到脚、脚到头，

反复去专注身体内部骨肉筋里面粗的感觉。 

修一个特质最好是修到长达（45 分钟），这样会比较好，培养出的定力也会比较稳定，否

则看完十二个特质后，所培养出来的定力不稳定的话，会看不到色聚。 

然后修粗（大概 45 分钟），成功后，再同时一起上下来回修推动、硬、粗。所谓一起，其

实是一个特质、一个特质分别来辨识，也就是先修推动从上到下观察一次，再换修硬一次，接

着修粗一次，每个特质都修一遍后，再从推动开始重复的练习辨识这些特质。 

 

4. 重 Heaviness 

在成功辨识推动、硬、粗过后，你们可辨识重。注意相迭的双手，下面的手会有比较重的

感觉，将它扩大。我们的骨肉筋的地方是感觉较重的，扩大然后一样的从头到脚、脚到头的专

注用功（大概 45 分钟）。 

之后就将推、硬、粗、重四个一起，一个特质、一个特质地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大概

一个多小时）。 

 

5. 支持 Supporting 

然后，再辨识支持。将你的身体坐正，控制着这个姿势，就会感觉到支持，把它扩大到全

身，之后大概练习上下专注（45 分钟）。 

之后修推、硬、粗、重、支持五个特质在一起上下反复地修，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6. 软 Softness 

然后再辨识软的感觉。用你的舌头向口腔内的肉来回推动，就可以清楚感觉到软，然后把

这个感觉扩大。脑及骨髓是比骨软的，身体上骨骼里的骨髓也比骨软，这样地从头到脚、脚到

头，修（大概 45 分钟）。 

有些人在修得很快时，身体会转白色像棉花（此时只要知道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他过去世

修过色法、名法的禅修者，所以现在修时很容易。修软一个特质（大概 45 分钟）。 

接着辨识推、硬、粗、重、支持、软六个一起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它们时，就需要（一

个多小时）。 

 

7. 滑 Smoothness 

接着可以再辨识滑。用舌头舐过嘴唇就可以感觉到滑，身体里面的脑、骨髓、肉都是比较

滑。将它扩大，从头到脚、脚到头，修（大概 45 分钟）。 

能掌握「滑」时，再将推、硬、粗、重、支持、软、滑七个同时一起上下循环，逐一地辨

识它们（大概一个多小时）。 

8. 轻 Lightness 

能成功掌握的话，就辨识轻。双手相迭时，上面的手感觉比较轻，再感觉头部里的骨肉筋

是比身体轻，之后就把轻的感觉扩大，从头到脚、脚到头，修（大概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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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推、硬、粗、重、支持、软、滑、轻八个同时一起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它们，（大概

一个多小时）。 

 

9. 热 Hotness 

成功后，就要辨识热。热是比较容易感觉到，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比较热的。只要一感觉

到一点点就马上扩大，不要一直看到越来越热，一旦转变成太热的话，定力会退失。这样快速

地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大概修半个小时）。 

成功之后，就推、硬、粗、重、支持、软、滑、轻、热九个一起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它

们（大概一个多小时）。 

 

10. 冷 Coldness 

热成功掌握之后再辨识冷。如感觉不到冷，可以用水洗手来感觉水的冷，找到身体冷的感

觉即扩大，从头到脚、脚到头（大概 45 分钟）。 

然后再将推、硬、粗、重、支持、软、滑、轻、热、冷十个一起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它

们（大概一个半小时）。 

 

11. 流动 Nature of Flowing 

以后再辨识流动。闭起眼睛，感觉口水流下去，抓住这个流动的感觉，然后扩大，从头到

脚、脚到头找身体里面血液的流动，修（大概 45 分钟）。 

以后再结合推、硬、粗、重、支持、软、滑、轻、热、冷、流动十一个特质，上下回循环，

逐一地辨识它们（大概一个半小时）。 

 

12. 粘结 Nature of Cohesion 

成功辨识了流动之后，再辨识粘结。将手握成拳头，就会感觉到粘结，把这个感觉从头到

脚、脚到头扩大，身体里面骨肉筋粘结一起的感觉，修（大概 45 分钟）。 

然后再将十二个特质，推、硬、粗、重、支持、软、滑、轻、热、冷、流动、粘结十二个

特质，上下循环，逐一地辨识它们（大概一个半小时）。 

开始辨识十二个特质时，每一个身体部份都不能辨识得太久，因为辨识得太久，就会感觉

太强而不舒服，定力就会退掉。 

用功久了，会有定力，此时会感觉到身体也消失了，身体会变成灰色，但不要注意它是什

么颜色，仍然要继续清楚的感觉到十二个特质。（大概一个小时）内都可以清楚知道十二个特质，

而身体又灰灰的话，也不要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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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Lakkhaṇa 

特相 

 
 

四大(界)差别观修习次第 
CATTĀRO MAHĀBHŪTĀ 

 本雅难陀尊者 Ven. U Puññānanda 2016 年 11 月 21 日修订 

◆第一阶段（12 个特相, 12 Lakkhaṇa, 12 Characteristics） 

1.硬 Kakkhalaṁ, Hardness 2.粗 Pharusaṁ, Roughness 3.重 Garukaṁ, Heaviness 

4.软 Mudukaṁ, Softness 5.滑 Saṇhaṁ, Smoothness 6.轻 Lahukaṁ, Light 

7.流动 Paggharaṇa, Flowing 8.粘结 Abandhana, Cohesion 

 

9.热 Uṇha, Heat 10.冷 Sīta, Coldness 

11.支持 Vitthambhana, Supporting 12.推动 Samudīraṇa, Pushing 

修第一阶段，90 分钟。 

◆第二阶段（8 个特相, 8 Lakkhaṇa, 8 Characteristics） 

1. 硬、粗、重 2. 软、滑、轻 3. 流动 4. 粘结 5. 热 6. 冷 7. 支持 8. 推动 

先修第一阶段，30 分钟。 

次修第二阶段，60 分钟。 

◆第三阶段（四大, Cattāro Mahābhūtā） 

1. 地大 i. 硬、粗、重 ii. 软、滑、轻 

2. 水大 i. 流动 ii. 粘结 

3. 火大 i. 热 ii. 冷 

4. 风大 i. 支持 ii. 推动 

先修第一阶段，15 分钟。 

次修第二阶段，15 分钟。 

再修第三阶段，60 分钟。 

◆第四阶段（4 个特相, 4 Lakkhaṇa, 4 Characteristics） 

1. 硬 2. 流动 3. 热 4. 支持 

先修第一阶段，15 分钟。 

次修第二阶段，15 分钟。 

再修第三阶段，15 分钟。 

最后修第四阶段，90 分钟。 
 
 
 

 
 
Time 
 Kāla 
  时间 

地 
Paṭhavi, Earth 

水 
Āpo, Water 

火 
Tejo, Fire 

风 
Vāyo, Win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硬 粗 重 软 滑 轻 流动 粘结 热 冷 支持 推动 

第一阶段 90 分钟             

第二阶段 
30 分钟             
90 分钟         

第三阶段 

15 分钟             
15 分钟         
60 分钟     

第四阶段 

15 分钟             
15 分钟         
15 分钟     
9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