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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法相學會 

羅時憲先生往生 25 周年紀念講座 

日期：23/10/2018 (星期二) 

時間：7：30—9：00  PM 

地點：九龍彌敦道 328-342 號儉德大廈 14 字樓 F-G 室 

 

講題：入出息念之修習---十六勝行與六妙門 

講者：陳瓊璀 

 

一、十六勝行之修習 

《雜阿含經》卷 29：（經八〇三 『安那般那念相應』）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者，

得身心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修習滿足。 

何等為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身心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

修習滿足？是比丘若依聚落、城邑止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善繫心住。乞食已，還住處，舉衣鉢，洗足已，或入林中、閑房、樹

下，或空露地，端身正坐，繫念面前，斷世貪愛，離欲清淨，瞋恚、睡眠、掉悔、

疑斷，度諸疑惑，於諸善法心得決定，遠離五蓋。煩惱於心令慧力羸，為障礙分，

不趣涅槃。 

念於內息，繫念善學，念於外息，繫念善學。息長息短。覺知一切身入息，於一

切身入息善學，覺知一切身出息，於一切身出息善學。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於

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於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學。覺知喜。

覺知樂。覺知心行。覺知心行息入息，於覺知心行息入息善學；覺知心行息出息，

於覺知心行息出息善學。覺知心。覺知心悅。覺知心定。覺知心解脫入息，於覺

知心解脫入息善學，覺知心解脫出息，於覺知心解脫出息善學。觀察無常。觀察

斷。觀察無欲。觀察滅入息，於觀察滅入息善學；觀察滅出息，於觀察滅出息善

學。是名修安那般那念，身止息、心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修習

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CBETA, T02, no. 99, p. 206, a14-b14) 

安那般那念(巴)Ānāpānasati. 

 

《相應部‧五十四‧出入息相應》一‧一法： 

(志蓮淨苑《巴利文翻譯組學報》第十一期 蕭式球譯) 

這是我所聽見的：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在那裏，世尊對比

丘說： “比丘們。”比丘回答世尊： “大德。” 

世尊說： “比丘們，勤修一法，會帶來大果報、大利益。這一法是什麼呢？是

出入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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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怎樣修習出入息念呢？為什麼勤修出入息念會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 

1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 

2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長。

當呼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短。 

3他這樣修學：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

整個身體。 

4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5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喜。 

6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樂。 

7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行。 

8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心行。 

9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 

10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歡悅。 

11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入定。 

12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解脫；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解脫。 

13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常。 

14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欲。 

15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息滅。 

16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放捨；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放捨。’ 

“比丘們，這就是修習出入息念了。勤修這出入息念，會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瑜伽師地論》卷 27(聲聞地)： 

云何阿那波那念所緣？謂緣入息、出息念，是名阿那波那念。此念所緣入、出息

等，名阿那波那念所緣。 

當知此中，入息有二，何等為二？一者入息，二者中間入息。 

出息亦二，何等為二？一者出息，二者中間出息。 

入息者，謂出息無間，內門風轉，(始從面門、鼻門)乃至臍處。 

中間入息者，謂入息滅已，乃至出息未生，於其中間，在停息處，暫時相似微細

風起，是名中間入息。 

如入息、中間入息，出息、中間出息，當知亦爾。 

此中差別者：謂入息無間，外門風轉，始從臍處乃至面門，或至鼻端、或復出外。 

入息出息有二因緣。何等為二？一牽引業；二臍處孔穴，或上身分所有孔穴。入

息出息有二所依。何等為二？一身、二心。 

所以者何？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 

(中略：入息、出息有二所依，一身，二心，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

應。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某些有情眾生無須通過呼吸系統呼吸仍可維持生命，

例如： 

一，在無想定、滅盡定中，及生於無想天的有情眾生，有息所依身，無息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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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故無入、出息。 

二，無色定中、生四無色界有情眾生，有息所依心，無息所依身，故無入、出 

息。 

三，若於胎位，四，第四靜慮、生第四禪天眾生，有息所依身，有息所依心， 

但無入、出息。以上四種情況皆屬非如其所應。) 

是故當知，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 

 

入息出息有二種行。何等為二？一者入息向下而行；二者出息向上而行。 

 

入息出息有二種地。何等為二？一麁孔穴；二細孔穴。 

云何麁孔穴：謂從臍處孔穴，乃至面門、鼻門。復從面門、鼻門，乃至臍處孔穴。 

云何細孔穴：謂於身中一切毛孔。 

 

入息出息有四異名。何等為四：一名風，二名阿那波那，三名入息、出息，四名

身行。 

風名一種，是風共名；餘之三種，是不共名。 

 

修入出息者有二過患。何等為二：一太緩方便，二太急方便。 

由太緩方便故，生起懈怠，或為惛沈、睡眠纏擾其心，或令其心於外散亂。 

由太急方便故，或令其身生不平等，或令其心生不平等。 

云何令身生不平等：謂強用力持入出息，由入出息被執持故，便令身中不平風轉。

由此最初於諸支節皆生戰掉，名能戰掉。此戰掉風若增長時，能生疾病，由是因

緣，於諸支節生諸疾病。是名令身生不平等。 

云何令心生不平等：謂或令心生諸散亂，或為極重憂惱逼切。是名令心生不平等。 

 

又此阿那波那念。應知略有五種修習。何等為五：一算數修習，二悟入諸蘊修習，

三悟入緣起修習，四悟入聖諦修習，五十六勝行修習。 

 

云何名為算數修習？謂略有四種算數修習。何等為四： 

一者以一為一算數，二者以二為一算數，三者順算數，四者逆算數。 

 

云何以一為一算數？謂若入息入時，由緣入息住念數以為一。若入息滅，出息生，

出向外時，數為第二，如是展轉數至其十。由此算數非略非廣，故唯至十。是名

以一為一算數。 

 

云何以二為一算數？謂若入息入而已滅，出息生而已出，爾時總合數以為一，即

由如是算數道理，數至其十，是名以二為一算數。入息出息說名為二，總合二種

數之為一，故名以二為一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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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順算數？謂或由以一為一算數，或由以二為一算數，順次展轉數至其十，名

順算數。 

 

云何逆算數？謂即由前二種算數。逆次展轉從第十數，次九、次八、次七、次六、

次五、次四、次三、次二、次數其一，名逆算數。 

 

若時行者。或以一為一算數為依，或以二為一算數為依，於順算數及逆算數已串

修習，於其中間，心無散亂。 

 

無散亂心善算數已，復應為說勝進算數。 

 

云何名為勝進算數？謂或依以一為一算數，或依以二為一算數，合二為一而算數

之，若依以一為一而算數者，即入息出息二合為一，若依以二為一而算數者，即

入息出息四合為一。 

如是展轉數乃至十，如是後後漸增，乃至以百為一而算數之。 

由此以百為一算數，漸次數之，乃至其十。 

如是勤修數息念者，乃至十十數以為一，漸次數之，乃至滿十。由此以十為一算

數，於其中間心無散亂，齊此名為已串修習。 

 

又此勤修數息念者，若於中間其心散亂，復應退還從初數起，或順、或逆。 

 

若時算數極串習故，其心自然乘任運道，安住入息、出息所緣，無斷無間，相續

而轉。 

…… 

如是展轉相續流注。無動無搖。無散亂行。有愛樂轉。齊此名為過算數地，不應

復數。唯於入息出息所緣，令心安住。 

於入出息應正隨行。應審了達。於入出息及二中間若轉若還分位差別。皆善覺了。

如是名為算數修習。…… 

 

 悟入諸蘊修習 

如是彼於算數息念。善修習已。……(中略) 

如是行者。於諸蘊中乃至多住名已悟入。是名悟入諸蘊修習。 

 

 

悟入緣起修習 

若時無倒能見、能知：唯有諸蘊、唯有諸行，唯事、唯法，彼於爾時，能於諸行

悟入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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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悟入？謂觀行者如是尋求：此入、出息，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

此入、出息，依身、緣身，依心、緣心。……(中略) 

如是了知：無明依緣先行，先行依緣命根，命根依緣身、心，身、心依緣入息、

出息。 

又能了知：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命根滅，命根滅故身心滅，身心滅故入出息滅。

如是名為悟入緣起。 

彼於緣起悟入多住，名善習修，是名悟入緣起修習。 

 

 悟入聖諦修習 

如是彼於緣起悟入善修習已，復於諸行如實了知從眾緣生，悟入無常。謂悟入諸

行是無常故，本無而有，有已散滅。若是本無而有，有已散滅，即是生法、老法、

病法、死法。...即是其苦。……(中略) 

於此悟入能多住已。於諸諦中證得現觀。是名悟入聖諦修習。如是於聖諦中善修

習已。於見道所斷一切煩惱皆悉永斷。唯餘修道所斷煩惱。為斷彼故復進修習十

六勝行。 

 

十六勝行修習 

云何名為十六勝行。 

1 謂於念入息我今能學念於入息。於念出息我今能學念於出息。 

2 若長若短。 

3 於覺了遍身入息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入息。於覺了遍身出息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出

息。 

4 於息除身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學息除身

行出息。 

5 於覺了喜入息，我今能學覺了喜入息。於覺了喜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喜出息。 

6 於覺了樂入息，我今能學覺了樂入息。於覺了樂出息，我今能學覺了樂出息。 

7 於覺了心行入息，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入息。於覺了心行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心行

出息。 

8 於息除心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心行入息。於息除心行出息，我今能學息除心

行出息。 

9 於覺了心入息，我今能學覺了心入息。於覺了心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心出息。 

10 於喜悅心入息，我今能學喜悅心入息；於喜悅心出息，我今能學喜悅心出息。 

11 於制持心入息，我今能學制持心入息。於制持心出息，我今能學制持心出息。 

12 於解脫心入息，我今能學解脫心入息。於解脫心出息，我今能學解脫心出息 

13 於無常隨觀入息，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入息。於無常隨觀出息，我今能學無常

隨觀出息。 

14 於斷隨觀入息，我今能學斷隨觀入息。於斷隨觀出息，我今能學斷隨觀出息。 

15 於離欲隨觀入息，我今能學離欲隨觀入息。於離欲隨觀出息，我今能學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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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觀出息。 

16 於滅隨觀入息，我今能學滅隨觀入息。於滅隨觀出息，我今能學滅隨觀出息。 

 

問：如是十六差別云何。 

答：有學見迹，已得四念住等。於入出息所緣。作意復更進修。 

1(於念入息出息)為斷餘結。是故念言：於念入息，我今能學念於入息。於念出

息，我今能學念於出息。 

 

2(若長若短念入息出息)若緣入息、出息境時，便作念言：我今能學念長入息、

念長出息。 

若緣中間入息、中間出息境時，便作念言：我今能學念短入息、念短出息。如入

息、出息長轉，及中間入息、中間出息短轉，即如是了知。如是名為若長若短。 

 

3(覺了遍身念入息出息)若緣身中微細孔穴入息、出息，周遍隨入諸毛孔中，緣

此為境起勝解時，便作念言：我於覺了遍身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入息、

出息。 

 

4(息除身行念入息出息)若於是時，或入息、中間入息已滅，出息、中間出息未

生，緣入息出息空無位、入息出息遠離位為境。或出息、中間出息已滅，入息、

中間入息未生，緣出息、入息空無位、出息、入息遠離位為境。即於此時便作念

言：於息除身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學息除

身行出息。 

又即於此，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先未串習入、出息時，所有剛強苦

觸隨轉，今已串習入出息故，皆得息除，有餘柔軟樂觸隨轉。便作念言：於息除

身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入息。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學息除身行出息。 

(以上 1 至 4為觀身身念住) 

 

5(覺了喜念入息出息)又於如是阿那波那念勤修行者，若得初靜慮，或得第二靜

慮時，便作念言：於覺了喜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喜入息出息。 

 

6(覺了樂念入息出息)若得離喜第三靜慮時，便作念言：於覺了樂入息、出息，

我今能學覺了樂入息、出息。 

第三靜慮已上，於阿那波那念無有更修加行道理，是故乃至第三靜慮，宣說息念

加行所攝。 

 

7(覺了心行念入息出息)又即如是覺了喜者、覺了樂者，或有暫時生起忘念。或

謂有我、我所；或發我慢，或謂我當有，或謂我當無；或謂我當有色，或謂我當

無色；或謂我當有想，或謂我當無想，或謂我當非有想、非無想。生起如是愚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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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思俱行，種種動慢、戲論、造作、貪愛，纔生起已，便能速疾以慧通達，不

深染著，方便斷滅、除遣、變吐。由是加行，便作念言：於覺了心行入息、出息，

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入息、出息。 

 

8(息除心行念入息出息)於息除心行入息、出息，我今能學息除心行入息、出息。 

(以上 5至 8為觀受受念住) 

 

9(覺了心念入息出息)又若得根本第一、第二、第三靜慮，彼定已得初靜慮近分、

未至依定，依此觀察所生起心。謂如實知、如實覺了：或有貪心、或離貪心。或

有瞋心、或離瞋心。或有癡心、或離癡心。略心、散心、下心、舉心。有掉動心、

無掉動心。有寂靜心、無寂靜心。有等引心、無等引心。善修習心、不善修習心。

善解脫心、不善解脫心。於如是心，皆如實知、如實覺了。是故念言：於覺了心

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心入息、出息。 

 

10(喜悅心念入息出息)彼若有時，見為惛沈、睡眠蓋覆障其心，由極於內住寂止

故，爾時於外隨緣一種淨妙境界，示現、教導、讚勵、慶喜，策發其心。是故念

言：於喜悅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喜悅心入息、出息。 

 

11(制持心念入息出息)彼若有時，見為掉舉、惡作蓋覆障其心，由極於外住囂舉

故，爾時於內安住寂靜，制持其心。是故念言：於制持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

制持心入息、出息。 

 

12(解脫心念入息出息)若時於心善修、善習、善多修習為因緣故，令現行蓋皆得

遠離，於諸蓋中心得清淨。是故念言：於解脫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解脫心入

息、出息。 

(以上 9至 12為觀心心念住) 

 

13(無常隨觀入息、出息)彼於諸蓋障修道者，心已解脫，餘有隨眠，復應當斷。

為斷彼故，起道現前。謂於諸行無常法性，極善精懇，如理觀察。是故念言：於

無常隨觀入息、出息，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入息、出息。 

 

14、15、16(斷界、離欲界、滅界隨觀入息出息)又彼先時，或依下三靜慮，或依

未至依定，已於奢摩他修瑜伽行。今依無常隨觀，復於毘鉢舍那修瑜伽行。 

如是以奢摩他、毘鉢舍那熏修心已，於諸界中，從彼隨眠而求解脫。 

云何諸界，所謂三界：一者斷界，二者離欲界，三者滅界。 

見道所斷一切行斷，名為斷界。修道所斷一切行斷，名離欲界。一切依滅，名為

滅界。 

思惟如是三界，寂靜、安隱、無患，修奢摩他、毘鉢舍那。彼由修習、多修習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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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餘修道所斷煩惱，心得解脫。是故念言：於斷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入息、

出息，我今能學斷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入息、出息。 

(以上 13至 16為觀法法念住) 

 

如是彼於見、修所斷一切煩惱皆永斷故，成阿羅漢，諸漏永盡。此後更無所應作

事，於所決擇已得究竟。是名十六勝行。 

(CBETA, T30, no. 1579, p. 430, c5-p. 433, b23) 

 

 

 

二、六妙門之修習 

源遠流長的上座禪法 

《修行本起經》卷 2〈出家品 5〉： 

菩薩一不肯受，自誓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

玄精靜寞，寂默一心，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遊志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神通妙達，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

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視無為，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三禪行。 

(CBETA, T03, no. 184, p. 469, c4-10)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 

菩薩即拾槀草，以用布地，正基(而)坐，叉手閉目，一心誓言：『使吾於此肌骨枯

腐，不得佛，終不起。』天神進食，一不肯受。天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

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玄清靖漠，寂默一心。內思

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 

(CBETA, T03, no. 185, p. 476, c21-2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 

復次，此持息念由六因故應知其相：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轉，六淨。 

 

數有五種：一滿數，二減數，三增數，四亂數，五淨數。滿數者。謂從一數至十。

減數者。謂於二等數為一等。增數者謂於一等數為二等。亂數者。謂數過十。有

餘師說。於入謂出、於出謂入名為亂數。復有說者。數無次第故名亂數。淨數者。

於五入息數為五入。於五出息數為五出。 

問：為先數入息，為先數出息耶。答：先數入息。後數出息。以生時息入，死時

息出故。又如是觀身心安隱非顛倒故。又如是觀顯於生死先入後出，非顛倒故。 

 

隨者，繫心隨息從外入內。謂從口鼻流至咽喉。復從咽喉流至心胸。復從心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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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臍輪。如是展轉乃至足指，心皆隨逐。心復隨息從內出外。半麻一麻。半麥一

麥。半指節一指節。半指一指。半搩手一搩手。半肘一肘。半尋一尋。乃至廣說。

隨根勢力。息去近遠心皆隨逐。 

 

止者。謂觀息風初住口鼻。次住咽喉。次住心胸，次住臍輪。展轉乃至後住足指。

隨息所止心住觀之。有說。止者。住心觀息遍住身中如珠中縷。 

 

觀者。謂此息風若至口鼻能審觀察。若至咽喉亦審觀察。如是展轉乃至足指亦審

觀察。觀息風已。復作是念：此風聚中有四大種。此四大種生諸造色。此所造色

是心、心所所依止處。如是行者。觀息為先，展轉遍能觀五取蘊。 

 

轉者。轉此入出息觀起身念住。展轉乃至起法念住。 

 

淨者從煖乃至無學。 

有說。四種順決擇分亦是轉攝。淨謂始從苦法智忍乃至無學。 

有說。從四念住位乃至金剛喻定皆是轉攝。有煩惱故未名為淨。盡智起後方名為

淨。 

 

復次，此中數作二事。一能數入出息。二能捨耽嗜。 

依尋隨作二事。一能隨入出息。二能捨出離。 

依尋止作二事。一能止住息。二能住等持。 

觀作二事。一能觀入出息。二能取心心所法相無所遺漏。 

轉作二事。一能轉息觀。二能入諦觀。有說。轉作二事。一能捨異生性。二能得

聖性。有說。轉作二事。一能捨煩惱。二能淨智見。 

淨作二事。一能觀聖諦。二能入聖道。有說。淨作二事。一能捨煩惱。二能淨智

見。有說。淨作二事。一能證有餘依涅槃界。二能證無餘依涅槃界。有餘師說。

淨作二事。一能證現法樂住。二能證二涅槃界。 

 

《修行道地經》卷 5〈數息品 23〉： 

何謂修行數息守意求於寂然？今當解說數息之法。……數息守意有四事行，無二

瑕穢，十六特勝。 

於是頌曰： 

 其修行者欲求寂，  當知安般出入息， 

 無有二瑕曉四事，  當有奇特十六變。 

何謂四事？一謂數息，二謂相隨，三謂止觀，四謂還淨。於是頌曰： 

 當以數息及相隨，  則觀世間諸萬物， 

 還淨之行制其心，  以四事宜而定意。 

何謂二瑕？數息或長或短是為二瑕。捐是二事。於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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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息設長短，  顛倒無次第， 

 是安般守意，  棄捐無二瑕。 

何謂十六特勝？數息長則知，息短亦知，息動身則知，息和釋即知，遭喜悅則知，

遇安則知，心所趣即知，心柔順則知，心所覺即知，心歡喜則知，心伏即知，心

解脫即知，見無常則知，若無欲則知，觀寂然即知，見道趣即知。是為數息十六

特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