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阿那波那念所緣       （大正藏：冊 30，430c5；披尋記：冊 2，頁915） 

云何阿那（ānā 入息）波那（āpāna 出息）念23所緣？謂緣入息、出息念，是名

「阿那波那念（ānāpāna-smṛti）。24」此念所緣入出息等25，名「阿那波那念

所緣26
」。 

(按: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慧由念力觀此為境，故名阿那阿波那念，以

慧為性；而說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明所作事成。」) 

１、廣辨

（１）辨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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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入息

入息者，謂出息無間，內門風轉乃至臍處。 

Ｂ、中間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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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臍至鼻中間暫時有出息相似風)，是名中間入息。 

23 《修行道地經》卷 5（大正 15，215c22~216a1）；《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大正 29，118a8~12），卷

29（大正 29，672c27~29）；《解脫道論》卷 6（大正 32，429c18）；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

「阿那波那念者，阿那名持來，波那名持去。持來者入息，持去者出息，亦名持息來持息去也。」

（大正 43， 114a26~28）；《解脫道論》卷 7（大正 32，429c18）。 

24 詳見 恵敏法師著《「聲聞地」におる所緣の研究》（p .195）；另參見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

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 .1a。。 
2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大正 27，133c25~134a）。 
26 《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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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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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出因緣 

入息、出息有二因緣。何等為二？一、牽引業(由往業所引業風)；二、臍處孔穴，

或上身分所有孔穴(面上口鼻)。 

（３）辨息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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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如其所應(或依身心，或依業，或依孔穴)。28 

(按：佛經說有四種情形之下，有情眾生是沒有呼吸的現象的： 

一、在無想定、滅盡定，及生於無想天的眾生， 

二、生於四無色界天的有情， 

三、處在胎位中之有情， 

四、在第四禪定，及生於第四禪天的眾生。 

依此經意，故下文釋妨難：) 

Ａ、「若唯依身而息轉」者，入無想定、入滅盡定、生無想天諸有情類，彼息應轉； 

27 《雜阿含經》卷 21（大正 2，150a27）；另參見《施設論》卷 5（大正 26，523c20）；《阿毘達磨大毘婆

沙論》卷 26：「入出息由四事轉，一、有息所依身，二、風道通，三、毛孔開，四、入出息地麁心現前，

必具此四入出息轉。」（大正 27，132a21~23）；《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55a）。 
28 韓清淨註：「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者：入出息轉非唯依身、非唯依心，是故前說有二所依，然亦

非唯依身心轉，由諸有情業差別故，或時不轉，是故說言如其所應。如下妨難，其義可知。」（《披

尋記》（二）p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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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若唯依心而息轉」者，入無色定、生無色界，彼息應轉；

Ｃ、「若唯依身、心而轉，非如其所應」者， 

入第四靜慮、若生於彼(第四靜慮天)諸有情類， 

及羯羅藍(kalala，父母精血初和合凝結成膜)、頞部曇(arbuda 皰結)、閉

尸(peśī 軟肉)等位29 (鍵南 ghana 堅肉, 缽羅賒佉 praśākha 支節軀體等胎

內五位，在母腹中四位時無息)諸有情類，彼息應轉。30 

然彼(上三種情況皆)不轉， 

是故當知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 

29 《俱舍論頌疏論本》卷 9：「最初羯剌藍（此云凝滑亦云和合），次生頞部曇（此云皰），從此生閉尸（此

云血肉也），閉尸生健南（此云堅肉），次鉢羅奢佉（此云支節），後髮毛爪等及色根形相漸次而轉增（髮

毛等，總是第五位。此上是胎內五位也。）」（大正 41，870c25~28）。 
30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3：「[1]若唯依身而息轉等者，此中意難非唯依身而息得轉，如入無心定等

時，身在下界而彼息不轉，故非唯依身而息得轉。[2]若唯依心而息轉等者，此中意難非唯依心而息得

轉，若不爾者入無色定彼息應轉故。[3]若唯依身心而轉等者，此中意難亦依孔穴、業等而息得轉，非

唯依身心，如在母腹中四位時無息義，故論言閉尸等位。」（大正 42，447c24~448a3）。 

【表一】 

○1 息所依身 ○2 息所依心 ○3 非如其所應31 

（1）無想定、 

滅盡定、 

生無想天 

Ο × × 

（2）無色定、 

無色界 
× Ο × 

（3）胎位 Ο Ο × 

（4）第四靜慮、 

生四靜慮 
Ο Ο × 

31 如其所應即指依孔穴、業等。詳見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3（大正 42，447c24~44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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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明息行

入息、出息有二種行。何等為二？一者、入息向下而行(從鼻口入下向臍處)；

二者、出息向上而行(從臍處入上趣口鼻)。 

（５）明所依地

入息、出息有二種地。何等為二？一、麁孔穴；二、細孔穴。（4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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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辨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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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異門論》三卷：「身業亦名身行，入息出息亦名身行。 

於此義中，意說入息出息身行。 

所以者何？ 

入息者：呼吸外風，令入身內。 

出息者：引發內風，令出身外。 

由此勢力，令身動轉，通暢安隱。 

故入出息，說為身行(kāya-saṃskāra，bodily activities，身行輕安、安靜、柔

軟的狀態。」

《雜阿含》（568 經）云：「出息入息名為身行。……出息入息是身法，依於

身，屬於身，依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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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論》卷 56 云： 「行有三種：謂身行、語行、意行。當知此中入出息風

名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所作業，亦名身行。……如入出息能起身

業故名身行。」)

風名一種，是風共名； 

餘之三種，是不共名。 

（７）明修息觀人有二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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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五種修習（大正藏：冊30，431a18；披尋記：冊2，頁 917） 

（１）總說

又此阿那波那念，應知略有五種修習。 

何等為五？一、算數修習 p.5 ；二、悟入諸蘊修習 p.7 ；三、悟入緣起修習 p.8 

；四、悟入聖諦修習 p.8 ；五、十六勝行修習 p.9 。   

謂或令心生諸散亂，或為極重憂惱逼切。是名令心生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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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別釋（五種）

Ａ、算數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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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解四句 

ａ、以一為一 

云何以一為一算數？謂若入息入時，由緣入息出息住念，數以為一。 若入息

滅出息生，出向外時，數為第二。 

(按: 以五入息、五出息算以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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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以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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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b）一，即由如是算數道理，數至其十，是名以二為一算數。 

(按: 以十入息、十出息算以為十。) 

入息、出息說名為二，總合二種，數之為一，故名以二為一算數。 

ｃ、順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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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雜阿毘曇心論》卷 8（大正 28，934b2~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大正 29，118a23~25）；《阿毘

達磨順正理論》卷 60（大正 29，673c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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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逆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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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辨勝進算數

ａ、結前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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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釋勝進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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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若依以一為一而算數者，即入息、出息，二合為一。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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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合二入二出有四息為一，數至其十， 

乃至以三入、三出有六息為一，數至其十， 

四入、四出有八息數為一，數至其十…… 

十入、十出有二十息數為一，數至其十。) 

（ｃ）如是後後漸增乃至以百為一(一百入一百出有二百息，總合為

一)而算數之。由此以百為一算數，漸次數之乃至其十

(即十次以百為一之算數；又十百名千)。 

ｃ、串修習

◎如是勤修數息念者，乃至十十(十箇十百故云十十)數以為一，漸次數之，

   乃至滿十(十千名萬)。 

由此以十為一算數，於其中間，心無散亂，齊此名為已串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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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習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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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運道，安住入息、出息所緣，無斷無間相

續而轉。先於入息有能取轉，入息滅已，於息空位有能取轉；次於出息有能取

轉，出息滅已，於息空位有能取轉。 

◎小結

如是展轉相續流注，無動無搖，無散亂行，有愛樂轉，齊（43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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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任＝住【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 30，431d，n.6）；另參見《梵和大辭典》：「乘住

（samārūḍham）p. 1423；運道（vāhimārga）p. 1198。

（Ｃ）辨利鈍差別

ａ、鈍根

又鈍根者，應為宣說如是息念算數修習；彼由此故，於散亂處，令心安住、

令心愛樂。 

若異算數入出息念，彼心應為惛沈、睡眠之所纏擾，或應彼心於外馳散；由

正勤修數息念故，彼皆無有。 

ｂ、利根

若有利根，覺慧、聰俊，不好乘此算數加行；若為宣說算數加行，亦能速疾

無倒了達，然不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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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總牒結

ａ、彼復於此入出息緣，安住念已，若是處轉34、若乃至轉、若如所轉、若時

而轉，於此一切，由安住念，能正隨行，能正了達如是加行有如是相。

ｂ、於此加行，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證一境

性，於其所緣，愛樂趣入。 

Ｂ、悟入諸蘊修習（大正藏：冊 30，431c16；披尋記：冊 2，頁 920） 

（Ａ）總辨悟入

如是彼於算數息念，善修習已，復於所取(思惟入出息及所依身皆物質現象，

由此悟入色蘊)、能取(思惟入出息及受、想、行、識，由此悟入四蘊)二事，

作意思惟35，悟入諸蘊。 

（Ｂ）別明悟入

云何悟入？ 

ａ、謂於入息、出息及息所依身，作意思惟，「悟入色蘊」。 

ｂ、於彼入息、出息，能取(阿那波那)念相應領納(receive impression)，作意

思惟，「悟入受蘊」。 

ｃ、即於彼(阿那波那)念相應等了（saṃjñanā，了此共相名等了, cognition 

3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轉者，轉此入出息觀起身念住，展轉乃至起法念住。」（大正 27，135a23）。 
35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云於所取能取二事思惟悟入諸蘊者，思惟所取入出息體及所依身悟入

色蘊，思惟能取念入出息同時四蘊即是悟入餘之四蘊。」（大正 42，448c28~449a2）。 

of objects and concepts）36，作意思惟，「悟入想蘊」。 

ｄ、即於彼念，若(阿那波那)念相應思及慧等，作意思惟，「悟入行蘊」。 

ｅ、若於彼(阿那波那)念相應諸心、意、識，作意思惟，「悟入識蘊」。 

36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 .772b。 

◎如是行者，於諸蘊中乃至多住，名已悟入。是名「悟入諸蘊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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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悟入緣起修習

（Ａ）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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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別釋

云何悟入？ 

ａ、明悟入染品 

（ａ）尋入出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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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a），依身、緣身、依心、緣心。 

（ｂ）尋身心因

復更尋求此身、此心，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此身、此心，

依緣命根(jīvitendriya，即有情之壽命，依煖與識而維持一期生命)。 

（ｃ）尋命根因

復更尋求如是命根，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如是命根，依緣

先行(過去業行)。 

（ｄ）復先行因

復更尋求如是先行，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如是先行，依緣無明。

(舉果尋因逆次第竟) 

◎如是了知無明(為)依緣(故有)先行，先行依緣命根，命根依緣身心，身心

 依緣入息出息。(由因溯果順次第竟)

ｂ、明悟入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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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師地論》卷 27  （五）阿那波那念所緣   P.01-17 P.10

10



ｃ、小結

如是名為悟入緣起。 

（Ｃ）結

 Ｄ、悟入聖諦修習   

（Ａ）悟入四諦

ａ、苦諦

（ａ）明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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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於緣起悟入、多住，名善習修。是名悟入緣起修習。 

 （大正藏：冊 30，432a12；披尋記：冊2，頁921） 

謂悟入諸行是無常故，本無而有，有已散滅。 

（ｂ）明苦

若是本無而有，有已散滅，即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 

若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即是其苦。 

（ｃ）明空及無我

若是其苦，即是無我，不得自在，遠離宰主。 

◎如是名為由無常、苦、空、無我行，悟入苦諦。 

ｂ、集諦

又彼如是能正悟入：諸所有行，眾緣生起，其性是苦，如病、如癰，37一切

皆以貪愛為緣。 

37 《瑜伽師地論》卷 86（大正 30，779b26~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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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滅諦

又正悟入：即此能生眾苦貪愛，若無餘斷，即是畢竟寂靜、微妙。 

ｄ、道諦

我若於此，如是了知、如是觀見、如是多住，當於貪愛能無餘斷。

 ◎如是名能悟入集諦、滅諦、道諦。 

（Ｂ）總結

於此悟入能多住已，於諸諦中證得現觀。是名悟入聖諦修習。 

Ｅ、十六勝行修習

◎牒前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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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前見道，故名勝行)38。 

(按: 《瑜伽論》把十六勝行作為斷修惑煩惱的方式，亦是安那般那念順四念

處方便而發展的修行法門。)

38 《雜阿含經》卷 29〈803 經〉（大正 2，206a16~b14）；《雜阿含經》卷 29〈810 經〉（大正 2，208a18~208b13）；

SN.54.13（S VI，329~331）；SN.54.16（S VI，336~337）；《清淨道論》p .237~279；《坐禪三昧經》（大正 

15，275b19~276a6）；《摩訶僧祇律》卷 4（大正 22，254c14~255a5）；《大智度論》卷 11（大正 25， 

138a10~1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大正 27，136a17）；《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60：「有餘師

說：若具六相遠離三失，或若具足修十六種殊勝行相，齊此應說持息念成，經說息念有十七種。」 （大正 

29，675a9~12）；《成實論》卷 14（大正 32，355c16）；楊郁文著《阿含要略》p .219~220。 

（大正藏：冊 30，432a26；披尋記：冊2，頁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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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四念處 十六勝行 十六勝行內容 十六勝行差別 

◎總緣念住

云何名為十六勝行？  

謂於念入息，我今能學念

於入息；（432b）於念出

息，我今能學念於出息： 

問：如是十六差別云何？ 

答：有學見跡已得四念住等(三十七菩

提分法)，於（432c）入出息所緣作意，

復更進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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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念 

處 

◎別緣念住： 

(1)觀息長

若長。 若緣入息、出息境時，便作念言：「我

今能學念長入息、念長出息。」

(2)觀息短 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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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息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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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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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息除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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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息除身行: praśrabhya 

kāya-saṃsk ārām, 

praśrabdhi (平靜，止息，

除斷、輕安)，淨諸身行，

身行輕利、平息身行。 

《坐禪三昧經》卷上云：

「若身懈怠、睡眠、體重悉

除棄之，身輕柔軟隨禪

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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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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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觀喜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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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於如是阿那波那念勤修行者，39若

得初靜慮或得第二靜慮時。40便作念

言：「於覺了喜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喜入息出息。」

39 《瑜伽師地論》卷 32（大正 30，464b12~23）。 
40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覺喜者，觀初二靜慮地喜。覺樂者，觀第三靜慮地樂。」（大正 27，

136b17~18）。 

受 

念 

處

(6)觀樂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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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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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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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行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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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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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息除心行入息出息，我今能學

息除心行入息出息。」

(8)觀息除心行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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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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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念 

處

(9)觀心入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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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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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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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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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喜悅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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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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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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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制持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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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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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b）

(12)觀解脫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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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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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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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念 

處

(13)觀無常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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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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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斷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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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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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於毘缽舍那，

修瑜伽行。如是以奢摩他、毘缽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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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5)觀離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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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欲隨觀出息。

44 《雜阿含經》卷 17〈464 經〉：「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阿難復問上座：「云何諸解脫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云何斷界，

乃至滅界？」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斷一切行，是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欲界；一切行滅，是名

滅界。」（大正 2，118b25~c1）；《瑜伽師地論》卷 85（大正 30，775a4~9）；《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5（大正 29，134a23~26）；《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2（大正 29，734a6~11）。 

(16)觀滅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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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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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缽舍那。 

◎彼由修、習、多修習故，從餘修道

所斷煩惱，心得解脫，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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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究

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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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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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總結

修習如是名為：五種修習阿那波那念。

多尋思行補特伽羅，應於是中，正勤修學，愛樂乘御。若於所緣，有思

遽務、有散亂者，於內各別應當親近如是觀行。 

３、結安那般那所緣

若於此中，勤修習者，尋思散動皆無所有，心於所緣，速疾安住，深生

愛樂。 是名第五多尋思行補特伽羅淨行所緣。46

（六）總結

如（433c）是總名淨行所緣。 

46 《瑜伽師地論》卷 26（大正 30，426b1~2）。 

資料來源：

《瑜伽師地論》卷 27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第二瑜伽處之二

廣淨法師 指導  海順法師 編 講義   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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