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云何無想定？謂離遍淨染，未離上染，以出

離想作意為先，所有不恆行心、心法滅為性。 

這一種，叫做「無想定」。一般其他的定，它是有心的，有心理作用的。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都是以定心來建立的，心裡想得到這種定，內

心之中有這一種定的境界，那麼當然就得到這種定了。這個「無想定」裡

面，沒有心理活動，沒有想。不但是沒有想，像我們普通的眼識、耳識、

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一切都不起了。這一種定，不能說它是身體，

也不能說它是心。心，它沒有起來；你說身體，眼、耳、鼻、舌、身這種

身體的物質，怎麼能夠成就定呢？因為既不是色，又沒有心，所以經上說

無想定是一種不相應行 1，就是這個道理。 

無想定的境界，「謂離遍淨染，未離上染。」第三禪有三天－－少淨

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第三禪最高的叫「遍淨天」，「遍淨染」屬第三禪。

凡是得禪定，要離開下面的煩惱，才能夠成就上面的禪定。比方要離開了

欲界的煩惱，才得到初禪；離開初禪的煩惱，才得到二禪。無想定是屬於

第四禪，第三禪遍淨的染污已經離開了。「未離上染」，三禪以上的，還

沒有離開，因為它是屬於第四禪的。

無想定怎麼修行呢？「以出離想作意為先」。修行任何一種定，它都

有一個方便。無想定本來是一種外道的定，他覺得眾生一切的苦惱，追根

究底的毛病，就是我們色、受、想、行、識的這個「想」。他把「想」

看成是問題所在，認為修行要求解脫、要了生死，就不要起這個「想」。

所以，他這個修行的方法，以出離想的作意為方便，就是作意不要起這

個「想」，以離這個「想」做方便。那麼，以這個樣子修行，慢慢慢慢實

現了，達到的時候，「想」不起了。

想，是佛法裡的心心所法，是相應行。上面講受、想、觸、作意、思

這五種叫遍行心所 2，有這五種遍行心所，就有心識，如果沒有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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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識也就沒有了。那麼，這個想沒有了的時候，受、觸、作意、思，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一切都不起了。所以，想沒有了的話，

一切前六識的心、心所都不現前了，到了這種境界，就到了無想定的境界。

所以，「以出離想作意為先」。「出離想」就是停止這個想、離開這個想、

不起這個想、出離這個想、止息這個想。以這一種的作意，起先注意，思

惟我要離這個想、要離這個想，以這一個為先，結果「所有不恆行」的「心、

心法滅」。修定修到這個境界，所得到的叫做無想定，是不相應行的一種。

「不恆行心、心法」，就是前六識和與前六識相應的心所法。比方我

們看東西的時候，就生起眼識；沒有看，眼識就不起來了。我聽到聲音，

耳識就生起來；沒有聽到聲音的時候，耳識就不起來。眼、耳、鼻、舌、

身這五識，有時候起來，有時候不起來，不是恆行的，不是一直一直都起

來的。我們人睡醒之後，一天到晚意識大概一直都不斷的起來。不過，雖

然起來的時候非常的多，有時候還是不起來的。如得了無想定的時候，不

起來。有的人睡覺睡得頂好頂好的，不做夢的，沒有夢的睡眠，前六識都

不起。夢心是第六意識，所以假使睡覺時有夢，第六識還是有的。睡到夢

都沒有的，那前六識就都不會起來。所以，這個前六識，不是恆常有的，

叫做「不恆行」。」( Y 44p242~244 )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云何無想天？謂無想定所得之果。生彼天

已，所有不恆行心、心法滅為性。 

佛教講的定力，修什麼定，不得解脫的，將來就要得什麼樣的果。證

得初禪定，將來要生初禪天；得二禪定，將來就要生二禪天；得了無想定，

生無想天，無想天屬於四禪天。「所得之果」，這就是報；眾生生到無想天，

是「無想定」所得的果報。「生彼天已」，生到無想天的，不恆行的心、

心所法都不起了，和無想定的境界一樣。不過，像我們人修無想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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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仍在欲界；死了以後生到無想天上去的話，心理上不起六識的境

界，和無想定一模一樣。

照經上或者論上講的，生上去的時候，最初心還是有「想」的，一起

「想」以後，接下去就是「無想」了。等再一起「想」的時候，就是從無

想天退，等於說在無想天上就死了，那麼又要隨業生到什麼地方去受報。

無想天因為一切心心所法滅，這種境界本沒有心，不能在心上建立，所以

說是一種不相應行。」( Y 44p247~248 ) 

1《大乘廣五蘊論講記》：「行蘊，《廣五蘊論》裡叫做「心法」，但是其他地方也
叫做「心所法」。這個心法就是我們心裡所有的種種心理作用。所以，依心而起

的心裡所有的種種作用，很多論裡面叫做「心所法」，現在簡單一點，就叫它做

「心法」。這個心法（心所有法），叫做「相應」。什麼是相應呢？比方我們心裡

起一念心，這一念心起來，我們不曉得，還以為這一念心就是一念，就是一個心，

其實不是。心裡面非常複雜，這一念有很多的心理活動、心理作用，與這個心同

在裡面。因此，一念之間心與心所彼此的活動，我們講像合作一樣，這就是「相

應」。比如現在注意看這個東西，心裡起一個「想去瞭解它」的念時，這一念心

裡面也有很多複雜的作用，不是單單一個。心、心所，各式各樣的心理作用，或

者是六個、七個、八個、十個，這樣幾十個都在這上面，這種心與心所法彼此之

間的關係，就叫做相應。所以，相應行就是指心所法。

另外有一類也是行，也是「遷流」、「造作」，也是一種有為法，但是它與心

不相應，和心並不一定是同一回事，而且不一定在心法上，在色法上也有。舉個

例子，比方說「名字」，什麼東西都有名字，桌子、板凳等物質有名字，我們人

也有名字，我們心裡很微細的作用也有名字。現在科學家研究到太空裡面，研究

許多看不到的什麼子、什麼子，它都有一個名字。有為法上都有名字，但是，名

字並不和心一樣，我們這個心生起的時候，「名字」不會跟著心同起，名歸名，

不相干的，所以叫做「不相應」。」( Y 44p41~42 )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云何心不相應行？……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

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異生性，如是等。 

上面講五蘊，色、受、想、行，這行蘊之中有兩類，一類叫「相應行」，一

類叫「不相應行」。「相應」，就是同一個時間去做同一個事情的時候，彼此之間

好像互相合作、互相幫助，共同一起的。「相應行」，就是心所法。另一種，叫做

「不相應行」。同一個時候起來，但是乙所做的事，甲沒有幫助他。兩個是同時

的，可是所做的事不一定相同，只是俱有、同有。

舉一個例子來說，比方甲要到一個地方買一樣東西，找一個人同時一起去，

兩人同去，同到那個地方，兩個人商量商量，買了。買了以後，互相幫忙一起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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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這等於「相應」的樣子，同時有、同所緣、同做。不相應行呢？比方甲要

到一個地方，向也要去那裡買東西的乙說：我也要到那裡去，我們一同去。到了

那個地方，乙要買什麼東西，乙自己挑。好不好、要不要？乙自己決定。乙買了，

乙自己拿回來，甲不幫忙，等於是這樣的。同，還是同時的，可是，事情方面不

相同，不互相協助的。這是譬喻不相應行，是俱有，不是相應。

 相應的心、心所法，叫做相應。其他有很多的法，是同時有，可是不相應。

實際上，本來經裡面佛說五蘊的時候，並沒有說這個「相應行」、「不相應行」。

不過，後來論師研究、分析出來，覺得在「行」當中，有這兩大類的不同，就分

成「相應行」、「不相應行」。」( Y 44p234~236 ) 
2 《大乘廣五蘊論講記》：「在心所法當中，有五個叫做「遍行心所」，就是受、
想、觸、作意、思。「此遍一切善、不善、無記心，故名遍行。」心裡起善心，

也有這五個；心裡起不善的心，這五個也在那裡；或是起非善非不善的無記，這

五個也在那裡。換一句話說，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個心不起

來便罷，一起來，這五個決定跟住著的，共同合作的。我們的心理活動決定有這

五個，這五個遍在我們一切的心理作用，所以這五個叫遍行心所。」( Y 44p44 )
《佛法概論》：「心與心所，約心的統覺及所有複雜的心理內容說。心所，是「心

所有法」，心所生起，繫屬於心而為心所有的，此心與心所，從依根緣境而發識

來說，每分為六識聚，而分別說明他的複雜內容與發展程序。六識聚所有的心所

中，最一般的，即作意、觸、受、想、思五者。作意與觸，更為認識過程中的要

素。作意，如《中含‧象跡喻經》說：「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為光明所照，

而便有念，眼識得生」。此「念」，《雜心論》譯作憶；《智度論》譯作憶念；玄奘

即譯為作意。粗淺的說，此作意即注意。深刻的說，根境和合時，心即反應而起

作用；由於心的警動，才發為了別的認識。此心的警動、反應，即作意。古譯為

憶念，這因為內心的警動，是在根取境相時，心中有熟習的觀念起來與境相印合；

由根境感發反應而起憶念與境相印合，這才成為認識。《入阿毘達磨論》也說：「亦

是憶持曾受境等」。唯識家的「警起心種」，也即此義的不同解說。上座者的*九
心輪*，在根識的矚「見」境界前，有「能引發」（藏譯作動），即與作意──念

的作用相同。

論到觸，習見的經句，如《雜含》（卷一三‧三〇六經）說：「眼、色緣，生

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這即是根、境二和生識，根、境、識

三和合觸的明證。根、境和合生識，即由於根、境相對而引起覺了的識。此識起

時，依根緣境而成三事的和合；和合的識，即名為觸──感覺而成為認識。此觸，

經部師解說為即是識，即觸境時的識，如《雜含》（卷一三‧三〇七經）說：「眼

色二種緣，生於心心法。識觸及俱生，受想等有因」。有部以識及觸為二，又是同

時相應的；所以觸從三和生，又為令三和合的心所。」( Y 8p113~114 ) 
*九心輪*︰九心次第轉而成輪之意，謂心隨境轉，有九種之別也。1.有分，2.能

引發，3.見，4.等尋求，5.等貫徹，6.安立，7.勢用，8.返緣，9.有分。然實但有八

心，以周匝而言，總說有九，故成九心輪。 

資料來源：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民國七十四年講於台中華雨精舍──

宗恆法師 編講義 無想定 無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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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能入於滅定

「可能入於滅定」，是說不但得嘗聖果之味，當知這修慧的功德，亦能

入於滅定，這裏為了分別滅定而提出這些問題：（一 ）什麼是滅定？（二）

誰入彼定？（三）誰不入彼定？（四）於何處入定？（五）為什麼入定？

（六）是怎樣入定？（七）如何在定？（八）如何出定？（九）出定者的心是

向於什麼？（十）死者和入定者有什麼差別？（十一）滅定是有為或無為、世

間或出世間、完成或不完成？此中：

（一）「什麼是滅定」？是以次第而滅心及心所法之不轉起。

（二）～（三）「誰入彼定？誰不入彼定」？一切凡夫、須陀洹、斯

陀含、乾觀（不修止禪，而僅修觀禪者；以其剎那定入觀。）的阿那含及阿

羅漢不入定。獲得八等至的阿那含及漏盡者（阿羅漢）入定。即如所說： 

9「具二力故，三行安息故，以十六智行、九定行而得自在的慧，是滅定的

智」。而此（滅定的）完成，除了獲得八等至的阿那含及漏盡者之外，餘者

是沒有的。所以只是彼等（二者）入定，餘者不然。

這裏，什麼是「二力」？乃至什麼是……「得自在者」？在這裏我們可

以不必說什麼，因為都已解釋其概舉（即上面的引文）中說過。即所謂：

10「二力，即止與觀的二力。什麼是止力？ 以出離而得心一境性及不散亂是

止力。以不瞋恚……以光明想……以不散亂……乃至以捨遣隨觀的入息……

以捨遣隨觀的出息而得心一境性及不散亂是止力。止力是什麼意義？即以初

禪而於諸蓋不動故為止力；以第二禪而於尋伺……乃至以非想非非想處定而

於無所有處想不動故為止力。於掉舉、與掉舉相共的煩惱及諸蘊不動不搖不

震蕩故為止力。這便是止力。

「什麼是觀力」？無常隨觀是觀力；苦隨觀…無我隨觀…厭離隨觀…離

貪隨觀…滅隨觀…捨遣隨觀是觀力。對於色無常隨觀 ……對於色捨遣隨觀是觀

力。對於受…想…行…識…乃至眼…老死無常隨觀…對於老死捨遣隨觀是觀

9 Pts.I,p.97. 
10 Pts.I,p.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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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什麼意義為觀力？以無常隨觀而於常想不動故為觀力。以苦隨觀而於

樂想不動故…以無我隨觀而於我想不動故…以厭離隨觀於喜不動故…以離貪

隨觀於貪不動故…以滅隨觀於集不動故…以捨遣隨觀於取不動故為觀力。於

無明、與無明相共的煩惱及諸蘊不動不搖不震蕩故為觀力。這便是觀力。

以三行安息故──是以什麼三行安息的呢？於第二禪入定者則尋伺的

語行安息。於第四禪入定者則入息出息的身行安息。於想受滅定入定者則想

與受的心行安息。即以此等三行的安息之故 。

以十六智行──是以什麼十六智行呢？（1）以無常隨觀智行，（2）

苦，（3）無我，（4）厭離，（5）離貪，（6）滅，（7）捨遣，（8）以還滅

隨觀智行，（9）以須陀洹道智行，（10）以須陀洹果定智行，（11）斯陀含

道……乃至（16）以阿羅漢果定智行。即以此等十六智行。

以九定行──是以什麼九定行呢？（1）以初禪定行，（2）以第二禪定

行……乃至（8）以非想非非想處定行。（9）以為了獲得初禪而有尋、伺、

喜、樂、心一境性的（近行定）……乃至以為了獲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而有尋、

伺、喜、樂、心一境性的（近行定）。

自在──即以（1）轉向自在，（2）入定自在，（3）在定自在 ，（4）

出定自在，（5）觀察自在的五自在。（1）遂其所欲之處所欲之時而得轉向於

初禪，因為轉向無滯故為轉向自在。（2）遂其所欲之處所欲之時得於初禪入

定，因為入定無滯故為入定自在。（3）……在定……（4）……出定……（5）

……觀察，因為觀察無滯故為觀察自在。於二禪……乃至遂其所欲之處所欲之

時而得轉向於非想非非想處……乃至觀察，因為觀察無滯故為觀察自在。這便

是以五種自在」。

此中：「以十六智行」，是依最多的智行而說。在阿那含則只以十四智

行。如果這樣，豈非在斯陀含只十二（智行），而在須陀洹只十（智行）了

嗎？不然，因為（在斯陀含及須陀洹）是未斷定的障碍的五種欲貪的；即是說

他們未斷此貪，故未得止力圓滿，當此（止力）未得圓滿，因為力弱，欲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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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止觀）二力而入的滅定是不可能的。可是在阿那含則已斷彼（貪），所

以此（止觀二）力是圓滿的。因為力圓滿，故可能（入滅定）。所以世尊

說：11 「從滅定而出定者的非想非非想處的善，依無間緣為果定之緣」。這

是在發趣大論中只說關於阿那含的從滅定之出定。

（四）「於何處入定」？是於五蘊有。何以故？因由次第定生故。於四

蘊有（無色）是沒有初禪等生起的，所以在彼處（四蘊有）不能入（滅）定。

亦有人說（於四蘊有）是沒有心所依的（故不能入滅定）。

（五）「為什麼入定」？因為厭惡諸行的種種生滅轉起，想道：「即於現世

而成無心，我將至於滅的涅槃而住於樂」，這樣便入定了。

（六）「如何入定」？即曾行預備的工作，依止觀的努力，滅非想非非

想處者，如是入（滅）定。因為以止努力者，則只得非想非非想處定為止；若

只以觀努力者，則僅得果定為止。然以止觀的努力，已作預備的行為，而滅非

想非非想處者，則他入於（滅）定。這是略說。

其次為詳說：茲有比丘，欲入滅定，食事已畢，善洗手足，於遠離處，

坐於善敷的座上，結跏趺已，持身端正，置念面前，入初禪已，出定之際，而

觀諸行為無常苦無我。

觀有三種，即（1）行把握觀，（2）果定觀，（3）滅定觀。此中：

（1）行把握觀是或鈍或利，然而必為道的近因。（2）果定觀當唯是利，猶如

修道。（3）滅定觀當不過鈍亦不過利。是故他應以不過鈍及不過利的觀而觀

彼等諸行。

此後入第二禪而出定，這裏亦同樣的觀彼諸行。此後入第三禪……乃至

入識無邊處定而出定，這裏亦同樣的觀彼諸行。其次入無所有處定而出定之

後，作這樣的四種準備行為：（1）使無損害屬於諸人的資具，（2）僧伽的期

待，（3）師（佛）召，（4）壽限。 

（1）「使無損害屬於諸人的資具」，即不是屬於這比丘一身的，是屬

於眾人的衣鉢床椅住屋或其他的任何資具。他應決意使此等資具不受火水風

11 Tika.II,p.159（I,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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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及鼠等的損失。其決意的方法如下：「某某等物，於此（入定的）七日之

內，不為火燒，不為水漂，不為風吹，不為盜賊所取，不為鼠等所囓」！當他

如是決定，則（此等資具）於七日之內沒有什麼危險。如果他不作這樣的決

定，則未免受火等的損失，正如摩訶那伽長老的事相似：

據說，這長老入了他母親優婆夷的村落中乞食。那優婆夷施他一些粥，

並請他在休息所中坐著。這長老便坐下而入滅定。當他在坐時，這休息所失了

火，別的比丘們都各自拿了座具逃走。村人來集，見此長老說：「這懶惰的沙

門，這懶惰的沙門」！火已燒了（屋的）蓋草及竹木等，並已包圍了長老。人

們以水甕取了水，滅了火，除了灰，淨了地，向他散花禮拜。長老在預定之時

而出定，看見了他們說：「我已被他們發現了」，便升空而去畢雲古島 12 了。 

這是名為「使無損害屬於諸人的資具」。對於屬於一己的衣服座具等是

不需要作各別決意的。因為那是必然為定所保護的，如尊者僧祇婆的事相似。

所以說：13 「尊者僧祇婆的神變是定遍滿的，尊者舍利弗的神變是定遍滿的」。 

（2）「僧伽的期待」，是僧伽的等待和期望。即直至這比丘來為止而不

行僧伽羯磨的意思。在這裏，那期待並非他的（入定比丘的）預備行為，但顧

念期待是他的預備工作，所以他應作這樣顧念：「如果當我坐於這裏在七日之

間入於滅定之時，僧伽欲行白羯磨等的任何羯磨，則不等什麼比丘來召我時，

我即出定」。先作如是決定而入定者，則必於那時而出定。若不這樣做，在僧

伽集合而不見他之時問道：「某比丘在那裏」？答：「正在入滅定」。於是

遣一比丘道：「你去！說僧伽召他」。此時這（使者）比丘去到入定者可以

聽得聲音的地方站著說：「朋友，僧伽在等待你」，他便出定。這實在是因為

僧伽的命令如是重大，所以他應預先顧念到它而入定，以能自動而出定。

12 畢雲古島（Pivangu-dipa），在大史中 24,25,104 等處都提到此島之

名。據說此島即錫蘭的 Jaffna 附近。據《大史》英譯本的注說明，此島

便是 Panicum 或 Saffron 島。 

13 Pts.II,p.212,參考底本三八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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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師召」，這裏亦只顧念師召為他的預備工作。所以他應這樣顧

念：「如果當我坐於這裏在七日之間入於滅定之時，或因發生了某些事故而師

（佛）欲制學處（戒），或因必要而欲說法，則不等什麼比丘來召我時，我即

出定」。先作如是決定而入定者，則必於那時而出定。若不這樣做，在僧伽集

合而師不見他之時問道：「某比丘在那裏」？答「正在入滅定」。於是遣一比

丘道：「你去！說我召他」。此時這（使者）比丘去到入定者可以聽到聲音的

地方站著說：「師召尊者」，他便出定。這實在因為師召是這樣的重大。所以他

應預先顧念而入定，以能自動而出定。

（4）「壽限」，是壽命的時限。即此比丘應善巧而知其壽限 。他當顧

念自己的壽行「於七日之間延續或不延續」而後入定。如果他不顧念於七日之

間要滅亡的壽行而入定，而他的滅定是不能抵抗死的；又因於滅定中是沒有死

的，得於定的中途而出定。是故他必須先顧念（此壽限）而後入定。即是說對

於餘者（三預備行）或可不顧念，但對於此則必須顧念。

他這樣入無所有處定而出定，作此預備的行為之後而入非想非非想處

定。在那裏經過了一或二心（剎那）而成無心，便與滅定接觸。然而為什麼不

轉起二心以上的心呢？由於滅的加行之故。此比丘以止觀二法雙雙的結合，直

至八等至都是次第滅的加行。因為不是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加行）而是滅的加

行，故不轉起二心以上的。其次如果那比丘從無所有處定出定，不行這預備工

作，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則此後不能成為無心，唯又退轉住於無所有處。這裏

當說行於未曾行過的道路的人的譬喻：

據說一位行於未曾走過的道路的人，在中途來到了一個滿水的峽谷，或

者一處在通過深深的泥沼中而被烈日曬得很熱的岩石 ，因為他的衣服沒有穿

的適當，所以一下峽谷便怕打濕資具而再來此岸而立，或者一踏上岩石便因足

燙而轉來此方而立。正如那人因為沒有穿好衣服，所以一下峽谷或只一踏熱石

便回來此方而立。如是瑜伽行者亦因沒有做預備工作，所以只入非想非非想處

定，便轉來住於無所有處。如果已經來過此路的人，到了這裏，穿緊一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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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另一衣拿在手上，便得涉過峽谷，或一踏熱石便至彼方。如是這行了預

備工作的比丘，入了非想非非想處定，則此後必得無心接觸滅定而住。

（八）「如何出定」？在阿那含以生起阿那含果（而出定）在阿羅漢

以生起阿羅漢果（而出定），如是有二種出定。

（九）「出定者的心是向於什麼」？是向於涅槃。即如這樣說：14 「朋友

毗舍佉，從想受滅定而出定的比丘的心，向於遠離 ，傾於遠離，赴於遠離」。

（十）「死者和入定者有什麼差別」？此義已在經中說過，所謂：15 

「朋友，這死者命終者，是他的身行息滅。語行……乃至心行息滅，壽盡，暖

消，諸根破壞。而此入於想受滅定的比丘 ，亦是他的身行息滅，語行……乃

至心行息滅，可是壽未盡，暖未消，諸根未曾破壞」。

（十一）「滅定是有為或無為」等的問題，這是不該說（滅定）是有

為、無為、世間及出世間的。何以故？因為它的自性非有之故。然而此定是依

入定者而說入定，故可以說這是完成的而不是不完成的。

因為智者修習了聖慧而入此──

聖者所行的寂靜而稱現法涅槃的定。所以入此滅定的可能性，

說是在聖道中慧的。

（七）「如何在定」？如是入定者，若無中途壽盡，僧伽的期待及師

召，則依此（滅定的）時限而在定。

14 M.I,p.302；S.IV,p.295. 
15 M.I,p.296；S.IV,p.294. 

資料來源：《清淨道論》第二十三  修慧的功德品  可能入於滅定 覺 音 造  葉 均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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