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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十七  

◎邪聚品第三十五 

  

（一）邪聚者與正聚者各當以五事知之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人在邪見聚者，有何相貌？有何因緣？」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言：「如來是諸法之主，諸法之尊，善

哉！世尊！當與諸比丘而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等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邪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

知此人為住邪聚。云何為五？應笑而不笑，應歡喜時而不歡

喜，應起慈心而不起慈心，作惡而不恥，聞善語而不著意，

當知此人必住邪聚，若有眾生住邪聚者，當以此五事知之。    

復次，有眾生住正聚者，有何相貌？有何因緣？」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如來是諸法之主，諸法之尊。

唯願世尊當與諸比丘而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等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正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

知此人為住正聚。云何為五？應笑則笑，應歡喜則歡喜，應

起慈心則起慈心，可恥則恥，聞善言專意聽，當知此人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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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聚，是故，諸比丘！當除邪聚，住於正聚；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如來出世必當為五事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如來出世時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轉

法輪，二者當度父母，三者無信之人使立於信地，四者未發

菩薩意使發菩薩心，五者當授將來佛決。若如來出世時，當

為此五事。是故，諸比丘！當起慈心向於如來；如是，諸比

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施不得福，五施得福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五惠施不得福。云何為五？一者以刀施人，

二者以毒施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以婬女施人，五者造

作神祠，是謂，比丘！有此五施不得福。 

    比丘當知：復有五施令得大福。云何為五？一者造作園

觀，二者造作林樹，三者造作橋梁，四者造作大船，五者與

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令得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及作好橋梁，河津渡人民，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恒當受其福，戒定已成就，此人必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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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此五惠施；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女人有五力則輕慢夫主。云何為五？一者色力，

二者親族之力，三者田業之力，四者兒力，五者自守力，是

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 

    設復夫主以一力，盡覆蔽彼女人。云何為一力？所謂富

貴力也。夫人以貴，色力不如，親族、田業、兒、自守，盡

不如也，皆由一力，勝爾許力也。 

    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云何為五？所謂色力、聲力、香

力、味力、細滑力。夫愚癡之人著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者，不能得度波旬境界。若賢聖弟子成就一力，勝爾許力，

云何為一力？所謂不放逸力。設賢聖弟子成就不放逸者，則

不為色、聲、香、味、細滑之所拘繫；以不為五欲所繫，則

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界，度諸畏難至

無為之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不貪則不死，失道為自喪。 

    佛告諸比丘：「當念修行而不放逸，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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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人有五欲想，比丘有五可欲想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為五欲想？一者生豪貴之

家，二者嫁適1富貴之家，三者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者

多有兒息，五者在家獨得由己，是謂，比丘！女人有此五事

可欲之想。 

    如是，比丘！我比丘亦有五事可欲之想。云何為五？所

謂禁戒、多聞、成就三昧、智慧、智慧解脫，是謂，比丘！

有此五事可欲之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我生豪族種，亦適富貴家，能役使夫主，非福不克獲。 

  使我饒兒息，香華自嚴飾，雖有此想念，非福不克獲。 

  信戒而成就，三昧不移動，智慧亦成就，懈怠而不克。 

  尋欲得道果，不遊生死淵，願欲至涅槃，懈怠而不克。 

「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於善法，除去不善法，漸當

前進，無有中悔之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有五時不應向人禮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五時不應向人禮。云何為五？若在偷婆2中

不應向禮，在大眾中不應向禮，又在道路不應向禮，病痛著

                                                 
1
 嫁適：嫁往。 

2
 偷婆：thūpa(Sk. sthūpa)的音譯，即供奉舍利(遺骸)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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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不應向禮，若飲食時不應向禮，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不

應向禮。 

    復有五事知時之禮。云何為五？不在偷婆中，不在大眾

中，不在道路，亦不病痛，復非飲食，此應向禮，是故，諸

比丘！當作方便，知時之行。」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七）施溫泉浴之福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爾時，世尊告優頭槃：「汝今入羅閱城，求少溫

湯，所以然者，我今日脊患風痛。」 

    優頭槃白佛：「如是，世尊！」是時，優頭槃受佛教已，

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中求湯。 

    爾時，尊者優頭槃便作是念：世尊有何因緣，使我求湯？

如來諸結已盡，諸善普會，然如來復作是語：「我今患風痛。」

又復世尊不授姓名，當至誰家？ 

    是時，尊者優頭槃以天眼觀羅閱城男子之類，必應度

者，是時，見羅閱城中，有長者名毘舍羅先，不種善根，無

戒無信，有邪見於佛、法、僧，與邊見共相應。彼便有此見：

無施無與，無有受者，亦復無有善惡果報，無今世、後世、

                                                 
1
 ～DhpA.3. pp.232ff.，cf.《相應部》S.7.13. Devahita 提婆比多，

《雜阿含 1181 經》(大正 2.319b)，《別譯雜阿含 95 經》(大正

2.4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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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父無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者，於今世、後世，自

身作證而自遊化，壽命極短，餘五日之後，當取命終，又事

五道大神。 

    是時，優頭槃便作是念：如來必欲度此長者，所以然者，

此長者命終之後，當生啼哭地獄中。是時，優頭槃便笑，五

道大神遙見尊者笑，即隱其形而作人像，來至優頭槃所而給

使令。是時，尊者優頭槃將此使人，往至長者門外住，默然 

不語，是時，長者遙見有道人在門外立，即時便說此偈： 

   汝今默然住，剃頭著袈裟，為欲求何等，因由何故來？ 

    爾時，優頭槃復以此偈報曰： 

   如來無著尊，今日患風痛，設有溫湯者，如來欲洗浴。 

    是時，長者默然不報，是時，五道大神告毘舍羅先曰：

「長者可以湯相惠，必當獲福無量，當得甘露之報。」 

    是時，長者報曰：「我自有五道大神，用此沙門為？能

加益何等事？」是時，五道大神便說此偈： 

   如來當生時，天帝來下侍，更誰出是者，能與共儔匹。 

  用五道神為？不能有所濟，寧供養釋師，便獲大果報。 

    爾時，五道大神復重語長者曰：「汝好自守護身口意行，

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 

    是時，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右手執劍，語長者曰：

「今我身是五道大神，速與此沙門湯，勿足稽留。」 

    是時，長者便作是念：甚奇！甚特！五道大神乃供養此

沙門，即以香湯授與道人，復以石蜜授與沙門。是時，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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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自執此香湯，共優頭槃至世尊所，以此香湯奉上如來，

爾時，世尊以此香湯，沐浴身體，風尋時瘥，更不增劇。 

    是時，長者後五日便取命終，生四天王中。是時，尊者

優頭槃聞長者命終，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優頭槃白如來言：「此長者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此長者命終生四天王中。」 

    優頭槃白佛言：「此長者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中，三十三天，乃

至生他化自在天，於彼命終，復來生四天王中，此長者身，

六十劫中，不墮惡趣，最後得作人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

出家學道，成辟支佛，所以然者，湯施之德，其福乃爾，是

故，優頭槃！恒念浴眾僧，聞說道教；如是，優頭槃！當作

是學。」爾時，尊者優頭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世尊對不樂修梵行之比丘開示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

比丘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是時，彼比丘往至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世尊言：「我

今不樂修於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 

    世尊告曰：「汝今何故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

衣。」 

                                                 
1
 ～No.149.《佛說阿難同學經》(大正 2.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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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報曰：「我今心意熾盛，身中火燃，若我見女人時，

端正無雙，我爾時便作是念：使此女人與我共交。 

    又復作是念：此非正法，設我從此心者，則非正理。 

    我爾時復作是念：此是惡利，非為善利；此是惡法，非

為善法。我今欲捨禁戒還為白衣。沙門禁戒實不可犯，我於

俗人中可分檀布施。」 

    世尊告曰：「夫為女人有五種惡。云何為五？一者穢惡，

二者兩舌，三者嫉妬，四者瞋恚，五者無反復1。」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悲喜由財義，現善內懷毒，壞人趣善道，如鷹捨污池。 

    是故，比丘！當除不淨之想，思惟不淨觀。 

    比丘思惟不淨觀已，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

明、憍慢。 

    汝今，比丘！欲從何生？為從髮生？然髮惡露不淨，皆

由幻化，誑惑世人。手、爪、齒、形體之屬，乃無淨處，何

者是真？何者是實？從頭至足，皆悉如是；肝、膽、五臟、

有形之物，無一可貪，何者是真？ 

    汝今，比丘！欲從何生，汝今善修梵行，如來正法必當

盡苦，人命極短，不久存世，雖復極壽，不過百歲，所出無

幾。 

    比丘當知：如來出世，甚為難值，聞法亦難，受四大形，

亦復難得；諸根具足，亦復難得；得生中國，亦復難值；與

                                                 
1
 反復：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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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相遭，亦復難得；聞法亦難，分別義理，亦復難得；

法法成就，此事亦難。 

    汝今，比丘！設與善知識從事者，便能分別諸法，亦當

與人廣演其義，設當聞法已，則能分別，能分別法已，則能

解說其義，無有欲想、瞋恚、愚癡之想，已離三毒，便脫生

老病死，我今粗說其義。 

    爾時，彼比丘從佛受教，便從座起，禮世尊足，便退而

去，是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其法：所以族姓子剃除鬚

髮，出家學道，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爾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多耆奢為欲火所燒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爾時，阿難、多耆奢2，時到，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是時，多耆奢在一巷中見一女人，極為端正，與世奇

特，見已，心意錯亂，不與常同，是時，多耆奢即以偈向阿

難說： 

    欲火之所燒，心意極熾然，願說滅此義，多有所饒益。 

    是時，阿難復以偈報曰： 

                                                 
1
 ～《相應部》S.8.4.Ananda 阿難，《雜阿含 1214 經》(大正 2.331a)，

《別譯雜阿含 230 經》(大正 2.458a) 
2
 多耆奢：Vavgisa(婆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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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欲顛倒法，心意極熾然，當除想像念，欲念便自休。 

    是時，多耆奢復以偈報曰： 

   心為形之本，眼為候之原，睡臥見扶接，形如亂草萎。 

    是時，尊者阿難即前進，以右手摩多耆奢頭。爾時，即

說此偈： 

   念佛無貪欲，度彼欲難陀，覩天現地獄，制意離五趣。 

    是時，多耆奢聞尊者阿難語已，便作是說：「止！止！

阿難！」俱乞食訖，還至世尊所。 

    是時，彼女人遙見多耆奢便笑，時，多耆奢遙見女人笑，

便生此想念：汝之形體，骨立皮纏，亦如畫瓶，內盛不淨，

誑惑世人，令發亂想。爾時，尊者多耆奢觀彼女人，從頭至

足，此形體中有何可貪？三十二物1皆悉不淨，今此諸物為

從何生？ 

    是時，尊者多耆奢復作是念：我今觀他形，為不如自觀

身中，此欲為從何生？為從地種生耶？水、火、風種生耶？

設從地種生，地種堅強不可沮壞；設從水種生，水種極軟不

可護持；設從火種生，火種不可護持；設從風種生，風種無

形而不可護持。是時，尊者便作是念：此欲者，但從思想生。 

    爾時，便說此偈：  

   欲我知汝本，意從思想生，非我思想汝，則汝而不有。 

                                                 
1
 三十二物：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骨髓、腎、心、

肝、肋膜、脾、肺、腸、腸間膜、胃中物、糞、腦、膽、痰、膿、

血、汗、脂肪、膏（脂膏）、淚、唾液、鼻涕、關節液、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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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尊者多耆奢又說此偈。 

    如是思惟不淨之想，即於彼處有漏心得解脫。時，阿難

及多耆奢出羅閱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

多耆奢白世尊言：「我今快得善利，已有所覺。」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自覺？」 

    多耆奢白佛言：「色者無牢，亦不堅固，不可覩見，幻

偽不真；受者無牢，亦不堅固，亦如水上泡，幻偽不真；想

者無牢，亦不堅固，幻偽不真，亦如野馬；行亦無牢，亦不

堅固，亦如芭蕉之樹，而無有實；識者無牢，亦不堅固，幻

偽不真；此五盛陰無牢，亦不堅固，幻偽不真。」 

    是時，尊者多耆奢便說此偈： 

    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為幻法，  

    最勝所說，思惟此已，盡觀諸行，皆悉空寂，無有真正， 

    皆由此身。善逝所說，當滅三法，見色不淨，此身如是，  

    幻偽不真，此名害法，五陰不牢，已解不真，今逮上跡。 

    如是，世尊！我今所覺正謂此耳。」 

    世尊告曰：「善哉！多耆奢！善能觀察此五盛陰本。汝

今當知：夫為行人，當觀察此五陰之本，皆不牢固，所以然

者，我觀察此五盛陰時，在道樹下成無上等正覺，亦如卿今

日所觀。」爾時，說此法時，座上六十比丘，漏盡解脫。爾

時，尊者多耆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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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僧迦摩尊者對故二不動心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僧迦

摩長者子，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長者

子白佛言：「唯願世尊聽在道次。」 

    是時，長者子即得為道，在閑靜處，克己修行，成其道

果，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僧迦摩便成阿羅

漢。 

    是時，僧迦摩在閑靜處，便生此念：如來出現，甚為難

遇，多薩阿竭2時時乃出，亦如優曇鉢花，時時乃出。此亦

如是，如來出現於世，時時乃有，亦復難遇，出要亦難，愛

盡、無欲、涅槃，此乃為要。 

    爾時，僧迦摩婦母聞女婿作道，不復著欲，捨於家累，

又捐3我女，如棄聚唾。爾時，此母往至女所，而語女曰：

「汝婿實作道乎？」 

    其女報曰：「女亦不詳為作道否耶？」 

    其老母告曰：「汝今可自莊嚴，著好衣裳，抱此男、女，

往至僧迦摩所。」爾時，母及女共相將至僧迦摩所。爾時，

尊者僧迦摩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時，婦、母二人在前，默

然而立。 

                                                 
1
 ～No.134.《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大正 2.457) 

2
 多薩阿竭（tathāgata）：即「如來」。 

3
 捐：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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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老母及女觀僧迦摩，從頭至足，而語僧迦摩曰：

「汝今何故不與我女共語乎？今此兒女由汝而生，汝今所為

實為非理，人所不許，汝今所思惟者，非是人行。」 

    是時，尊者僧迦摩便說此偈： 

   此外更無善，此外更無妙，此外更無是，善念無過是。 

    是時，婦母語僧迦摩曰：「我女今有何罪？有何非法？

今何故捨之出家學道？」是時，僧迦摩便說此偈： 

   臭處不淨行，瞋恚好妄語，嫉妬心不正，如來之所說。 

    是時，彼老母語僧迦摩曰：「非獨我女而有此事，一切

女人皆同此耳。舍衛城中，人民之類，見我女者，悉皆意亂，

欲與交通，如渴欲飲，覩無饜足，皆起想著，汝今云何捨之

學道，方更謗毀，設汝今日不用我女者，汝所生男女，還自

錄之。」爾時，僧迦摩復說此偈： 

   我亦無男女，田業及財寶，亦復無奴婢，眷屬及營從。 

  獨步無有侶，樂於閑靜處，修行沙門法，求於佛正道。 

  有男有女者，愚者所習行，我亦無我身，豈有男女哉。 

    是時，老母、婦、男、女聞說此偈已，各作是念：如我

今日觀察此意，必不還家。 

    復更觀察從頭至足，長歎息已，前自長跪而作是語：「設

身口意所造非法者，盡共忍之。」即遶三匝而退所在。 

    是時，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遙見

老母及女而問之曰：「向者頗見僧迦摩乎？」 

    其老母報曰：「雖見亦不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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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報言：「頗共言語乎？」 

    老母報曰：「雖共言語，不入我意。」是時，尊者阿難

便說此偈： 

   欲使火生水，復使水生火，空法欲使有，無欲.欲使欲。 

    是時，尊者阿難乞食已，還詣祇樹給孤獨園，往至僧迦

摩所，在一面坐，語僧迦摩曰：「已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報曰：「我已覺知如真法也。」 

    阿難報曰：「云何覺知如真法乎？」 

    僧迦摩報曰：「色者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苦者即是

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受、想、行、識，皆悉無常，此無

常義即是苦；苦者即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此五盛陰是無

常義，無常義者即是苦，我非彼有，彼非我有。」是時，僧

迦摩便說此偈： 

   苦苦還相生，度苦亦如是，賢聖八品道，乃至滅盡處。 

  更不還此生，流轉天人間，當盡苦源本，永息無移動。 

  我今見空跡，如佛之所說，今得阿羅漢，更不受胞胎。 

    是時，尊者阿難歎曰：「善哉！如真之法，善能決了。」 

    是時，阿難便說此偈： 

   善守梵行跡，亦能善修道，斷除一切結，真佛之弟子。 

    爾時，阿難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往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難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欲平等論阿羅漢，當言僧迦摩

比丘是也，能降伏魔眷屬者，亦是僧迦摩比丘，所以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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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迦摩比丘七番往降魔，今方成道。自今已後，聽七番作道
1，過此限者，則為非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

所謂僧迦摩比丘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二十八 

◎聽法品第三十六 

（一）隨時聽法有五功德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隨時聽法有五功德，隨時承受，不失次第。云

何為五？未曾聞者，便得聞之；已聞者重諷誦之，見不邪傾，

無有狐疑，即解甚深之義。隨時聽法有此五功德，是故，諸

比丘！當求方便，隨時聽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造作浴室有五功德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除風，二

者病者得瘥，三者除去塵垢，四者身體輕便，五者得肥白；

是謂，比丘！造作浴室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若有四

                                                 
1
 七番作道：指男眾可以出家七次。 

2
 ～《增支部》A.5.202. Dhammassavanasuttam 聽法(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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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眾，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方便，造立浴室；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施人楊枝有五功德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施人楊枝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除風，二

者除涎2唾，三者生藏得消，四者口中不臭，五者眼得清淨，

是謂，比丘！施人楊枝有五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求此五

功德，當念以楊枝用惠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殺害生類者得乘車馬大象，終無此理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頗見屠牛之人，以此財業，後得乘車馬、

大象乎？」 

    諸比丘對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諸比丘！我亦不見不聞屠牛之人殺

害牛已，得乘車馬、大象，所以然者，屠牛之人得乘車馬、

大象，終無此理。云何，比丘！汝等頗見屠羊殺猪，或獵捕

鹿，如此之人，作此惡已，得此財業，後得乘車馬、大象乎？」 

                                                 
1
 ～《增支部》A.5.208. Dantakatthasuttam (嚼)楊枝(之五利益)，

《四分律》卷第五十九(大正 22.1005 下) 
2
 涎：讀作「賢」，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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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非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哉！諸比丘！我亦不見不聞屠牛之人殺

害生類已，得乘車馬大象，終無此理。汝等比丘，若見殺牛

之人乘車馬者，此是前世之德，非今世福也，皆是前世宿行

所致也。汝等若見殺羊之人得乘車馬者，當知此人前世宿福

之所種也，所以然者，皆由殺心不除故也。若有人親近惡人，

好喜殺生，種地獄之罪，若來人中，壽命極短。 

    若復有人，好喜偷盜，種地獄罪，如彼屠牛之人，賤取

貴賣，誑惑世人，不按正法。屠牛之人亦復如是，由殺心故，

致此罪咎，不得乘車馬、大象，是故，諸比丘！當起慈心於

一切眾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五）目揵連降伏二龍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

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釋提桓因如屈伸臂頃，來至世尊

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釋提桓因白世尊言：「如

來亦說，夫如來出世，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當轉法輪，

當度父母，無信之人立於信地，未發菩薩心者令發菩薩意，

於其中間當受佛決；此五因緣如來出現，必當為之。 

                                                 
1
 ～cf.《相應部》S.40.10.Sakko 帝釋，cf. 《雜阿含 506、988-989

經》，《律藏》〈小品〉Vin. Cv.5.8.，cf.梵 Divy.p.375.,p.401.，

DhpA.3.pp.224ff.，SnA.p.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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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如來母在三十三天，欲得聞法，今如來在閻浮提內，

四部圍遶，國王人民皆來雲集，善哉！世尊！可至三十三天

與母說法。」是時，世尊默然受之。 

    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便作是念：此諸禿頭沙門在

我上飛，當作方便，使不凌虛，是時，龍王便興瞋恚，放大

火風，使閻浮提內，洞然火燃。 

    是時，阿難白佛言：「此閻浮提內，何故有此烟火？」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便生此念：此禿頭沙門恒在我上

飛，我等當共制之，令不凌虛，便起瞋恚，放此烟火，由此

因緣，故致此變。」 

    是時，大迦葉即從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與彼

共戰。」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受化，卿還就坐。」 

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彼惡

龍。」 

    世尊告曰：「此二惡龍極為兇暴，難可受化，卿還就座。」 

    是時，尊者離越、尊者迦旃延、尊者須菩提、尊者優陀

夷、尊者婆竭，各從座起，白世尊言：「我今欲往降伏惡龍。」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受化，卿還就坐。」 

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即從座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前白

佛言：「欲往詣彼，降伏惡龍。」 

    世尊告曰：「此二龍王極為兇惡，難可降化，卿今云何

化彼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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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揵連白佛言：「我先至彼，化形極大，恐怯彼龍，後

復化形極為微小，然後以常法則而降伏之。」 

    世尊告曰：「善哉！目揵連！汝能堪任降伏惡龍，然今，

目揵連！堅持心意，勿起亂想，所以然者，彼龍兇惡，備觸

嬈汝。」 

    是時，目揵連即禮佛足，屈伸臂頃，於彼沒不現，往至

須彌山上，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遶須彌山七匝，極起

瞋恚，放大烟火。 

    是時，目揵連自隱本形，化作大龍王，有十四頭，遶須

彌山十四匝，放大烟火，當在二龍王上住。是時，難陀、優

槃難陀龍王見大龍王有十四頭，便懷恐怖，自相謂言：「我

等今日當試此龍王威力，為審勝吾否乎？」 

    爾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以尾擲大海中，以水灑三十

三天，亦不著目揵連身；是時，尊者大目揵連復以尾著大海

水中，水乃到梵迦夷天，并復灑二龍王身上。 

    是時，二龍王自相謂言：「我等盡其力勢，以水灑三十

三天，然此大龍王復過我上，去我等正有七頭，今此龍王十

四頭，我等遶須彌山七匝，今此龍王遶須彌山十四匝，我今

二龍王當共并力與共戰鬪。」 

    是時，二龍王極懷瞋恚，雷電霹靂，放大火焰。是時，

尊者大目揵連便作是念：凡龍戰鬪，以火霹靂，設我以火霹

靂共戰鬪者，閻浮提內，人民之類，及三十三天皆當被害，

我今化形極小，當與戰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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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目揵連即化形使小，便入龍口中，從鼻中出；或

從鼻入，從耳中出；或入耳中，從眼中出；已出眼中，在眉

上行。 

    爾時，二龍王極懷恐懼，即作是念：此大龍王極有威力，

乃能從口中入，鼻中出；從鼻入，眼中出。我等今日實為不

如，我等龍種今有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然無有

出我等者，今此龍王威力乃爾，不堪共鬪，我等性命，死在

斯須，皆懷恐懼，衣毛皆竪。 

    是時，目連已見龍王心懷恐懼，還隱其形，作常形容，

在眼睫上行，是時，二龍王見大目揵連，自相謂言：「此是

目揵連沙門，亦非龍王，甚奇！甚特！有大威力，乃能與我

等共鬪。」 

    是時，二龍王白目揵連言：「尊者何為觸嬈我乃爾，今

欲何所誡勅？」  

    目揵連報曰：「汝等昨日而作是念：云何此禿頭沙門恒

在我上飛，今當制御之。」 

    龍王報曰：「如是，目揵連！」 

    目揵連告曰：「龍王當知：此須彌山者是諸天道路，非

汝所居之處。」 

    龍王報曰：「唯願恕之，不見重責，自今以後，更不敢

觸嬈，起惡亂想，唯願聽為弟子。」 

    目揵連報言：「汝等莫自歸我身，我所自歸者，汝等便

自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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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王白目揵連：「我等今日自歸如來。」 

    目揵連告曰：「汝等不可依此須彌山，自歸世尊，今可

共我至舍衛城，乃得自歸。」 

    是時，目揵連將二龍王，如屈伸臂頃，從須彌山上至舍

衛城。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是時，目揵連告

二龍王曰：「汝等當知：今日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

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 

    龍王報曰：「如是，目揵連！」 

    是時，龍王還隱龍形，化作人形，不長不短，容貌端正，

如桃華色，是時，目揵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目揵連語龍王曰：「今正是時，宜可前進。」是

時，龍王聞目揵連語，即從座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我

等二族姓子，一名難陀，二名優槃難陀，自歸如來，受持五

戒，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 

    爾時，世尊彈指可之，時，二龍王還復故座，欲得聞法。    

爾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有何因緣，使此閻浮里內，烟火

乃爾？是時，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出舍衛城，至世尊所。

爾時，人民之類遙見王來，咸共起迎：「善來，大王！可就

此坐。」 

    時，二龍王默然不起，是時，波斯匿王禮世尊足，在一

面坐，是時，大王白世尊言：「我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事

事敷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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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欲有所問，今正是時。」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緣，令此閻浮提內，烟火乃

爾？」 

    世尊告曰：「難陀、優槃難陀龍王之所造，然今，大王！

勿懷恐懼，今日更無烟火之變。」 

    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是國之大王！人民尊

敬，名聞四遠，今此二人為從何來？見吾至此，亦不起迎，

設住吾境界者，當取閉之；設他境來者，當取殺之。 

    是時，龍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便起瞋恚，爾時，龍王

便作是念：我等無過於此王所，更欲反害吾身，要當取此國

王及迦夷國人，盡取殺之。是時，龍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

便退而去，離祇洹不遠，便不復現。 

    是時，波斯匿王見此人去，未久，白世尊言：「國事猥

多，欲還宮中。」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是時，波斯匿王即從座起，

便退而去，告群臣曰：「向者二人，為從何道去？速捕取之。」

是時，諸臣聞王教令，即馳走求之而不知處，便還宮中。 

    是時，難陀、優槃難陀龍王各生此念：我等無過於彼王

所，方欲取我等害之，我等當共害彼人民，使無遺餘。 

    是時，龍王復作是念：國中人民有何過失？當取舍衛城

人民害之。復重作是念：舍衛國人有何過失於我等？當取王

宮官屬盡取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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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已知龍王心中所念：告目揵連曰：「汝今當

救波斯匿王，無令為難陀、優槃難陀龍王所害。」 

    目揵連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目揵連受佛教誡，禮世尊足，便退而去，在王宮

上，結跏趺坐，令身不現。是時，二龍王雷吼霹靂，暴風疾

雨，在王宮上，或雨瓦石，或雨刀劍，未墮地之頃，便為優

鉢蓮華在虛空中。 

    是時，龍王倍復瞋恚，雨大高山於宮殿上，是時，目揵

連復使化作種種飲食，是時，龍王倍復瞋恚熾盛，雨諸刀劍，

是時，目連復使化作極好衣裳。是時，龍王倍復瞋恚，復雨

大沙礫石，在波斯匿王宮上，未墮地之頃，便化作七寶。 

    是時，波斯匿王見宮殿中，雨種種七寶，歡喜踊躍，不

能自勝，便作是念：閻浮提內有德之人，無復過我，唯除如

來，所以然者，我家中種粳米一根上生，收拾得一斛米，飯

以甘蔗之漿，極為香美，今復於宮殿上雨七寶，我便能得作

轉輪聖王乎！是時，波斯匿王領諸婇女收攝七寶。 

    是時，二龍王自相謂言：「今將有何意？我等來時，欲

害波斯匿王；今日變化，乃至於斯，所有力勢，今日盡現，

猶不能動波斯匿王毫釐之分。」 

    是時，龍王見大目揵連在宮殿上，結跏趺坐，正身正意，

形不傾斜，見已，便作是念：此必是大目揵連之所為也，是

時，二龍王已見目揵連，便退而去，是時，目揵連見龍王去，

還捨神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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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今此種種飲食不應先食，當先

奉上如來，然後自食。是時，波斯匿王即車載珍寶，及種種

飲食，往至世尊所：「昨日天雨七寶及此飲食，唯願納受。」 

    爾時，大目揵連去如來不遠，佛告王曰：「汝今可持七

寶飲食之具，與大目揵連，所以然者，蒙目揵連恩，得更生

聖賢之地。」 

    波斯匿王白佛言：「有何因緣，言我更生？」 

    世尊告曰：「汝朝不至我所，欲得聽法，爾時，座中有

二人亦來聽法，王生斯念：我於此國界，最為豪尊，眾人所

敬，然此二人為從何來？見我不起承迎。」 

    時王白佛：「實然，世尊！」 

    世尊告曰：「此亦非人，乃是難陀、優槃難陀龍王，彼

知王意，自相謂言：『我等無過於此人王，何故反來害我？

要當方宜，滅此國界。』 

    我尋知龍王心中所念，即勅目揵連，今可救波斯匿王，

無令為龍所害，目揵連即受我教，在宮殿上，隱形不現，作

此變化。是時，龍王極懷瞋恚，雨沙礫石於宮殿上，未墮地

之頃，化作七寶、衣裳、飲食之具，由此因緣，大王！今日

便為更生。」 

    是時，波斯匿王便懷恐怖，衣毛皆豎，前跪膝行至如來

前，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恩垂過厚，得濟生命。」 

    復禮目揵連足，頭面禮敬：「蒙尊者之恩，得濟生命。」 

    爾時，國王便說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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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尊壽無窮，長夜護其命，度脫苦窮厄，蒙尊得脫難。 

    是時，波斯匿王以天香華，散如來身，便作是說：「我

今持此七寶奉上三尊，唯願納受。」頭面禮足，遶佛三匝，

便退而去。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四部之眾多有懈怠，皆不聽

法，亦不求方便，使身作證，亦復不求未獲者獲，未得者得；

我今宜使四部之眾渴仰於法。」 

    爾時，世尊不告四部之眾，復不將侍者，如屈申臂頃，

從祇洹不現，往至三十三天。爾時，釋提桓因遙見世尊來，

將諸天眾，前迎世尊，頭面禮足，請令就座，並作是說：「善

來，世尊！久違覲省。」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當以神足之力，自隱形體，

使眾人不見我為所在。」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我今可於此三十三天，化身極

使廣大。」 

    爾時，天上善法講堂有金石，縱廣一由旬，爾時，世尊

石上結跏趺坐，遍滿石上。爾時，如來母摩耶，將諸天女至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並作是說：「違奉甚久，今

來至此，實蒙大幸，渴仰思見，佛今日方來。」 

    是時，母摩耶頭面禮足已，在一面坐，釋提桓因亦禮如

來足，在一面坐，三十三天禮如來足，在一面坐，是時，諸

天之眾見如來在彼，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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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漸與彼諸天之眾說於妙論，所謂論者：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婬為穢惡，出要為樂。爾時，

世尊已見諸來大眾及諸天人，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

法：苦集滅道，普與諸天說之，各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復有十八億天女之眾而見道跡，三萬六千天眾得法

眼淨，是時，如來母即從座起，禮如來足，還入宮中。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我今當以何食飯如來乎？為

用人間之食，為用自然天食？」 

    世尊告曰：「可用人間之食用飯如來，所以然者，我身

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 

    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 

    是時，釋提桓因復白佛言：「為用天上時節？為用人間

時節？」 

    世尊告曰：「用人間時節。」 

    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釋提桓因即以人間之食，復以人間時節飯食如來。    

爾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我等今見如來竟日飯食。」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當入如是三昧，欲使諸天

進便進，欲使諸天退便退。」是時，世尊以入此三昧，進却

諸天，隨其時宜。 

    是時，人間四部之眾，久不見如來，往至阿難所，白阿

難言：「如來今為所在？渴仰欲見。」 

    阿難報曰：「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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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波斯匿王、優填王至阿難所，問阿難曰：「如來

今日竟為所在？」 

    阿難報曰：「大王！我亦不知如來所在。」 

    是時，二王思覩如來，遂得苦患，爾時，群臣至優填王

所，白優填王曰：「今為所患？」 

    時王報曰：「我今已愁憂成患。」 

    群臣白王：「云何已愁憂成患？」 

    其王報曰：「由不見如來故也，設我不見如來者，便當

命終。」是時，群臣便作是念：當以何方便，使優填王不令

命終，我等宜作如來形像。 

    是時，群臣白王言：「我等欲作形像，亦可恭敬承事作

禮。」時，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群臣曰：

「善哉！卿等所說至妙。」 

    群臣白王：「當用何寶作如來形像？」是時，王即勅國

界之內，諸奇巧師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形像。」 

    巧匠對曰：「如是，大王！」是時，優填王即以牛頭栴

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是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形

像，高五尺而供養，是時，波斯匿王復召國中巧匠，而告之

曰：「我今欲造如來形像，汝等當時辦之。」 

    時，波斯匿王而生此念：「當用何寶，作如來形像耶？」 

    斯須，復作是念：「如來形體，黃如天金，今當以金作

如來形像。」是時，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

爾時，閻浮提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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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四部之眾往至阿難所，白阿難曰：「我等渴仰於

如來，所思欲覲世尊，如來今日竟為所在？」 

    阿難報曰：「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但今共至阿那律

所而問此義，所以然者，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清淨無瑕穢，

彼以天眼見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彼能知見。」 

    是時，四部之眾共阿難，往至阿那律所，白阿那律曰：

「今此四部之眾來至我所，而問我曰：今日如來竟為所在，

唯願尊者以天眼觀如來今為所在！」 

    是時，尊者阿那律報曰：「汝等且止！吾今欲觀如來竟

為所在。」是時，阿那律正身正意，繫念在前，以天眼觀閻

浮提內而不見之，復以天眼觀瞿耶尼、弗于逮、鬱單越而不

見之，復觀四天王、三十三天、焰摩1天、兜率天、化自在

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觀梵天而不見之。 

    復觀千閻浮提、千瞿耶尼、千鬱單越、千弗于逮、千四

天王、千焰摩天、千兜率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

千梵天而不見如來；復觀三千大千剎土而復不見，即從座起

語阿難曰：「我今已觀三千大千剎土而不見之。」 

    是時，阿難及四部之眾默然而止，阿難作是念：「如來

將無般涅槃乎？」 

    是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快得善利，唯願

七佛常現於世，天及世人多所饒益。」 

                                                 
1
 焰摩：原作「艷」，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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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天子而作是語：「且置七佛，但使有六佛者，此亦

甚善。」或有天子言：「但使有五佛。」或言：「四佛。」

或言：「三佛。」或言：「二佛出現世者，多所饒益。」 

    時，釋提桓因告諸天曰：「且置七佛，乃至二佛，但使

今日釋迦佛久住世者，則多所饒益。」 

    爾時，如來意欲使諸天來，諸天便來，意欲使諸天去，

諸天便去。是時，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如來何故竟日

而食？」 

    是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如來今日食以人間時

節，不用天上時節。」 

    是時，世尊已經三月，便作是念：閻浮提人，四部之眾，

久不見吾，甚有虛渴之想，我今當捨神足，使諸聲聞知如來

在三十三天，是時，世尊即捨神足。 

    時，阿難往阿那律所，白阿那律言：「今四部之眾，甚

有虛渴，欲見如來，然今如來不取滅度乎？」 

    是時，阿那律語阿難曰：「昨夜有天，來至我所，云：

『如來在三十三天善法講堂。』汝今且止！吾今欲觀如來所

在。」 

    是時，尊者阿那律即結跏趺坐，正身正意，心不移動，

以天眼觀三十三天，見世尊在彼方一由旬石上坐，是時，阿

那律即從三昧起，語阿難曰：「如來今在三十三天與母說法。」 

    是時，阿難及四部之眾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阿

難問四部之眾曰：「誰能堪任至三十三天問訊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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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律曰：「今尊者目揵連神足第一，願屈神力，往問

訊佛。」 

    是時，四部之眾白目揵連曰：「今日如來在三十三天，

唯願尊者持四部姓名，問訊如來！又持此義往白如來：『世

尊在閻浮提內世間得道，唯屈威神，還至世間！』」 

    目揵連報曰：「甚善！諸賢！」 

    是時，目揵連受四部之教，屈伸臂頃，往至三十三天，

到如來所，是時，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遙見目揵連來，諸天

各生此念：此必僧使，或當是諸王之使，是時，諸天皆起往

迎：「善來，尊者！」  

    是時，目揵連遙見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見已，

便生此念：世尊在此天中，亦復煩鬧。 

    目揵連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目揵

連白佛言：「世尊！四部之眾問訊如來：起居輕利，遊步康

強。」又白此事：「如來生長閻浮提內，於世間得道，唯願

世尊還來至世間，四部虛渴，欲見世尊！」 

    世尊告曰：「使四部之眾進業無倦。云何，目揵連！四

部之眾遊化勞乎？無鬪訟耶？外道異學無觸嬈乎？」 

    目揵連報曰：「四部之眾，行道無倦。」 

    「但，目揵連！汝向者作是念言：如來在此亦煩閙。此

事不然，所以然者，我說法時亦不經久，設我作是念：欲使

諸天來，諸天便來；欲使諸天不來，諸天則不來。目揵連！

汝還世間，却後七日，如來當往僧迦尸國，大池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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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目揵連屈伸臂頃，還詣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往詣四部眾而告之曰：「諸賢當知：却後七日，如來當來下

至閻浮提地，僧迦尸國，大池水側。」 

    爾時，四部眾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

波斯匿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陀延王、頻毘娑羅王，聞如

來却後七日，當來至僧迦尸國，大池水側，極懷歡喜，不能

自勝；是時，毘舍離人民之眾，迦毘羅越釋種，拘夷羅越人

民之眾，聞如來當來至閻浮提地，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 

    爾時，波斯匿王集四種兵，詣池水側，欲見世尊；是時，

五王皆集兵眾，及人民之眾，往世尊所，欲得覲省如來；迦

毘羅越釋種皆悉往世尊所，及四部之眾，皆悉往世尊所，欲

得見如來。 

    爾時，臨七日頭，釋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汝今從須彌

山頂至僧迦尸池水，作三道路，觀如來意，不用神足至閻浮

地。」 

    自在天子報曰：「此事甚佳，正爾當辦。」 

    爾時，自在天子即化作三道：金、銀、水精。是時，金

道當在中央，夾水精道側，銀道側化作金樹。當於爾時，諸

神妙尊天，七日之中，皆來聽法。爾時，世尊與數千萬眾，

前後圍遶而為說法，說五盛陰苦。云何為五？所謂色、受、

想、行、識。云何為色陰？所謂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

是謂色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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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云何名為受陰？所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是謂

受陰。 

    彼云何名想陰？所謂三世共會，是謂想陰。 

    彼云何名為行陰？所謂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陰。 

    彼云何名為識陰？所謂眼、耳、鼻、口、身、意識，此

名識陰。彼云何名為色？所謂色者，寒亦是色，熱亦是色，

飢亦是色，渴亦是色。 

    云何名為受？所謂受者，受者名覺。為覺何物？覺苦、

覺樂，覺不苦不樂，故名為覺也。 

    云何名為想？所謂想者，想亦是知。知青、黃、赤、白、

黑，知苦知樂，故名為知。 

    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能有所成，故名為行。為成何

等？或成惡行，或成善行，故名為行。 

    云何名為識？所謂識者，識別是非，亦識諸味，此名為

識也。諸天子當知：由此五盛陰，知三惡道、天道、人道；

此五盛陰滅，便知有涅槃之道。」 

    爾時，說此法時，有六萬天人得法眼淨。爾時，世尊與

諸天人說法已，即從座起，詣須彌山頂，便說此偈：  

    汝等當勤學，於佛法聖眾，當滅死徑路，如人鈎調象。 

  若能於此法，而無懈怠者，便當盡生死，無有苦原本。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詣中道。是時，梵天在如來右

處銀道側，釋提桓因在水精道側，及諸天人，在虛空中散華

燒香，作倡伎樂，娛樂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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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聞如來今日當至閻浮提僧迦尸

國，大池水側，聞已，便生此念：四部之眾、國王、大臣、

國中人民，靡不往者，設我當以常法往者，此非其宜，我今

當作轉輪聖王形容，往見世尊。 

    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還隱其形，作轉輪聖王形，七寶

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

士寶、典藏寶，是謂七寶。 

    爾時，尊者須菩提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在一山側縫

衣裳，是時，須菩提聞世尊今日當來至閻浮提地，四部之眾

靡不見者，我今宜可時往問訊禮拜如來。爾時，尊者須菩提

便捨縫衣之業，從座而起，右脚著地。 

    是時，彼復作是念：此如來形，何者是世尊，為是眼、

耳、鼻、口、身、意乎？往見者復是地、水、火、風種乎？

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造無作，如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禮佛者，及諸最勝尊，陰持入諸種，皆悉觀無常。 

  曩昔過去佛，及以當來者，如今現在佛，此皆悉無常。 

  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設於現在中，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現在及諸佛，當計於無我。 

    此中無我、無命、無人、無造作，亦無形容、有教有授

者，諸法皆悉空寂，何者是我？我者無主。我今歸命真法之

聚，爾時，尊者須菩提還坐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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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優鉢華色比丘尼作轉輪聖王形，七寶導從，至世

尊所，是時，五國王遙見轉輪聖王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自相謂言：「甚奇！甚特！世間出二珍寶，如來、轉輪聖王。」 

    爾時，世尊將數萬天人，從須彌山頂來，至池水側，是

時，世尊舉足蹈地，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番震動，是時，化轉

輪聖王漸漸至世尊所，諸小國王及人民之類各各避之，是

時，化聖王覺知已近世尊，還復本形，作比丘尼，禮世尊足，

五王見已，各自稱怨，自相謂言：「我等今日，極有所失，

我等先應見如來，然今此比丘尼先見之。」 

    是時，比丘尼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今

禮最勝最尊，今日先得覲省，我優鉢花色比丘尼是如來弟

子。」爾時，世尊與彼比丘尼而說此偈： 

   善業以先禮，最初無過者，空無解脫門，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當來及過去，當觀空無法，此名禮佛義。 

    是時，五王及人民之眾，不可稱計，往至世尊所，各自

稱名：「我是迦尸國王波斯匿。」，「我是拔耆國王，名曰

優填。」，「我是五都人民之主，名曰惡生。」，「我是南

海之主，名曰優陀延。」，「我是摩竭國頻毘娑羅王。」 

    爾時，十一那術1人民雲集，及四部之眾，最尊長者，

千二百五十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

優填王手執牛頭栴檀像，并以偈向如來說： 

                                                 
1
 那術（nahuta）：或譯作「那由他」，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

解釋為「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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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欲所問，慈悲護一切，作佛形像者，為得何等福。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大王今聽之，少多演其義，作佛形像者，今當粗說之。 

  眼根初不壞，後得天眼視，白黑而分明，作佛形像德。 

  形體當完具，意正不迷惑，勢力倍常人，造佛形像者。 

  終不墮惡趣，終則生天上，於彼作天王，造佛形像福。 

  餘福不可計，其福不思議，名聞遍四遠，造佛形像福。 

    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饒益，天、人蒙祐。」爾時，

優填王極懷歡悅，不能自勝。 

    爾時，世尊與四部眾及與五王，演說妙論，所謂論者：

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

爾時，世尊已知四部之眾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

集、滅、道，盡與彼說之，爾時，座上天及人民，六萬餘人，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五王白世尊言：「此處福妙最是神地，如來始從

忉利天來下，至此說法，今欲建立此處，使永存不朽。」 

    世尊告曰：「汝等五王，於此處造立神寺，長夜受福，

終不朽敗。」 

    諸王報言：「當云何造立神寺？」 

    爾時，世尊伸右手，從地中出迦葉如來寺，示五王而告

之曰：「欲作神寺者，當以此為法。」爾時，五王即於彼處

起大神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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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過去恒沙如來翼從多少，亦

如今日而無有異，正使當來諸佛世尊翼從多少，亦如今日而

無有異。今此經名遊天法本，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四部之眾及五國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二十九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六法初）

 

（一）身語意當行慈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當思念六重之法，敬之重之，記在心懷，無

令忘失。云何為六？比丘！身行念慈，如鏡視其形，可敬可

貴，無令忘失。復次，口行念慈，意行念慈，可敬可貴，無

令忘失。 

    復次，得法利之具，能與諸梵行者共之，亦無悋想，此

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復次，諸有禁戒，不朽不敗，極為

完具，而無缺漏，智者之所貴，復欲使此戒分布與人，使同

其味，此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正見，賢聖得出要，如是之見，欲與諸梵行者共

同此法，亦可敬可貴，無令忘失，是謂，比丘！有此六重之

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是故，諸比丘！常當修行身口意

                                                 
1
 ～《增支部》A.6.12.Saraniya(2) 可念(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 (2) 



 48 

行，設得利養之具，當念分布，莫起貪想；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佛在阿耨達泉與五百大比丘眾的故事1 

    聞如是：一時，佛在阿耨達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皆是阿羅漢，三達、六通，神足自在，心無所畏，唯除一比

丘，阿難是也。 

    爾時，世尊坐金蓮華，七寶為莖，及五百比丘，各各坐

寶蓮華。爾時，阿耨達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爾時，龍王遍觀聖眾已，白世尊曰：「我今觀此眾中，

空缺不具，無尊者舍利弗，唯願世尊遣一比丘喚舍利弗使

來。」 

    爾時，舍利弗在祇洹精舍，補納故衣，爾時，世尊告目

揵連曰：「汝至舍利弗所，語舍利弗云：阿耨達龍王欲得相

見。」 

    目揵連報曰：「如是，世尊！」是時，尊者大目揵連如

人屈伸臂頃，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語舍利弗言：「如來

有教云：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 

    舍利弗報曰：「汝竝在前，吾後當往。」 

    目揵連報曰：「一切聖眾及阿耨達龍王，遲想尊顏，欲

得相見，唯願時赴，勿經時節。」 

                                                 
1
 ～cf.《相應部》S.6.14. Arunavatī 盧那越提，《大寶積經》密跡

金剛力士會(大正 11.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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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報曰：「汝先至彼，吾後當往。」 

    是時，目揵連復重語曰：「云何，舍利弗！神足之中能

勝吾乎？然今先遣，使在前耶？若舍利弗不時起者，吾當捉

臂將詣彼泉。」 

    是時，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日，目揵連方便試弄吾耳。    

爾時，尊者舍利弗躬解竭支帶在地，語目揵連曰：「設汝神

足第一者，今舉此帶，使離於地，然後捉吾臂將詣阿耨達泉。」 

    是時，目揵連作是念：今舍利弗復輕弄我，將欲相試乎？ 

今解帶在地云：「能舉者然後捉吾臂，將詣泉所。」 

    是時，目揵連復作是想：此必有因，事不可若爾，即時，

伸手而取帶舉，然不能使帶移動如毫釐許，是時，目揵連盡

其力勢移此帶，不能使動。 

    是時，舍利弗取此帶繫著閻浮樹枝，是時，尊者目揵連

盡其神力，欲舉此帶，終不能移，當舉此帶時，此閻浮提大

震動。 

    爾時，舍利弗便作是念：目揵連比丘尚能使此閻浮地

動，何況此帶！我今當持此帶，繫著二天下，爾時，目揵連

亦復舉之；繫著三天下、四天下，亦能舉之，如舉輕衣。 

    是時，舍利弗復作是念：目揵連比丘堪任舉四天下，而

不足言，我今持此帶，繫著須彌山腹，是時，目揵連復能動

此須彌山及四天王宮，三十三天宮，皆悉動搖。 

    是時，舍利弗復以此帶繫千世界，是時，目揵連亦能使

動；時，舍利弗復以此帶繫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亦復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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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天地大動，唯有如來坐阿耨達泉而不移動，猶如力士

弄於樹葉而無疑難。 

    是時，阿耨達龍王白世尊言：「今此天地何故震動？」 

爾時，世尊具與龍王說此本緣。 

    龍王白佛：「此二人神力何者最勝？」 

    世尊告曰：「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 

    龍王白佛言：「世尊前記言：目揵連比丘神足第一，無

過是者。」 

    世尊告曰：「龍王當知：有四神足1。云何為四？自在

三昧神力、精進三昧神力、心三昧神力、觀三昧神力，是謂，

龍王，有此四神足之力。若有比丘、比丘尼有此四神力者，

親近修行而不放捨者，此則神力第一。」 

    阿耨達龍王白佛：「目揵連比丘不得此四神足乎？」 

世尊告曰：「目揵連比丘亦得此四神足之力，親近修行，初

不放捨，然目揵連比丘欲住壽至劫，亦復能辦，然舍利弗所

入三昧，目揵連比丘不知名字。」 

    是時，尊者舍利弗復作是念：三千大千剎土，目揵連皆

能移動，蠕虫死者不可稱計，然我躬自聞：「如來座者不可

移動。」我今可以此帶繫著如來座所。是時，目揵連復以神

足而舉此帶，然不能動。 

                                                 
1
 四神足：或譯為「四如意足」，指欲（善法欲）、勤、心、觀四

種神足。如意足(iddhipāda)，或譯為「神足」，指如意自在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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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目揵連生此念：非我於神足退乎？今舉此帶而不能

動，我今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 

    爾時，目揵連捨此帶已，即以神足至世尊所，遙見舍利

弗在如來前坐，見已，目揵連復作是念：世尊弟子神足第一，

無出我者，然我不如舍利弗乎？ 

    爾時，目揵連白佛言：「我將不於神足退乎？所以然者，

我先發祇洹精舍，然後舍利弗發，今舍利弗比丘先在如來前

坐。」 

    佛言：「汝不於神足有退，但舍利弗所入神足三昧之法，

汝所不解，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智慧無量，心得自在，不

如舍利弗從心也；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若舍利弗比丘心所

念法，即得自在。」大目揵連即時默然。 

    是時，阿耨達龍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舍利弗比

丘極有神力，不可思議，所入三昧，目揵連比丘不知名字。」

爾時，世尊與阿耨達龍王說微妙之法，勸令歡喜，即於彼說

戒。清旦，將諸比丘僧，還詣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自相謂言：「世尊口自記說：『我聲聞中

神足第一者，目揵連比丘是也。』然今日不如舍利弗。」 

    爾時，諸比丘起輕慢想於目揵連，是時，世尊便作是念：

此諸比丘生輕慢之想於目揵連，受罪難計，告目揵連曰：「現

汝神力使此眾見，無令大眾起輕慢想。」 

    目揵連對曰：「如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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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目連禮世尊足，即於如來前沒不現，往詣東方七

恒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來1、至真、等正覺，出現彼土，

是時，目揵連以凡常之服往詣彼土，在鉢盂緣上行，又彼土

人民，形體極大，是時，諸比丘見目揵連已，自相謂言：「汝

等視此虫，正似沙門。」 

    是時，諸比丘復持示彼佛：「唯然，世尊！今有一虫，

正似沙門。」 

    爾時，奇光如來告諸比丘曰：「西方去此七恒河沙，彼

土世界，有佛名釋迦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是彼

弟子，神足第一。爾時，彼佛告目揵連曰：「此諸比丘起輕

慢意，現汝神足，使大眾見之。」 

    目揵連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目揵連聞佛教已，

以鉢盂絡，盛彼五百比丘至梵天上。是時，目揵連以左脚登

須彌山，以右脚著梵天上。爾時，便說此偈： 

   常當念勤加，修行於佛法，降伏魔眾怨，如鈎調於象。 

  若能於此法，能行不放逸，當盡苦邊際，無復有眾惱。 

    是時，目揵連以此音響，遍滿祇洹精舍，諸比丘聞已，

往白世尊：「目揵連為住何處而說此偈？」 

    世尊告曰：「目揵連比丘去此佛土七恒河沙，正在東方，

以繩絡盛彼五百比丘，左脚登須彌山，右脚著梵天上，而說

此偈。」 

                                                 
1
 明法比丘按：S.6.2.4.並無奇光如來之記載，巴利三藏亦無他方

佛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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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甚奇！甚特！目揵連比丘有

大神足，我等於目揵連所起輕慢，唯願世尊使目揵連比丘將

此五百比丘來至此間。」 

    是時，世尊遙現道力，使目揵連知意，是時，目揵連將

五百比丘來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數千萬眾

而為說法。時，大目揵連將五百比丘至世尊所，然釋迦佛弟

子仰觀彼比丘！是時，東方世界比丘禮世尊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曰：「汝等比丘為從何來？是誰弟子？

道路為經幾時？」 

    彼五百比丘白釋迦佛：「我等世界今在東方，佛名奇光

如來，是彼弟子。然我等今日亦復不知為從何來？為經幾

日？」 

    世尊告曰：「汝等知佛世界乎？」 

    諸比丘對曰：「否也，世尊！」 

    「汝等今日欲詣彼土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欲還詣彼土。」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今當與汝說六界法，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六界之法？比丘當知：六界之

人，稟父母精氣而生。云何為六？所謂地界、水界、火界、

風界、空界、識界，是謂，比丘！有此六界，人身稟此精氣

而生六入。云何為六？所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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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入，是謂，比丘！有此六入，由父母而得有，以依六入便

有六識身。 

    云何為六？若依眼識則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意識，是謂，比丘！此名六識身。若有比丘解此六界、

六入、六識者，能度六天而更受形，設於彼壽終，來生此間，

聰明高才，於現身上，盡於結使，得至涅槃。」是時，彼土

比丘聞此六界已，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目揵連曰：「汝今還將此比丘詣彼佛土。」 

    目揵連報曰：「如是，世尊！」 

    是時，目揵連復以繩絡盛五百比丘，遶佛三匝，便退而

去，如屈伸臂頃，已至彼佛土。是時，目揵連捨此比丘已，

禮彼佛足已，還來詣此忍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聲聞神足難及，

所謂大目揵連比丘是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三）在牛角林言志1   

    聞如是：一時，佛在跋耆國牛師子園中，諸神足高德比

丘，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揵連、賢者迦葉、賢者離越2、

賢者阿難等五百人俱。 

                                                 
1
 ～《中部》M.32. Gosivga 牛角林大經，《中阿含 184 經》牛角

婆羅林經(大正 1.736.)、《生經》一六‧比丘各誌經(大正 3.80.) 
2
 離越～Rev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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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大目揵連、大迦葉、阿那律，晨旦至舍利弗所，

然阿難遙見三大聲聞詣舍利弗所，語離越言：「三大聲聞往

至舍利弗所，我等二人亦可往至舍利弗所，所以然者，備聞

舍利弗說奇妙之法。」  

    離越報曰：「此事可然。」 

    是時，離越、阿難往至舍利弗所，是時，舍利弗言：「善

來，諸賢！就此處坐。」 

    是時，舍利弗語阿難曰：「我今欲有所問：此牛師子園

極為快樂，自然天香流布四遠，云何當使此園快樂？」 

    阿難報曰：「若有比丘多聞，所聞不忘，總持諸法義味，

具足修行梵行，如此諸法，皆悉具足，亦不漏脫，與四部之

眾而為說法，不失次第，亦不卒暴，無有亂想，如是比丘，

在牛師子園快樂。」 

    是時，舍利弗語離越言：「阿難今日已演說之，我今復

欲問汝義：牛師子園快樂如是，汝今次說，義復云何？」 

    離越報曰：「比丘樂閑靜之處，思惟坐禪，與止觀相應，

如是，比丘樂牛師子園中。」 

    是時，尊者舍利弗語阿那律曰：「汝今當說快樂之義。」 

    阿那律報曰：「若有比丘，天眼徹視，觀眾生類，死者

生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皆悉知之。或有眾

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有眾

生，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猶如士夫觀空中，靡不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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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眼比丘亦復如是，觀諸世界無有疑難，如是比丘在牛師

子園中，快樂如是也。」 

    是時，舍利弗語迦葉曰：「如是諸賢已說快樂之義，汝

今次應說之。」 

    迦葉報曰：「若有比丘行阿練若行1，復教他人使行阿

練若，歎說閑靜之德；己身著補衲之衣，復教他人使行頭陀，

在閑靜處，身自知足，復教他人使修其行；己身戒德具足，

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

使行其法，歎說其法，己能勸化，復教他人使行其法，教訓

無厭足，如是比丘在牛師子園中，快樂無比。」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大目揵連曰：「諸賢已說快樂之義，

汝今次說快樂之義，牛師子園中快樂無雙，汝今欲云何說

之？」 

    目揵連報曰：「比丘有大神足，於神足而得自在，彼能

變化無數千事而無疑難，亦能分一身作無數身，或復還合為

一，石壁皆過，踊沒自在；又如駛河，無有觸礙2；猶如飛

鳥，在空中無跡，譬如暴火，焚燒山野；亦如日月，靡所不

照，亦能舉手摩抆日月，亦能化身至梵天上，如此比丘宜在

牛師子園中。」 

    是時，目揵連語舍利弗曰：「我等各隨其辯而說之，我

等今問舍利弗義，牛師子園極為快樂，何等比丘宜在其中？」 

                                                 
1
 阿練若行（Ārabbako）：或譯為「阿蘭若行」。 

2
 無有觸礙：參閱下文而補上此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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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言：「若有比丘能降伏心，然彼比丘心，不能降

比丘1。設彼比丘欲得三昧，即時彼比丘能得三昧，隨意遠

近成三昧者，即能成辦之；猶如長者家有好衣，盛著箱篋，

爾時，彼長者隨意欲取何等衣，隨意取之而無疑難。 

    此亦如是，亦能隨意入三昧中，心能使比丘，非比丘能

使心，隨意入三昧亦無疑難，如是比丘能使心，非心使比丘，

如是之人，宜在牛師子園中。」 

    是時，舍利弗告諸賢曰：「我等隨其辯而說，各隨方宜，

善說此義，今各相將往問世尊：云何比丘得樂此牛師子園？

若世尊有所說，我等當奉行。」 

    諸比丘報曰：「如是，舍利弗！」 

    是時，大聲聞等各各相將往至如來所，到已，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爾時，大聲聞以此因緣具白佛。 

    爾時，世尊告曰：「善哉！如阿難所說，所以然者，阿

難比丘聞法能持，總攝諸法，具足修行梵行，如此之法，善

聞不忘，亦無邪見，與四部之眾而說法，言不錯亂，亦不卒

暴。 

    離越比丘所說亦復快哉！所以然者，樂閑靜之處，不處

人間，常念坐禪，無有諍訟，與止觀相應，閑居寂靜。 

    阿那律比丘亦復快哉！所以然者，阿那律比丘天眼第

一，彼以天眼觀三千世界，猶如有眼之人，掌中觀珠；阿那

律比丘，亦復如是，彼以天眼觀此三千大千世界而無疑難。 

                                                 
1
 請參閱下文：「舍利弗能降伏心，非心能降伏舍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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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迦葉比丘亦復快哉！所以然者，迦葉比丘己身是阿練

若行，復能歎說閑居之行；身能乞食，復能歎譽乞食之德；

身著補衲衣，復能歎說補衲衣之德；己身知足，復能歎說知

足之德；己身處巖穴，復能歎說巖穴之德；己身戒成就、三

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復能教人成

此五分法身1，身能教化，復能教人使行其法。 

    善哉！善哉！如目揵連所說，所以然者，目揵連比丘有

大威力，神足第一，心得自在，彼意欲所為，則能成辦，或

化一身，分為萬億，或還合為一，石壁皆過，無有罣礙，踊

沒自在；又如駛水，亦無觸礙；如空中之鳥，亦無足跡；猶

如日月，靡所不照，能化身乃至梵天。 

    善哉！如舍利弗之所說，所以然者，舍利弗能降伏心，

非心能降伏舍利弗，若欲入三昧時，則能成辦，無有疑難；

猶如長者，有好衣裳，隨意取之，而無疑難；舍利弗比丘亦

復如是，能降伏心，非心能降伏舍利弗，隨意入三昧，皆悉

在前。 

    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所說各隨方便，但今復聽我

所說，云何比丘樂牛師子園中？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彼到

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乞食已，還歸所住，洗手面，

在一樹下，正身正意，結跏趺坐，繫念在前。 

    彼比丘便作是念：我今不壞於坐，要當盡有漏成無漏。

爾時，彼比丘即有漏心得解脫，如是比丘宜在牛師子園中，

                                                 
1 五分法身：指阿羅漢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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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比丘，恒勤精進，莫有懈怠，所在之處，靡不宗奉者，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四）呪願有六德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呪願有六德，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六德？於是，施主檀越成就三

法。云何檀越施主成就三法？檀越施主信根成就、戒德成

就、聞成就，是謂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 

    施物之法復成三法，云何為三？然彼物色成就、味成

就、香成就，有此三法，是謂，比丘！有此六事獲大功德，

名德遠聞，獲甘露之報，是故，諸比丘！若欲成就此六事者，

當念惠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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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念戒德具足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爾時，坐上有一比丘，便生此念：

願如來告我，有所論說。 

    爾時，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告諸比丘：「若有比丘生

此念：如來躬教訓我，彼比丘戒具清淨，無有瑕穢，修行止

觀，樂閑靜之處。 

    若復比丘，意欲求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者，

亦當戒德成就，在空閑處而自修行，與止觀共相應。 

    若復比丘，欲求知足者，當念戒德具足，在閑靜處而自

修行，與止觀共相應。若復比丘，欲求使四部之眾、國王、

人民，有形之類，所見識知，彼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四禪，中無悔心，亦不變易，當念戒

德成就。若復比丘，意欲求四神足，彼亦當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八解脫2門而無罣礙，彼當念戒德具

足。若復比丘，意欲求天耳，徹聽聞天人聲，當念戒德具足。

                                                 
1
 ～《增支部》A.6.2. Ahuneyya (領受各種神通等)應請(2)，cf. 《增

支部》A.6.37.Dana(六支具足之)施(施者:施前.正施.施已意悅；

受者:離貪.瞋.癡)，《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 26.432b)，《中

部》M.32.Gosivga 牛角林大經。 
2 八解脫（aṭṭha vimokkhā）：又作「八背捨」，指八種定，即「有  

 色者觀諸色(色觀色)、內無色想而觀外色、淨觀、空無邊處、識 

 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想受滅定（滅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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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比丘，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念，諸根缺漏，彼亦當念戒

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知眾生心意，有欲心，無欲心；有瞋

恚心，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無愚癡心，如實知之。有愛心、

無愛心；有受心、無受心，如實知之。有亂心、無亂心；有

疾心、無疾心；有少心、無少心；有量心、無量心；有痛心、

無痛心；有三昧心、無三昧心；有解脫心、無解脫心，如實

知之。欲知如是者，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得無量神足，分一身作無數身，復還合

為一，踊沒自在，能化身乃至梵天，彼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自憶宿世無數劫事，或一生、二生，

乃至千生、百千億生、成劫、敗劫、成敗之劫，不可稱計，

我曾死此生彼，名某、字某，或從彼終，來生此間，自憶如

此無數劫事，當念戒德具足而無他念。 

    若復比丘，意欲求天眼徹視，觀眾生類，善趣惡趣，善

色惡色，若好若醜，如實知之。或有眾生，身口意行惡，誹

謗賢聖，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有眾生，身口意行善，不

誹謗賢聖，心意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意欲如是者，

當念戒德具足。 

    若復比丘，意欲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

彼當念戒德具足，內自思惟，無有亂想，居在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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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當念戒德具足，無他餘念，威儀具足，小過常

恐懼，何況大者！若有比丘意欲使如來共論者，當念戒德具

足；已戒德具足，當念聞具足；聞已具足，當念施具足；施

已具足，當念智慧具足，解脫知見，皆悉具足。 

    若有比丘，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

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貴，天、人所奉，

是故，諸比丘！當知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卷第三十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 

（六）惡比丘誹謗舍利弗尊者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

舍利弗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舍利弗白

世尊言：「我今已在舍衛城夏坐，意欲人間遊化。」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時，舍利弗即從座起，頭面

禮足，便退而去。 

    時，舍利弗去未久，有一比丘懷誹謗意，白世尊言：「舍

利弗與諸比丘共諍競，不懺悔，今遊行人間。」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速往，持吾聲，喚舍利弗。」 

                                                 
1
 ～《增支部》A.6.11.Vuttha 可念(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1)，

DhpA.2. p.178. f.，《中阿含 26 經》獅子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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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佛勅目揵連、阿難：「汝等至諸房中，召諸比丘詣世尊

所，所以然者，舍利弗所入三昧，今當在如來前作師子吼。」 

    是時，諸比丘聞佛教已，各集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是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往至舍利弗所，語舍利弗

言：「如來欲得相見。」 

    爾時，舍利弗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

佛告舍利弗言：「卿向者去未久，有一穢行比丘來至我所，

而白我言：『舍利弗比丘與諸比丘共諍，亦不悔過，在人間

遊化。』審實爾乎？」 

    舍利弗白佛言：「如來自當知之。」 

    世尊告曰：「我自知耳，但今大眾各懷狐疑，汝今於大

眾中，可以己辯而自明淨。」 

    舍利弗白佛言：「自出母胎，年向八十，每自思惟，未

曾殺生，亦不妄語，正使於調戲1之中，亦不妄語；亦復未

曾鬪亂彼此；設不專意之時，或能有此行耳。世尊！我今心

意清淨，豈當與梵行人共鬪諍乎？ 

    亦如此地，亦受淨，亦受不淨，屎尿穢惡，皆悉受之；

膿血涕唾，終不逆之，然此地亦不言惡，亦不言善，我亦如

是。世尊！我心不移轉，何得與梵行人共諍而遠遊行？心不

專者，能有此耳；我今心正，何得與梵行人共諍而遠遊乎？ 

                                                 
1
 調戲：掉舉（res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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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如水，亦能使好物淨，亦能使不好物淨；彼水不作是

念：我淨是、置是；我亦如是，無有異想，何得與梵行人共

鬪而遠遊乎？ 

    猶如熾火，焚燒山野，不擇好醜，終無想念；我亦如是，

豈當有意與梵行人共諍乎？ 

    亦如掃帚，不擇好醜，皆能除之，終無想念。猶如牛無

有雙角，極自良善，亦不凶暴，善可將御，隨意所至，終無

疑難。世尊！我心如是，亦不興想，有所傷害，豈當與梵行

人共諍而遠遊乎？ 

    亦如旃陀羅女，著弊壞衣，在人間乞食，亦無禁忌；我

亦如是，世尊！亦無想念，當興諍訟而遠遊也；亦如脂釜，

處處漏壞，有目之人皆悉觀見，處處漏出。我亦如是，世尊！

九孔之中漏出不淨，豈當與梵行人共諍而遠遊乎？ 

    猶如女人，年少端正，復以死屍繫彼女頸，而厭患之；

世尊！我亦如是，厭患此身，如彼無異，豈當與梵行人共諍

而遠遊乎？此事不然，世尊自當知之，彼比丘亦當知之，設

當有是者，願彼比丘受我懺悔。」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汝今可自悔過，所以然者，若

不悔者，頭便破為七分。」 

    是時，彼比丘心懷恐怖，衣毛皆竪，即從座起，禮如來

足，白世尊言：「我今自知犯舍利弗，唯願世尊受我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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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汝自向舍利弗懺悔，若不爾者，頭便破為

七分。」是時，彼比丘即向舍利弗頭面禮足，白舍利弗言：

「唯願受我懺悔，愚不別真。」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今可受此比丘悔過，又以手

摩頭，所以然者，若當不受此比丘懺悔者，頭破為七分。」 

    爾時，舍利弗以手摩頭，語比丘曰：「聽汝懺悔！如愚

如惑，此佛法極為廣大，能隨時悔過者，甚善，我今受汝懺

悔，後更莫犯。」如是再三。 

    是時，舍利弗告彼比丘曰：「汝更莫犯，所以然者，有

六法入地獄，六法生天，六法至涅槃處。云何為六？欲害他

人，我已起此害心，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我當教人使害

他，於中起害心；已得害人，於中起歡喜，我當得此不馨之

問；未起此事，便懷愁憂，是謂有此六法，令人墮惡趣。 

    云何有六令人至善處？所謂身戒具足，口戒具足，意戒

具足，命根清淨，無殺害心，無嫉妬心，是謂有此六法，生

於善處。 

    云何修六法至於涅槃？所謂六思念法。云何為六？所謂

身行慈無瑕穢，口行慈無瑕穢，意行慈無瑕穢；若得利養之

具，能與人等共分之而無悋想；奉持禁戒無瑕疵，智者所貴，

如是之戒能具足；諸有邪見、正見、賢聖出要，得盡苦本，

如是諸見，皆悉分明，是謂六法得至涅槃，汝今，比丘！當

求方便，行此六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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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彼比丘復從座起，禮舍利弗足，我今重自懺悔，

如愚如惑而不別真，唯願舍利弗受我悔過，後不復犯。」 

    舍利弗曰：「聽汝悔過！賢聖法極為廣大，能自改往修

來，莫復更犯。」爾時，彼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七）世尊說第一最空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第一最空法，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第一最空之法？若眼起時則

起，亦不見來處；滅時則滅，亦不見滅處；除假號2法、因

緣法。云何名為假號法、因緣法？  

    所謂緣是有是，此生則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3，觸緣受4，受緣愛，愛緣取5，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

苦陰，成此因緣。 

    此滅則彼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

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

                                                 
1
 ～《雜阿含 335 經》(第一義空經)(大正 2.92c)，cf.《增壹阿含

51.8 經》 
2
 假號：即「假名」。 

3
 觸：原作「更樂」，今改，以下同。 

4
 受：原作「痛」，今改，以下同。 

5
 取：原作「受」，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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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死滅，

死滅則愁憂苦惱，皆悉滅盡，除其假號之法。 

    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起時則起，亦不知

來處；滅時則滅，亦不知滅處，除其假號之法。 

    彼假號法者，此起則起，此滅則滅，此六入亦無人造作，

亦名色、六入法，由父母而有胎者亦無1，因緣而有，此亦

假號，要前有對2，然後乃有。 

    猶如鑽木求火，以前有對，然後火生；火亦不從木出，

亦不離木；若復有人，劈木求火，亦不能得，皆由因緣合會，

然後有火；此六情起病，亦復如是，皆由緣會，於中起病。

此六入起時則起，亦不見來；滅時則滅，亦不見滅；除其假

號之法，因由父母合會而有。」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先當受胞胎，漸漸如凍酥，遂復如息肉，後轉如像形。 

  先生頭項頸，轉生手足指，肢節各各生，髮毛爪齒成。 

  若母飲食時，種種若干饌，精氣用活命，受胎之原本。 

  形體已成滿，諸根不缺漏，由母得出生，受胎苦如是。 

    比丘當知：因緣合會，乃有此身耳。 

    又復，比丘！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毛孔九萬九千，

脈有五百，筋有五百，虫八萬戶，比丘當知：六入之身有如

是災變。 

                                                 
1
 無：指無我。 

2
 要前有對：或解讀為「要有前題；要有生起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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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思惟如是之患，誰作此骨？誰合此筋脈？誰造

此八萬戶虫？爾時，彼比丘作是思惟，時，便獲二果，或阿

那含，或阿羅漢。」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三百六十骨，在此人身中，諸佛之所演，我今亦說之。 

  筋有五百枚，脈數亦如是，虫有八萬種，九萬九千毛。 

  當觀身如是，比丘勤精進，速得羅漢道，往至涅槃界。 

  此法皆空寂，愚者之所貪，智者心歡悅，聞此空法本。 

    是謂，比丘！此名第一最空之法。 

    與汝等說如來所施行之法，我今已起慈悲心，我今已

辦，常當念修行其法，在閑居處，坐禪思惟，勿有懈怠，今

不修行，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誨；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意欲何求？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生漏

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生漏梵志白

世尊言：「瞿曇！剎利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

教？為究竟何事？婆羅門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 

？為究竟何事？國王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 

？為究竟何事？ 

                                                 
1
 ～《增支部》A.6.52. Khattiya 剎帝利(等,近行﹑所托﹑思慕﹑究

竟)，《中阿含 149 經》何欲經(大正 1.6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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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賊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

事？女人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

事？」 

    爾時，世尊告梵志曰：「剎利種者，常好鬪訟，多諸技

術，好喜作務，所作要究竟，終不中休。」 

    梵志問曰：「梵志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意好呪術，要作居家，樂閑靜之處，

意在梵天。」 

    又問曰：「國王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王意所欲得國政，意在兵杖，

貪著財寶。」 

    「盜賊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賊意盜竊，心在姦邪，欲使人類不知所作。」 

    「女人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女人意在男子，貪著財寶，心繫男女，心

欲自由。」 

    爾時，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盡知爾許之變，

如實不虛，今日比丘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戒德具足，心遊道法，意在四諦，欲至涅

槃，此是比丘之所求也。」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如是，世尊！比丘所行，

意不可移轉，其義實爾，瞿曇！涅槃者極為快樂。如來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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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過多，猶如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在闇者見明，今日如

來所說亦復如是，而無有異，我今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是時，生漏梵志即從座起，

繞佛三匝，便退而去。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修梵行，離七種淫相應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生漏

梵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

言：「此中頗有比丘，云何得修梵行，無有缺漏，清淨修梵

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此名清淨得修

梵行。復次，梵志！若有眼見色，不起想著，不起識念，除

惡想，去不善法，得全眼根，是謂此人清淨修梵行。 

    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都無

識想，不起想念，清淨得修梵行，全其意根，如此之人得修

梵行，無有缺漏。」 

    婆羅門白佛言：「何等之人不修梵行，不具足清淨行？」 

    世尊告曰：「若有人俱會者，此名非梵行。」 

    婆羅門白佛言：「何等之人漏2，行不具足？」 

                                                 
1
 ～《增支部》A.7.47. Methuna(七)婬 

2
 漏（āsava）意為「污染」(taint)，原意為「流漏掉；漏出來」，

為「煩惱」的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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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若有人與女人交接，或手足相觸，藏在心

懷而不忘失，是謂，梵志！行不具足，漏諸婬泆，與婬、怒、

癡共相應。 

    復次，梵志！或與女人共相調戲，言語相加，是謂，梵

志！此人行不具足，漏婬、怒、癡，梵行不具足修清淨行。 

    復次，梵志！若有女人惡眼相視而不移轉，於中便起

婬、怒、癡想，生諸亂念，是謂，梵志！此人梵行不淨，不

修梵行。 

    復次，梵志！若復有人，或聞哭聲，或聞笑聲，於中起

婬、怒、癡，起諸亂想，是謂，梵志！此人不清淨修梵行，

與婬、怒、癡共相應，行不全具。 

    復次，梵志！若有人曾見女人，後更生想，憶其頭目，

於中生想；在屏處，生婬、怒、癡，與惡行相應，是謂，梵

志！此人不修梵行。」 

    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沙門瞿曇

亦知梵行，亦知非梵行；亦知漏行，亦知不漏行，所以然者，

我今亦生此念：諸有人民，與女人手足相加，起諸亂想。 

    我時便生此念：此人行不清淨，與婬、怒、癡共相應。

第一觸者，女人是也；第一可欲者，所謂眼眼相視，然彼女

人，或語或笑，繫縛男子，或共言語而繫縛男子。 

    是時，我便生此念：此六人盡行不清淨行，如來今日所

說甚過，猶如盲者得目，迷者見路，愚者聞道，無目之人見

色；如來說法亦復如是，我今自歸佛、法、僧，自今之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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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殺生，唯願受為優婆塞。」爾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十）薩遮尼揵子與佛論辯1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2城外林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尊者馬師3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

時，薩遮尼揵子遙見馬師來，即往語馬師曰：「汝師說何等

義？有何教訓？以何教誡向弟子說法？」 

    馬師報曰：「梵志！色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

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如是

智人之所學也。 

    受、想、行、識無常，此五盛陰無常，無常者即是苦，

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

卿欲知者，我師教誡其義如是，與諸弟子說如是義。」 

    是時，尼揵子以兩手掩耳而作是言：「止！止！馬師！

我不樂聞此語，設瞿曇沙門有此教者，我實不樂聞，所以然

者，如我義者，色者是常；沙門義者，色者無常。何日當見

沙門瞿曇與共論議，當除沙門瞿曇顛倒之心。」 

    爾時，毘舍離城，五百童子集在一處，欲有所論，是時，

尼揵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語童子曰：「汝等皆來，共至沙門

                                                 
1
 ～《中部》M.35.Culasaccaka 薩遮迦小經，《雜阿含 110 經》 

2
 毘舍離～Vesālī. 

3
 馬師（Assaji）：或譯為「阿說示」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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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曇所，所以然者，意欲與沙門瞿曇共論，使彼沙門得見正

諦之道。沙門所說者，色者無常；如我義者，色者是常。 

    猶如力士，手執長毛之羊，隨意將東西，亦無疑難；我

今亦復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隨我捉捨而無疑難。猶如猛

象凶暴而有六牙，在深山中戲，亦無所難；我今亦復如是，

與彼論議，亦無疑難。猶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

隨意轉側，亦無疑難；我今與彼論議，亦無疑難。 

    我論議中尚能害象，何況人乎？亦能使象東、西、南、

北，豈不如人乎？今此講堂樑柱，無情之物，尚能使移轉，

何況與人共論能勝，我使彼沸血從面孔出而命終。」 

    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尼揵子終不能與沙門論議，

但恐沙門瞿曇與尼揵子論議耳。」 

    或有作是說：「沙門不能與尼揵子論議，尼揵子能與沙

門共論議。」 

    是時，尼揵子便作是念：設令沙門瞿曇所說，如馬師比

丘者，足得相酬，若更有義者，聞已當知。 

    是時，尼揵子將五百童子，前後圍繞，往至世尊所，共

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尼揵子白世尊言：「云何，瞿曇！

有何教誡，以何教誡訓諸弟子？」 

    佛告尼揵子：「我之所說，色者無常，無常即是苦，苦

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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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想、行、識，及五盛陰，皆悉無常，無常即是苦，

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我之教

誡其義如是。」 

    尼揵子報曰：「我不樂聞此義，所以然者，如我所解義，

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今專其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 

    尼揵子報曰：「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

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辯說之，何為引彼五百人乎？」 

    尼揵子報曰：「我今說色是常，沙門欲何等言論？」 

世尊告曰：「我今說色者無常，亦復無我，權巧合數，有此

色名，亦無真實，無固無牢，亦如雪團，是磨滅之法，是變

易之法。汝今說色者是常，我還問汝，隨意報我。云何，尼

揵子！轉輪聖王還於己國得自在否乎？又彼大王不應脫者

而脫之，不應繫者而繫之，可得爾乎？」 

    尼揵子報曰：「此聖王有此自在之力，不應殺者能殺之，

不應繫者能繫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頭白

面皺，衣裳垢坋？」是時，尼揵子默然不報，世尊再三問之，

彼亦再三默然不報。 

    是時，密跡金剛力士手執金剛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

「汝今不報論者，於如來前破汝頭作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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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尼揵子曰：「汝今觀虛空中。」 

    是時，尼揵子仰觀空中，見密跡金剛力士，又聞空中語：

設汝不報如來論者，當破汝頭作七分。見已驚恐，衣毛皆竪，

白世尊言：「唯願瞿曇當見救濟，今更問論，當相酬對。」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亦當

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尼揵子報曰：「沙門瞿曇雖有此語；如我義者，色者是

常。」 

    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後報之，前之與後，義不相應，

但論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尼揵子報曰：「轉輪聖王許使老。」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常能於己國得自由，何以故不能

却老，却病，却死？我不用老病死，我是常之，應欲使然者，

其義可乎？」 

    是時，尼揵子默然不對，愁憂不樂，寂然不語。是時，

尼揵子身體汗出，污於衣裳，亦徹坐處，乃至於地。 

    世尊告曰：「尼揵子！汝在大眾中而師子吼：『汝等童

子共我至瞿曇所，與共論議，當降伏，如捉長毛之羊，隨意

東西，而無疑難；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隨意自遊，亦無所畏；

亦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 

    汝復說：『我常能論害大象，如此樑柱、草木，斯皆無

情，與共論議，能使屈伸低仰，亦能使腋下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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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揵子曰：「汝觀如來，腋無

流汗，然汝今日，反更有汗，乃徹乎地。」是時，尼揵子復

默然不對。 

    爾時，有童子名曰頭摩1，亦在彼眾中，是時，頭摩童

子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說。」 

    世尊告曰：「隨意說之。」 

    頭摩童子白佛言：「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好浴池，然彼浴

池有虫饒脚，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而出此

虫，各各以瓦石取此虫，打之傷破手脚，彼虫意欲還入水者，

終無此事。此尼揵子亦復如是，初意猛盛，與如來共論，心

懷妬意，兼抱憍慢，如來盡以除之，永無有餘，此尼揵子終

不能重至如來所而共論議。」 

    是時，尼揵子語頭摩童子曰：「汝今愚惑，不別真偽，

亦不與汝共論，乃與沙門瞿曇共論。」 

    是時，尼揵子白佛言：「唯問義理，當更說之。」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轉輪聖王，欲使老病死不

至，可得爾乎？彼聖大王，果此願耶？」 

    尼揵子報曰：「不果此願也。」 

    世尊告曰：「欲使有此色，欲使無此色，此可果乎？」 

    尼揵子報曰：「不果也，瞿曇！」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色者是常，為是無常？」 

    尼揵子報曰：「色者無常。」 

                                                 
1
 頭摩～Dumu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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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復見此是我，許我是彼，有

乎？」對曰：「否也，瞿曇！」  

    世尊告曰：「受、想、行、識為是常，為是非常？」 

    對曰：「無常。」 

    世尊告曰：「設復無常，為變易之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世尊告曰：「此五盛陰，是常、無常耶？」 

    尼揵子報曰：「無常也。」 

    佛言：「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世尊告曰：「云何，尼揵子！汝言是常，此理不與義相

違乎？」 

    是時，尼揵子白世尊言：「我今愚癡，不別真諦，乃興

此懷，與瞿曇共論，言色是常，猶如猛獸師子，遙見人來，

有恐怖心乎？終無此事！今日如來亦復如是，無有毫釐。 

    我今狂惑，未明深義，乃敢觸嬈，沙門瞿曇所說過多，

猶如盲者得眼，聾者徹聽，迷者見路，無目者見色。沙門瞿

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法、

比丘僧，自今以後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唯願瞿

曇及比丘僧，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尼揵子見世尊默然受請，

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而去，往詣毘舍離童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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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已，語童子曰：「汝等所應供養我具，當以時給我，莫以

非時，我今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明當飯之。」 

    是時，諸童子各辦飲食之具，持用與之，是時，尼揵子

即以其夜，供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

今正是時，唯願屈神。」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僧，入毘舍離，

往至尼揵子家，到已就坐，及比丘僧，各次第坐。是時，尼

揵子已見佛、比丘僧坐定，自手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佛、

比丘僧食訖，行清淨水，便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欲得聞

法。 

    爾時，世尊漸與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

之論，欲為穢惡，婬為不淨行，出要為樂。爾時，世尊已見

尼揵子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盡與彼尼

揵子說之，是時，尼揵子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1。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首，人中王為最，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最明，光明日最勝，上下及四方，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佛為最上尊，欲求其德者，三佛為最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 

    是時，尼揵子五百弟子聞師受佛教化，聞已，各各自相

謂言：「我等大師，云何師宗瞿曇？」 

                                                 
1
 尼揵子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M.35.《薩遮迦小經》，

及《雜阿含 110 經》皆無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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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諸弟子出毘舍離城，在中道立，是時，尼揵子欲

至佛所聽法，是時，世尊與尼揵子說法，使令歡喜，尼揵子

聞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時，尼揵子弟

子遙見師來，各各自相謂言：「此沙門瞿曇弟子，今著道來，

各各取瓦石而打殺之。」 

    時，諸童子聞尼揵子為弟子所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坐，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如來所可教化尼

揵子者，今為弟子所殺，今已命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諦具足，三結使1滅，

成須陀洹，必盡苦際，今日命終，生三十三天，彼見彌勒佛
2已，當盡苦際，此是其義，當念修行。」 

    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揵子至世

尊所，欲捔論議，還以己論而自縛，來受如來化，夫見如來

者，終無虛妄。猶如有人，入海取寶，必有所獲，終不空還；

此亦如是，其有眾生至如來所者，要得法寶，終不空還。」 

    爾時，世尊與諸童子說微妙法，使令歡喜，爾時，諸童

子從佛聞法已，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諸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三結使：即三結，為生死流轉的三種束縛，即「身見(我 

  見)、 戒禁取、疑」，三結為證得須陀洹果者必須斷除者。 
2
 彼見彌勒佛已，當盡苦際︰M.35.《薩遮迦小經》，及《雜阿含

110 經》皆無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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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十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一）六凡常之力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欲

有所說，要當先啼；女人以瞋恚為力，依瞋恚已，然後所說；

沙門、婆羅門以忍為力，常念下下於人，然後自陳；國王以

憍慢為力，以此豪勢而自陳說；阿羅漢以專精為力而自陳

說；諸佛世尊成就大慈悲，以大悲為力，利益眾生，是謂，

比丘！有此六凡常之力，是故，諸比丘！常念修行此大慈悲

力；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二）當思惟無常想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已思惟無常

想，廣布無常想，盡斷欲界愛，色界、無色界愛，亦斷無明、

憍慢，猶如以火焚燒草木，永盡無餘。 

    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無

明、憍慢，永無有餘，所以然者，比丘！當修無常想時，而

                                                 
1
 ～《增支部》A.8.27. Bala(小兒啼，婦女瞋等,八種)力(1)，《雜

阿含 692、693 經》(大正 2.1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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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欲心；彼已無欲心，便能分別法，思惟其義，無有愁憂苦

惱，彼已思惟法義，則無愚惑。 

    設修行人，若見有鬪諍者，彼便作是念：此諸賢士，不

修無常想，不廣布無常想，故致此鬪訟耳。彼已鬪諍，不觀

其義，以不觀其義，則有迷惑之心，彼以執此愚惑而命終，

入三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中。 

    是故，諸比丘！當修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便無瞋恚、

愚惑之想，亦能觀法，亦觀其義。若命終後，生三善處，生

天上人中，涅槃之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婆羅門見世尊足跡具千輻1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憂迦支2江水側。爾時，世

尊詣一樹下，躬自敷座而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 

    爾時，有一梵志3往至彼處，是時，梵志見世尊脚跡，

極為殊妙，見已，便生此念：此是何人之跡？為是天、龍、

鬼神、乾沓和4、阿須倫、人或非人？為是我先祖梵天耶？

是時，梵志即逐跡前進，遙見世尊在一樹下坐，正身正意，

繫念在前，見已，便作是語：「為是天耶？」 

                                                 
1
 ～《增支部》A.4.36.頭那(婆羅門見世尊足痕具千輻)，《雜阿含

101 經》(大正 2.28a)，《別譯雜阿含 267 經》(大正 2.467a) 
2
 憂迦支～Ukkattha.  

3
 梵志：《雜阿含 101 經》作：豆磨種姓婆羅門。 

4
 乾沓和～Gandhabba.或譯為「乾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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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我非是天。」 

    「為乾沓和耶？」世尊告曰：「我非乾沓和也。」 

    「為是龍乎？」對曰：「我非是龍也。」 

    「為夜叉1耶？」佛報梵志：「我非夜叉。」 

    「為是祖父耶？」佛報曰：「我非祖父。」 

    是時，婆羅門問世尊曰：「汝今是誰？」 

    世尊告曰：「有愛者則有取，有取則有愛，因緣合會，

然後各各相生，如此，五盛陰無有斷絕時。以知愛已，則知

五欲，亦知外六塵、內六入，即知此盛陰之本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有五欲，意為第六生，已知內外六，當念盡苦際。 

    是故，當求方便，滅內外六事，如是，梵志！當作是學。」 

爾時，彼梵志聞佛如是教，思惟翫習，不去心懷，即於座上，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2。爾時，彼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本為菩薩時思惟十二因緣3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本為菩薩未成佛道時，有此念：此世間極為

勤苦，有生老病死，然此五盛陰不得盡本原。是時，我復作

                                                 
1
 夜叉（Yakkha）：原作「閱叉」，今改，以下同。 

2
 A.4.36.及《別譯雜阿含 267 經》皆無此說。 

3
 ～《相應部》S.12.65. Nagara 城邑；No.713.《貝多樹下思惟十

二因緣經》、No.714.《緣起聖道經》、No.715.《佛說舊城喻經》；

梵 Nidana 因緣(Pelliot) or Nagara 城邑(Tripa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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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念：由何因緣有生老病死？復由何因緣致此災患？當思惟

此時，復生此念：有生則有老、病、死。 

    爾時，當思惟是時，復生斯念：由何因緣有生，由有而

生。復生此念：有者，何由而有？當思惟是時，便生此念：

由取而有。復念：此取何由而有？爾時，以智觀之，由愛而

有取。 

    復更思惟，此愛何由而生？重觀察之，由受而有愛。復

更思惟，此受何由而生？當作是觀察時，由觸而有此受。復

重思惟，此觸何由而有？我生此念時，緣六入而有此觸。時

我重思惟，此六入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名色而有六入。 

    時我復作是念：名色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識而有名

色，此識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行生識。時我復作是念：

行何由而生？觀察是時，行由無明而生。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

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名為苦盛陰所集。 

    我爾時復作是念：由何因緣滅生老病死？我觀察是時，

生滅，老病死滅。時復生此念：由何而無生？觀此生原，有

滅，生則滅。 

    復念：由何而無有？時生此念：無取則無有。時我生此

念：由何而滅取，觀察是時，愛滅，取則滅。  

    復生此念：由何而滅愛？重更觀察，受滅，愛則滅。復

思惟，由何而滅受？觀察是時，觸滅，則受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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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思惟：觸何由而滅？觀察是時，六入滅則觸滅。復觀

此六入何由而滅？當觀察時，名色滅則六入滅。 

    復觀名色何由而滅？識滅，則名色滅。 

    復觀察此識何由而滅？行滅，則識滅。 

    復觀此行何由而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

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

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

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滅，是謂名為五盛陰滅。 

    時我復生此念：此識最為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

不能知此生老病死之原本。 

    猶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小徑道，小復前行，見舊大

道，古昔諸人在中行處。是時，彼人便復行此道，小復前進，

見舊城郭、園觀、浴池，皆悉茂盛，但彼城中，無有居民。

此人見已，還歸本國，前白王言：『昨遊山林，見好城郭，

樹木繁茂，但彼城中無有人民。大王！可使人民在彼止住。』

是時，國王聞此人語，即居止人民，此城郭還復如故，人民

熾盛，快樂無比。 

    諸比丘當知：我昔未成菩薩時，在山中學道，見古昔諸

佛所遊行處，便從彼道，即知生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滅，

皆悉分別，知生苦，生集，生滅，生道，皆悉了知。 

    有、取、愛、受、觸、六入、名色、識、行、無明，亦

復如是。無明起則行起，行所造者，復由於識，我今已明於

識，今與四部之眾而說此本，皆當知此原本所起，知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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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知滅，知道，念使分明，已知六入，則知生老病死；六

入滅，則生老病死滅，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滅於六入；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五）阿那律在眾中睡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與無央數百千萬眾而為說法，爾時，阿那律在彼座上，是時，

阿那律在眾中睡眠。爾時，佛見阿那律睡眠，便說此偈： 

   受法快睡眠，意無有錯亂，賢聖所說法，智者之所樂。 

  猶如深淵水，澄清無瑕穢，如是聞法人，清淨心樂受。 

亦如大方石，風所不能動，如是得毀譽，心無有傾動。 

    是時，世尊告阿那律：「汝畏王法及畏盜賊而作道乎？」 

    阿那律報曰：「否也，世尊！」 

    佛告阿那律：「汝何故出家學道？」 

    阿那律白佛言：「厭患此生老病死、愁憂、苦惱，為苦

所惱，故欲捨之，是故出家學道。」 

    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信心堅固，出家學道，世

尊今日躬自說法，云何於中睡眠？」 

    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

世尊言：「自今以後，形融體爛，終不在如來前坐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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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尊者阿那律達曉不眠，然不能除去睡眠，眼根遂

損1。爾時，世尊告阿那律曰：「勤加精進者與調戲蓋2相應，

設復懈怠與結相應，汝今所行，當處其中。」 

    阿那律白佛：「前已在如來前誓，今不能復違本要3。」 

    是時，世尊告耆域曰：「療治阿那律眼根。」 

    耆域報曰：「若阿那律小睡眠者，我當治目。」 

    世尊告阿那律曰：「汝可寢寐，所以然者，一切諸法，

由食而存，非食不存，眼者以眠為食，耳者以聲為食，鼻者

以香為食，舌者以味為食，身者以細滑為食，意者以法為食，

我今亦說涅槃有食。」 

    阿那律白佛言：「涅槃者以何為食？」 

    佛告阿那律：「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乘無放逸，得至

無為。」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雖言眼者以眠為食，然我不堪

睡眠。」 

    爾時，阿那律縫故衣裳，是時，眼雖敗壞而得天眼，無

有瑕穢，是時，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不能得使縷通

針孔中。是時，阿那律便作是念：諸世間得道阿羅漢，當與

我貫針。是時，世尊以天耳清淨，聞此音聲：諸世間得道阿

                                                 
1
 眼根遂損：巴利藏沒有記載阿那律尊者眼根壞掉。 

2
 調戲蓋：即五蓋中的「掉悔」，掉舉、後悔。 

3
 要：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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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者，當與我貫針，爾時，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汝

持針來，吾與汝貫之。」 

    阿那律白佛言：「向所稱說者，謂諸世間欲求其福者，

與我貫針。」 

    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1，如來於六法無

有饜足。云何為六？一者施；二者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

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阿那律！

如來於此六法無有饜足。」 

    阿那律曰：「如來身者，真法之身，復欲更求何法？如

來已度生死之海，又脫愛著，然今日故為求福之道。」 

    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說，如來亦知此六

法為無饜足。若眾生知罪惡之原，身口意所行者，終不墮三

惡趣，以眾生不知罪惡之原，故墮三惡趣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所有力，遊在天人中，福力最為勝，由福成佛道。 

    是故，阿那律！當求方便，得此六法。；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明法比丘案：巴利藏沒有記載如來求福之說，因為如來所有身、

語、意行皆是唯作(kriya)，不造善或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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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鴦掘魔的故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眾

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眾多人民，於

中舉手喚呼，皆稱怨：「國界有賊名鴦掘魔2，極為兇暴，

殺害生類，不可稱計，無有慈心於一切眾生，國界人民無不

厭患者，日取人殺，以指為鬘，故名為指鬘，唯願大王當往

共戰。」 

    是時，眾多比丘乞食已，還詣祇洹精舍，收攝衣鉢，以

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

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見眾多人民

在王宮門外，稱怨訴辭：今王國界有賊，名鴦掘魔，為人兇

暴，無有慈心於一切眾生，人亡國虛，皆由此人，又取人指

以為華鬘。」 

    爾時，世尊聞彼比丘語已，即從座起，默然而行，是時，

世尊尋到彼所，諸有取薪、負草、犁作之人，及牧牛牧羊者，

見世尊詣彼道，各白佛言：「沙門！沙門！勿從彼道，所以

然者，此路側有賊，名鴦掘魔，於中止住，諸有人民，欲就

                                                 
1
 ～《中部》M.86. Avgulimala 鴦掘摩經，《雜阿含 1077 經》，《別

譯雜阿含 16 經》(大正 2.378.)，No.118.《佛說鴦掘摩經》(大

正 2.508.)、No.119.《鴦崛髻經》(大正 2.510.)、No.120.《央掘

魔羅經》(大正 2.512.)、《增壹阿含 38.6 經》(大正 2.719.)、《法

句經》Dhp.172, 173, 382、《長老偈》Thag.871~873.，，《賢愚

經》(T4.no.202.p.423.2)，《出曜經》(T4.no.212.p.703.1)。 
2
 鴦掘魔～Avguli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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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道者，要集十人，或二十人，或三十、四十、五十人，猶

不得過，盡為鴦掘魔所擒獲，然沙門瞿曇，獨無有侶，為鴦

掘魔所觸嬈者，於事不省。」世尊雖聞此語，故進不住。 

    爾時，鴦掘魔母，持食詣鴦掘魔所，是時，鴦掘魔便作

是念：吾指鬘為充數否乎？是時，即數指猶未充數，復更重

數，唯少一人指。是時，鴦掘魔左右顧視，求覓生人，欲取

殺之，然四遠顧望，亦不見人，便作是念：我師有教：「若

能害母者，必當生天。」我今母躬來在此，即可取殺之，得

指充數，生於天上，是時，鴦掘魔左手捉母頭，右手拔劍而

語母言：「小住，阿母！」 

    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鴦掘魔當為五逆，即放眉間相，

光明普照彼山林。是時，鴦掘魔見光明已，復語母言：「此

是何光明，照此山林？將非國王集諸兵眾，攻伐我身乎？」 

    是時母告曰：「汝今當知：此非日月火光，亦非釋、梵

天王光明。」爾時，其母便說此偈： 

   此非火光明，非日月釋梵，鳥獸不驚怖，和鳴殊於常。 

  此光極清淨，使人悅無量，必是最勝尊，十力至此間。 

  於天世人中，天眼觀世界，故欲度汝身，世尊來至此。 

    是時，鴦掘魔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作是

語：「我師亦有教誡而勅我曰：『設汝能害母，并殺沙門瞿

曇者，必生梵天上。』」 

    是時，鴦掘魔語母曰：「母！今且住，我先取沙門瞿曇

殺，然後當食。」是時，鴦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遙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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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來，亦如金聚，靡所不照，見已，並笑而說是語：「今此

沙門定在我手，必然不疑，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皆集大

眾而行此道，然此沙門獨無伴侶，我今當取殺之。」 

    是時，鴦掘魔即拔腰劍，往逐世尊，是時，世尊尋還復

道，徐步而行，鴦掘魔奔馳而逐，亦不能及如來，是時，鴦

掘魔白世尊言：「住，住，沙門！」 

    世尊告曰：「我自住耳，汝自不住。」是時，彼鴦掘魔

並走，遙說此偈： 

   去而復言住，語我言不住，與我說此義，彼住我不住。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世尊言已住，不害於一切，汝今有殺心，不離於惡原。 

  我住慈心地，愍護一切人，汝種地獄苦，不離於惡原。 

    是時，鴦掘魔聞此偈已，便作是念：我今審為惡耶？又

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果報，能取千人殺，以指作鬘

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取所

生母及沙門瞿曇殺者，當生梵天上。」 

    是時，佛作威神，令彼神識豁寤，諸梵志書籍亦有此言：

「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出世時，不度者

令度，不解脫者令得解脫。彼說滅六見之法。云何為六？言

有我見者，即說滅六見之法；無有我者，亦與說滅無有我見

之法；言有我見、無有我見，亦與說有我見、無我見之法，

復自觀察，說觀察之法；自說無我之法，亦非我說，亦非我

不說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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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如來出世，說此滅六見之法，又我奔走之時，能及象、

馬、車乘，亦及人民，然此沙門，行不暴疾，而我今日不能

及此，必當是如來。」是時，鴦掘魔便說此偈： 

   尊今為我故，而說微妙偈，惡者今識真，皆由尊威神。 

  即時捨利劍，投于深坑中，今禮沙門跡，即求作沙門。 

    是時，鴦掘魔即前白佛言：「世尊！唯願聽作沙門。」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即時鴦掘魔便成沙門，著

三法衣。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汝今已剃頭，除結亦當爾，結滅成大果，無復愁苦惱。 

    是時，鴦掘魔聞此語已，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將鴦掘魔比丘還詣舍衛城，祇洹精舍，是時，王

波斯匿，集四部之眾，欲往攻伐賊鴦掘魔。是時，王便作是

念：我今可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

說者，當奉行之。 

    爾時，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往世尊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王曰：「大王！今日欲何所至？塵

坌身體，乃至於斯。」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國界有賊，名鴦掘魔，極為兇

暴，無有慈心於一切眾生，使國丘荒，人民流迸，皆由此賊，

彼取人殺之，以指為鬘，此是惡鬼，非為人也，我今欲誅伐

此人。」 

    世尊告曰：「若當大王見鴦掘魔，信心堅固，出家學道

者，王當奈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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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白佛言：「知復如何？但當承事供養，隨時禮拜。然

復，世尊！彼是惡人，無毫釐之善，恒殺害人，能有此心出

家學道乎？終無此理。」 

    是時，鴦掘魔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

在前，爾時，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此是賊鴦掘魔。」王

聞此語，便懷恐怖，衣毛皆竪。 

    世尊告王：「勿懷恐怖，可往至前，自當悟王意耳。」 

    是時王聞佛語，即至鴦掘魔前，語鴦掘魔曰：「汝今姓

誰？」 

    鴦掘魔曰：「我姓伽伽1，母名滿足2。」 

    是時王禮足已，在一面坐，爾時王問曰：「善樂此正法

之中，勿有懈怠，修清淨梵行，得盡苦際，我當盡形壽供養

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是時，鴦掘魔默然不對，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還詣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王復白佛言：「不降

者使降，不伏者使伏，甚奇！甚特！曾所不有，乃能降伏極

惡之人，唯願世尊，壽命無窮，長養生民，蒙世尊恩，得免

此難，國事猥多，欲還城池。」 

    世尊告曰：「王知是時。」爾時，國王即從座起，頭面

禮足，便退而去。 

                                                 
1
 伽伽～Gagga. 

2
 滿足～Man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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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鴦掘魔作阿練若，著五衲衣，到時持鉢，家家乞

食，周而復始，著補衲弊壞之衣，極為粗醜；亦復露坐，不

覆形體。是時，鴦掘魔在閑靜處，自修其行，所以族姓子，

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時，鴦掘魔便成阿羅漢，六通

清徹，無有塵垢，已成阿羅漢。 

    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時，有婦女臨產甚

難，見已，便作是念：眾生之類，極為苦痛，受胎無限。是

時，鴦掘魔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肩上，往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鴦掘魔白世尊言：「我向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一婦人，身體重妊。是時，我便作

是念：眾生受苦，何至於斯？」 

    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婦人所，而作是說：『我從賢聖

生以來，未曾殺生。』1持此至誠之言，使此母人、胎得無

他。」鴦掘魔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鴦掘魔即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往至彼母人

所，語彼母人曰：「我從賢聖生以來，不殺生。持此至誠之

言，使胎得解脫。」是時，母人、胎即得解脫。 

    是時，鴦掘魔城中乞食，諸男女大小見之，各各自相謂

言：「此名鴦掘魔，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今復在城中乞食。」 

                                                 
1
 Avgulimalayasuttam ：姐妹！我自從在聖中生後，不故意剝奪

任何有息者、生命。依此真言，願你平安，願胎兒也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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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城中人民，各各以瓦石打者，或有以刀斫者，傷

壞頭目，衣裳裂盡，流血污體，即出舍衛城，至如來所，是

時，世尊遙見鴦掘魔頭目傷破，流血污衣而來，見已，便作

是說：「汝今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 

    是時，鴦掘魔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

鴦掘魔在如來前，便說此偈： 

   堅固聽法句，堅固行佛法，堅固親善友，便至滅盡處。 

  我本為大賊，名曰鴦掘魔，為流之所漂，世尊拔濟之。 

  今觀自歸業，亦當觀法本，今已逮三明，成就佛行業。 

  我本名無害1，然害不可計，今名真諦實2，不害於一切。 

  設復身口意，都無害心識，此名無殺害，何況起思想。 

  弓師能調角，水人能調船，巧匠調其木，智者自調身。 

  或以鞭杖伏，或以言語屈，竟不加刀杖，我今自降伏。 

  人前為過惡，後止不復犯，是照於世間，如雲消月現。 

  人前為過惡 後止不復犯 是照於世間 如雲消日現。 

  比丘老少壯，修行佛法行，是照於世間，如彼月雲消。 

  比丘老少壯，修行佛法者，是照於世間，如彼日雲消。 

  我今受痛少，飲食自知足，盡脫一切苦，本緣今已盡。 

  更不受死跡，亦復不樂生，今正是時節，歡喜而不亂。 

    是時，如來可鴦掘魔所說，是時，鴦掘魔已見如來然可

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1
 無害～Ahijsaka. 

2
 真諦實～S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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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鴦掘魔本作何功德？今日聰

明黠慧，面目端正，世之希有；復作何不善行，於今身上，

殺害生類，不可稱計；復作何功德，於今值如來，得阿羅漢

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過去久遠於此賢劫之中，

有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如來去世

之後，有王名大果，統領國界，典閻浮提。爾時，彼王有八

萬四千宮人婇女，各無兒息。爾時，大果王向諸樹神、山神、

日月、星宿，靡所不周，欲求男女。爾時，王第一夫人身即

懷妊，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貌端正，世之希有。是時，

彼王便生此念：我本無有兒息，經爾許時，今方生兒，宜當

立字，使於五欲之中而自娛樂。 

    是時，王召諸群臣能瞻相者，而告之曰：『我今已生此

兒，各與立字。』是時，群臣聞王教已，即白王言：『今此

太子極為奇妙，端正無比，面如桃華色，必當有大力勢，今

當立字，名曰大力。』是時，相師與太子立字已，各從座起

而去。 

    是時，國王愛愍此太子，未曾去目前，是時，太子年向

八歲，將諸臣佐，往父王所，朝賀問訊，父王復作是念：今

此太子極自奇特，即告之曰：『吾今與汝娶婦何如？』 

    太子白王：『子今年幼何須娉娶？』是時，父王權停不

與娶婦，復經二十年，王復告曰：『吾欲與汝娶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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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白王：『不須娶婦。』是時，父王告群臣人民曰：

『我本無兒息，經歷久遠，方生一子，今不肯娶婦，清淨無

瑕。』爾時，王太子轉字名曰清淨。 

    是時，清淨太子年向三十，王復勅群臣曰：『吾今年已

衰微，更無兒息；今唯有清淨太子，今王高位應授與太子，

然太子不樂五欲，當云何理國事？』 

    群臣報曰：『當為方便，使樂五欲。』是時，父王即椎

鐘鳴鼓，勅國中人：『其能使清淨太子樂五欲者，當賜與千

金及諸寶物。』 

    爾時，有女人名曰婬種，盡明六十四變，彼女人聞王有

教令，其能使王太子習五欲者，當賜與千金及諸寶物，即往

至父王所而告之曰：『見與千金及諸寶物，能使太子習於五

欲。』 

    父王報曰：『審能爾者，當重相賜，不負言信。』 

    時婬女白王：『太子為寢宿何處？』 

    王報曰：『在東堂上，無有女人，唯有一男兒，在彼侍

衛。』 

    女人白曰：『唯願大王勅內宮中，勿見限遮，隨意出入！』 

是時，婬女即其夜鼓二時，在太子門側，佯舉聲哭。是時，

太子聞女人哭聲，便勅侍人曰：『此是何人於斯而哭？』 

    侍人報曰：『此是女人在門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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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告曰：『汝速往問所由哭耶？』時，彼侍臣往而問

之所由哭耶？婬女報曰：『夫主見棄是故哭耳。』侍臣還白

太子：此女人為夫主所棄，又畏盜賊，是故哭耳。 

    太子告曰：『將此女人著象廐中。』到彼復哭；復將至

馬廐中，復哭，太子復語侍臣：『將來在此。』即將入堂，

復於中哭，太子躬自問曰：『何為復哭？』 

    婬女報太子曰：『女人單弱，極懷恐怖，是故哭耳。』

太子告曰：『上吾床上，可得無畏。』是時，女人默然不語，

亦復不哭。是時，女人即脫衣裳，前捉太子手，舉著己胸上，

即時驚覺，漸漸起欲想，已起欲心，便身就之。  

    明日清旦，清淨太子往父王所，是時，父王遙見太子顏

色，殊於常日，見已，便作是說：『汝所欲者事果乎？』 

    太子報曰：『如父王所言。』 

    是時，父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作是說：『欲求何

願，吾當與之。』 

    太子報曰：『所賜願者，勿復中悔，當求其願。』 

    時王報曰：『如汝所言，終不中悔，欲求何願？』 

    太子白王：「父王！今日統領閻浮提內，皆悉自由；閻

浮提內諸未嫁女者，先適我家，然後使嫁。』 

    是時王曰：『隨汝所言。』 

    王即勅國內人民之類曰：『諸有女未出門者，先使詣清

淨太子，然後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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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彼城中有女名須蠻，次應至王所，是時，須蠻長

者女，露形裸跣，在眾人中行，亦無羞恥，眾人見已，各相

對談：『此是長者女，名稱遠聞，云何露形在人中行？如驢

何異？』 

    女報眾人曰：『我非為驢，汝等眾人斯是驢耳！汝等頗

見女人還見女人，有相恥乎？城中生類，盡是女人，唯有清

淨太子是男子，若我至清淨太子門者，當著衣裳。』 

    是時，城中人民自相謂言：『此女所說，誠入我意，我

等實是女，非男也，唯有清淨太子乃是男也，我等今日當行

男子之法。』 

    是時，城中人民各辦戰具，著鎧持杖，往至父王所，白

父王曰：『欲求二願，唯見聽許。』 

    王報之曰：『何等二願？』人民白王，王欲存者，當殺

清淨太子；太子欲存者，今當殺王，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

子，辱國常法。』是時，父王便說此偈： 

   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為身忘世間。 

    是時，父王說此偈已，告人民曰：『今正是時，隨汝等

意。』是時，諸人即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將詣城外，

各相謂言：『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殺，何須一人殺乎？』 

    是時，清淨太子臨欲死時，而作是說，又作誓願：『此

諸人民，取吾枉殺，然父王自與我願，我今受死，亦不敢辭，

使我將來之世，當報此怨，又使值真人羅漢，速得解脫。』    

是時，人民取太子殺已，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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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莫作是觀，爾時大果王者，豈異人乎？今鴦掘

魔師是也，爾時婬女者，今師婦是也；爾時人民者，今八萬

人死者是也；爾時清淨太子，今鴦掘魔比丘是也。臨欲死時

作此誓願，今還報怨，無免乎者，緣此因緣，殺害無限，復

作誓願，願欲值佛，今得解脫，成阿羅漢，此是其義，當念

奉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聰明捷疾智

者，所謂鴦掘魔比丘是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卷第三十二 

◎力品第三十八之二 

（七）以吞經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2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耆闍崛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汝等當知：過去久遠世時，此山更有異名，汝等復見

此廣普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汝等當知：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名，不與今同，汝

等見白善山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1
 ～《中部》M.116. Isigili 仙吞經，梵 Mahavastu, p.357. 

2
 羅閱城（Rajagaha）：或譯為「王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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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名，不與今同。汝等頗見此負重
1山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汝等頗見此仙人窟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此山過去久遠，亦同此名，更無異名，所以然者，此

仙人山恒有神通菩薩、得道阿羅漢、諸仙人所居之處；又辟

支佛亦在中遊戲。我今當說辟支佛名號，汝等諦聽！善思念

之！有辟支佛名阿利吒2、婆利吒3，審諦重辟支佛、善觀4辟

支佛、究竟辟支佛、聰明辟支佛、無垢辟支佛、帝奢念觀辟

支佛，無滅、無形、勝、最勝、極大、雷電光明辟支佛。 

    諸比丘！諸辟支佛，若如來不出世時，爾時，此山中有

此五百辟支佛，居此仙人山中，如來在兜率天上欲來生時，

淨居天子自來，在此相告：『普勅世間，當淨佛土，却後二

歲，如來當出現於世。』 

    是時，諸辟支佛聞天人語已，皆騰在虛空，而說此偈： 

   諸佛未出時，此處賢聖居，自悟辟支佛，恒居此山中。 

  此名仙人山，辟支佛所居，仙人及羅漢，終無空缺時。 

    是時，諸辟支佛即於空中燒身，取般涅槃，所以然者，

世無二佛之號，故取滅度耳。一商客中，終無二導師，一國

之中亦無二王，一佛境界，無二尊號，所以然者，過去久遠，

                                                 
1
 負重～Vebhāra. 

2
 阿利吒～Arittha. 

3
 婆利吒～Uparittha. 

4
 善觀～Suda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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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羅閱城中，有王名喜益，彼恒念地獄苦痛，亦念餓鬼、畜

生之痛。 

    爾時，彼王便作是念：我今恒憶地獄、畜生、餓鬼之苦

痛，我今不宜更入此三惡道中，今宜盡捨國王、妻子、僕從，

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爾時，大王喜益，厭此酸苦，即捨王位，剃除鬚髮，著

三法衣，出家學道，在空閑處而自克已，觀五盛陰，觀了無

常，所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皆悉無常。當觀此五盛陰時，諸可集法，盡是滅法；觀

此法已，然後成辟支佛道。是時，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

便說此偈： 

   我憶地獄苦，畜生五道中，捨之今學道，獨逝而無憂。 

    是時，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 

    比丘當知：以此方便，知此山中恒有神通菩薩、得道真

人、學仙道者而居其中，是故名曰仙人之山，更無異名。若

如來不出現於世時，此仙人山中，諸天恒來恭敬，所以然者，

此山中純是真人，無有雜錯者。 

    若彌勒佛降世時，此諸山名，各各別異，此仙人山，更

無異名；此賢劫中，此山名亦不異。汝等比丘！當親近此山，

承事恭敬，便當增益諸善功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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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種生物共繫一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專念而自修己。云何當專念？諸比丘！可

行知行，舉動、進止、屈伸、俯仰、著衣法則、睡眠、覺寤、

或語或默，皆悉知時。 

    若復比丘，心意專正，彼比丘未生欲漏2便不生，已生

便滅之；未生有漏使不生，已生令滅之；未生無明漏使不生，

已生令滅之。 

    若專念分別六入，終不墮惡道。云何六入為惡道？眼觀

此色，若好若醜，見好則喜，見惡不喜；若耳聞聲，若好若

醜，聞好則喜，聞不好則不喜；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猶如有六種虫，性行各異，所行不同，若有人取繩纏縛

之，取狗、野狐、獼猴、鱣魚、蚖蛇、飛鳥，皆悉縛之，共

繫一處而放之。爾時，六種虫各有性行：狗意欲趣村中，野

狐意欲趣塜間，鱣魚意欲趣水中，獼猴意欲向山林間，毒蛇

意欲入穴中，飛鳥意欲飛在空，爾時，六種虫各有性行而不

共同。 

    設復有人，取此六種虫繫著一處，而不得東、西、南、

北，是時，六種虫雖復動轉，亦不離故處。此內六情亦復如

                                                 
1
 ～《相應部》S.35.206. Chapana 六生物，《雜阿含 1171 經》(大

正 2.313a) 
2
 欲漏：三漏之一。三漏指「欲漏(因欲貪而生起的煩惱；欲界眾 

 生的煩惱)、有漏(因生存而生起的煩惱，這是色界與無色界眾生 

 的煩惱)、無明漏(因無明而生起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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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有所主，其事不同，所觀別異，若好若醜，爾時，比

丘繫此六情而著一處。 

    是故，諸比丘！當念專精，意不錯亂，是時弊魔波旬，

終不得其便，諸善功德皆悉成就，如是，諸比丘！當念具足

眼根，便得二果，於現法中得阿那含果，或得阿羅漢果；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九）善目辟支佛以右手挑眼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奈國鹿野園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

想，已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便斷欲愛、色愛、無色愛，

盡斷憍慢、無明。何以故？ 

    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有辟支佛名善目，顏貌端正，面

如桃華色，視贍審諦，口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是時，

善目辟支佛到時，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乞食，漸漸至大長

者家，在門外默然而立。 

    是時，長者女遙見有道士在門外立，端正無雙，顏貌殊

特，世之希有，口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便起欲心，向

彼比丘所，便作是說：『汝今端正，面如桃華色，世之希有！

我今雖處女人，亦復端正，可共合會，而我家中，饒多珍寶，

資財無量，然作沙門，甚為不易。』 

    是時，辟支佛問曰：『大妹！今為染著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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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女報曰：『我今正著眼色，又復口中作優鉢華香，

身作栴檀香。』 

    是時，辟支佛舒左手，以右手挑眼著掌中，而告之曰：

『所愛眼者，此之謂也。大妹！今日為著何處？猶如癰瘡，

無一可貪，然此眼中，亦漏不淨。大妹當知：眼如浮泡，亦

不牢固，幻偽非真，誑惑世人。眼、耳、鼻、舌、身、意皆

不牢固，欺詐不真。  

    口是唾器，出不淨之物；身為苦器，純含白骨，為磨滅

之法，恒盛臭處，諸虫所擾，亦如畫瓶，內盛不淨。 

    大妹！今日為著何處？是故，大妹！當專其心，思惟此

法，幻偽不真，如妹思惟，眼、色無常，所有著欲之想，便

自消滅。耳、鼻、舌、身、意，皆悉無常，思惟此已，所有

欲意，自當消除；思惟六入，便無欲想。』 

    是時，長者女便懷恐懼，即前禮辟支佛足，白辟支佛言：

『自今已去，改過修善，更不興欲想，唯願受悔過。』如是

再三。 

    辟支佛報曰：『止！止！大妹！此非汝咎，是我宿罪，

受此形，故使人見，起欲情意。當熟觀眼，此眼非我，亦非

彼有；亦非我造，亦非彼為，乃從無有中而生，已有便自壞

敗，亦非往世、今世、後世，皆由合會因緣。所謂合會因緣

者，緣是有是，此起則起，此無則無，此滅則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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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皆悉空寂，是故，

大妹！莫著眼色，以不著色，便至安穩之處，無復情欲，如

是，大妹！當作是學。』 

    爾時，辟支佛與彼女人，說四非常之法已，昇在虛空，

現十八變，還歸所止。爾時，彼女人觀眼、耳、鼻、舌、身、

意，了無所有；便在閑靜處，思惟此法，彼女人復更思惟六

情1無主，得四等心，身壞命終，生梵天上。 

    比丘當知：若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盡斷欲、色、

無色愛；憍慢、無明，皆悉除盡，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波斯匿王讚歎佛有六種功德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

匿王告御車人曰：「汝今辦寶羽之車，吾欲出外遊觀。」 

是時，彼人受王教勅，即辦寶羽之車，前白王曰：「已嚴駕

寶羽之車，王宜知是時。」 

    波斯匿王將此人便出舍衛城，至彼園觀，觀諸樹木，皆

無聲響，亦無人民，寂然空虛，見已，便憶如來說諸法之本。

是時，彼人在王後，執扇而扇王：「此園樹木，皆無聲響，

                                                 
1
 六情無主：指「六入處無我」，六情：指六入處，即「眼處、 

 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2
 ～cf.《中部》M.89. Dhammacetiyasuttam 法莊嚴經，《中阿含

213 經》法莊嚴經(大正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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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人民，寂然空虛，我今欲請如來、至真、等正覺在此遊

化，然不知如來今為所在？我欲往覲。」 

    侍人報曰：「釋種有村，名曰鹿堂，如來在彼遊化。」 

    波斯匿王告曰：「此鹿堂去此遠近？」 

    侍人白王：「如來住處去此不遠，計其道里有三由旬。」 

是時，波斯匿王告曰：「速辦寶羽之車，我今欲見如來。」 

是時，彼人受王教已，即辦駕車，前白王曰：「車今已駕，

王知是時。」王即乘車，往詣彼村。 

    爾時，眾多比丘於露地經行，是時，王下車至眾多比丘

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王白比丘曰：「如

來今為所在？吾欲見之。」 

    眾多比丘報曰：「世尊在此講堂中住，可往見之，勿以

為難，王欲去時，徐舉其足，無令有聲。」是時，波斯匿王

還顧視彼侍人，是時侍人便作是念：王今獨與世尊相見，我

應住此。 

    是時，王獨往至世尊所，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波斯匿

王在門外立，是時，世尊即從座起，與王開門，王見世尊，

頭面禮足，自稱姓名：「我是波斯匿王。」三自稱號。 

    世尊告曰：「汝今是王，我今釋種，出家學道。」 

    時王白佛：「唯願世尊，延壽無窮，使天、人得安。」 

世尊告曰：「當使大王延壽無窮，以法治化，莫以非法，諸

有以法治化者，皆生天上善處，正使命終之後，名稱不朽。

世人所傳云：昔有國王以法治化，未曾有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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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人民住此王境界，歎王功德，思憶不忘者，王身在

天上，增六事功德。云何為六？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

天樂，四者天神足，五者天威，六者天光，是故，大王！當

以法治，莫以非法，我今身中有此功德，應受天人恭敬禮拜。」 

    王白佛言：「如來功德應受人禮拜。」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言如來應受人禮拜？」 

    王白佛言：「如來有六功德，應受人禮拜。云何為六？

如來正法甚為和雅，智者所修行，是謂如來初功德，可事可

敬。復次，如來聖眾極為和順，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

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聖眾者四雙

八輩，此是如來聖眾，可敬可貴，世間之大福田，是謂如來

第二功德。 

    復次，如來有四部之眾，所施行法，皆習行之，更不重

受，觸擾如來，是謂如來第三功德。復次，世尊！我見剎利

之姓、婆羅門、居士、沙門，高才蓋世，皆來集論議：『我

等當以此論往問如來，設彼沙門瞿曇不報此論者，則有缺

也；設當能報者，我等當稱其善。』 

    是時，四姓來至世尊所，而問此論，或有默然者，爾時，

世尊與彼說法，彼聞法已，更不復問事，況復欲論，皆師事

如來，是謂如來第四功德。 

    復次，諸六十二見，欺誑世人，不解正法，由此致愚，

然如來能除此諸邪見業，修其正見，是謂第五如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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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眾生身口意行惡，彼若命終，憶如來功德，能離

三惡趣，得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得生天上，是謂第六如

來功德，若有眾生見如來者，皆起恭敬心而供養之。」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乃能於如來前作師子

吼，演如來功德，是故，大王！常當起心向於如來；如是，

大王！當作是學。」爾時，世尊與王波斯匿說微妙之法，使

令歡喜，是時，大王聞佛說法已，即從座起，禮世尊足，便

退而去。 

    王去未久，佛告比丘：「汝等當持此法供養，善諷誦念，

所以然者，此波斯匿王之所說也，汝等亦當與四部眾廣演其

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十一）毘舍離城鬧鬼，請佛除魅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阿闍世王告群臣曰：「汝等速駕寶羽之車，

吾欲往見世尊！」是時，群臣受王教勅，即駕寶羽之車，前

白王言：「嚴駕已辦，王宜知時。」 

    時，王乘寶羽之車，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阿闍世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受我請，在羅閱城九

十日夏坐。」爾時，世尊默然受王請，是時，王見世尊默然

                                                 
1
 ～DhpA.3.pp.43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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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時，阿闍世王隨

時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爾時，毘舍離城，鬼神興盛，人民死亡，不可稱計，一

日之中，死者百數，鬼神羅剎充滿其中，面目黃色，或經三、

四日而死者。是時，毘舍離人民恐懼，皆集一處，而共論議：

「此大城中極為熾盛，士人豐熟，富樂無限，如彼天宮，釋

所住處，然今日為此鬼神所害，盡當死亡，丘荒猶如山野，

誰能有此神德，却此災患。」 

    是時，人民各各自相謂曰：「我等聞有沙門瞿曇，所至

到處，眾邪惡鬼，不得嬈近，若當如來來至此者，此諸鬼神

各自馳散，但今日世尊在羅閱城中，為阿闍世所供養，將恐

不來此間遊化。」 

    或復有作是說：「如來有大慈悲，愍念眾生，遍觀一切，

未度者使令得度，不捨一切眾生，如母愛子，設當有人請者，

如來便來，阿闍世王終不留住，誰能堪任至阿闍世王界，而

白世尊云：『我等城中，今遭此厄，唯願世尊慈愍屈顧！』」 

    爾時，有大長者，名曰最大，集在彼眾，是時，諸人語

長者曰：「我等聞沙門瞿曇所至到處，諸邪惡鬼，無有能害

者，若當如來至此間者，便能除此災患，汝可往世尊所，具

白此意，使此城廓永得存在。」 

    是時，長者默然從眾人語，即從座起，往至家中，到已，

辦道路行具，將諸使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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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毘舍離城中，人民遇此災患，

人民之類，死亡者眾，計彼城中，一日之內，連車載屍，動

有百數，唯願世尊垂愍接度，使彼遺餘，拔擇安處，令得無

為。又聞，世尊所至到處，天、龍、鬼神，不敢靠近，願垂

屈顧，至彼城中，度彼人民，安處無為。」 

    世尊告曰：「我今已受羅閱城阿闍世王請，諸佛世尊言

無有二，若當阿闍世王見聽者，如來當往。」 

    最大長者白佛言：「此事甚難，阿闍世王終不放如來使

至彼國，所以然者，阿闍世王於我國土，無有毫釐之善，長

夜求方便，欲害彼民，設當阿闍世王見我者，即取我殺，況

復得陳此事！若聞彼國人民為鬼神所害者，歡喜無量。」 

    世尊告曰：「勿懷恐懼，汝今逕至王所，而白此事言：

『如來記別王身，終無虛妄，所言無二，父王無咎而取害之，

當生阿鼻地獄中，經歷一劫，然今日已離此罪，改其過罪，

於如來法中，信根成就，緣此德本，得滅此罪，永無有餘，

於今身命終，當生拍毬地獄中；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上，於

彼命終生焰摩天上；於焰摩天上命終，生兜率天、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復還，以次來至四天王中。 

    大王當知：二十劫中不墮惡趣，恒在天、人中生，最後

受身，以信堅固，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名曰除

惡辟支佛。』彼王聞此語，便當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亦當

告汝作是語：『隨汝所求要願，吾不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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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長者白世尊言：「我今當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

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往彼王所。 

    爾時，阿闍世王與諸群臣在高殿上，有所講論，是時，

大長者往至王前，王遙見來，語群臣曰：「若當此人，今至

此所，汝等欲取何為？」 

    或有作是說：「我等當取刀刖之1。」 

    或言：「當梟其首。」 

    阿闍世王言：「汝等催取殺之，不須見吾。」 

    是時，長者聞此語已，極懷恐懼，尋時高聲而作是語：

「我是佛之所使。」 

    王聞佛音已，即下座，右膝著地，向如來所，問彼長者

曰：「如來何所教勅？」 

    長者報曰：「世尊記別聖王而無虛妄，所吐言教，終無

有二，如來言：『王取父王害之，緣此罪本，當入阿鼻地獄

中，經歷一劫；然復尋時改過於如來所，今當生拍毬地獄中；

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中，展轉生他化自在天中，還復，次來

生四天王中，二十劫中不墮三惡趣，流轉天、人之中。最後

受身，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名曰除惡辟支佛，出現於世。』」 

    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大長者曰：「汝

今欲求何願，吾當與之。」 

    長者白王：「所求願者，王勿見違。」 

    阿闍世王告曰：「汝今但說，欲求何願，吾不違之。」 

                                                 
1
 取刀刖之：原作「取五兀之」，形誤，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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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白王：「毘舍離城，人民遇災，為鬼神所害，不可

稱計，如今羅剎鬼神，極為暴虐，唯願大王聽放世尊至彼國

界，令彼鬼神各各馳散！所以然者，我等曾聞：若如來所至

到處，天、龍、鬼神，不得其便，唯願大王聽許世尊至彼國

界。」 

    王聞此語已，便長歎息，告長者曰：「此願極大，非常

人所及；汝若當隨吾求城郭、村落、國財、妻子，吾不悋之。

我不慮汝，當屈顧世尊，然我先已許所求之願，今隨汝意。」 

    是時，長者極懷歡喜，即從座起，辭王而去，往至世尊

所，白世尊言：「阿闍世王已許放世尊詣彼國界。」 

    世尊告曰：「汝並在前，如來自當知時。」 

    是時，長者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清旦，世尊將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出迦蘭陀竹

園，往詣毘舍離城，爾時，阿闍世王在高樓上，及將持蓋一

人，爾時，王遙見世尊向彼國界，便自歎息告左右曰：「我

等為此長者所欺，我今復用活為？乃使如來出此國界。」 

    是時，阿闍世王持五百蓋，往送世尊，恐有塵土坋身，

羅閱城中復有五百寶蓋，從如來後。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

心中所念，復以五百寶蓋，在虛空中，恐有塵土坋如來身；

及諸河神，復持五百寶蓋，在虛空中。是時，毘舍離城，人

民之類，聞世尊今當入城，復持五百寶蓋，前迎世尊，爾時，

有二千五百寶蓋懸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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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見此蓋已，即時便笑，此是諸佛世尊常法；

設如來笑時，口中便有五色光出：青、黃、白、黑、赤。侍

者阿難見此光明，作此思惟：此是何緣？設世尊笑，必有因

緣，事不唐爾，是時，阿難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如來終

不妄笑，笑必當有緣。」 

    世尊告曰：「汝今見此二千五百寶蓋供養如來乎？」 

    阿難白佛：「唯然，見之。」 

    世尊告曰：「若如來不出家學道者，當二千五百世作轉

輪聖王，治化人民；以如來出家學道，更不受此寶蓋。 

    阿難當知：過去久遠，有王名善化治，在蜜絺羅國，以

法治化，接納有方，統此閻浮提地，靡不從令者。爾時，彼

王有八萬四千夫人婇女，皆是剎利種姓，第一夫人名曰日

光，亦無兒息，用繼嗣者。 

    是時，彼王便作是念：我今統此閻浮提地，然今無有兒

息，便向諸山神、樹神、天地神明，求有兒息，又未經數日，

夫人懷妊，是時，日光夫人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今覺知

有娠，宜自將護。』 

    復經八、九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面如桃華色，夫

人見已，極懷歡喜，往示大王，王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及八萬四千夫人，見生太子，亦各歡喜。是時，國王召諸群

臣國師、道士，使瞻相之，又與立字，使世稱傳。爾時，相

師前白王言：『今生太子極為端正，與世有異，其有見者，

莫不愛念，今當立字，名曰愛念。』已立字竟，各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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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國王愛念太子，未曾離目，即與太子起三時講堂；

復以婇女充滿其中，與王太子共相娛樂。爾時，太子便作是

念：此中婇女，頗有常存，不離世間，亦不變易？然觀彼眾

中，盡皆無常，無有常存於世者，悉是幻偽，無有真實，使

人民之類，染著愛樂，皆不知遠離之，我今復用此為？可捨

而學道。 

    是時，愛念太子即以其日，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

學道，尋於其夜，斷諸結縛，思惟有集之法，皆是磨滅，成

辟支佛已，便說此偈： 

   欲者無常法，變易無實定，知此為大患，獨遊不與俱。 

    是時，辟支佛說此偈已，即飛在虛空，遶彼蜜絺羅城三

匝，是時，國王及諸宮人，在高殿上共相娛樂，見辟支佛遶

城三匝，極懷歡喜，不能自勝：『我今太子，騰在虛空，如

彼飛鳥。』 

    又不知成辟支佛，而告之曰：『兒！今來下至此殿上，

與吾共相娛樂。』是時，阿難！彼辟支佛尋下殿上，欲度父

母故，時王語曰：『太子！今日何為著此婇女衣，又剃鬚髮，

與人有異？』 

    辟支佛報曰：『子今所著，甚為奇雅，非常人所習。』 

    時王報曰：『何緣更不至宮中？』 

    辟支佛言：『自今已後，不復習欲，亦不樂此五欲之中。』   

    時王語言：『設不樂此五欲中者，在吾後園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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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國王即自至園中，造立屋舍，是時，辟支佛欲度

父母故，便住彼園舘中受王供養，經歷數時，便於無餘涅槃

界而般涅槃，王取舍利而耶維之，於彼處立大神祠。 

    是時，王復以餘日，往至園中觀看，見彼神寺凋落壞敗，

見已便作是念：此是我兒神寺，今已凋壞，是時，國王即以

己蓋，覆彼神寺上，皆由愛心未盡。 

    阿難！莫作是觀，爾時善化王者，即我身是。時，以兒

故，以一蓋覆寺上，緣此德本，流轉天、人之間，數百千番

為轉輪聖王，或為帝釋、梵天，我爾時不知是辟支佛，設我

知是辟支佛者，其德不可稱量。 

    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更二千五百番作轉輪聖王，

治化天下，以成道故，今有此二千五百蓋自然應現，是謂，

阿難！緣此因緣，如來笑耳。承事諸佛，功德乃爾，不可稱

計，是故，阿難！當求方便，供養諸佛世尊，如是，阿難！

當作是學。」 

    是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往詣毘舍離城，住城門中，便

說此偈：   

   今已成如來，世間最第一，持此至誠語，毘舍離無他。 

  復以至誠法，得至涅槃界，持此至誠語，毘舍離無他。 

  復以至誠僧，賢聖眾第一，持此至誠語，毘舍離無他。 

  二足獲安穩，四足亦復然，行道亦吉祥，來者亦復然。 

  晝夜獲安穩，無有觸嬈者，持此至誠語，毘舍離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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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說此語已，是時羅剎、鬼神各自馳走，不安其所，

更不復入毘舍離城，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 

    爾時，世尊遊在獼猴池側，國土人民，承事供養衣被、

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隨其貴賤，各來飯佛及比丘僧，

亦受八關齋，不失時節。 

    是時，毘舍離城內，有六師在彼遊化，所謂六師者：不

蘭迦葉、阿夷耑、瞿耶樓、波休迦栴、先比盧持、尼揵子等。

是時，六師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此沙門瞿曇住此毘舍離城，

為人民所供養，然我等不為人民所供養，我等可往與彼論

議，何者得勝？何者不如？」 

    不蘭迦葉曰：「諸有沙門、婆羅門不受他語，方更致詰，

此非沙門、婆羅門之法；然此瞿曇沙門不受他語，方更致難，

我等哪得與彼論議。」 

    阿夷耑言：「無施、無受，亦無與者，亦無今世、後世

眾生之類，亦無善惡之報。」 

    瞿耶樓說曰：「在恒水側，殺害人民，不可稱計，積肉

成山；在恒水左，作諸功德，緣此都無善惡之報。」 

    波休迦栴言：「正使在恒水左，布施、持戒，隨時供給

不令有乏，亦復無此福報。」 

    先比盧持言：「無有言語，亦無言語之報，唯默然快樂。」 

尼揵子曰：「有言語，亦有言語之報。沙門瞿曇亦是人，我

等亦是人；瞿曇有所知，我等亦有所知；沙門瞿曇有神足，

我亦有神足。若彼沙門現一神足，我當現二神足；彼現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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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我現四神足；彼現四，我現八；彼現八，我現十六；彼

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恒使增多，終不為彼屈，足得與角力，

設彼不受我等論者，即是彼之咎，人民聞已，不復供養，我

等便得供養。」 

    時，有比丘尼聞此語云：「六師集在一處，生此論本：

沙門瞿曇不受人論，我等足得勝。」是時，輸盧比丘尼飛在

虛空，向彼六師，而說此偈： 

   我師無等倫，最尊無過者，是彼尊弟子，名曰輸盧尼。 

  汝設有境界，便與我論議，我當事事報，如師子掩鹿。 

  且捨我尊師，本無如來者，我今比丘尼，足能降外道。 

    是比丘尼說此語已，六師尚不能仰視顏色，況與論議， 

是時，毘舍離城，人民之類，遙見比丘尼在虛空中，共六師

而論議，然六師不能報之，各各稱慶，歡喜無量：「六師今

日，屈折於彼。」 

    是時，六師極懷愁憂，出毘舍離城而去，更不入城，是

時，眾多比丘聞輸盧比丘尼與六師共論而得勝，聞已，至世

尊所，頭面禮足，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諸比丘：「輸盧比丘尼有大神足，有大威神，智

慧多聞，我長夜恒生此念：更無有能與六師共論，唯有如來

及此比丘尼。」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餘比丘尼，能降伏外

道如此比丘尼乎？」 

    諸比丘對曰：「否也，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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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所

謂輸盧比丘尼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二）六入染與不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六觸1。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

身、意入，是謂六入。凡夫之人，若眼見色，便起染著之心，

不能捨離；彼已見色，極起愛著，流轉生死，無有解時。六

情亦復如是，起染著想，意不能捨離，由是流轉，無有解脫

之時。 

    若世尊賢聖弟子，眼見色已，不起染著，無有染污心，

即能分別，此眼是無常之法，苦、空、無我之法。六情2亦

復如是，不起染污心，分別此六情無常、苦、空、無我之法。

當思惟此時，便獲二果，於現法中得阿那含或阿羅漢。 

    猶如有人極飢，欲修治穀麥，颺治令淨而取食之，除去

飢渴；賢聖弟子，亦復如是，於此六情，思惟惡露不淨，即

成道跡，入無餘涅槃界，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此六情；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1
 觸：原作細滑，今改，以下同。 

2
 六情：即六處，指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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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十三 

◎等法品第三十九（七法初） 

（一）比丘成就七法受樂無窮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於現法中受樂無窮，欲

得盡漏，便能獲之。云何為七法？於是，比丘知法、知義、

知時，又能自知，復能知足，亦復知入眾中，觀察眾人，是

謂七法。 

    云何比丘知法？比丘知法，所謂契經、祇夜、偈、因緣、

譬喻、本末、廣演、方等、未曾有、廣普、授決、生經2。

若有比丘不知法者，不知十二部經，此非比丘也，以比丘能

解了法故，名為知法，如是比丘解了於法。 

    云何比丘知義？比丘知如來機趣，解了深義，無所疑

難；若有比丘，不解義者，此非比丘也，以比丘能知深義故，

名為解義也，如是比丘能分別義。 

    云何比丘知時？於是，比丘知其時節，可修觀時便修

觀，可修止時便修止；可默知默，可行知行，可誦知誦；可

授前人，便授前人，可語知語；若有比丘不知此者，不知止

觀、進止之宜，此非比丘！若復比丘知時，不失時宜，此名

為隨其方宜，如是比丘知其時宜。 

                                                 
1
 ～《增支部》A.7.64. Dhammabbu 知法，《中阿含 1 經》善法經，

No.27.《佛說七知經》 
2
 生經（Jataka）：或譯為「本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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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比丘能自知己？比丘能自知：我今有此見聞覺1

知，有如是智慧，行步進止，恒隨正法；若有比丘，不能自

知智慧之宜、出入行來，此非比丘也。以比丘能自修己、進

止之宜，此名為自修己行，是謂比丘能自知己。 

    云何比丘能知足？於是，比丘能自籌量睡眠、覺寤、坐

臥、經行、進止之宜，皆能知足；若有比丘不能知是者，則

非比丘也，以比丘能解了此故，名為知足，如是比丘名為知

足。 

    云何比丘知入眾？比丘分別大眾，此是剎利種，此是婆

羅門眾，此是長者眾，此是沙門眾，我當以此法宜則適彼眾

中，可語可默，皆悉知之；若有比丘不知入眾，此非比丘，

以比丘知入眾故，名為知入眾也，是謂比丘知入眾也。 

    云何比丘知眾人根源？比丘當知有二人。云何為二？彼

或有一人，欲往至園中親覲比丘；彼第二人，不喜至彼觀見

比丘，彼人欲至園中親覲比丘者，此人最為上。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雖至比丘所，然不

問其宜；彼第二人，亦不往至寺中見比丘，彼至寺人最為第

一。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問訊時

宜；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問訊時宜。彼人至寺者，最尊第

一，出彼人上。 

                                                 
1
 覺：原作「念」，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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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至心聽

法；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不至心聽法。彼至心聽法者，

於彼人最為第一。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有一人，能觀察法，受

持諷誦；彼第二人，不能受持諷誦。彼人受持諷誦者，出此

人上，最為第一。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有一人，聞法解其義；

彼第二人，聞法不解其義。彼人聞法解義者，於此人最尊第

一。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有一人聞法，法法成

就；彼第二人不聞法，法不成就。彼人聞法，法法成就者，

於此人第一。 

    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聞法，能堪忍修

行，分別護持正法；第二人不能堪忍修行其法，彼能修行法

者，於此諸人，最尊第一；猶如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

醍醐，醍醐最為第一，無能及者。此亦如是，若有人能修行

者，此人最為第一，無能及者，是謂比丘觀察人根。若有人

不了此者，則非比丘也，以比丘聞法，分別其義者，此為最

上；如是比丘觀察人根。 

    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於現法中，快樂無為，意欲斷漏，

亦無有疑，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此七法；如是，諸比

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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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舉晝度樹喻弟子出家、修禪、證果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三十三天晝度樹，本縱廣五十由旬，高百由旬，

東、西、南、北，蔭覆五十由旬，三十三天在彼四月，自相

娛樂。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晝度樹，華葉凋落，萎黃在地。

爾時，諸天見此瑞應，普懷歡喜，欣情內發：『此樹不久當

更生華實。』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樹華實，皆悉凋落，捐棄在地，

是時，三十三天倍復歡喜，自相謂言：『此樹不久當作灰色。』 

    比丘當知：復經歷數時，彼樹便作灰色，是時，三十三

天見此樹已作灰色，甚懷喜悅，自相謂言：『而今此樹已作

灰色，不久當生羅網。』是時，三十三天見此晝度樹，已生

羅網，不久當生花苞節，爾時，三十三天見已，復懷歡喜，

此樹今日已生苞節，不久當復開敷。』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已見此樹，漸漸開敷，各懷歡喜：

『此樹已漸漸開敷，不久當盡著華。』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彼樹普悉開敷，三十三天已見此

樹，皆懷歡喜：『此樹今日，皆悉著華。』爾時，此香逆風，

百由旬內無不聞香者，爾時，諸天四月之中，於彼自相娛樂，

樂不可計。 

                                                 
1
 ～《增支部》A.7.65. Paricchattaka(忉利天之)波利闍多伽(樹)，《中

阿含 2 經》晝度樹經，No.28.《佛說園生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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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亦如是，若賢聖弟子，意欲出家學道時，如似彼樹，

始欲凋落。復次，賢聖弟子捐妻棄財，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剃除鬚髮，如似彼樹，葉落在地。 

    比丘當知：若賢聖弟子，無貪欲想，除不善法，念持歡

喜，遊志初禪，似彼晝度樹而作灰色。 

    復次，賢聖弟子，有尋有伺息1，內有歡喜，專其一心，

無尋無伺，遊心二禪，如似彼樹而生羅網。 

    復次，賢聖弟子，無念而有捨，自覺身有樂，諸賢聖所

求，捨、念具足，遊心三禪，如似彼樹而生苞節。 

    復次，賢聖弟子，苦樂已盡，先無愁憂，無苦無樂，捨

念清淨，遊志四禪，如似彼樹漸漸開敷。 

    復次，賢聖弟子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

於現法中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

復受胎，如實知之，如似彼樹，皆悉敷花。 

    是時，賢聖弟子，戒德之香，遍聞四遠，無不稱譽者，

四月之中而自娛樂，遊心四禪，具足行本，是故，諸比丘！

當求方便，成戒德之香；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息：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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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事水喻，人亦如是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事水喻，人亦如是，諦聽！諦聽！

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猶如有人，沒在

水底；如復有人，暫出水還沒；如復有人，出水觀看；如復

有人，出水而住；如復有人，於水中行；如復有人，出水而

欲到彼岸；如復有人已到彼岸，是謂，比丘！七事水喻出現

於世。 

    彼何等人沒在水底而不得出？或有一人，不善之法遍滿

其體，當經歷劫數，不可療治，是謂此人沒在水底。 

    彼何等人出水還沒？或有一人，信根漸薄，雖有善法而

不牢固，彼身口意行善，後復身口意行不善法，身壞命終，

生地獄中，是謂此人出水還沒。 

    彼何等人出水觀看？或有人有信善根，身口意行更不增

益其法，自守而住，彼身壞命終，生阿須倫中，是謂此人出

水而觀。 

    彼何等人出水住者？或有人有信精進，斷三結使，更不

退轉，必至究竟，成無上道，是謂此人出水而住。 

                                                 
1
 ～《增支部》A.7.15. Upakūpama，《中阿含 4 經》水喻經，No.29.

《佛說鹹水喻經》 



 125 

    彼何等人欲渡水者？或有人信根精進，恒懷慚愧，斷三

結1使，婬、怒、癡薄，來至此世而斷苦際，是謂此人欲渡

水者也。 

    彼何等人欲至彼岸？或有人信根精進，斷下五結2，成

阿那含，即彼般涅槃，更不來此世，是謂此人欲至彼岸者也。 

    何等人已至彼岸者？或有一人，信根精進而懷慚愧，盡

有漏，成無漏，於現法中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於此無餘涅槃界而般涅

槃，是謂此人已渡彼岸者也。 

    是謂，比丘！有此七人水喻，向汝等說，諸佛世尊所應

修行，接度人民，今已施行，當在閑居靜處，或在樹下，當

念坐禪，勿起懈怠，此是我之教誨。」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四）比丘成就七法則魔不侵3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聖王在遠國治化，七法成就，不為怨家、盜賊

所擒獲。云何為七？然彼城郭，極為高峻，修治齊整，是謂

彼王先成就第一之法。復次，彼城門戶牢固，是謂彼城成就

                                                 
1
 三結：生死流轉的三種結縛，即「身見(或譯作薩迦耶見、我見)、 

 戒禁取、疑」，為證得須陀洹果者必須斷除者。 
2
 下五結：即「五下分結」，指「身見(我見)、戒禁取、疑、欲貪、

瞋恚」，為證入第三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3
 ～《增支部》A.7.63. Nagara 城(喻)，《中阿含 3 經》城喻經。 



 126 

第二法。復次，彼城外塹，極深且廣，是謂此城成就第三之

法。復次，彼城內多諸穀米，倉庫盈滿，是謂彼城成就第四

之法。 

    復次，彼城饒諸薪草，是謂彼城成就第五之法。復次，

彼城多諸器杖，備諸戰具，是謂彼城成就六法。復次，彼城

主極聰明高才，豫知人情，可鞭則鞭，可治則治，是謂彼城

成就七法，外境不能來侵，是謂，比丘！彼城國主成就此七

法，外人不得近之。 

    比丘亦復如是，若成就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云何

為七？於是，比丘！戒律成就，威儀具足，犯小律尚畏，何

況大者！是謂比丘成就第一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猶如

彼城，高廣極峻，不可沮壞。 

    復次，比丘若眼見色，不起想著，亦不起念，具足眼根，

無所缺漏，而護眼根。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

復如是，亦不起想，具足意根而無亂想，具足擁護意根，是

謂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門戶

牢固。 

    復次，比丘多聞不忘，恒念思惟正法道教，昔所經歷皆

悉備知，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三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

城郭，外塹極深且廣。 

    復次，比丘多諸方便，所有諸法，初善、中善、後善，

具足清淨，得修梵行，是謂比丘成就此第四法，如彼城郭，

多諸穀米，外寇不敢來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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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比丘思惟四增上心法1，亦不脫漏，是謂比丘成

就此第五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多諸薪草，

外人不能來觸嬈。 

    復次，比丘！得四神足，所為無難，是謂比丘成就此第

六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內，器杖備具。 

    復次，比丘！具能分別陰、持2、入、界，亦復能分別

十二因緣之法，是謂比丘成就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

彼城郭之主，聰明高才，可收則收，可放則放；今此比丘亦

復如是，具知分別陰、持、入諸病。 

    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弊魔波旬終不得其便，是故，

諸比丘！當求方宜，分別陰、持、入及十二因緣，不失次第，

便度魔界，不處其中；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七種神識之住處3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神識住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云何名為七神識住處？所謂

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所謂人及天也。又復眾生若干

                                                 
1
 四增上心法：指「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四種禪定。 

2
 持：或譯為「界」，指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3
 ～《增支部》A.7.41.Vibbanatthiti(七)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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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身而有一想，所謂梵迦夷天初出現世也。又復眾生一身若

干想，所謂光音天也。 

    又復眾生一身一想，所謂遍淨天也；又復眾生無量空，

空處天也；又復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又復眾生無有處，

無有處天也，是謂，比丘！七識住處，我今已說七識住處，

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今日已辦，當在閑居樹下，善

修其行，勿有懈怠，此是我之教誨。」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六）佛令均頭比丘自說七覺意而病除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於爾時，

尊者均頭身抱重患，臥在床褥，不能自起居，是時，均頭便

念：如來世尊今日不見垂愍，又遭重患，命在不久，醫藥不

接，又聞世尊言：「一人不度，吾終不捨。」然今獨見遺棄，

將何苦哉！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均頭比丘作是稱怨，是時，世尊告

諸比丘：「汝等皆集至均頭比丘所，問其所疾。」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將眾多比丘漸漸至均頭比丘房，是時，均頭遙見如

來來，即自投地，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抱患，極為

篤重，不須下床，吾自有座。」 

                                                 
1
 ～cf.《相應部》S.46.16.Gilana 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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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所患為增為損？為不增損乎？

又能堪任受吾教耶？」 

    是時，均頭比丘白佛言：「弟子今日所患極篤，但有增

無損也，所服藥草，靡不周遍。」 

    世尊問曰：「瞻視病者竟為是誰？」 

    均頭白言：「諸梵行來見瞻視。」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堪與吾說七覺意乎？」 

    均頭，是時，三自稱說七覺意名：「我今堪任於如來前

說七覺意法。」 

    世尊告曰：「若能堪任向如來說者，今便說之。」 

    是時，均頭白佛言：「七覺意1者，何等為七？所謂念

覺意、擇2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輕安3覺意、定覺意、

捨覺意，是謂，世尊！有此七覺意者，正謂此耳。」爾時，

尊者均頭說此語已，所有疾患皆悉除愈，無有眾惱。 

    是時，均頭白世尊言：「藥中之盛者，所謂此七覺意是

也，欲言藥中之盛者，不過此七覺意也，今思惟此七覺意，

所有眾病皆悉除愈。」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受持此七覺意法，善念諷

誦，勿有狐疑於佛法僧者，彼眾生類，所有疾患皆悉除愈，

所以然者，此七覺意甚難曉了，一切諸法，皆悉了知，照明

                                                 
1
 七覺意：或譯為「七覺支」，指七種覺悟的因素。 

2
 「擇」字，今補上。 

3
 輕安：原作「猗」，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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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諸法，亦如良藥，療治一切眾病，猶如甘露，食之無厭。

若不得此七覺意者，眾生之類，流轉生死。諸比丘！當求方

便，修七覺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如來出世便有七覺意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轉輪聖王出現世間時，便有七寶出現世間，

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

是為七寶，是謂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七寶流布世間。 

    若如來出現世間時，便有七覺意寶出現世間。云何為

七？所謂念覺意、擇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輕安覺意、

定覺意、捨覺意，出現於世。若如來出現世間時，便有此七

覺意寶出現世間，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此七覺意；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1
 ～《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雜阿含 721 經》，《相應部》S.46.42. 

Cakkavatti(轉輪)、No.38.《佛說輪王七寶經》(大正 1.821a)、《雜

阿含 721 經》(大正 2.194a)，參閱《長部 17 經》

Maha-Sudassana-Suttanta(大善見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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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佛說轉輪聖王四神足及命終生天等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轉輪聖王出現世間，爾時便選擇好地而起城

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快樂不可言。    

爾時，彼城外郭，七重圍繞，七寶廁其間，所謂七寶者，金、

銀、水精、琉璃、琥珀、瑪瑙、車璖，是謂七寶；復有七寶

塹，遶彼七重，極為深廣，人所難踰，其間皆有金沙。 

    復有七重樹兼生其間，然彼樹復有七種色，金、銀、水

精、琉璃、車璖、瑪瑙、琥珀。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門，

皆悉牢固，亦七寶所造，銀門以金扉施其間，金門以銀扉錯

其間，水精門以琉璃扉錯其間，琉璃門以水精扉錯其間，瑪

瑙門以琥珀扉錯其間，甚為快樂，實不可言。 

    然彼城中，四面有四浴池，一一浴池，縱廣一由旬，自

然有水，金、銀、水精所造。銀池水凍，便成銀寶；金池水

凍，便成金寶，然轉輪聖王以此為用。 

    爾時，彼城中有七種音聲。云何為七？所謂貝聲、鼓聲、

小鼓聲、鐘聲、細腰鼓聲、舞聲、歌聲，是謂七種聲。爾時，

人民以此恒相娛樂，而彼眾生，無有寒溫，亦無飢渴，亦無

疾病，然轉輪聖王在彼遊化，成就此七寶及四種神足，無有

缺減，終無亡失。 

                                                 
1
 ～cf.D.17.Mahasudassanasuttam 大善見王經，cf.《長阿含 30 經》

世記經，cf.No.38.《輪王七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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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輪聖王云何成就七寶？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

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復有千子，極為勇猛，能降伏外

寇，此閻浮提地，不以刀杖化彼國。」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輪寶？」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十五日清旦，沐浴頭手，在大殿上

玉女圍遶。是時，輪寶千輻具足，從東方來而在殿前，光曜

煌煌，非人所造，去地七仞，漸漸至王前住。轉輪聖王見已，

便作是說：『吾從舊人邊聞：若轉輪聖王，於十五日，沐浴

頭手，在殿上坐，是時輪寶自然從東方來，在王前住，吾今

當試此輪寶。』 

    是時，轉輪王以右手執輪寶而作是說：『汝今以法迴轉，

莫以非法。』是時，輪寶自然迴轉，又在空中住。 

    轉輪聖王復將四部兵，亦在虛空中，是時，輪寶迴向東

方，轉輪聖王亦從寶輪而去，若輪寶住時，是時轉輪聖王所

將之眾，亦在中住。 

    是時，東方粟散王，及人民之類，遙見王來，皆悉起迎，

又以金鉢盛碎銀，銀鉢盛碎金，奉上轉輪聖王，而白王言：

『善來，聖王！今此方域，人民熾盛，快樂不可稱計，唯願

大王，當於中治化！』 

    是時，轉輪聖王告彼民曰：『汝等當以法治化，莫以非

法，亦莫殺生、竊盜、婬泆，慎莫非法治化。』是時，輪寶

復移至南方、西方、北方，普綏化人民，還來至王治處，去

地七仞而住；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輪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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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象寶？」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轉輪聖王於十五日中，沐浴澡洗。

在大殿上，是時，象寶從南方來，而有六牙，衣毛極白，七

處齊整，皆以金、銀、珍寶而校飾之，能飛行虛空。 

    爾時，轉輪聖王見已，便作是念：今此象寶極為殊妙，

世之希有，體性柔和，不行卒暴，我今當試此象寶。是時，

轉輪聖王，清旦，日欲初出，乘此象寶，遊四海外，治化人

民；如是，轉輪聖王成就象寶也。」 

    是時，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馬寶？」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是時馬寶從西方來，

毛衣極青，毛尾朱光，行不移動，能飛在虛空，無所罣礙，

見已，極懷喜悅：『此馬寶實為殊妙，今當役之，又體性良

善，無有暴疾，吾今當試此馬寶。』是時，轉輪聖王即乘此

馬，經四天下，治化人民，還來至王治處；如是，比丘！轉

輪聖王成就馬寶也。」 

    比丘白佛言：「復以何緣成就珠寶乎？」 

    世尊告曰：「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是時珠寶從東

方而來，有八角，四面有光，長一尺六寸，轉輪聖王見已，

便作是念：此珠寶極為殊妙，吾當試之。是時，轉輪聖王夜

半，集四部之兵，以此摩尼寶，舉著高幢頭，是時光明，照

彼國界十二由旬，爾時，城中人民之類，見此光明已，各各

自相謂言：『日今已出，可理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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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轉輪聖王在殿上，普見人民已，還入宮中，是時，

轉輪聖王持此摩尼寶，舉著宮內，內外悉明，靡不周遍；如

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珠寶也。」 

    爾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玉女寶？」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轉輪聖王出現世時，自然有此

玉女寶現，顏貌端正，面如桃華色，不長不短，不白不黑，

體性柔和，不行卒暴，口氣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恒侍

從轉輪聖王左右，不失時節，常以和顏悅色，視王顏貌；如

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玉女寶也。」 

    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居士寶？」 

世尊告曰：「比丘！轉輪聖王出世時，便有此居士寶出現世

間，不長不短，身體紅色，高才智達，無事不閑1，又得天

眼通，是時，居士來至王所，而白王言：『唯願聖王延壽無

窮，若王欲須金銀珍寶者，盡當供給。』 

    是時，居士以天眼觀有寶藏者、無寶藏者，皆悉見之，

王若須寶，隨時給施。是時，轉輪聖王欲試彼居士，便將此

居士度水，未至彼岸，便語居士言：『我今欲須金銀、珍寶，

正爾便辦。』 

    長者報曰：『前至岸上當供給。』 

    轉輪聖王言：『我今此間須寶，不須至岸上。』是時，

居士即前，長跪叉手向水，尋時水中七寶涌出，是時，轉輪

                                                 
1
 閑：閑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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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王語彼長者：『止！止！居士，更不須寶。』如是，比丘！

轉輪聖王成就此居士寶也。」 

    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典兵寶？」 

世尊告曰：「比丘！若轉輪聖王出世時，便有典兵寶自然來

應，聰明蓋世，豫知人情，身體紅色，來至轉輪聖王所，白

聖王言：『唯願聖王，快自娛樂！若聖王欲須兵眾，正爾給

辦，進止之宜，不失時節。』 

    是時，典兵寶隨王所念，雲集兵眾，在王左右，是時，

轉輪聖王欲試典兵寶，便作是念：使我兵眾，正爾雲集。    

尋時，兵眾在王門外。若轉輪聖王意欲使兵眾住，便住，進

便進；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典兵寶。比丘當知：轉

輪聖王成就此七寶。」 

    是時，彼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四神足，

快得善利？」 

    佛告比丘：「轉輪聖王，顏貌端正，世之希有，出過世

人，猶彼天子，無能及者，是謂轉輪聖王成就此第一神足。   

復次，轉輪聖王聰明蓋世，無事不練，人中之雄猛，爾時智

慧之豐，無過轉輪聖王，是謂成就此第二神足。 

    復次，比丘！轉輪聖王，無復疾病，身體康強，所可飲

食，自然消化，無便利之患，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

第三神足。復次，比丘！轉輪聖王壽命極長，壽不可計，爾

時，人之壽命，無過轉輪聖王之壽，是謂，比丘！轉輪聖王

成就此第四神足，是謂，比丘！轉輪聖王有此四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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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彼比丘白佛言：「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為生何

處？」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壽命千歲，

所以然者，轉輪聖王自不殺生，復教他人使不殺生；自不竊

盜，復教他人使不偷盜；自不婬泆，復教他人使不行婬；自

不妄語，復教他人使不妄語；自行十善法，復教他人使行十

善。比丘當知：轉輪聖王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 

    爾時，彼比丘便作是念：「轉輪聖王甚可貪慕，欲言是

人，復非是人，然其實非天，又施行天事，受諸妙樂，不墮

三惡趣。若我今日持戒勇猛，所有之福，使將來之世得作轉

輪聖王者，不亦快哉！」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告彼比丘曰：「今在如

來前，勿作是念，所以然者，轉輪聖王雖成就七寶，有四神

足，無能及者，猶不免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所以然

者，轉輪聖王不得四禪、四神足1，不得四諦，由此因緣，

復墮三惡趣。 

    人身甚為難得，遭值八難，求出甚難；生正國中，亦復

不易；求善良友，亦復不易；欲與善知識相遇，亦復不易；

欲從如來法中學道者，亦復難遇；如來出現，甚難遭遇；所

演法教，亦復如是；解脫、四聖諦，及四非常，實不可得聞。

轉輪聖王於此四法，亦不得究竟。 

                                                 
1
 四神足：指「欲（善法欲）、勤、心、觀」四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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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若如來出世時，便有此七寶出現世間，如來七覺

意寶，至無邊究竟，天、人所譽，比丘！今日善修梵行，於

此現身，得盡苦際，用此轉輪聖王七寶乎？」 

    爾時，彼比丘聞如來如是之教，在閑靜處，思惟道教，

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欲修無上正業，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爾時，

彼比丘便成阿羅漢。」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天人說喻，佛為童真迦葉解義1
 

    聞如是：一時，尊者童真迦葉在舍衛國，晝闇園中，是

時，迦葉夜半經行，爾時，有天來至迦葉所，在虛空中語迦

葉言：「比丘當知：此舍，夜便有烟，晝日火燃。 

    婆羅門語智者曰：『汝今可持刀鑿山，當鑿山時，必見

有負物，當拔濟之；汝重鑿山，當鑿山時，必當見山，汝今

當捨山。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必見蝦蟆，汝今當捨蝦蟇。

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當見肉聚，已見肉聚，當捨離之。

汝今當鑿山，當鑿山時，當見枷，已見枷，便捨離之。汝今

當鑿山，已鑿山，當見二道，已見二道，當捨離之。汝今當

鑿山，已鑿山，當見樹枝，已見樹枝，當捨離之。汝今當鑿

                                                 
1
 ～《中部》M.23. Vammikasuttam 蟻垤經，蟻喻經(大正 1.918.)、

《雜阿含 1079 經》(大正 2.282.)、《別譯雜阿含 18 經》(大正

2.379.)，cf.《長老偈》Thag.201~202.註，Sk(S): SHT,II,16-19 

(no.163a,d,b,c) Sk(E): Enomoto 1994, no.1079 (Abhidh-k-vy 1, 

p.281; Abhidh-k-bh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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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已鑿山，當見龍，已見龍，勿與共語，當自歸命，務令

得所。』 

    比丘！當善思念此義，設不解者，便往至舍衛城，到世

尊所而問此義，若如來有所說，善念行之，所以然者，我今

亦不見有人、沙門、婆羅門、魔或魔天，能解此義者，除如

來及如來弟子，或從我聞。」 

    是時，迦葉報天曰：「此事甚佳。」 

    爾時，迦葉清旦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迦葉問世尊曰：「今當問如來

義，天之所說，何所趣向？何以故言：當知此舍，夜便有烟，

晝便火燃？何以故，名為婆羅門？何以故名為智者？又言鑿

山者，其義何所趣向？言刀者，亦所不解？何以故名為負

物？又言山者，其義云何？何以故，復言蝦蟆？何以故復言

肉聚？何以故，復言枷？何以故，復言二道、樹枝義，其義

云何？何以故名龍？」 

    世尊告曰：「舍者，即是形體也，四大色所造，受父母

血脈，漸漸長大，恒當養食，不令有乏，是分散法。 

    夜有烟者，眾生之類，心之所念是也；晝日火燃者，身

口意所造行是也。婆羅門者，是阿羅漢也；智者，是學人也。

鑿山者，精進之心是也；刀者，智慧是也。負物者，是五結

也；山者，是憍慢也；蝦蟆者，瞋恚心是也；肉聚者，貪欲

是也；枷者，五欲是也；二道者，疑是也；樹枝者，是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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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龍者，如來、至真、等正覺是也。彼天所說，其義如是，

汝今當熟思惟，不久當盡有漏。」 

    爾時，迦葉受如來教，在閑靜處而自修行，所以族姓子，

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欲修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爾時，迦葉便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舍利弗問滿願子七清淨道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滿願子2亦將五百比丘，遊本生處。爾時，世尊於

羅閱城，九十日夏坐已，漸漸在人間遊化，來至舍衛城祇樹

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各散在人間遊化，亦來至世尊所，

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汝等為在何處夏坐？」 

    諸比丘對曰：「在本所生處受夏坐。」 

    世尊告曰：「汝等所生之處，比丘中能自行阿練若，復

能稱譽阿練若；自行乞食，復教他人使行乞食，不失時宜；

自著補衲衣，復教他人，使著補衲衣；自修知足，亦復歎譽

知足之行；自行少欲，亦復歎說少欲之行；自樂閑靜之處，

復教他人在閑靜處；自守其行，復教他人使守其行；己身戒

具清淨，復教他人使修其戒；己身三昧成就，復教他人，使

                                                 
1
 ～《中部》M. 24. Rathavinīta 傳車經，《中阿含 9 經》七車經 

2
 滿願子（Pubba-Mantaniputta）：即富樓那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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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昧；己身智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智慧；己身解脫成

就，復教他人，使行解脫；己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

使行此法，身能教化，無有饜足，說法無懈倦。」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比丘滿願子於諸比丘中，堪

任教化，己身修阿練若行，亦復歎譽阿練若行；己身著補衲

衣，少欲知足，精進勇猛，乞食，樂閑靜處，戒、三昧、智

慧、解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此法，自能教化，

說法無饜足。」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微妙法，是時，諸比丘聞佛說法

已，小停左右，便從座起，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舍利弗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

在前，爾時，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滿願子快得善利，所以

然者，諸梵行比丘歎譽其德，然復世尊稱可其語，亦不逆之，

我當何日，與彼人得共相見，與其談論。」 

    是時，滿願子於本生處，教化周訖，漸漸人間教化，來

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是

時，滿願子聞說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以

尼師檀著右肩上，往詣晝闇園中。 

    爾時，有一比丘，遙見滿願子以尼師檀著右肩上，至彼

園中，見已，即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世尊常所歎

滿願子，方至如來所，從佛聞法，今詣園中，尊者宜知是時。」    

是時，舍利弗聞比丘語，即從座起，以尼師檀著右肩上，往

至彼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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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滿願子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舍利弗亦復在一樹

下，端坐思惟，是時，舍利弗便從座起，往至滿願子所，到

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舍利弗問滿願子曰：「云

何，滿願子，為由世尊得修梵行，為弟子乎？」 

    滿願子報曰：「如是，如是。」 

    時，舍利弗復問曰：「復因世尊得修清淨戒乎？」 

    滿願子言：「非也。」 

    舍利弗言：「為由心清淨1於如來所而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為見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為無猶豫清淨2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曰：「為由行跡清淨3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於道之中智清淨4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1
 心清淨：七清淨之一。七清淨依序是：1.戒清淨，2.心清淨，3.

見清淨，4.度疑清淨（沒有疑惑），5.道非道智見清淨（指能分

辨道與非道之智慧），6.行道智見清淨，7.智見清淨。請參閱《清

淨道論》437 頁。 
2
 此處的「無猶豫」指「度疑清淨」。 

3
 行跡清淨：即「道非道智見清淨」。 

4
 於道之中智清淨：指「行道智見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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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言：「云何知見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我今所問，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汝復報

吾言：如是。 

    吾復問：智慧、心清淨，道知見清淨，得修梵行耶？汝

皆言：非也。汝今云何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耶？」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者，

能使見清淨；見清淨義者，能使無猶豫清淨；無猶豫清淨義

者，能使行跡清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

者，能使智見清淨；智見清淨義者，能使入涅槃義，是謂於

如來所得修梵行。」 

    舍利弗言：「汝今所說，義何所趣向？」 

    滿願子言：「我今當引譬喻解此義，智者以譬喻自悟，

猶如今日，波斯匿王，從舍衛城至婆祇國，兩國中間布七乘

車，是時，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車，至第二車，即乘第二

車，復捨第一車，小復前行，乘第三車而捨第二車；小復前

行，乘第四車而捨第三車；小復前行，乘第五車而捨第四車；

又復前行，乘第六車而捨第五車；又復前行，乘第七車而捨

第六車，入婆祇國。是時，波斯匿王已至宮中，設有人問，

大王今日為乘何等車來至此宮，彼王欲何報？」 

    舍利弗報言：「設當有人問者，當如是報曰：『吾出舍

衛城，先乘第一車至第二車，復捨第二車乘第三車，復捨第

三車乘第四車，復捨第四車乘第五車，復捨第五車乘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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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復捨第六車乘第七車，至婆祇國，所以然者，皆由前車

至第二車，展轉相因，得至彼國。』設有人問者，應當作是

報之。」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亦復如是，由心清淨，得見

清淨；由見清淨，得至除猶豫清淨；由無猶豫義，得至行跡

清淨；由行跡清淨義，得至道清淨；由道清淨義，得至智見

清淨；由智見清淨義，得至涅槃；由涅槃義，於如來所得修

梵行。 

    所以然者，戒清淨義者，是受入之貌，然如來說，使除

受入；心清淨義亦是受入之貌，然如來說除受入，乃至智見

清淨之義亦是受入，如來說除受入，乃至涅槃。  

    如來所得修梵行：若當戒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者，

凡夫之人亦當取滅度，所以然者，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世

尊所說者，以次成道，得至涅槃界，非獨戒清淨得至滅度。   

    猶如有人，欲上七重樓上，要當以次而至。戒清淨義，

亦復如是，漸漸至心清淨，由心清淨至見清淨，由見清淨至

無猶豫清淨；由無猶豫清淨，得至於行跡清淨；由行跡清淨

得至道清淨，由道清淨得至智見清淨，由智見清淨得至涅

槃。」 

    是時，舍利弗即稱：「善哉！善哉！快說此義，汝今為

名何等？諸比丘梵行之人稱汝何等號？」 

    滿願子言：「我今名為滿願子，母姓彌多那尼1。」 

                                                 
1
 彌多那尼～Mantani. 



 144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滿願子！賢聖法中，實無等

倫，懷抱甘露，演布無窮，我今所問甚深之義，汝盡演說，

設當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間，猶不能得報其恩，若有來親

近問訊者，彼人快得善利，我今亦得善利，承受其教。」 

    滿願子報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汝今為名何等？

諸比丘為何等號？」 

    舍利弗報曰：「我名憂波提舍1，母名舍利，諸比丘號

吾為舍利弗。」 

    滿願子言：「我今與大人共論，先亦不知法之大主，來

至此間，設當知尊者舍利弗來至此者，亦無此辯，共相酬答，

然尊者問此甚深之義，尋時發遣，善哉！尊者舍利弗！佛弟

子中最為上首，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娛樂，設當諸梵行人，以

首戴尊者舍利弗而行世間，從歲至歲，猶不能報斯須之恩，

其有眾生，來問訊尊者、親近者，彼人快得善利，我等亦快

得善利。」爾時，二賢在彼園中，如是論議，是時，二人各

聞所說，歡喜奉行。 

(攝頌) 等法及晝度，水及城郭喻， 

     識.均頭.二輪，波蜜及七車。 

                                                 
1
 憂波提舍～Upat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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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十四 

◎七日品第四十之一 

（一）世尊說世界成壞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食後，皆集普會講堂，作如是論議：「此須彌2山，極

為廣大，非眾山所及，甚奇！甚特！高廣極峻，如是，不久

當復壞敗，無有遺餘，依須彌山，更有大山，亦復壞敗。」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眾多比丘而作是論，即從座起，往

至彼講堂所，即就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在此為

何等論？欲何所施行？」 

    諸比丘對曰：「諸人集此，論其法事，向所論說，皆自

如法。」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汝等出家正應法論3，亦復

不捨賢聖默然4。所以然者。若比丘集聚一處，當施行二事。

云何為二？一者當共法論，二者當賢聖默然，汝等論此二

事，終獲安穩，不失時宜。汝等向者，作何等如法之議？」 

    諸比丘對曰：「今眾多比丘來集此堂，作如是論議：『甚

奇！甚特！此須彌山，極高廣大，然此須彌山不久當復敗

                                                 
1
 ～《增支部》A.7.62. Suriya(太陽) (1-8) & D.27. Aggabba，《中

阿含 8 經》七日經，《薩鉢多酥 哩踰捺野經》(大正 1.811c) 
2
 須彌～Sineru. 

3
 法論：即討論「法」（Dhamma Talk）。 

4
 賢聖默然：指禪修（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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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及諸四面鐵圍山，亦當如是壞敗。』向者集此，作如法

論也。」 

    世尊告曰：「汝等欲聞此世間壞敗之變乎？」 

    諸比丘白佛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以時演說，使眾

生之類心得解脫。」 

    世尊告曰：「諸比丘！汝等善思念之，藏在心懷。」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須彌山者，極為廣大，非眾山所及，若比

丘欲知，須彌山出水上，高八萬四千由旬，入水亦深八萬四

千由旬。然須彌山四種寶所造，金、銀、水精、琉璃，又有

四角，亦四種所造：金、銀、水精、琉璃。金城銀郭，銀城

金郭，水精城琉璃郭，琉璃城水精郭。 

    須彌山上有五種天在彼居止，皆由宿緣而住彼間。云何

為五？所謂彼銀城中，有細脚天在彼居止；彼金城中，有尸

利沙天在彼居止；水精城中，有歡悅天在彼居止；琉璃城中，

有力盛天在彼居止；金、銀城中間，毘沙門天王在彼居住，

將諸夜叉，不可稱計；金城、水精城中間，有毘留博叉天王，

將諸龍神在彼居止；水精城、琉璃城中間，有毘留勒天王在

彼居止；琉璃城、銀城中間，有提頭賴吒天王在彼居止。 

    比丘當知：須彌山下，有阿須倫居止。若阿須倫欲與三

十三天共鬪時，先與細脚天共鬪，設得勝已，復至金城與尸

利沙天共鬪；已勝尸利沙天，復至水精城與歡悅天共鬪；已

勝彼天，復至琉璃城，已勝彼天，便共三十三天共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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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須彌山頂，三十三天在彼居止，晝夜照明，

光自相照，故致此耳。依須彌山，日月流行，日天子城郭，

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三十九由旬；最大星，

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 

    須彌山頂，東西南北，縱廣八萬四千由旬。近須彌山，

南有大鐵圍山，長八萬四千里，高八萬里，又此山表，有尼

彌陀山圍彼山；去尼彌陀山，復有山名佉羅山；去此山，復

更有山，名伊沙山；去此山，復更有山名馬頭山；去馬頭山，

復更有山，名毘那耶山；去毘那耶山，復更有山，名大鐵圍

山。 

    鐵圍中間有八大地獄，一一地獄有十六隔子，然彼鐵圍

山，於閻浮提地，多所饒益，閻浮提地，設無鐵圍山者，此

間恒當臭處。鐵圍山表有香積山，香積山側，有八萬四千白

象王止住彼間，各有六牙，金銀校飾。 

    彼香山中有八萬四千窟，諸象在彼居止，皆金、銀、水

精、琉璃所造。最上象者，釋提桓因躬自乘之，最下象者，

轉輪聖王乘之。香積山側，有摩陀池水，皆生優鉢蓮華、拘

牟頭華，然彼諸象，掘根而食。 

    摩陀池水側復有山，名優闍伽羅，彼山皆生若干種草

木，鳥獸虫蠡，悉在彼間，依彼山，有神通得道之人而住彼

間。次復有山，名般荼婆，次復有山，名耆闍崛山，此是閻

浮提地所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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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欲壞敗時，然天不降

雨，所種生苗不復長大，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一切

諸行，皆歸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此四大駛河，所謂恒伽、辛頭、

悉陀、婆叉，亦復枯竭，而無遺餘，如是，比丘！無常百變，

正謂此耳。 

    比丘！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有二日出時，是時百草樹

木，皆悉凋落，如是，比丘！無常變易，不得久停。是時，

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比丘當知：若二日出時，爾時四大

海水百由旬內，皆悉枯竭，漸漸至七百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世間三日出時，是時，四大海水千由旬內，

水自然竭，漸漸乃至七千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四日出時，四大海水千由旬在，如是，比

丘！諸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世間有五日出時，是時四大海

水，餘有七百由旬水，漸漸至百由旬。比丘當知：若五日出

時，是時海水一由旬在，漸漸水竭而無遺餘。若五日出時，

餘正有七尺水在，五日出時，海水盡竭，無有遺餘。比丘當

知：一切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六日出時，此地厚六萬八千由旬

皆悉烟出，須彌山亦漸漸融壞。若六日出時，此三千大千國

土，皆悉融壞，猶如陶家燒瓦器也；是時，三千大千剎土，

亦復如是，洞然火出，靡不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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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若六日出時，八大地獄亦復消滅，人民命終；

依須彌山五種之天，亦復命終；三十三天、焰摩天，乃至他

化自在天，亦復命終，宮殿皆空。若六日出時，是時須彌山

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洞然，而無有餘。如是，比丘！一切

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七日出時，是時此地雖厚六萬

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火起。若復七日出時，此

須彌山漸漸融壞，百千由旬自然崩落，永無有餘，亦復不見

塵烟之分，況見灰乎！ 

    是時，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宮殿，皆悉火然，此

間火焰，乃至梵天上，新生天子在彼天宮者，由來不見劫燒，

見此焰光，普懷恐懼，畏為火所燒；然彼舊生天子等，曾見

劫燒，便來慰勞後生天子：『汝等勿懷恐懼，此火終不來至

此間。』 

    比丘當知：七日出時，從此間至六欲天，乃至三千大千

剎土，悉為灰土，亦無形質之兆，如是，比丘！一切行無常，

不可久保，皆歸於盡。爾時，人民命終，盡生他方剎土，或

生天上。設復地獄中眾生，宿罪已畢，生天上或他方剎土；

設彼地獄眾生，罪未畢者，復移至他方剎土。 

    比丘當知：若七日出時，無復日月光明、星宿之兆，是

時，日月已滅，無復晝夜，是謂，比丘！由緣報故，致此壞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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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劫還成就時，或有是時，火還自滅，虛空之

中有大雲起，漸漸降雨，是時，此三千大千剎土，水遍滿其

中，水乃至梵天上。 

    比丘當知：是時，此水漸漸停住而自消滅，復有風起，

名曰隨嵐，吹此水，聚著一處。是時，彼風復起，千須彌山、

千祇彌陀山、千尼彌陀山、千佉羅山、千伊沙山、千毘那耶

山、千鐵圍山、千大鐵圍山。 

    復生八千地獄，復生千馬頭山、千香積山、千般荼婆山、

千優闍伽羅山、千閻浮提、千瞿耶尼、千弗于逮、千鬱單越。

復生千四海水，復生千四天王宮、千三十三天、千焰摩天、

千兜率天、千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水滅，地復還生，是時，地上自

然有地肥，極為香美，勝於甘露，欲知彼地肥氣味，猶如甜

蒲桃酒。 

    比丘當知：或有此時，光音天自相謂言：『我等欲至閻

浮提，觀看彼地形還復之時。』 

    光音天子來下世間，見地上有此地肥，便以指嘗，著口

中而取食之。是時，天子食地肥多者，轉無威神，又無光明，

身體遂重而生骨肉，即失神足，不復能飛；又彼天子食地肥

少者，身體不重，亦復不失神足，亦能在虛空中飛行。 

    是時，天子失神足者，皆共號哭，自相謂言：『我等今

日，極為窮厄，復失神足。』即住世間，不能復還天上，遂

食此地肥，各各相視顏色，彼時天子，欲意多者，便成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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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行情欲，共相娛樂，是謂，比丘！初世成時，有此婬欲，

流布世間，是舊常之法，女人必出於世，亦復舊法，非適今

也。 

    是時，餘光音天見此天子已墮落，皆來呵罵而告之曰：

『汝等何為行此不淨之行？』 

    是時，眾生等復作是念：我等當作方便，宜共止宿，使

人不見，轉轉作屋舍，自覆形體，是謂，比丘！有此因緣，

今有屋舍。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地肥自然入地，後轉生粳米，極

為鮮淨，亦無皮表，極為香好，令人肥白，朝收暮生，暮收

朝生，是謂，比丘！爾時始有此粳米之名生。 

    比丘！或有是時，人民懈怠，不勤生活，彼人便作是念：

我今何為日日收此粳米？應當二日一收，是時，彼人二日一

收粳米。爾時，人民展轉懷妊，由此轉有生分。 

    復有眾生語彼眾生言：『我等共取粳米。』 

    是時，彼人報曰：『吾已取二日食糧。』此人聞已，復

生此念：我當儲四日食糧，即時辦四日食糧。 

    復有眾生語彼眾生曰：『可共相將，外收粳米。』 

    此人報曰：『吾已收四日食糧。』彼人聞已，便生此念：

吾當辦八日食糧，即辦八日食儲，爾時，彼粳米更不復生。 

    是時，眾生各生此念：世間有大災患，今此粳米遂不如

本，今當分此粳米，即時分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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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眾生復生此念：我今可自藏粳米，當盜他粳米，是

時，彼眾生自藏粳米，便盜他粳米，彼主見盜粳米，語彼人

曰：『汝何故取吾粳米？今捨汝罪，後莫更犯。』爾時，世

間初有盜心。 

    是時，復有眾生聞此語已，復生此念：我今可自藏粳米，

當盜他粳米。是時，彼眾生便捨己物，而取他物，彼主見已，

語彼人曰：『汝今何為取我粳米？』然彼人默然不對，是時，

物主即時手拳相加，自今以後，更莫相侵。 

    是時，眾多人民，聞眾生相盜，各共雲集，自相謂言：

『世間有此非法，各共相盜，今當立守田人，使守護田，其

有眾生，聰明高才者，當立為田主。』 

    是時，即選擇田主而語之曰：『汝等當知，世間有此非

法竊盜，汝今守田當顧其直，諸人民來取他粳米者，即懲其

罪。』爾時，即安田主。  

    比丘當知：爾時，其守田者，號為剎利種，皆是舊法，

非為今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始有剎利種，姓中之上者，聰明高才人，天人所敬侍 

    爾時，其有人民侵他物者，是時剎利取懲罰之，然後彼

人不改其愆，故復犯之，是時剎利主勅作刀杖，取彼人而梟

其首，爾時，世間初有殺生。 

    是時，眾多人民聞此教令：「其有竊盜粳米者，剎利主

即取殺之。」皆懷恐懼，衣毛皆竪，各作草盧，於中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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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其梵行，而一其心，捨離家業、妻子、兒婦，獨靜其志，

修於梵行，因此以來，而有婆羅門名姓，是時，便有此二種

姓出現世間。 

    比丘當知：彼時由盜故，便有殺生，由殺故便有刀杖。

是時，剎利主告人民曰：『其有端正高才者，當使統此人民。』

又告之曰：『其有人民竊盜者，便懲其罪。』爾時，便有此

毘舍種姓，出現於世。 

    爾時，多有眾生便生此念：今日，眾生之類，各共殺生，

皆由業之所致，今可來往周旋，以自生活。爾時，便有首陀

羅種姓出現世間。」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初有剎利種，次有婆羅門，第三名毘舍，次復首陀羅。 

  有此四種姓，漸漸而相生，皆是天身來，而同為一色。 

    比丘當知：爾時，有此殺盜心，無復有此自然粳米。 

爾時，便有五種穀子：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華子，四

者果子，五者枝子，及餘所生種子，是謂五種之子，皆是他

方剎土風吹使來，取用作種，以此自濟。 

    如是，比丘！世間有此瑞應，便有生老病死，致使今日

有五盛陰身，不得盡於苦際，此名為劫成敗時之變易也。吾

與汝說，諸佛世尊常所應行，今盡與汝說之，當樂閑居靜處，

當念坐禪，勿起懈怠，今不精誠，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誨。」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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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七不退轉法2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是時，摩竭國王阿闍世，在群臣中而作是說：「此

跋祇國，極為熾盛，人民眾多，吾當攻伐，攝彼邦土。」 

    是時，阿闍世王告婆利迦3婆羅門曰：「汝今往至世尊

所，持吾姓名，往問訊世尊，禮敬承事云：『王阿闍世白世

尊言：意欲往攻伐跋祇國，為可爾否？』設如來有所說者，

汝善思惟，來向吾說，所以然者，如來語終不有二。」 

    是時，婆羅門受王教勅，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

面坐，是時，婆羅門白佛言：「王阿闍世禮敬世尊，承事問

訊，又復重白：意欲往攻伐跋祇大國，先來問佛為可爾否？」 

    爾時，彼婆羅門以衣覆頭脚，著象牙屐，腰帶利劍，不

應與說法。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若跋祇人民修七法者，終不為

外寇所壞。云何為七？若當跋祇國人民，盡集一處而不散

者，便不為他國所壞，是謂初法不為外寇所敗。 

                                                 
1
 ～A.VII. 20. Vassakara.，《長阿含 2 經》, 《中阿含 142 經》 

2
 ～《增支部》A.6.19. Maranassati (於出入息間)念死(1)、A.7.20. 

Vassakara 作雨者(大臣)、A.8.73. Maranasati，《長阿含 2 經》遊

行經，《中阿含 142 經》雨勢經，《佛般泥洹經》(大正 1.160)，

《般泥洹經》(大正 1.176)，《大般涅槃經》(大正 1.191)，說一

切有部根本毗柰耶雜事(大正 24.382)，梵 Mahaparinirvana-s. 

(Waldschmidt 1950、1951) 
3
 婆利迦～Vassa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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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阿難！跋祇國人，上下和順，跋祇人民，不為外

人所擒，是謂第二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跋祇國人，亦不邪婬，不著他女人色，

是謂第三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跋祇國不從此間而傳至彼，亦復不從彼

間傳來至此，是謂第四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跋祇國人供養精進沙門、婆羅門，承事

禮敬梵行人者，是謂第五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跋祇國人民，不貪著他財寶者，是謂第

六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跋祇國人民，皆同一心，不向神寺，專

精其意，便不為外寇所壞，是謂第七之法不為外寇所壞，是

謂，阿難！彼跋祇人修此七法者，終不為外人所壞。」 

    是時，梵志白佛言：「設當彼人成就一法，猶不可壞，

何況七法而可壞乎？」 

    「止！止！」 

    梵志白佛言：「世尊！國事猥多，欲還所止。」爾時，

梵志即從座起而去。彼梵志去不遠，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

今當說七不退轉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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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不退轉法？比丘當知：若比丘共

集一處，皆共和順，上下相奉，轉進於上，修諸善法而不退

轉，亦不為魔得其便，是謂初法不退轉也。 

    復次，眾僧和合，順從其教，轉進於上而行不退轉，不

為魔王所壞，是謂第二之法不退轉也。 

    復次，比丘！不著事務，不修世業，轉進於上，不為魔

王得其便，是謂第三不退轉法。 

    復次，比丘！不諷誦雜書，終日役其情意，轉進於上，

不為魔王得其便，是謂第四不退轉法。 

    復次，比丘！勤修其法，除去睡眠，恒自警寤，轉進於

上，不為弊魔而得其便，是謂第五不退轉法。 

    復次，比丘！不學算術，亦不使人習之，樂閑靜處，修

習其法，轉進於上，不為弊魔得其便，是謂第六不退轉法。 

    復次，比丘！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習於禪行，忍諸法

教，轉進於上，不為魔得其便，是謂第七不退轉法，若有比

丘成就此七法，共和合者，便不為魔得其便也。」爾時，世

尊便說此偈： 

   除去於事業，又非思惟亂，設不行此者，亦不得三昧。 

  能樂於法者，分別其法義，比丘樂此行，便致三昧定。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七法；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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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覺意對治七使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使2，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一者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憍

慢使，四者癡使，五者疑使，六者見使，七者欲世間使，是

謂，比丘！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結其身，

流轉世間，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源。 

    猶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軛，共相牽引，不得相

遠；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

得相離，其餘五使，亦復追從，五使適從，七使亦然，若凡

人之人為此七使所縛，流轉生死，不得解脫，不能知苦之原

本。 

    比丘當知：由此七使，便有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

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境界。然此七使之法復有七藥，云

何為七？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瞋恚使者，擇法覺意治之；

邪見使者，精進覺意治之；欲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3；憍

                                                 
1
 ～cf.《增支部》A.7.11.Anusaya 隨眠(1)，cf.《增支部》A. 

7.12.Anusaya 隨眠(2) 
2
 七使：或譯為「七隨眠」，即「欲貪、瞋、癡、慢、疑、見、  

  有貪(生存之貪)」。  
3
 貪欲使：經中說以「不淨觀」對治，恐無法以「喜覺意」對治，

因為貪欲有時也會伴隨喜，即喜貪。《清淨道論》(Vism.141)。

《彼多迦》(Petaka)中說：喜(對治)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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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使者，輕安覺意治之；疑使者，定覺意治之1；無明使者，

捨2覺意治之，是謂，比丘！此七使者用七覺意3治之。 

    比丘當知：我本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便生

此念：欲界眾生為何等所繫？ 

    復作是念：此眾生類為七使流轉生死，永不得解脫；我

今亦為此七使所繫，不得解脫。 

    爾時，復作是念：此七使為用何治之？ 

    復重思惟，此七使者當用七覺意治之，我當思惟七覺

意，思惟七覺意時，有漏心盡，便得解脫，後成無上正真之

道，七日之中，結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覺意，是故，諸比丘！

若欲捨七使者，當念修行七覺意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種人是世間無上福田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為

七種人？所謂七人者：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

者行捨，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是謂七種之

                                                 
1
 疑使：經中常用「如理作意」，或用「尋」(研究、討論法義等)

來對治，亦即用「擇法覺支」對治疑，亦可對治邪見。 
2
 捨（upekkha, upekha)：指平靜（equanimity）的心。 

3
 七覺意：或譯為七覺支或七菩提分，指「念覺支、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等七種覺悟 

  的因素（The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r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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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所以然者，其有眾生行此

七法者，於現法中獲其果報。」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

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乃說此七事乎？」 

    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不同，

雖供養須陀洹乃至佛，不於現世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

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加勇猛，成辦七法；如是，阿難！

當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勤修十隨念，免墮地獄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與大比丘眾五百

人俱，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及將阿難，入毘舍離乞

食。爾時，毘舍離城內，有大長者名毘羅先，饒財多寶，不

可稱計，然復慳貪，無惠施之心，唯食宿福，更不造新，爾

時，彼長者將諸婇女在後宮，作倡伎樂，自相娛樂。 

    爾時，世尊往詣彼巷，知而問阿難曰：「今聞作倡伎樂

為是何家？」 

    阿難白佛：「是毘羅先長者家。」 

    佛告阿難：「此長者却後七日命終，當生啼哭地獄中，

所以然者，此是常法，若斷善根之人，命終之時，皆生啼哭

地獄中，今此長者宿福已盡，更不造新。」 

    阿難白佛言：「頗有因緣使此長者，七日不命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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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難：「無此因緣得不命終，昔所種行，今日已盡，

此不可免。」 

    阿難白佛言：「頗有方宜，令此長者不生啼哭地獄乎？」 

    佛告阿難：「有此方宜，可使長者不入地獄耳。」 

    阿難白佛言：「何等因緣使長者不入地獄？」 

    佛告阿難：「設此長者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

者，便得免此罪也。」 

    阿難白佛言：「今我能使此長者出家學道。」 

    爾時，阿難辭世尊已，往至彼長者家，在門外立，是時，

長者遙見阿難來，即出奉迎，便請使坐，時，阿難語長者曰：

「今我從一切智人邊聞，如來今記：汝身却後七日，當身壞

命終，生啼哭地獄中。」 

    長者聞已，即懷恐懼，衣毛皆竪，白阿難曰：「頗有此

因緣，使七日中，不命終乎？」 

    阿難告曰：「無此因緣，令七日中，得免命終。」 

    長者復白言：「頗有因緣，令我命終不生啼哭地獄中

乎？」 

    阿難告曰：「世尊亦有此教：若長者剃除鬚髮，著三法

衣，出家學道者，便不入地獄中，汝今可宜出家學道，得到

彼岸。」 

    長者白言：「阿難在前去，我正爾當往。」是時，阿難

便捨而去，長者便作是念：言七日者，猶尚為遠，吾今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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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欲自娛樂，然後當出家學道。是時，阿難明日復至長者家，

語長者曰：「一日已過，餘有六日在，可時出家。」 

    長者白言：「阿難並在前，正爾當尋從。」 

    然彼長者猶故不去，是時，阿難二日、三日，乃至六日

至長者家，語長者曰：「可時出家，後悔無及；設不出家者，

今日命終，當生啼哭地獄中。」 

    長者白阿難曰：「尊者並在前，正爾當隨後。」 

    阿難告曰：「長者！今日以何神足至彼間？方言先遣吾

耶？但今欲共一時往。」 

    是時，阿難將此長者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白

佛言：「今此長者欲得出家學道，唯願如來當與剃除鬚髮，

使得學道。」 

    佛告阿難：「汝今躬可度此長者。」 

    是時，阿難受佛教勅，即時與長者剃除鬚髮，教令著三

法衣，使學正法，是時，阿難教彼比丘曰：「汝當念修行，

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1、念

安般、念身、念死，當修行如是之法，是謂，比丘！行此十

念者，便獲大果報，得甘露法味。」是時，毘羅先修行如是

法已，即其日命終，生四天王中。 

                                                 
1
 念休息：即「念寂止、寂止念」。請參閱《清淨道論》第八品「隨 

  念業處的解釋」，有關「寂止念的修法」282~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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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阿難即闍維1彼身，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立，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向者，比丘毘羅先者，今已命

終，為生何處？」 

    世尊告曰：「今此比丘命終，生四天王中。」 

    阿難白佛言：「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於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展轉生焰摩天、

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還來生，乃

至四天王中，是謂，阿難！毘羅先比丘，七番周旋天人之中，

最後得人身，出家學道，當盡苦際，所以然者，斯於如來有

信心故。 

    阿難當知：此閻浮提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

由旬，設有人供養閻浮提地人，其福為多否？」 

    阿難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如 2牛頃，信心不絕，修行十

念者，其福不可量，無有能稱量者，如是，阿難！當求方便，

修行十念3；如是，阿難！當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1
 闍維：火化。 

2
 ：讀作「夠」，取牛乳。 

3
 十隨念：指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施隨念、天隨

念、死隨念、身隨念、出入息隨念、寂止念等。請參閱《清淨

道論》196~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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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法能淨諸有漏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極妙之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

深邃具足，得修梵行，此經名為淨諸漏法，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淨諸漏法？或有有漏，緣見得

斷；或有有漏，恭敬得斷；或有有漏，親近得斷；或有有漏，

遠離得斷；或有有漏，娛樂得斷；或有有漏，威儀得斷；或

有有漏，思惟得斷。   

    彼云何有漏，由見得斷？凡夫之人不覩聖人，不順從如

來之法，不能擁護賢聖之法，不親近善知識，不與善知識從

事。其所聞法，應思惟法者，亦不分別；不應思惟者而思惟

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便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

有漏便增多；未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便增多，此法不

應思惟而思惟之。 

    彼云何法應思惟，然不思惟此法？所言思惟法者，未生

欲漏使不生，已生欲漏而滅之；未生有漏令不生，已生有漏

而滅之；未生無明漏令不生，已生無明漏而滅之，是謂此法

應可思惟而不思惟，所不應思惟者便思惟之。所應思惟者復

                                                 
1
 ～《增支部》A.6.58.Asava(一切)漏(以律儀斷,則以律儀斷等)，

《中部》M.2. Sabbasavasuttam 一切漏經，《中阿含 10 經》漏

盡經(大正 1.431.)，No.31.《一切流攝守因經》(大正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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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惟之，未生欲漏而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

已生有漏而增多；未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而增多。 

    彼人作如是思惟：云何有過去久遠，我今當有過去久

遠？或復思惟：無過去久遠。云何當有過去久遠？為誰有過

去久遠？云何復有當來久遠？我今當有將來久遠。 

    或復言：『無將來久遠，云何當有將來久遠？為誰有將

來久遠？云何有此眾生久遠？此眾生久遠為從何來？從此

命終，當生何處？』彼人起此不祥之念，便興六見1，展轉

生邪見想，有我見，審有此見；無有我見，審起此見；有我

見、無我見，於中起審見。 

    又復自觀身，復興此見：於己而不見己。 

    復興此見：於無我而不見無我，於中起此見。 

    爾時，彼人復生此邪見：我者即是今世，亦是後世，常

存於世而不朽敗，亦不變易，復不移動，是謂邪見之聚。邪

見、災患、憂悲苦惱，皆由此生而不可療治，亦復不能捨，

遂增苦本，由是不為沙門之行、涅槃之道。 

    又復，比丘！賢聖弟子修行其法，不失次序，善能擁護，

與善知識共從事，彼能分別，不可思惟法亦能知之；所可思

                                                 
1 六見：六種邪見，即 1.有我的真我。2.無我的真我。3.我以真我

而了解真我。4.我以真我而了解非真我。5.我以非真我而了解真

我。6.我的真我能說，能感受，能經驗善惡，而這我的真我是永

恆不變的。(《增壹阿含 40 品 6 經》、《中阿含 10 經》、《中部

2 經》)  
 



 165 

惟法，亦能知之；彼所不應思惟法，亦不思惟之；所應思惟

法而思惟之。 

    彼云何不應思惟法而不思惟之？於是，諸法未生欲漏而

生，已生欲漏而增多；未生有漏而生，已生有漏而增多；未

生無明漏而生，已生無明漏而增多，是謂此法不應思惟者而

不思惟之。 

    彼何等法應思惟者而思惟之？諸法未生欲漏而不生，已

生欲漏而滅之；未生有漏而不生，已生有漏而滅之；未生無

明漏而不生，已生無明漏而滅之，是謂此法應思惟者而思惟

之。 

    彼不應思惟者不思惟之，可思惟者便思惟之，彼作如是

思惟，便滅三法。云何為三？身見、戒禁取1、疑。設不知

不見，則增有漏之行；設見、聞、覺、知者，則不增有漏之

行；已知已見，有漏便不生；是謂此漏，見所斷也。 

    彼云何漏，恭敬所斷？於是，比丘！堪忍飢寒，勤苦，

風雨、蚊虻、惡言、罵辱，身生痛惱，極為煩疼，命垂欲斷，

便能忍之；若不爾者，便起苦惱，設復能堪忍者，如是不生，

是謂此漏，恭敬所斷。 

    彼云何漏，親近所斷？於是，比丘！持心受衣，不興榮

飾，但欲支其形體，欲除寒熱，欲令風雨不加其身，又覆形

體，不令外露；又復持心，隨時乞食，不起染著心，但欲支

                                                 
1
 戒禁取：原作「戒盜」，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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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體，使故疾得瘥，新者不生，守護眾行，無所觸犯，長

夜安穩而修梵行，久存於世。 

    復持心意，親近床座，亦不著榮華服飾，但欲除飢寒、

風雨、蚊虻之類，欲支其形體，得行道法。 

    又復持心親近醫藥，不生染著之心；於彼醫藥，但欲使

疾病除愈故，身體得安穩，設不親近者，則生有漏之患；若

親近，則無有漏之患，是謂此漏，親近所斷。 

    彼云何有漏，遠離所斷？於是，比丘！除去亂想，猶如

惡象、駱駝、牛、馬、虎、狼、狗、蛇蚖、深坑、危岸、荊

棘、峻崖、濕泥，皆當遠離之。莫與惡知識從事，亦復不與

惡人相近，能熟思惟，不去心首，設不將護者，則生有漏；

設擁護者，則不生有漏，是謂有漏，遠離所斷。 

    彼云何有漏，娛樂所斷？於是，比丘！生欲想而不捨

離；設起瞋恚想，亦不捨離；設復起疾想，亦不捨離，設不

捨離者，則生有漏；設能捨離者，便能不起有漏，是謂此漏

娛樂所斷。 

    云何有漏，威儀所斷？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不起色

想，亦不起染污之心，具足眼根，亦無缺漏而護眼根。若耳

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都不起染污之

心，亦不起想著而護意根；若不攝其威儀，則生有漏；若攝

其威儀者，則無有漏之患，是謂此漏，威儀所斷。 

    彼何等有漏，思惟所斷？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

欲，依無污，依滅盡而求出要。修擇法覺意、精進覺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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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意、輕安覺意、定覺意、捨覺意，依無欲，依無污，依滅

盡而求出要。若不修此者，則生有漏之患；設能修者，則不

生有漏之患，是謂此漏，思惟所斷。 

    若復比丘，諸所有漏，見斷者便見斷之，恭敬斷者恭敬

斷之，親近斷者親近斷之，遠離斷者遠離斷之，娛樂斷者娛

樂斷之，威儀斷者威儀斷之，思惟斷者思惟斷之，是謂，諸

比丘！具足一切威儀，能斷愛結，度於四流，漸漸越於苦際；

是謂，諸比丘！除有漏之法，諸佛世尊常所施行，愍念一切

有形之類，今已施行，汝等常樂閑居樹下，勤加精進，勿有

懈怠；今不勤加者，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誨。」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三十五 

◎七日品第四十之二  

（七）有七事得增益功德，其福不可稱量1 

    聞如是：一時，佛在阿踰闍江水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

俱，是時，大均頭在閑靜處而作是念：頗有此義，所行眾事

得增益功德耶？為無此理？ 

    是時，均頭即從座起，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坐，爾時，均頭白佛言：「世尊！向者在閑靜處而作是念：

頗有此理，所行眾事，得增益功德耶？我今問世尊！唯願說

之。」 

                                                 
1
 ～《中阿含 7 經》世間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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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可得增益功德。」 

    均頭白佛言：「云何得增益功德？」 

    世尊告曰：「增益有七事，其福不可稱量，亦復無人能

算計此者。云何為七？若族姓子、族姓女，未曾起僧伽藍1

處，於中興立者，此初福不可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持床座施彼僧伽藍者

及與比丘僧，是謂，均頭！第二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食施彼比丘僧，是

謂，均頭！第三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遮雨衣施比丘僧者，

是謂，均頭！第四功德其福不可計量。 

    復次，均頭！若族姓子、族姓女，以藥施與比丘僧者，

是謂第五之福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曠野作好井者，是謂，

均頭！第六功德不可稱計。 

    復次，均頭！若善男子、善女人，近道作舍，使當來過

去得止宿者，是謂，均頭！第七功德不可稱計。均頭！是謂

七功德法，其福不可稱量。 

    若行若坐，正使命終，其福隨後，如影隨形，其德不可

稱計，言當有爾許之福，亦如大海水，不可升斗量之，言當

有爾許之水；此七功德，亦復如是，其福不可稱限，是故，

                                                 
1
 僧伽藍（savghārāma）：或簡稱為「伽藍」，意為「僧寺，僧 

  團之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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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頭！善男子、善女人，當求方便，成辦七功德；如是，均

頭！當作是學。」爾時，均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當於出入息中修行死想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當修行死想，思惟死想。」 

    時，彼座上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常修行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汝云何思惟修行死想？」 

    比丘白佛言：「思惟死想時，意欲存七日思惟七覺意，

於如來法中，多所饒益，死後無恨，如是，世尊！我思惟死

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此非修行死想，此名為放

逸之法。」 

    復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能堪任修行死想。」 

    世尊告曰：「汝云何修行思惟死想？」 

    比丘白佛言：「我今作是念：意欲存在六日思惟如來正

法已，便取命終，此則有所增益，如是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汝亦是放逸之法，非為思

惟死想也。」 

    復有比丘白佛言：「欲存在五日。」或言四日，或言三

日、二日、一日者。 

                                                 
1
 ～《增支部》8.73.Mamaranassati(入息已出息、出息已入息)念

死(1)、A.6.19.Maranasati 死(1)，cf. A.8.73.Maranasati 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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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此亦是放逸之

法，非為思惟死想。」 

    爾時，復有一比丘白世尊言：「我能堪任修行死想。」 

    比丘白佛言：「我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

食已，還出舍衛城，歸所在，入靜室中，思惟七覺意而取命

終，此則思惟死想。」 

    世尊告曰：「止！止！比丘！此亦非思惟修行死想，汝

等諸比丘所說者，皆是放逸之行，非是修行死想。」 

    是時，世尊重告比丘：「其能如婆迦利比丘者，此則名

為思惟死想，彼比丘者，善能思惟死想，厭患此身，惡露不

淨。若比丘思惟死想，繫念在前，心不移動，念出入息往還

之數，於其中間思惟七覺意，則於如來法，多所饒益，所以

然者，一切諸行，皆悉空寂，起者滅者，皆是幻化，無有真

實，是故，比丘！當於出入息中思惟死想，便脫生老病死、

愁憂苦惱，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九）七裸形梵志等非是梵行人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

匿王即勅群臣：「速嚴寶羽之車，吾欲往世尊所，禮拜問訊。」    

是時，大王即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1
 ～《中部》M.18. Madhupidika 蜜丸經，《中阿含 115 經》蜜丸

經(大正 1.6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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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如來與無央數眾圍遶說法，是時，七尼揵子，復

有七裸形人，復有七黑梵志，復有七裸形婆羅門，去世尊不

遠而過，是時，波斯匿王見此諸人，去世尊不遠而過，即白

佛言：「觀此諸人，經過不住，皆是少欲知足，無有家業，

今此世間阿羅漢1者，此人最為上首，所以然者，於眾人中，

極為苦行，不貪利養。」 

    世尊告曰：「大王！竟未識真阿羅漢，不以裸形露體名

為阿羅漢。大王當知：此皆非真實之行，當念觀察久遠來變；

又復當觀，可親知親，可近知近，所以然者，過去久遠世時，

有七梵志，在一處學，年極衰弊，以草為衣裳，食以菓蓏，

起諸邪見，各生此念：我等持此苦行，使後作大國王，或求

釋、梵、四天王。 

    爾時，有阿私陀天師是諸婆羅門祖父，知彼梵志心中所

念：即從梵天上沒，來至七婆羅門所，是時，阿私陀天師去

天服飾，作婆羅門形，在露地經行，是時，七梵志遙見阿私

                                                 
1
 驗證阿羅漢的方法：《相應部》S.3.11.說：「用智慧，長時間共

住，知其戒行；共事，知其純淨；於不幸時，知其能力；交談，

知其智慧。」這四種辨識法，然後知道他是不是阿羅漢。 

     《別譯雜阿含 71 經》說：「(1)如共久處，用意觀察，爾乃

可知，持戒破戒；雖復久處，聰智能知，愚者不知。(2)若其父

母，親里眷屬，有死亡者，可分別知，若無此事，難可了知。

(3)若遭厄難，為人強逼，令行殺害，或為女人私處逼迫，而不

犯戒，可知堅實，隨逐觀察，乃能可知，淨行不淨，欲試其智，

聽其所說，唯有智者，善能分別，唯有智人，久處共住，爾乃

可知。」(大正 2, 399 上~中) 



 172 

陀經行，各懷瞋恚而作是語：『此是何等著欲之人，在我等

梵行人前行，今當呪灰滅之。』 

    是時，七梵志即手掬水灑彼，梵志呪曰：『汝今速為灰

土！』然婆羅門遂懷瞋恚，天師顏色倍更端正，所以然者，

慈能滅瞋。 

是時，七梵志便作是念：我等將不為禁戒退轉乎？我等

正起瞋恚，彼人更自端正。爾時，七人與天師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羅剎鬼神乎？是時名何等，我等欲知之。 

    是時，阿私陀天師即時報偈曰： 

   非天乾沓和，非鬼羅剎神，天師阿私陀，今我身是也。 

    『我今知汝心中所念，故從梵天上來下耳，梵天去此極

為玄遠，彼天帝身，亦復如是，轉輪聖王亦不可得，不可以

此苦行作釋、梵、四天王。』是時，天師阿私陀便說此偈： 

   心內若干念，外服而粗獷，但勤修正見，遠離於惡道。 

  心戒清淨行，口行亦復然，遠離於惡念，必當生天上。 

    是時，七梵志白天師曰：『審是天師乎？』 

    報曰：『是也，但念，梵志！不以裸形得生天上；未必

修此苦行，得生梵天，又非露暴形體，作若干苦行，得生彼

處；能攝心意，使不移動，便得生天上，不可以卿等所習得

生彼處。』 

    大王！觀察此義，不以裸形名為阿羅漢，凡夫欲知真人

者，此事不然。又復真人，能分別所習凡夫之行；又復凡夫

之人不能知凡夫之行，真人便能知凡夫之行，但大王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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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便知，久遠以來，非適今也。當此觀之，如是，大王！

當以方便學之。」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來所說甚為快哉！非世

人所能曉了，然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佛告王曰：「王宜知時。」爾時，王即從座起，禮世尊

足，便退而去。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迦栴延廣演佛法，非天、人所能及1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毘羅衛國2尼拘屢3園，與大比丘

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食後，從尼拘屢園，往至毘羅耶致

聚中，在一樹下坐。是時，執杖釋種，出迦毘羅越，至世尊

所，在前默然而住，爾時，執杖釋種問世尊言：「沙門作何

教勅？為何等論？」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我之所論，非天、龍、鬼神所

能及也；亦非著世，復非住世，我之所論，正謂斯耳。」 

是時，執杖釋種，頷頭嘆吒已，便退而去，爾時，如來即從

座起，還詣所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者，在彼園中坐，有執杖釋

種來至我所，而問我言：沙門為作何等論？ 

                                                 
1～《中部》M.18. Madhupindika 蜜丸經，《中阿含 115 經》蜜丸

經(大正 1.603.) 2/1 
2
 迦毘羅衛國～Kapilavatthu. 

3
 尼拘屢～Nigrodha. 



 174 

    吾報之曰：「我之所論，非天世人所能及也；亦非著世，

復非住世，我之所論，正謂斯耳。」是時，執杖釋種聞此語

已，便退而去。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亦不著世，復非住世？」 

    世尊告曰：「如我所論者，都不著世，汝今於欲而得解

脫，斷於狐疑，無有眾想，我之所論者，正謂此耳。」爾時，

世尊作此語已，即起入室。 

    是時，諸比丘各相謂言：「世尊向所論者，略說其義，

誰能堪任廣說此義乎？」 

    是時，諸比丘各相謂言：「世尊恒嘆譽尊者大迦栴延1，

今唯有迦栴延能說此義耳。」 

    是時，眾多比丘語迦栴延曰：「向者，如來略說其義，

唯願尊者廣演說之，事事分別，使諸人得解。」 

    迦栴延報曰：「猶如聚落，有人出於彼村，欲求真實之

物，彼若見大樹，便取斫殺，取其枝葉而捨之去，然今汝等

亦復如是，捨如來已，來從枝求實，然彼如來，皆觀見之，

靡不周遍，照明世間，為天、人導，如來者是法之真主，汝

等亦當有此時節，自然當遇如來說此義。」 

    時，諸比丘對曰：「如來雖是法之真主，廣演其義；然

尊者為世尊記，堪任廣說其義。」 

    迦栴延報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演說分別

其義。」 

                                                 
1
 大迦栴延～Mahakac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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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甚善。」是時，諸比丘從其受教。 

    迦栴延告曰：「今如來所言：『我之所論，非天、龍、

鬼神所能及，亦非著世，復非住世，然我於彼而得解脫，斷

諸狐疑，無復猶豫，如今眾生，好喜鬪訟，起諸亂想。』 

    又如來言：『我不於中起染著心。』此是貪欲使1，瞋

恚、邪見、欲世間使，憍慢使，疑使，無明使，或遇刀杖苦

痛之報，與人鬪訟，起若干不善之行，起諸亂想，與不善行。 

    若眼見色而起識想，三事相因便有觸，已有觸想便有

受，以有受便有所覺，以有所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

起若干種想著之念。 

    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觸細滑、意知法，而起識

想，三事相因便有觸，以有觸便有受，以有受便有所覺，以

有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於中起若干種想著之念，此

是貪欲使、瞋恚使、邪見使、憍慢使、欲世間使、癡使、疑

使，皆起刀杖之變，興若干種變，不可稱計。 

    若有人作是說：『亦無眼，亦無色而有觸。』此事不然；

設復言：『無觸有受者。』此亦不然；設言：『無受而有想

著者。』此事不然；設復有人言：『無耳無聲；無鼻無香；

無舌無味；無身、無細滑；無意、無法而言有識者。』終無

此理。 

                                                 
1
 使（anusaya）：或譯為「隨眠煩惱」。七使：指「欲貪、瞋、

癡、慢、疑、見、有貪(生存之貪)」七種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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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言：『無識而有觸者。』此事不然；設言：『無觸而

言有受者。』此事不然；設言：『無受而有想著者。』此事

不然。 

    若復有人言：『有眼有色，於中起識。』此是必然；若

言：『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法，於中起識者。』

此事必然。 

    諸賢當知：由此因緣，世尊說曰：『我之所論，天及世

人、魔或魔天，不能及者，亦不著世，復不住世，然我於欲

而得解脫，斷於狐疑，無復猶豫。』 

    世尊因此緣，略說其義耳，汝等若心不解者，更至如來

所，重問此義，設如來有所說者，好念奉持。」 

    是時，眾多比丘聞迦栴延所說，亦不言善，復不言非，

即從座起而去，自相謂言：「我等當持此義，往問如來，設

世尊有所說者，當奉行之。」 

    是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

時，眾多比丘以此本緣具白世尊。 

    爾時，如來告諸比丘曰：「迦栴延比丘，聰明辯才，已

廣演其義，設汝等至吾所，問此義，我亦當以此，與汝說之。」 

    爾時，阿難在如來後，是時，阿難白佛言：「此經義理

極為甚深，猶如有人，行路渴乏而遇甘露，取而食之，極為

香美，食無饜足；此亦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到處，聞

此法而無饜足。」 

    阿難重白世尊：「此經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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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甘露法味，當念奉行。」爾時，

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莫畏品第四十一  

（一）須陀洹若生恐懼，命終是否墮落？1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屢園中，是時，摩

訶男2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摩訶男釋白世尊言：「躬從如來受此言教：『諸

有善男子、善女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名不退轉，必成

道果，更不求諸外道異學，亦復不觀察餘人所為。』設當爾

者，此事不然。我若見暴牛、馬、駱駝，即時恐懼，衣毛皆

竪，復作是念：設我今日懷此恐懼，當取命終者，為生何處？」 

    世尊告摩訶男：「勿起恐畏之心，設當取命終，不墮三

惡趣，所以然者，今有三消滅之義。云何為三？如有著於婬

欲而起惱亂，復起害心向他人，已無此欲，則不起殺害之心，

於現法中不起苦惱，諸有惡不善法欲自害己；設無此者，則

無擾亂，便無愁憂，是謂，摩呵男，此三義惡不善法，便墮

在下，諸善之法便在於上。 

    亦如酥瓶，在水中壞，是時瓦石便沈在下，酥便浮在上；

此亦如是，諸惡不善之法便在下，諸善之法便浮在上。 

                                                 
1
 ～《相應部》S.55.21. Mahanama 摩訶男(1)、S.55.22. Mahanama

摩訶男(2)，《雜阿含 930 經》，《別譯雜阿含 155 經》 
2
 摩訶男～Mahā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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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訶男！當知我昔日未成佛道，在優留毘，六年勤苦，

不貪美味，身體極為羸瘦，如似百年之人，皆由不食所致，

若我欲起時，便自墮地。 

    時，我復作是念：設我於中命終者，當生何處？ 

    時，我復作是念：我今命終者，必不生惡道中。然復義

趣不可從樂至樂，要當由苦然後至樂。 

    我爾時復遊在仙人窟中，爾時，有眾多尼揵子在彼學

道，是時，尼揵子舉手指日，曝體學道，或復蹲而學道。 

    我爾時往至彼所，語尼揵子：『汝等何故離座，舉手翹

足乎？』 

    彼尼揵子曰：『瞿曇當知：昔我先師作不善行，今所以

苦者，欲滅其罪，今雖露形體，有慚辱分，亦消滅此事。瞿

曇當知：行盡，苦亦盡；苦盡，行亦盡，苦、行已盡，便至

涅槃。』 

    我爾時復語尼揵子曰：『此事不然，亦不由行盡，苦亦

盡；亦不由苦盡，行亦盡，得至涅槃，但令苦、行盡，得至

涅槃者，此事然矣！但不可從樂至樂。』 

    尼揵子曰：『頻毘娑羅王從樂至樂，有何苦哉？』 

    我爾時復語尼揵子曰：『頻毘娑羅王樂，何如我樂？』

尼揵子報我言：『頻毘娑羅王樂勝汝樂也。』 

    我爾時復語尼揵子曰：『頻毘娑羅王能使我七日七夜結

跏趺坐，形體不移動乎？正使六、五、四、三、二，乃至一

日，結跏趺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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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揵子報曰：『否也，瞿曇！』 

    世尊告曰：『我能堪任結跏趺坐，形不移動。云何，尼

揵子！誰者為樂？頻毘娑羅王樂耶？為我樂耶？』 

    尼揵子報曰：『瞿曇沙門樂。』 

    如是，摩訶男！當以此方便，知不可從樂至樂，要當從

苦至樂，摩訶男！猶如大村左，有大池水，縱橫一由旬，水

滿其中，若復有人，來取彼一滴水。云何，摩訶男！水何者

為多？一滴水多？為池水多乎？」 

    摩訶男曰：「池水多，非一滴水多也。」 

    世尊告曰：「此亦如是，賢聖弟子諸苦已盡，永無復有，

餘存在者，如一滴水耳。如我眾中，最下道者，不過七死七

生而盡苦際；若復勇猛精進，便為家家1，即得道跡。」 

    爾時，世尊重與摩訶男說微妙之法，彼聞法已，即從座

起而去。爾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七日中親族死 27 人之婆羅門，聞法後出家證果 

    聞如是：一時，尊者那伽波羅，在鹿野城中，是時，有

一婆羅門，年垂朽邁，昔與尊者那伽波羅少小舊識，是時，

婆羅門往至那伽波羅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梵志語那伽波羅曰：「汝今於樂之中，最為快樂。」 

    那伽波羅曰：「汝觀何等義而作是說：於樂之中，最為

快樂？」 

                                                 
1
 家家：果位之一，相當於「斯陀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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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羅門報曰：「我頻七日中，七男兒死，皆勇猛高才，

智慧難及；近六日中，十二作使人無常，能堪作使，無有懈

怠；近五日以來，四兄弟無常，多諸技術，無事不閑；近四

日以來，父母命終，年向百歲，捨我去世；近三日以來，二

婦復死，顏貌端正，世之希有；又復家中有八窖珍寶，昨日

求之而不知處，如我今日遭此苦惱，不可稱計。 

    然，尊者今日永離彼患，無復愁憂，以道法而自娛樂，

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說：於樂之中，最為快樂！」 

    是時，尊者那伽波羅告彼梵志曰：「汝何為不作方便，

使彼等之人而不命終乎？」 

    梵志對曰：「我亦多作方便，欲令不死，又不失時，亦

復隨時布施，作諸功德，祠祀諸天，供養諸長老、梵志，擁

護諸神，誦諸呪術，亦能瞻視星宿，亦復能和合藥草，亦以

甘饌飲食，施彼窮厄，如此之比，不可稱計，然復不能濟彼

命根。」 

    是時，尊者那伽波羅便說此偈： 

   藥草諸呪術，衣被飲食具，雖施而無益，猶抱身苦行。 

  正使祭神祠，香花及沐浴，計較此原本，無能療治者。 

  假使施諸物，精進持梵行，計較此原本，無能療治者。 

    是時，梵志問曰：「當行何法，使無此苦惱之患？」 

是時，尊者那伽波羅便說此偈： 

   恩愛無明本，興諸苦惱患，彼滅而無餘，便無復有苦。 

    是時，彼梵志聞是語已，即時便說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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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老不極老，所行如弟子，願聽出家學，使得離此災。 

    是時，尊者那伽波羅即授彼三衣，使出家學道，又告之

曰：「汝今，比丘！當觀此身，從頭至足，此髮、毛、爪、

齒為從何來？形體、皮肉、骨髓、腸胃悉從何來？設從此去，

當至何所？是故，比丘！勿多憂念世間苦惱，又當觀此毛孔

之中，求方便成四諦。」 

    是時，尊者那伽波羅便說此偈： 

   除想勿多憂，不久成法眼，無常行如電，不遇此大幸。 

  一一觀毛孔，生者滅者源，無常行如電，施心向涅槃。 

    是時，彼長老比丘，受如是言教，在閑靜處，思惟此義，

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

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

知之，是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是時，有一天人是彼比丘

舊知識，見彼比丘成阿羅漢已，便往至那伽波羅所，在虛空

中而說此偈： 

   已得具足戒，在彼閑靜處，得道心無著，除諸源惡本。 

    是時，彼天復以天華散尊者上，即於空中沒，不復現。 

爾時，彼比丘及天人聞尊者那伽波羅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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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七處善，又察四念處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當觀七處善，又察四法，於此現法中名為上

人。諸比丘！云何觀七處善，於是，比丘！以慈心遍滿一方、

二方、三方、四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盡於世間，以慈

心遍滿其中。 

    悲、喜、捨心，空，無相、無願，亦復如是，諸根具足，

飲食知量，恒自覺悟，如是，比丘！觀七處善。 

    諸比丘！云何察四處2之法？於是，比丘！內自觀身，

除去愁憂，身意止；外復觀身，身意止；內外觀身，身意止。

內自觀受，受意止；外自觀受，受意止；內外觀受，受意止。

內觀心，心意止；外觀心，心意止；內外觀心，心意止，除

去愁憂，無復苦患。內觀法，法意止；外觀法，法意止，內

外觀法，法意止，如是，比丘！觀四法之善。 

    若復，比丘！能如是觀七處善及觀察四法，於此現法中

名為上人，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辨七處善及觀四法；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1
 ～《相應部》S.22.57. Sattatthana 七處，《雜阿含 42 經》，大正

No.150A《佛說七處三觀 1 經》 
2
 四處：指「身、受、心、法」四念處。有關四念處的修習法，

請看《大念處經》與帕奧禪師的《正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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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利弗為比丘說當修八種道及七種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毘羅越城，尼拘屢園，與大比丘

眾五百人俱，是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欲詣北方遊化。」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世尊復告比丘曰：「汝等為辭舍利弗比丘乎？」 

    諸比丘對曰：「否也，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往辭舍利弗比丘，所以然

者，舍利弗比丘恒與諸梵行人教誡法，說法無厭足。」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微妙之法，諸比丘聞法已，即從

座起，禮世尊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舍利弗在釋種神寺中遊，爾時，眾多比丘往至舍

利弗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

「我等欲詣北方人間遊化，今已辭世尊。」 

    舍利弗言：「卿等當知：北方人民、沙門、婆羅門，皆

悉聰明，智慧難及，復有人民，喜來相試，若當來問卿：『諸

賢師，作何等論？』設當作是問者，欲云何報之？」 

    諸比丘報曰：「設當有人來問者，我當以此義報之：『色

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空也，如是智者

之所觀也。 

    受、想、行、識，亦復無常、苦、空、無我，如是智者

之所學也。此五盛陰，皆空皆寂，因緣合會，皆歸磨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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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久住。八種之道，將從有七，我師所說，正謂此耳。』若

剎利、婆羅門、人民之類，來問我義者，我等當以此義報之。」 

    是時，舍利弗語眾多比丘曰：「汝等堅持心意，勿為輕

舉。」是時，舍利弗與諸比丘說微妙法，即從座起而去。 

    是時，眾多比丘去不遠，舍利弗告諸比丘：「當云何行

八種道及七種法？」 

    是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我等乃從遠來，欲聞其

義，唯願說之。」 

    舍利弗報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是

時，諸比丘受教諦聽。 

    舍利弗告曰：「若一心念正見者，念覺意不亂也。 

    正思惟1者，念一心，一切諸法，擇法覺意也。 

    正語2者，身意精進，精進覺意也。 

    正業3者，一切諸法得生，喜覺意也。 

    正命4者，知足於賢聖之財，悉捨家財，安其形體，輕

安覺意也。 

    正精進5者，得賢聖四諦，盡除去諸結，定覺意也。 

    正念6者，觀四意止，身無牢固，皆空無我，捨覺意也。 

                                                 
1
 正思惟：原作「等治」，今改，以下同。 

2
 正語：原作「等語」，今改，以下同。 

3
 正業：原作「等業」，今改，以下同。 

4 正命：原作「等命」，今改，以下同。 
5
 正精進（sammāvāyāma）：原作「等方便」，今改，以下同。 

6
 正念：原作「等念」，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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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1者，不獲者獲，不度者度，不得證者使得證也。

設當有人來問此義，云何修八種道及七法？汝等當如是報

之，所以然者，八種道及七法，其有比丘修行此者，有漏心

便得解脫。 

    我今重告汝等，若有比丘，修行思惟八種道及七法者，

彼比丘便成二果而無狐疑，得阿那含或阿羅漢，且捨此事，

若不能多，一日之中，行此八種道及七法者，其福不可稱計，

得阿那含或阿羅漢，是故，諸賢，當求方便，行此八種道及

七法者，於取道無有狐疑。」爾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

歡喜奉行。     

 

（五）佛讚迦葉年邁猶不捨頭陀，阿難勝過去諸佛侍者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迦葉曰：「汝今年已朽邁，無少壯之意，宜可受諸長者衣

裳，及其飲食。」 

    大迦葉白佛言：「我不堪任受彼衣食，今此衲衣，隨時

乞食，快樂無比，所以然者，將來亦當有比丘，形體柔軟，

心貪好衣食，便於禪退轉，不復能行苦業。 

  又過去佛時，諸比丘等亦受人請，受人衣食，我等何為

不法古時聖人乎？坐貪著衣食故，便當捨服為白衣，使諸聖

賢無復威神，四部之眾漸漸減少，聖眾已減少，如來神寺復

                                                 
1
 正定：原作「等三昧」，今改，以下同。 

2
 ～《雜阿含》第 1141 經(迦葉)、《別譯雜阿含》第 116 經(迦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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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毀壞；如來神寺已毀壞故，經法復當凋落，是時，眾生無

復精光，以無精光，壽命遂短，是時，彼眾生命終已，皆墮

三惡趣，猶如今日眾生之類，為福多者，皆生天上；當來之

世為罪多者，盡入地獄。」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為世人民作

良祐福田。 

    迦葉當知：吾般涅槃後千歲餘，當有比丘於禪退轉，不

復行頭陀之法，亦不乞食、著補衲衣，貪長者請，受其衣食，

亦復不在樹下、閑居之處，好喜莊飾房舍，亦不用大小便為

藥，但著餘藥草，極甘美者；或於其中貪著財貨，悋惜房舍，

恒共鬪諍。 

    爾時，檀越施主篤信佛法，好喜惠施，不惜財物，是時，

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盡生天上，比丘懈怠者，死入地獄中，如

是，迦葉！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得久保。 

    又迦葉當知：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剃除鬚髮而習家業，

左抱男，右抱女，又執箏簫，在街巷乞食，爾時，檀越施主

受福無窮，況復今日至誠乞食者，如是，迦葉！一切行無常，

不可久保。 

    迦葉當知：將來之世，若有沙門比丘，當捨八種道及七

種法，如我今日，於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將來諸比丘以為

歌曲，在眾人中乞食，以自濟命，然彼檀越施主，雖飯彼比

丘眾，猶獲其福，況復今日而不得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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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難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

老，已向八十，然如來不久當取滅度，今持法寶付囑二人，

善念誦持，使不斷絕，流布世間；其有遏絕聖人言教者，便

為墮邊際，是故，今日囑累汝經法，無令脫失。」 

    是時，大迦葉及阿難即從座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

「以何等故，以此經法付授二人，不囑累餘人乎？又復如來

眾中，神通弟子不可稱計，然不囑累？」 

    世尊告迦葉曰：「我於天上人中，終不見有人能受持此

法寶，如迦葉、阿難之比；然聲聞中亦復不出二人上者，過

去諸佛亦復有此二人受持經法，如今迦葉、阿難比丘之比，

極為殊妙。 

  所以然者，過去諸佛頭陀行比丘，法存則存，法沒則沒，

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彌勒佛出世，然後取滅度1，

由此因緣，今迦葉比丘勝過去時比丘之眾。 

    又阿難比丘云何得勝過去侍者，過去諸佛侍者，聞他所

說，然後乃解；然今日阿難比丘，如來未發語便解，如來意

須是，不須是，皆悉知之，由此因緣，阿難比丘勝過去諸佛

侍者，是故，迦葉！阿難！吾今付授汝，囑累汝此法寶，無

令缺減。」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有生必有滅，無生則無死，此滅為最樂。 

    是時，大迦葉及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明法比丘案：巴利三藏無相對應的經典，也無「迦葉於彌勒佛

出世時，然後取滅度」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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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十六  

◎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一（八法初） 



（一）當求方便，遠離八難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凡夫之人，不聞不知說法時節。比丘當知：有

八不聞時節，人不得修行。云何為八？若如來出世時，廣演

法教，得至涅槃，如來之所行，然此眾生在地獄中，不聞不

覩，是謂初一難。 

    若復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畜生中，不聞

不覩，是謂第二之難。 

  復次，如來出世時，廣說法教，然此眾生在餓鬼中，不

聞不覩，是謂第三之難。 

  復次，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長壽天上，

不聞不覩，是謂第四之難。 

    復次，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邊地生，誹

謗賢聖，造諸邪業，是謂第五之難。 

  復次，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生

於中國，六情不完具，亦復不別善惡之法，是謂第六之難。 

    若復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生

在中國，雖復六情完具，無所缺漏，然彼眾生，心生邪見：

                                                 
1
 ～《增支部》A.8.29. Akkhana(梵行住有八) 難ㄋ

ㄢˊ，《中阿含 124

經》八難經(大正 1.6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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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無施，亦無受者，亦無善惡之報，無今世後世，亦無父

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證得阿羅漢者，自身作證而自遊樂，

是謂第七之難。 

    復次，如來不出世，亦復不說法，使至涅槃者，又此眾

生，生在中國，六情完具，堪任受法，聰明高才，聞法則解，

修行正見，便有物有施，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

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是謂第八之

難，非梵行人所修行，是謂，比丘！有此八難，非梵行人所

修行。 

    於是，比丘！有一時節法，梵行人所修行。云何為一？

於是，如來出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人生在中國，

世智辯聰，觸物皆明，修行正見，亦能分別善惡之法，有今

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

是謂梵行人修行一法，得至涅槃。」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八難非一類，令人不得道，如今現在前，世間不可遇。 

  亦當學正法，亦莫失是處，追憶過去等，便生地獄中。 

  於是斷無欲，思惟於正法，久存於世間，而無斷滅時。 

  於是斷無欲，思惟於正法，永斷生死源，久存於世間。 

  已得於人身，分別正真法，諸不得果者，必遊八難處。 

  今說有八難，佛法之要行，一難猶尚劇，如板孔浮海。 

  雖當離一難，然可有此理，設離於四諦，永離於正道。 

  是故當專心，思惟於妙理，至誠聽正法，便得無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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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遠離八難之處，莫願其中，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世尊說八大地獄及小地獄之因果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八大地獄。云何為八？一者還活地獄，二者

黑繩地獄，三者等害地獄，四者啼哭地獄，五者大啼哭地獄，

六者阿鼻地獄，七者炎地獄，八者大炎地獄。諸比丘！是謂

八大地獄。」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還活及黑繩，等害二啼哭，五逆阿鼻獄，炎.大炎地獄。 

  此名八地獄，其中不可處，皆由惡行本，十六隔子圍。 

  然彼鐵獄上，為火之所燒，遍一由旬內，熾火極熱盛。 

  四城四門戶，其間甚平整，又以鐵作城，鐵板覆其上。 

    斯由眾生罪報之緣，令彼眾生受苦無量，肉血銷盡，唯

有骨存。 

    以何等故名為還活地獄？又彼眾生，形體挺直，亦不動

搖，為苦所逼，不得移轉，形體已無肉血，是時，眾生自相

謂言：「眾生還活。」是時，彼眾生便自還活，以此因緣，

故名還活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黑繩地獄？彼眾生形體筋脈，皆化為

繩，以鋸鋸身，故名為黑繩地獄。復以何因緣，名為等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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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是時，彼眾生集在一處而梟其首，尋復還生，由此因緣，

名為等害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啼哭地獄？然彼眾生，善本斷滅，無

有毛髮遺餘在，在彼獄中，受惱無量，於中稱怨喚呼，聲不

斷絕，由此因緣，名為啼哭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大啼哭地獄？然彼眾生，在地獄中，

受無量苦痛，不可稱計；於中喚呼、椎胸自摑，同聲唱㘁1 

，由此因緣，名為大啼哭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阿鼻地獄？然眾生類，殺害父母，壞

佛偷婆，鬪亂眾僧，習邪倒見，與邪見共相應，一切不可療

治，以是之故，名為阿鼻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炎地獄？然眾生類，在彼獄中，形體

烟出，悉皆融爛，故名為炎地獄。 

    復以何因緣，名為大炎地獄？然彼眾生，在此獄中，都

不見罪人之遺餘，故名大燄地獄，是謂，比丘！由此因緣，

名為八大地獄。 

    然八地獄一一地獄有十六隔子，其名優鉢地獄、鉢頭地

獄、拘牟頭地獄、分陀利地獄、未曾有地獄、永無地獄、愚

惑地獄、縮聚地獄、刀山地獄、熱灰2地獄、火山地獄、灰

                                                 

1 㘁：讀作「義。」 

2
 熱灰：原作「湯灰」，參閱下文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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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地獄、荊棘地獄、沸屎地獄、劍樹地獄、熱鐵丸地獄，如

是十六隔子，不可稱量，使彼眾生，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或有眾生，毀正見者，誹謗正法而遠離之，命終之後皆

生還活地獄中；或有眾生，好喜殺生，便生黑繩地獄中；其

有眾生，屠殺牛羊及種種類，命終之後生等害地獄中；或有

眾生不與取，竊他物者，便生啼哭地獄中。 

    或有眾生，常喜淫泆，又復妄語，命終之後生大啼哭地

獄中；或有眾生，殺害父母，破壞神寺，鬪亂聖眾，誹謗聖

人，習倒邪見，命終之後生阿鼻地獄中。 

    或有眾生，此間聞語，復傳至彼；設彼間聞，復傳至此，

求人方便，彼人命終之後，生炎地獄中；或有眾生，鬪亂彼

此，貪著他物，興起慳嫉，意懷猶豫，命終之後，生大炎地

獄中；或有眾生，造諸雜業，命終之後，生十六隔子地獄中。 

    是時，獄卒役彼眾生，苦痛難量；或斷其手，或斷其脚，

或斷手脚；或截鼻，或斷耳，或斷耳鼻；或取材木壓之，或

以草著其腹，或取髮懸之，或剝其皮，或割其肉，或分為二

分，或還縫合，或取刀刖1之，或取火炙之，或融鐵灑之，

或五磔之，或張其身，或以利斧而梟其首，尋復還生，要當

人中所作罪畢，然後乃出。 

    是時，獄卒取彼眾生，以大槌碎其形體，或取脊脈剝之，

又復驅逐，使上劍樹，復驅使下，是時，有鐵嘴烏，尋復食

之，復取而繫之，不得動轉，尋復舉著大鑊湯中，加以鐵叉

                                                 
1
 刖：讀作「月」，斬斷犯人兩腳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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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害其身，風吹其身，復還生如故。是時，獄卒復使眾生上

刀山、火山，不令停住，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人中所

作罪畢，然後乃出。 

    是時，罪人不堪受此苦痛，復求入熱灰地獄中，受苦無

量，復從中出，入逆刺地獄，其中風吹，痛不可計；復從中

出，入熱屎地獄中，是時，熱屎地獄中有軟細虫，噉彼骨肉，

是時，眾生不堪受苦痛，復移至劍樹地獄，傷壞形體，痛不

可忍，是時，獄卒語彼眾生曰：『汝等為從何來？』 

    是時罪人報曰：『我曹亦復不知為從何來？』 

    又問：『為從何去？』 

    報曰：『亦復不知當何所至？』 

    又問：『今欲求何等？』 

    報曰：『吾等極患飢渴。』是時，獄卒以熱鐵丸著彼罪

人口中，燒爛身體，痛不可堪，要當畢其罪本，然後乃命終。

是時，罪人復還經爾許地獄，於中受苦數千萬歲，然後乃出。 

    比丘當知：閻羅王便作是念：諸有眾生，身口意行惡，

盡當受如是之罪；諸有眾生身口意行善者，如是之比，皆當

生光音天。」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常歡喜，如彼光音天，智者常懷懼，猶如處地獄。 

    是時，罪人聞閻羅王作是教令：『我何日當滅昔所作罪，

於此命終，得受人形，生在中國，與善知識共會，父母篤信

佛法，於如來眾中得出家學道，於現法中，得盡有漏，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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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我今重告汝，勤加用意，去離八難處，得生中國，與善

知識相遇，得修梵行，所願成果，不失本誓。』 

    是故，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離八大地獄及十

六隔子地獄者，當求方便，修八正道；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世尊最後的遊行1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城奈氏園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漸漸在人中遊化，是時，世尊還顧觀毘舍離城，尋

時便說此偈： 

   今觀毘舍離，更後不復覩，亦復更不入，於是當別去。 

    是時，毘舍離城中人民，聞說此偈，普懷愁憂，從世尊

後，各各墮淚，自相謂曰：「如來滅度將在不久，世間當失

光明。」 

    世尊告曰：「止！止！諸人勿懷愁憂，應壞之物，欲使

不壞者，終無此理，吾先已有此四事之教，由此得作證，亦

復與四部眾說此四事之教。云何為四？一切行無常，是謂一

法；一切行苦，是謂二法，一切行無我，是謂三法；涅槃為

滅盡2，是謂第四法。如是不久，如來當取滅度，汝等當知

四法之本，普與一切眾生而說其義。」 

                                                 
1
 ～cf. D.16. Mahaparinibbana 大般涅槃經，No.135.《佛說力士移

山經》，No.136.《佛說四未曾有法經》，cf.《長阿含 2 經》遊行

經 
2
 涅槃為滅盡：指證入涅槃時，痛苦煩惱即已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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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欲使毘舍離城人民還歸，即化作大坑，如來

將諸比丘眾在於彼岸，國土人民而在此岸。是時，世尊即擲

己鉢在虛空中，與彼人民，又告之曰：「汝等，好供養此鉢，

亦當供養高才法師，長夜之中，獲福無量。」是時，世尊與

彼鉢已，即時詣拘尸那竭國。 

    是時，拘尸那竭國，人民五百餘，集在一處，各作此論：

「我同共造奇特之事，使後命終之時，名稱遠布，子孫共傳：

『昔日拘尸那竭，力勢叵及。』」 

    斯須，復作是念：當造立何功德？爾時，去拘尸那竭國

不遠，有大方石，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我等當共竪之。

盡其筋力，欲得竪立，而不克獲，亦不動搖，何況能舉之乎？  

    是時，世尊便往至彼所而告之曰：「諸童子，欲何所施

為？」時，諸童子即白佛言：「我等向者，各作此論，欲移

此石，使世世稱傳其名，施功以來，乃經七日，然不能使此

石移轉。」 

    佛告諸童子：「卿等欲使如來竪此石乎？」 

    童子報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當安此石。」 

    是時，世尊以左手摩抆此石，舉著右手中，擲著虛空中，

是時，彼石乃至梵天上，是時，拘尸那竭力士不見此石，而

白世尊曰：「此石今何所至？我等今日咸共不見。」 

    世尊告曰：「此石今乃至梵天上。」 

    童子白佛言：「此石何時當來閻浮提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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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我今當引譬喻，智者以譬喻得解，設復有

人，往梵天上，取此石投閻浮提者，十二年乃到，然今如來

威神所感，正爾當還。」如來說此語已，是時彼石尋時還來，

虛空之中，雨諸天華，若干百種。 

    是時，彼童子五百餘人，遙見石來，各各馳散，不安本

處，佛告童子：「勿懷恐懼，如來自當知時。」 

    爾時，世尊舒左手，遙接彼石，著右手中而竪立之。是

時，三千大千剎土，六番震動，虛空之中，諸神妙天，散種

種優鉢蓮華。是時，五百童子皆嘆未曾有：「甚奇！甚特！

如來威神，實不可及，此石今長百二十步，廣六十步，然以

一手而安處之。」 

    是時，五百童子白佛言：「如來以何力移動此石，為神

足力，為用智慧力安處此石乎？」 

    佛告童子曰：「吾亦不用神足力，亦復不用智慧力，吾

今用父母之力安處此石。」 

    諸童子白佛言：「不審如來用父母之力，其事云何？」 

    世尊告曰：「吾今當與汝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童

子當知：十駱駝之力，不如一凡象之力；又復十駱駝及一凡

象之力，不如一迦羅勒象力；又復十駱駝及一凡象力，并迦

羅勒象力，不如一鳩陀延象力；正使十駱駝、一凡象力，乃

至鳩陀延象力，不如一婆摩那象力也；復計此象之力，不如

一迦泥留象力也；復計諸象之力，復不如一優鉢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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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計爾許象之力，復不如一鉢頭摩象力也；復計挍爾許

象力，復不如一拘牟陀象力也；復取計挍之，復不如一分陀

利象力也；復取計挍之，復不如一香象之力；復取計挍之，

復不如一摩呵那極之力；復取計挍之，復不如一那羅延之

力；復取計挍之，復不如一轉輪聖王之力；復取計挍之，復

不如一阿維越致之力；復取計挍之，不如一補處菩薩之力；

復取計挍之，復不如一道樹下坐菩薩之力；復取計挍之，復

不如一如來父母遺體之力，吾今以父母之力安處此石。」 

    爾時，五百童子復白世尊言：「如來神足力者，其事云

何？」 

    世尊告曰：「吾昔日有弟子，名曰目揵連，神足之力，

最為第一，爾時，共遊在毘羅若，竹園村中，爾時，國土至

儉，人民相食，白骨盈路，然出家學道，乞求難得，聖眾羸

瘦，氣力虛竭，又復村中生民之類，皆懷飢色，無復聊賴。 

    是時，大目揵連來至我所，而白我言：『今此毘羅若，

極為飢儉，乞求無處，生民困悴，無復生路，我躬從如來受

此言教：今此地下有自然地肥，極為香美，唯願世尊聽許弟

子，反此地肥，令在上，使此人民得食噉之，又使聖眾得充

氣力。』 

    我爾時告目揵連曰：『諸地中蠕動之虫，欲安處何所？』 

目揵連白言：『當化一手似此地形，又以一手反此地肥，使

蠕動之虫，各安其所。』 

    我爾時復告目揵連曰：『汝當有何心識，欲反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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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揵連白言：『我今反此地形，猶如力士，反一樹葉而

無疑難。』 

    我爾時語目揵連曰：『止！止！目揵連，不須反此地肥。

所以然者，眾生覩此當懷恐怖，衣毛皆竪，諸佛神寺亦當毀

壞。』 

    是時，目揵連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許聖眾詣鬱單越

乞食！』 

    佛告目揵連：『此大眾中無神足者，當云何詣彼乞食？』 

    目連白佛言：『其無神足者，我當接詣彼土。』 

    佛告目揵連：『止！止！目揵連！何須聖眾詣彼乞食，

所以然者，將來之世亦當如是飢饉，乞求難得，人無顏色。

爾時，諸長者婆羅門當語比丘言：汝等何不詣鬱單越乞食？

昔日釋種弟子有大神足，遇此飢饉，皆共詣鬱單越乞食，而

自存濟。今日釋迦弟子無有神足，亦無威神、沙門之行，便

輕慢比丘，使彼長者居士，普懷憍慢之心，受罪無量。目揵

連當知：以此因緣，諸比丘眾不宜盡往詣彼乞食。』 

    諸童子當知：目揵連神足，其德如是，計目揵連神足之

力，遍三千大千剎土，無空缺處，不如世尊神足之力，百倍、

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如來神足，其德不可量

也。」 

    諸童子白佛言：「如來智慧力者，何者是乎？」 

    世尊告曰：「我昔日亦有弟子，名舍利弗，智慧之中最

為第一，如大海水，縱廣八萬四千由旬，水滿其中；又須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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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八萬四千由旬，入水亦如是。然閻浮提地，南北二萬

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今取較之，以四大海水為墨，以

須彌山為樹皮，現閻浮提草木作筆，使三千大千剎土人民盡

能書，欲寫舍利弗比丘智慧之業，然童子當知：四大海水，

墨、筆、人之漸漸命終，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盡。 

    如是，童子！我弟子中，智慧第一，不出舍利弗智慧之

上，計此舍利弗比丘，遍滿三千大千剎土，無空缺處，欲比

如來之智慧，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如

來智慧力者，其事如是。」 

    是時，童子復白佛言：「頗更有力出此力者乎？」 

    世尊告曰：「亦有此力出諸力之上。何者是？所謂無常

力是。今日夜半，如來在雙樹間，為無常力所牽，當取滅度。」 

    爾時，諸童子咸共墮淚：「如來取滅度，何其速哉！世

喪眼目！」  

    爾時，君茶羅繫頭比丘尼，是婆陀長者女，此比丘尼便

作是念：吾聞世尊不久將取滅度，然日數已近，今宜可往至

世尊所，親覲問訊。 

    是時，彼比丘尼即出毘舍離城，往至世尊所，遙見如來

將諸比丘眾，及五百童子，欲詣雙樹間。爾時，比丘尼至世

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聞世尊將在不久取滅度。」 

   世尊告曰：「如來取滅度，正在今日夜半耳。」 

    是時，比丘尼白佛言：「我今所以出家學道，又不果所

願，然世尊捨我滅度，唯願說微妙之法，使果其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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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汝今當思惟苦之原本。」 

    比丘尼復白佛言：「實苦，世尊！實苦，如來！」 

    世尊告曰：「汝觀何等義而言苦乎？」 

    比丘尼白佛言：「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

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如是，世尊！

我觀此義已，故言謂苦。」 

    是時，比丘尼思惟義已，即於座上得三達智，是時，比

丘尼白佛言：「我不堪見世尊取滅度，唯願聽許先取滅度。」 

    是時，世尊默然可之，是時，比丘尼即從座起，禮世尊

足，尋於佛前，身飛在虛空，作十八變，或行或坐，或復經

行，身放烟火，踊沒自由，無所觸礙，或出水火，遍滿空中，

是時，彼比丘尼作無央數之變已，即於無餘涅槃界而取滅

度，是時，當取滅度之日，八萬天子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智慧捷

疾者，所謂君羅比丘尼是也。」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雙樹間與如來敷座，使頭

北首。」 

    對曰：「如是，世尊！」即受佛教往雙樹間，與如來敷

座，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敷座已訖，使頭

北首，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往彼樹間，就所敷座，是時，尊者阿難白世

尊言：「有何因緣，如來敷座，言頭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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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難：「吾滅度後，佛法當在北天竺，以此因緣故，

使敷座北向。」 

    是時，世尊分別三衣，爾時阿難白佛：「以何等故，如

來今日分別三衣？」 

    佛告阿難：「我以當來之世檀越施主，故分別此衣耳，

欲使彼人受其福，故分別衣耳。」 

    是時，世尊須臾之頃，口出五色光，遍照方域，爾時，

阿難復白佛言：「復以何因緣，如來今日口出五色光？」 

    世尊告曰：「我向作是念：本未成道時，長處地獄，吞

熱鐵丸；或食草木，長此四大；或作騾、驢、駱駝、象、馬、

猪、羊；或作餓鬼，長此四大，或作人形，有受胎之厄；或

受天福，食自然甘露。我今已成如來，以根、力、覺、道1成

如來身，由此因緣故，口出五色光。」 

    是時，須臾之間，口出微妙之光，勝於前光，是時，阿

難白世尊言：「復以何因緣，如來重出妙光，勝於前者？」 

    世尊告曰：「我向者作是念：過去諸佛世尊，取滅度時，

遺法不久存於世。我復重思惟：以何方便，使我法得久存在

世。如來身者，金剛之數，意欲碎此身，如芥子許，流布世

間，使將來之世，信樂檀越不見如來形像者，取供養之因，

緣是福祐，當生四姓家、四天王家、三十三天、焰摩天、兜

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因此福祐，當生欲界、色界、

                                                 
1
 根、力、覺、道：指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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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色界；或復有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

道、辟支佛道，或成佛道，由此因緣故，出斯光明。」 

    是時，世尊躬自襞僧伽梨四疊，右脇著地，脚脚相累，

是時，尊者阿難悲泣涕零，不能自勝，又自考責：「既未成

道，為結所縛，然今世尊捨我滅度，當何恃怙？」 

    是時，世尊知而告諸比丘曰：「阿難比丘今為所在？」      

    諸比丘對曰：「阿難比丘今在如來床後，悲號墮淚，不

能自勝，又自考責：既不成道，又不斷結使，然今世尊捨我

滅度。」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止！止！阿難！無為愁憂，夫

物處世，應當壞敗，欲使不變易者，此事不然，勤加精進，

念修正法，如是不久，亦當盡苦際，成無漏行。過去時，多

薩阿竭1阿羅漢、三耶三佛，亦有如此侍者；正使將來恒沙

諸佛，亦當有此侍者，如阿難比。 

    轉輪聖王有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於是，轉輪聖王欲

出國界時，人民見者，莫不喜悅；爾時，轉輪聖王有所言教，

其有聞者，靡不喜悅；聞其言教，乃無饜足；爾時，轉輪聖

王默然，正使人民見王默然，亦復歡喜，是謂，比丘！轉輪

聖王有此四未曾有法。 

    比丘當知：阿難今日亦有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正使

阿難比丘，默然至大眾中，其有見者，莫不喜悅；正使阿難

比丘有所說者，其聞語者，皆共歡喜；假使默然，亦復如是。

                                                 
1
 多薩阿竭（tathāgata）：即「如來」之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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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使阿難比丘至四部眾中，剎利、婆羅門眾中，入國王、居

士眾中，皆悉歡悅，起恭敬心，視無厭足；正使阿難比丘有

所說者，其聞法教，受無厭足，是謂，比丘！阿難有此四未

曾有法。」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當云何與女人從事？然今比丘

到時，著衣持鉢，家家乞食，福度眾生。」 

    佛告阿難：「莫與相見，設與相見，莫與共語，設共語

者，當專心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與女交通，亦莫共言語，有能遠離者，則離於八難。 

 
◎卷第三十七  

◎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 

 

    「當云何與車匿比丘從事？」 

    世尊告曰：「當以梵法罰之。」 

    阿難白佛言：「云何梵法罰之？」 

    世尊告曰：「不應與車匿比丘有所說，亦莫言善，復莫

言惡，然此比丘亦復不向汝當有所說。」 

    阿難白佛言：「設不究事者，此則犯罪不重乎？」 

    世尊告曰：「但不與語即是梵法之罰；然猶不改者，當

將詣眾中，諸人共彈使出，莫與說戒，亦莫與法會從事。」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與彼怨家，而報其怨者，恒念莫與語，此惡無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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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拘尸那竭人民，聞如來當取滅度，剋在夜半。是

時，國土人民，往至雙樹間，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人民白世尊言：「今聞如來當取滅度，我等當云何興

敬？」 

    是時，世尊顧視阿難，是時，阿難即作是念：如來今日

身體疲倦，欲使我指授彼義，是時，阿難右膝著地，長跪叉

手，白世尊言：「今有二種之姓，一名婆阿陀，二名須拔陀，

今來自歸如來聖眾：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自今以後，不復

殺生！ 

    復有名帝奢，二名優波帝奢，復有名弗舍，二名雞頭，

如是之比，皆來歸如來：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自今以後，

不復殺生，奉持五戒！」 

    是時，世尊廣為說法，發遣使歸，是時，五百摩羅眾即

從座起，繞佛三匝，便退而去。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吾

最後受證弟子，所謂拘尸那竭五百摩羅是也。」 

    爾時，須拔梵志，從彼國來至拘尸那竭國，遙見五百人

來，即問之曰：「汝等為從何來？」 

    五百人報曰：「須拔當知：如來今日，在雙樹間當取滅

度。」是時，須拔便作是念：如來出現於世，甚為難遇，如

來出世，時時乃有，如優曇鉢華，億劫乃出。我今少多有疑，

不解諸法，唯彼瞿曇沙門，能解我狐疑，我今可往至彼瞿曇

所，而問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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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須拔梵志至雙樹間，到阿難所，白阿難曰：「吾

聞世尊今日當取滅度，為審爾否？」 

    阿難報曰：「審有其事。」 

    須拔白言：「然我今日猶有狐疑，唯願聽許白世尊此言：

『餘人不解六師所說，為得見沙門瞿曇所說乎？』」 

    阿難白言：「止！止！須拔！勿擾如來。」 

    如是再三，復白阿難曰：「如來出世甚不可遇，如優曇

鉢華，時時乃有；如來亦復如是，時時乃出，然我今觀如來

能解我狐疑，我今所問義者，蓋不足言，又今，阿難！不與

我往白世尊，又聞如來却覩無窮，前覩無極，然今日獨不見

接納。」 

    是時，世尊以天耳遙聞須拔向阿難作如是論，爾時，世

尊告阿難曰：「止！止！阿難！勿遮須拔梵志，所以然者，

此來問義，多所饒益，若我說法者，即得度脫。」 

    是時，阿難語須拔言：「善哉！善哉！如來今聽在內聞

法。」是時，須拔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又復須

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須拔白世尊言：「我今欲有所問，唯願聽許！」 

是時，世尊告須拔曰：「今正是時，宜可時問。」 

    是時，須拔白佛言：「瞿曇！諸異沙門知諸算術，多所

過度，所謂不蘭迦葉、阿夷耑、瞿耶樓、波休迦旃、先毘盧

持、尼揵子等，如此之輩，知三世事乎？為不解耶？其六師

之中，復有勝如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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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曰：「止！止！須拔！勿問此義，何煩問

此勝如來乎？然我今日在此座上，當與汝說法，善思念之。」 

    須拔白佛言：「今當為問深義，唯願世尊以時說之。」 

    爾時，世尊告曰：「我初學道，時年二十九，欲度人民

故，三十五年在外道中學，自是以來，更不見沙門、婆羅門，

其大眾中，無八聖道者，則無沙門四果，是謂，須拔，世間

空虛，更無真人得道者也。 

    以賢聖法中，有八聖道者，則有沙門四果之報，所以然

者，因有沙門四果之報，皆由賢聖八品道也。須拔！若我不

得無上正真之道，皆由不得賢聖八品道，以其得賢聖八品

道，故成佛道，是故，須拔！當求方便，成八聖道。」 

    然須拔復白佛言：「我亦樂聞賢聖八品道，唯願演說！」 

    世尊告曰：「所謂八聖道者，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1，是謂，須拔！賢聖八品

道。」 

    是時，須拔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爾時，須拔語阿難言：

「我今快得善利，唯願世尊聽為沙門。」 

    阿難報言：「汝今自往，至世尊所，求作沙門。」 

    是時，須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願

世尊聽作沙門。」 

                                                 
1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八

正道，原作「等見、等治、等語、等命、等業、等方便、等念、

等三昧」，今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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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須拔即成沙門身，著三法衣，時，須拔仰觀世尊

顏，即於座上，有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最後弟子，所謂須拔是也。」

爾時，須拔白佛言：「我今聞世尊夜半當取般涅槃，唯願世

尊先聽我取涅槃，我不堪見如來先取滅度。」 

    爾時，世尊默然可之，所以然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

最後取證弟子先取般涅槃，然後如來而取滅度，此是諸佛世

尊常法，非適今日也！ 

    是時，須拔見世尊已可之，即在如來前，正身正意，繫

念在前，於無餘涅槃界而取滅度，是時，此地六番震動。爾

時，世尊便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則不死，此滅為最樂。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自今以後，勅諸比丘！不得卿

僕相向，大者稱尊，小者稱賢，相視當如兄弟，自今以後，

不得稱父母所作字。」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今諸比丘當云何自稱名號？」 

世尊告曰：「若小比丘向大比丘稱長老，大比丘向小比丘稱

姓字，又諸比丘欲立字者，當依三尊，此是我之教誡。」是

時，阿難聞世尊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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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來法中有八未曾有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鹿野苑中，與大比丘眾五百

人俱，是時，婆呵羅阿須倫，及牟提輪天子，非時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如來問阿須倫曰：「汝等甚樂大海中乎？」 

    阿須倫白佛言：「實樂，非為不樂。」 

    世尊告曰：「大海之中有何奇特之法，汝等見已，於中

娛樂？」 

    阿須倫白佛言：「大海之中有八未曾有法，諸阿須倫娛

樂其中。云何為八？於是，大海之中既深且廣，是謂初未曾

有法。復次，大海有此神德，四大江河，一一河者，將從五

百以投大海，便失本名，是謂第二法也。復次，大海皆同一

味，是謂第三法也。復次，大海以時潮賀，不失時節，是謂

第四未曾有法。 

    復次，大海鬼神所居，有形之類，無不在大海中者，是

謂第五未曾有法。復次，大海之中，能容極大之形，百由旬

形，千由旬形，乃至七千由旬形，亦不逼迮2，是謂第六未

曾有法。復次，大海之中出若干種珍寶，硨磲、瑪瑙、真珠、

琥珀、水精、琉璃，是謂第七未曾有法。復次，大海之中，

                                                 
1
 ～《增支部》A.8.19. Asurinda Paharadasuttam 波呵羅(阿修羅王,

大海、法律有八種希有法)，《中阿含 35 經》阿修羅經(大正藏

1.475c)，《施設論》(大正藏 26.526c)，《律藏》Vin.vol.2.237.(CSCD 

pg.419) 
2
 迮：讀作「則」，逼迫，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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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金沙，又有須彌山，四寶所成，是謂第八未曾有法，此

名八未曾有法，使諸阿須倫娛樂其中。」 

    是時，阿須倫白世尊曰：「如來法中有何奇特，使諸比

丘見已，娛樂其中？」 

    佛告阿須倫曰：「有八未曾有法，使諸比丘娛樂其中。

云何為八？我法中戒律具足，無放逸行，是謂初未曾有法，

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如彼大海，既深且廣。 

    復次，我法中有四種姓，於我法中作沙門，不錄前名，

更作餘字，猶如彼大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更無

餘名，是謂第二未曾有法。 

    復次，我法中施設禁戒，隨其教戒，亦不越序，是謂第

三未曾有法。復次，我法中皆同一味，所謂賢聖八品道味是

也，是謂第四未曾有法也，如彼大海，悉同一味。 

    復次，我法中種種法充滿其中，所謂四意止、四意斷、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諸比丘見已，娛樂

其中，如彼大海，諸神居其中，是謂第五未曾有法。 

    復次，我法中有種種珍寶，所謂念覺意寶、擇法覺意寶、

精進覺意寶、喜覺意寶、輕安覺意寶、定覺意寶、捨覺意寶，

是謂第六未曾有法，諸比丘見已，娛樂其中，如彼大海出種

種珍寶。 

    復次，我法中有眾生之類，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

學道，於無餘涅槃界而取滅度，然我法中無有增減，如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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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諸河投之，無有增減，是謂第七未曾有法，諸比丘見已，

娛樂其中。 

    復次，我法中有金剛三昧，有滅盡三昧，一切光明三昧，

得不起三昧，種種三昧，不可稱計，是謂第八未曾有法，諸

比丘見已，娛樂其中1，如彼大海，下有金沙。於我法中有

此八未曾有法，諸比丘娛樂其中。」 

    是時，阿須倫白世尊曰：「如來法中，使有一未曾有法

者，勝彼海中八未曾有法，百倍、千倍不可為比，所謂賢聖

八品道是也，善哉！世尊！快說斯言。」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

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爾時，世尊已見彼心開意解，

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盡與說之。 

    爾時，阿須倫便作是念：「應有五諦，今世尊但說四諦，

與諸天說五諦。」是時，天子即於座上得法眼淨。 

    時，阿須倫白世尊言：「善哉！世尊！快說斯言，今欲

還所在。」 

    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復道

而去。 

    時，天子語阿須倫曰：「汝今所念極為不善，云如來與

諸天說五諦，與我說四諦。所以然者，諸佛世尊終無二言，

諸佛終不捨眾生，說法亦無懈倦，說法亦復無盡，亦復不選

                                                 
1
 「其中」二字脫漏，參閱前後文而後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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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人與說法，平等心而說有四諦，苦集滅道，汝今莫作是念

而呰1如來，言有五諦。」 

    是時，阿須倫報曰：「我今所造不善，自當懺悔！要當

至如來所，便問此義。」爾時，阿須倫及天子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五）佛為比丘說天地大動八因緣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天地大動有八因緣。云何為八？比丘當知：此

閻浮提地，南北二萬一千由旬，東西七千由旬，厚六萬八千

由旬，水厚八萬四千由旬，火厚八萬四千由旬，火下有風厚

六萬八千由旬，風下際有金剛輪，過去諸佛世尊舍利盡在彼

間。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大風正動，火亦復動；火已動，

水便動；水已動，地便動，是謂第一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菩薩從兜率天，降神來下，在母胎中，是時地亦

大動，是謂第二因緣使地大動。復次，菩薩降神出母胎時，

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三因緣使地大動。 

                                                 
1
  呰：讀作「子」，通「訾」，毀謗。 

2
 ～《增支部》A.8.70. Bhumicala(八種)地震，《中阿含 36 經》地

動經(大正 1.477b)，《長部》D.16./II,106-109.(三章 10~20 節)，

自說經(Ud.6.1)，《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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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菩薩出家學道，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是時天地大

動，是謂第四因緣使地大動。復次，若如來入無餘涅槃界而

取滅度，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五因緣使地大動。 

    復次，有大神足比丘，心得自在，隨其意欲，行無數變

化，或分身為百千之數，復還為一，飛行虛空，石壁皆過，

踊沒自在，觀地無地相，了悉空無，是時地為大動，是謂第

六因緣地為大動。 

    復次，諸天有大神足，神德無量，從彼命終，還生彼間，

由宿福行，具足諸德，捨本天形，得作帝釋或梵天王，時地

為大動，是謂第七因緣地為大動。 

    復次，若眾生命終福盡，是時諸國王，不樂本邦，各各

相攻伐，或飢饉死者，或刀刃死者，是時天地大動，是謂第

八因緣使地大動；如是，諸比丘！有八因緣使天地大動。」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阿那律思惟八大人念1 

    聞如是：一時，尊者阿那律遊在四佛所居之處，是時，

阿那律在閑靜處，便作是念：「世尊弟子中，戒德、智慧成

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中而得長養；諸聲聞中，不具足

戒律者，斯等之類皆離正法，不與戒律相應。如今此二法，

戒與聞何者為勝？我今可以此因緣之本，往問如來。」 

                                                 
1
 ～《增支部》A.8.30. Anuruddha 阿那律，《中阿含 74 經》八念

(大正 1.540c)，No.46.《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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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阿那律復作是念：「此法，知足者之所行，非無

饜足者之所行；少欲者之所行，非為多欲者之所行；此法，

應閑居者之所行，非在憒閙者之所行；此法，持戒人之所行，

非犯戒者之所行；三昧者之所行，非亂者之所行；智慧者之

所行，非愚者之所行；多聞者之所行，非少聞者之所行。」 

    是時，阿那律思惟此八大人念，我今可往至世尊所，而

問此義。爾時，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是時，王波斯

匿請如來及比丘僧，夏坐九十日。 

    是時，阿那律將五百比丘，人間遊化，漸漸轉至舍衛國，

到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阿那律白世尊言：「我

在閑靜處，思惟此義，戒與聞，此二法何者最勝乎？」 

    是時，世尊與阿那律便說此偈： 

   戒勝.聞勝耶？汝今起狐疑，戒勝於聞者，於中何狐疑。 

    所以然者，阿那律當知：若比丘戒成就者，便得定意；

已得定意，便獲智慧；已得智慧，便得多聞；已得多聞，便

得解脫；已得解脫，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此明之，戒為

最勝。」是時，阿那律向世尊說此八大人念。 

    佛告阿那律曰：「善哉！善哉！阿那律！汝今所念者，

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少欲知足，念不錯亂1，戒成就，三

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多聞成就、精進成就2。汝

今，阿那律！當建是意，思惟八大人念。， 

                                                 
1
 念不錯亂：原作「在閑靜處」，今參閱下一部經文而改。 

2
 精進成就：原文脫漏，茲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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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為八？此法精進者之所行，非懈怠者之所行，所以

然者，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我以精進之

力超越成佛。 

    阿那律當知：諸佛世尊皆同一類，同其戒律、解脫、智

慧而無有異；亦復同空，無相、無願，有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而莊嚴其身，視無厭足，無能見頂者，皆悉不異，唯有精

進不同，於過去當來諸佛世尊，精進者，吾最為勝。 

    是故，阿那律！此第八大人之念，此為最上，為尊為貴，

為無有喻，猶如由乳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復醍

醐於中最上，為無有比。此亦如是，精進之念，於八大人念

中最上，實無有比！ 

    是故，阿那律！當奉八大人念，亦當與四部眾分別其

義，設當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令我弟子皆當成須陀洹道、

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所以然者，我法，少欲者

之所行，非多欲者之所行也；我法，知足者之所行，非無饜

足者之所行也。 

    我法，閑居者之所行，非在憒閙者之所行也；我法，持

戒者之所行，非犯戒者之所行也。我法，定者之所行，非亂

者之所行也；我法，智者之所行，非愚者之所行也；我法，

多聞者之所行，非少聞者之所行也；我法，精進者之所行，

非懈怠者所行也，是故，阿那律！四部之眾，當求方便，行

此八大人念；如是，阿那律！當作是學。」爾時，阿那律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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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尊為比丘說少欲知足等八大人念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八部之眾，汝等當知。云何為八？所謂剎利

眾、婆羅門眾、長者眾、沙門眾、四天王眾、三十三天眾、

魔王眾、梵天王眾。 

    比丘當知：我曩昔至剎利眾中，共相問訊，言談講論，

亦復無人與我等者，獨步無侶，亦無儔匹。少欲知足，念不

錯亂，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多聞成就，

精進成就。 

    復自憶念：至婆羅門眾中、長者眾中、沙門眾中、四天

王眾中、三十三天眾中、魔王眾中、梵天王眾中，共相問訊，

言談講論，獨步無侶，亦無儔匹，於中最尊，亦無等倫。少

欲知足，意不錯亂，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

就、多聞成就、精進成就。 

    爾時，我在八部眾中，獨步無侶，與爾許眾生，作大覆

蓋，是時，八部之眾無能見頂，亦不敢瞻顏，何況當共論議

乎！所以然者，我亦不見天上人中、魔或魔天、沙門、婆羅

門眾中，有能成就此八法者，除如來存不論之，是故，比丘！

當求方便，行此八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8.69. Parisa(剎帝利眾等,八種)眾，《集異門足

論》(大正 26.442.c)，《長部》D.16./II,109.(三章 21~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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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佛說施聖眾雖少獲福多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那

邠邸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

長者曰：「長者家中廣施否乎？」 

    長者白佛：「貧家惠施，晝夜不斷，四城門中，及大市

中，家中行路，及佛、比丘僧，是為八處惠施，如是，世尊！

其有所須，須衣與衣，須食與食，終不違逆，衣被、飲食、

床臥具、病瘦醫藥，悉給施之。 

    亦有諸天來至我所，在虛空中而告我曰：『分別尊卑，

此者持戒，此者犯戒，與此獲福，與彼無報。』然我心正，

無有彼此，不起增減之心，普等慈心於一切眾生。又眾生依

命根存形，有食則存，非食，命不濟。施惠一切眾生，其報

無量，受其果報，無有增減。」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長者！平等施者，福第一尊。

然眾生之心，復有勝如2，施持戒人勝犯戒者。」是時，虛

空神、天，稱慶無量，即說此偈： 

    佛說擇施尊，愚眾有增減，求其良福田，何過如來眾。 

    「然今世尊所說，極為快哉，施持戒人，勝犯戒者。」 

    爾時，世尊告阿那邠邸長者：「今當與汝說賢聖之眾，

善思念之，抱在心懷，或施少獲福多，或施多獲福多。」 

                                                 
1
 ～cf. 《增支部》A.2.4-4.Dakkhineyya 應被供養。 

2
 勝如：優劣、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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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邠邸長者白佛言：「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云何施少

獲福多？云何施多獲福多？」 

    佛告長者：「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向阿那含、得阿那

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是謂，長

者！賢聖之眾，施少獲福多，施多獲福多。」爾時，世尊便

說此偈： 

   四向成就人，四者成果實，此名賢聖眾，惠施獲福廣。 

    「過去久遠，諸佛世尊，亦復有此賢聖之眾，如我今日

無異，正使當來諸佛世尊出現於世者，亦得如此賢聖之眾，

是故，長者！以歡喜心供養聖眾。」 

    是時，世尊與彼長者說微妙法，立不退轉之地，長者聞

法已，喜慶無量，即從座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

去。是時，阿那邠邸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八事行財物惠施，所獲福報無量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以財物惠施，獲八功德。

云何為八？一者隨時惠施，非為非時；二者鮮潔惠施，非為

穢濁；三者手自斟酌，不使他人；四者誓願惠施，無憍恣心；

                                                 
1
 ～《增支部》A.8.37. Sappurisa 善士(八種施)(1)，～《增支部》，

A.5.147. Asappurisadana 非善士之施(不慇懃.不恭敬.不親自.丟

棄.不信)，A.5.148. Sappurisadana 善士之施(信.慇懃.應時.無執

著.不害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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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解脫惠施，不望其報；六者惠施求滅，不求生天；七者

施求良田，不施荒地；八者持此功德，惠施眾生，不自為己。

如是，比丘！善男子、善女人，以財物惠施，獲八功德。」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智者隨時施，無有慳貪心，所作功德已，盡用惠施人。 

  此施為最勝，諸佛所讚歎，現身受其果，逝則受天福。 

    「是故，諸比丘！欲求其果報者，當行此八事，其報無

量，不可勝計，獲甘露之寶，漸至滅度；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八邪道趣泥犁，八正道向涅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善思念之，

無令漏失。」 

    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 

    佛告比丘：「彼云何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邪見趣

泥犁之路，正見向涅槃之道；邪思惟趣泥犁之路，正思惟向

涅槃之道；邪語趣泥犁之路，正語向涅槃之道；邪業趣泥犁

之路，正業向涅槃之道；邪命趣泥犁之路，正命向涅槃之道；

邪精進趣泥犁之路；正精進向涅槃之道；邪念趣泥犁之路，

正念向涅槃之道；邪定趣泥犁之路，正定向涅槃之道；是謂，

比丘！趣泥犁之路，向涅槃之道，諸佛世尊，常所應說法，

今已畢矣！汝等樂在閑居之處，樹下露坐，念行善法，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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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慢，今不勤行，後悔無及。」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攝頌) 非時泥犁、道，須倫天、地動， 

     大人八念、眾 ，善男子施、道。 

 

◎卷第三十八  

◎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之一

（一）赤馬天子問世界邊際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馬血天子2，

非人之時，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天子白

世尊言：「向者生此念：在地步度，可盡此世界否乎？我今

問世尊！可以步盡世界否耶？」 

    世尊告曰：「汝今以何義理而作此問？」 

    天子白佛言：「我昔日至婆伽梵天所，是時，梵天遙見

我來，而語我言：『善來，馬血天子！此處無為之境，無生、

無老，無病無死，無終無始，亦無愁憂苦惱。』 

    爾時，我復作是念：此是涅槃道耶？何以故？涅槃之中

無生老病死、愁憂苦惱。此是世界之極邊耶？設當是世界邊

際者，是為世間可步度耶？」 

                                                 
1
 ～《增支部》A.4.45. Rohitassa 赤馬(天子問世界之邊) (1)，《相

應部》S.2.26.Rohita 赤馬，cf.《雜阿含 1307 經》(大正 2.359a)，

cf.《別譯雜阿含 306 經》(大正 2.477a) 
2
 馬血天子～Rohitassa devap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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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汝今神足為何等類？」 

    天子白佛言：「猶如力士，善於射術，箭去無礙；我今

神足，其德如是，無所罣礙。」 

    世尊告曰：「我今問汝，隨所樂報之，猶如有四男子，

善於射術，然彼四人，各向四方射，設有人來，意欲盡攝四

面之箭，使不墮地，云何，天子！此人極為捷疾否耶？乃能

使箭不墮于地。 

    天子當知：有健步天子，行來進止，復踰斯人之捷疾，

然日月宮殿之疾甚於斯；計彼天子及日月宮殿之疾，故不如

三十三天之速疾也；計三十三天之疾，不如焰摩天之疾，如

是，諸天所有神足，各各不相及。 

    假使汝今，有此神德，如彼諸天，從劫至劫，乃至百劫，

猶不能盡世界，所以然者，地界方域不可稱計。 

    天子當知：我過去久遠世時，曾作仙人，名為馬血，與

汝同字，欲愛已盡，飛行虛空，無所觸礙，我爾時，神足與

人有異，彈指之頃，已能攝此四方箭，使不墮落。 

    時，我以有此神足，便作是念：我今能以此神足，可盡

地境邊際乎？即涉世界而不能盡其方域，命終之後，進德修

業而成佛道，坐樹王下，端坐思惟往昔經歷，所施為事：本

為仙人，以此神德，猶不能盡其方域，當以何神力而究其邊

際乎？ 

    時，我復作是念：要當乘聖賢八品之徑路，然後乃得盡

生死邊際。彼云何名為賢聖八品之徑路，所謂正見、正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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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三昧。天子！又知斯

名賢聖八品道，得盡世界之邊際，諸過去恒沙諸佛得盡世界

者，盡用此賢聖八品道而究世界，正使將來諸佛世尊出現世

者，當以此賢聖之道得盡邊際。」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步涉無究竟，得盡世界者，地種不可稱，非神足所及。 

  凡夫施設意，於中起迷惑，不別真正法，流轉五道中。 

  賢聖八品道，以此為舟船，諸佛之所行，而究世界邊。 

  正使當來佛，彌勒之等類，亦用八聖道，得盡於世界。 

  是故有智士，修此聖賢道，晝夜習行之，便至無為處。 

    是時，馬血天子，從如來聞說賢聖八品道，即於座上，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天子即以頭面禮足，遶佛三匝，

便退而去。是時，彼天子即其日，以天種種好華，散如來上，

便說斯偈： 

   流轉生死久，欲涉度世界，賢聖八品道，不知又不見。 

  今我已見諦，又聞八品道，便得盡邊際，諸佛所到處。 

    爾時，世尊可彼天子所說，時，彼天子以見佛可之，即

禮世尊足，便退而去。爾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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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賢聖八關齋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賢聖八關齋法，汝等善思念之，隨喜

奉行！」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八關齋法，一者不殺生，二者

不與不取，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過

時食，七者不處高廣大床，八者遠離作倡伎樂、香華塗身，

是謂，比丘！名為賢聖八關齋法。」 

    是時，優波離白佛言：「云何修行八關齋法？」 

    世尊告曰：「於是，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八

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詣沙門或長老比丘所，自稱名字，

從朝至暮，如阿羅漢持心，不移不動，刀杖不加群生，普慈

於一切。 

    『我今受齋法，一無所犯，不起殺心，習彼真人之教；

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過時食，不坐高廣之座，

不習作倡伎樂、香華塗身。』設有智慧者，當作是說。假令

無智者，當教彼如此之教，又彼比丘當一一指授，無令失次，

亦莫超越，復當教使發誓願。」 

    優波離白佛言：「云何當發願？」 

    世尊告曰：「彼發願：我今以此八關齋法，莫墮地獄、

餓鬼、畜生，亦莫墮八難之處，莫處邊境，莫墮凶險之處，

                                                 
1
 ～《增支部》A.8.41. Samkhitta 略說(八分成就之)布薩，

A.3.70./I,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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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與惡知識從事，父母專正，無習邪見，生中國中，聞此善

法，分別思惟，法法成就，持此齋法功德，攝取一切眾生之

善，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持此誓願之

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 

    復持此八關齋法，用學佛道、辟支佛道、阿羅漢道，諸

世界學正法者，亦習此業，正使將來彌勒佛、如來、至真、

等正覺出世時，值遇彼會，使得時度。 

    彌勒出世時，聲聞三會，初會之時九十六億比丘眾，第

二會九十四億比丘眾，第三會九十二億比丘眾，皆是阿羅

漢，諸漏已盡，亦值彼王及國土教授師，作如是之教，無令

缺漏。」 

    是時，優波離白世尊言：「設彼善男子、善女人，雖持

八關齋，於中不發誓願者，豈不得大功德乎？」 

    世尊告曰：「雖獲其福，福不足言也，所以然者，我今

當說：過去世時，有王名寶岳，以法治化，無有阿曲，領此

閻浮提境界。爾時，有佛名曰寶藏如來、至真、等正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1、天人師，號佛、眾

                                                 
1
 無上士道法御：或譯為「無上士調御丈夫」（Trainer of men to be 

tamed）：巴利文是 anuttara-purisa-damma-sarathi，意指應被調

伏之人的無上調御者。古人譯為「無上士、調御丈夫」兩種名

號，若加上「如來」即為十一個名號。依巴利文應為「無上調

御丈夫」一個名號，而非兩個名號。請參考蔡奇林著《暗夜光

明》（＜香光莊嚴＞第 98 期，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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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出現於世。彼王有女，名曰牟尼，顏貌殊特，面如桃華

色，皆由前世供養諸佛之所致也。 

    爾時，彼佛亦復三會，初聲聞會之時，一億六萬八千之

眾，第二會一億六萬之眾，第三會一億三萬之眾，皆是阿羅

漢，諸漏已盡。   

    是時，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之法：『諸比丘！當念坐禪，

勿有懈怠；復求方便，誦習經戒。』 

    彼佛侍者名曰滿願，多聞第一，如我今日阿難比丘多聞

最勝。時，彼滿願比丘白寶藏佛言：『諸有比丘，諸根闇鈍，

亦不精進於禪定之法，又不誦習，今日世尊欲安此人著何聚

中？』 

    寶藏佛告曰：『設有比丘諸根闇鈍，不堪任行禪法者，

當修三上人法業。云何為三？所謂坐禪、誦經、佐助眾事。』

如是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微妙之法。 

    爾時，有長老比丘不堪任修行禪法，時，彼比丘便作是

念：我今年衰長大，亦不能修習禪法，今當求願，行勸助之

法。 

    是時，彼長老比丘入野馬城中，求燭火、麻油，日來供

養寶藏如來，使光明不斷。是時，王女牟尼見此長老比丘，

里巷乞求，即問彼比丘曰：『比丘！今日為何所求？』 

    比丘報曰：『王女當知，我年衰邁，不堪行禪法，故求

乞脂油，用供養佛，續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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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彼女聞佛名號，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白彼長老

比丘曰：『比丘！汝今勿在餘處乞求，我自相供給麻油、燈

炷，盡相惠施。』 

    是時，長老比丘受彼女施，日來取油，供養寶藏如來，

持此功德福業，施與無上正真之道，口自演說：『年既衰大，

又復鈍根，無有智慧得行禪法，持此功德之業，所生之處莫

墮惡趣，使將來之世，值遇聖尊，如今寶藏如來無異；亦遇

聖眾，如今聖眾而無有異；說法亦當如今無異。』 

    是時，寶藏如來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即時便笑，口出五

色光，而告之曰：『比丘！將來無數阿僧祇劫，汝當作佛，

號曰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 

    是時，長老比丘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身心堅固，意不

退轉，顏色殊妙，不與常同。時，彼牟尼女人，見彼比丘顏

貌殊特，即前問曰：『比丘！今日顏色極為殊妙，不與常同，

得何意故？』 

    比丘報曰：『王女當知：向者，如來以甘露見灌。』 

    牟尼女問曰：『云何如來以甘露見灌？』 

    比丘報曰：『我為寶藏如來所授決，言將來無數阿僧祇

劫，當得作佛，號曰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身心牢固，

意不退轉；如是，王女！為彼如來之所授決也。』 

    王女問曰：『彼佛頗授我決乎？』 

    長老比丘報曰：『我亦不知為授汝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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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王女聞比丘語已，即乘寶羽之車，往至寶藏如來

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王女白佛言：『我是檀越

施主，所須脂油，恒相供給，然今世尊授彼比丘決，獨不見

授決。』 

    寶藏如來告曰：『發心求願，其福難量，何況以財惠施

乎？』 

    牟尼女報曰：『設當如來不授我決者，當自斷其命根。』 

    寶藏如來報曰：『夫處女人之身，求作轉輪聖王者，終

不獲也；求作帝釋者，亦不可獲也；求作梵天王者，亦不可

得也；求作魔王者，亦不可得也；求作如來者，亦不可得也。』 

    女曰：『我定不能得成無上道乎？』 

    寶藏佛報曰：『能也！牟尼女，成無上正真道也。然王

女當知：將來無數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是汝善知識，彼佛當

授汝決。』 

    是時，王女白彼佛言：『受者清淨，施主穢濁乎？』 

    寶藏佛告曰：『吾今所說者，心意清淨，發願牢固。』

是時，王女語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

去。」 

    優波離當知：無數阿僧祇劫，燈光佛乃出現於世，治在

鉢頭摩大國，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眾俱，國王人民悉來承

事。是時，彼國有王，名提波延那，以法治化，領此閻浮提

界，是時，彼王請佛及比丘僧而飯食之，是時，燈光如來清

旦，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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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有梵志子名曰彌勒，顏貌端正，眾中獨出，相如

梵天，通諸經藏，靡不貫練，諸書呪術，皆悉明了，天文地

理，靡不了知。是時，彼梵志遙見燈光佛來，顏貌殊特，世

之奇異，諸根寂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

便發喜悅之意，善心生焉。 

    書籍所載：如來出現，甚為難遇，時時乃出，猶如優鉢

華，時乃出耳。我今當往試之，是時，梵志手執五華，往至

世尊所。 

    復作是念：其有三十二相者，名曰成佛，即以五華，散

如來上，又求三十二相，唯見三十相，而不見二相，即興狐

疑：今觀世尊，不見廣長舌及陰馬藏，即說此偈： 

   聞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貌，今不見二相，相好為具否？ 

  頗有陰馬藏，貞潔不婬乎，豈有廣長舌，舐耳覆面乎。 

  為我現其相，斷諸狐疑結，陰馬及舌相，唯願欲見之。 

    是時，燈光佛即入三昧，使彼梵志見其二相，是時，燈

光佛復出廣長舌，左右舐面，放大光明，還從頂上入。 

    是時，梵志見如來有三十二相具足，見已，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並作是說：「唯願世尊當見觀察，我今持五華奉

上如來，又持此身供養聖尊。」 

    發此誓願時，彼五華在空中化成寶臺，極為殊妙，四柱

四門，彼時，見交露臺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發此誓願：

「使我將來之世作佛，當如燈光佛，弟子翼從，悉皆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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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燈光佛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時便笑，諸佛世尊

常法，若授決時，世尊笑者，口出五色光明，遍照三千大千

世界，是時，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日月無復光明，還從

頂上入。 

    設授如來決之時，光從頂上入；設授辟支佛決時，光從

口出，還入口中；若授聲聞決者，光從肩上入；若授生天之

決者，是時光明從臂中入；若授生人中決者，是時光明從兩

脇入；若授生餓鬼決者，是時光明從腋入；若授生畜生決者，

光明從膝入；若授生地獄決者，是時光明從脚底入。 

    是時，梵志見光從頂上入，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布

髮在地，並作是說：『設如來不授我決者，即於此處自斷壞，

不成諸根。』 

    是時，燈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即告之曰：『汝速還起，

將來之世，當成作佛，號釋迦如來、至真、等正覺。』 

    是時，摩納1聞佛授決已，心懷踊躍，不能自勝，即於

彼處，得遍現三昧，踊在虛空，去地七仞，叉手向燈光如來。 

    汝優波離莫作異觀，爾時寶藏如來時，長老比丘豈是異

人乎？爾時燈光如來是也；爾時王女牟尼，今我是也。時寶

藏如來立我名號，字釋迦牟尼，我今以此因緣故，說此八關

齋法，當發誓願，無願不果，所以然者，若彼女人，復作是

願，即於彼劫，成其所願。 

                                                 
1
 摩納（mānava）：指未成年的年輕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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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長老比丘不發誓願者，終不成佛，誓願之福不可稱

記，得至甘露滅盡之處；如是，優波離！當作是學。」爾時，

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比丘不著此彼必至涅槃1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漸至江水側2。爾時，世尊見江水中，有大材木為水所漂，

即在水側一樹下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木為

水所漂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世尊告曰：3「設當此木，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

中沒，復不在岸上，不為人所捉，復不為非人所捉者，復不

為水所迴轉，復不腐敗者，便當漸漸至海，所以然者，海者，

諸江之原本。 

    汝等比丘亦如是，設不著此岸，不著彼岸，又不中沒，

復不在岸上，不為人所捉，不為非人所捉，亦不為水所迴轉，

亦不腐敗，當漸漸至涅槃處，所以然者，涅槃者，正見、正

                                                 
1
 ～《相應部》S.35.200. Darukkhandha 木堆，《雜阿含 1174 經》

(大正 2.314c) 
2
 S.35.200.：Kosambiyam Gavgaya nadiya tire(憍賞彌之恒河畔)，

憍賞彌在 Yamuna (閻牟那河)之畔。 
3
 《雜阿含 1174 經》：「1不著此岸，2不著彼岸，3不沈水底，4

不閡洲渚，5不入洄澓，6人亦不取，7非人不取，8又不腐敗。」

(大正 2.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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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涅槃之原

本。」 

    爾時，有牧牛人名曰難陀1，憑杖而立，是時，彼牧牛

人遙聞如來所說，漸來至世尊所而立，爾時，牧牛人白世尊

言：「我今亦不著此岸，不在彼岸，又非中沒，復非在岸上，

不為人捉，復非為非人所捉，不為水所迴轉，亦不腐敗，漸

漸當至涅槃處，唯願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 

    世尊告曰：「汝今還主牛已，然後乃得作沙門耳。」 

    牧牛人難陀報曰：「斯牛哀念犢故，自當還家，唯願世

尊聽在道次。」 

    世尊告曰：「此牛雖當還家，故須汝往付授之。」 

    是時，牧牛人即受其教，往付牛已，還至佛所，白世尊

言：「今已付牛，唯願世尊聽作沙門。」是時，如來即聽作

沙門，受具足戒。 

    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云何為此岸？云何為彼岸？云

何為中沒？云何在岸上？云何不為人所捉？云何不為非人

所捉？云何不為水所迴轉？云何不腐敗？」 

    佛告比丘曰：「此岸者身也；彼岸者身滅也；中沒者2欲

愛也；在岸上者五欲也；為人所捉者，如有族姓子發此誓願：

『持此功德福祐，作大國王，或作大臣。』 

                                                 
1
 難陀～Nanda. 

2
 中沒者：S.35.200.：「擱淺，比丘！這是喜染的同義語。」不閡

洲渚：擱淺在陸地，比丘！這是我慢的同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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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所捉者，如有比丘有此誓願：『生四天王中，及諸

天中而行梵行，我今持功德，生諸天之中。』是謂名為非人

所捉1。為水所迴轉者2，此是邪疑也。腐敗者，邪見、邪思

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此是腐敗也。」 

    是時，難陀比丘在閑靜處而自修克，所以族姓子，剃除

鬚髮，出家學道者，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即於座上成阿羅漢。爾時，難陀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四）提婆達多因貪著利養而失神足3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百

人俱，爾時，提婆達多4已失神足，阿闍世太子日遣五百釜

食而供養之。 

    是時，眾多比丘聞提婆達多已失神足，又為阿闍世所供

養，共相將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眾多比丘

白佛言：「提婆達多極大威力，今為阿闍世王所供養，日遣

五百釜食。」 

                                                 
1
 S.35.200.：「我依此戒，或依禁戒，或依熱心，或依梵行，願成

為天人或天眾之一。」 
2
 迴轉者：S.35.200. ：「漩渦所陷溺，比丘！這是五種欲的同義

語。」 
3
 ～《中部》M.29. Saropama 心材喻大經。 

4
 提婆達多～Devad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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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聞此語已，告諸比丘：「汝等莫興此意，貪

提婆達多比丘利養，彼愚人由此利養自當滅亡，所以然者，

提婆達多所以出家學者，不果其願。 

    比丘當知：猶如有人，出其村落，手執利斧，往詣大樹，

先意所望，欲望大樹，及其到樹，持枝葉而還家時，智者見

而問之曰：『汝今竟不得其實，方持葉還。』 

    今此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向他自譽，

毀呰他人，比丘所行儀則不果其願，彼由此利養故，更不求

方便、起勇猛心，如彼人求實不得，為智者所棄。 

    設有比丘，得利養已，亦不自譽，復不毀他人，或時復

向他人自稱說：『我是持戒之人，彼是犯戒之士。』 

    比丘所願者而不果獲，如人捨根，持枝還家，智者見已，

便作是說：『此人雖持枝還家，然不識根。』 

    此比丘亦復如是，已得利養，奉持戒律，并修梵行，好

修三昧，彼以此三昧心，向他自譽：『我今得定，餘人無定。』

比丘所應行法，亦不果獲。 

    猶如有人，求其實木，往至大樹，望其實，捨其枝葉，

取其根持還，智者見已，便作是說：『此人不別其根。』今

此比丘，亦復如是，興起利養，奉持戒律，亦不自譽，復非

毀他人；修行三昧，亦復如是，漸行智慧。夫智慧者，於此

法中，最為第一，提婆達多比丘，於此法中，竟不獲智慧、

三昧，亦復不具戒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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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彼提婆達多者，云何不解戒律之

法？彼有神德，成就諸行，有此智慧。云何不解戒律之法？

有智慧則有三昧，有三昧則有戒律。」 

    世尊告曰：「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數；三昧成就者，亦

是世俗常數；神足飛行者，亦是世俗常數；智慧成就者，此

是第一之義。」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由禪得神足，至上不究竟，不獲無為際，還墮五欲中。 

  智慧為最上，無憂無所慮，究竟獲正見，斷於生死有。 

    比丘當知：以此方便，知提婆達多不解戒律之法，亦復

不解智慧、三昧之行。 

    汝等比丘，莫如提婆達多，貪著利養。夫利養者，墮入

惡處，不至善趣，若著利養，便習邪見，離於正見；習於邪

思惟，離於正思惟；習於邪語，離於正語；習於邪業，離於

正業；習於邪命，離於正命；習於邪精進，離於正精進；習

於邪念，離於正念；習於邪定，離於正定，是故，比丘！若

起利養之心，制令不起；已起利養之心，求方便而滅之；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當說此微妙之法，六十餘比丘捨除法服，習白衣行；復

有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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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筏喻，善法猶可捨，何況非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船筏譬喻，汝等善思念之，記在心懷。」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船筏譬喻？若汝等行路，為賊

所擒，當執心意，無起惡情；當起慈悲喜捨心，遍滿諸方，

無量無限不可稱計。持心當如地，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

受不淨，屎尿穢惡，皆悉受之，然地不起增減之心，不言此

好此醜，汝今所行，亦當如是。 

    設為賊所擒獲，莫生惡念，起增減心，亦如地、水、火、

風，亦受於惡，亦受於好，都無增減心。起慈悲喜捨心，向

一切眾生，所以然者，行善之法猶可捨之，何況惡法而可翫

習！ 

    猶如有人，遭恐難處，欲求度難處，至安穩處，隨意馳

走，求其安處，彼見大河極為深廣，亦無船橋而可得渡至彼

岸者，然所立之處，極為恐難，彼岸無為。 

    爾時，彼人思惟方計：今此河水，既深且廣，無由得渡，

今可收拾材木草葉，縛筏求渡，依此筏已，從此岸得至彼岸。 

    爾時，彼人即收拾材木草葉，縛筏求渡，依此筏已，從

此岸得至彼岸，彼人已渡岸，復作是念：此筏於我多所饒益，

由此筏得濟厄難，從有恐之地，得至無為之處，我今不捨此

                                                 
1
 ～《中部》M.22. Alagaddupamasuttam 蛇喻經，《中阿含 200

經》阿黎吒經(大正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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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持用自隨。云何，比丘！彼人所至到處，能用此筏自隨

乎？為不能耶？」 

    諸比丘對曰：「否也，世尊！彼人所願，今已果獲，復

用筏自隨乎？」 

    佛告比丘：「善法猶可捨，何況非法！」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當捨於法，何況非法？

我等豈非由法學道乎？」 

    世尊告曰：「依憍慢滅憍慢、慢慢、增上慢、自慢、邪

見慢、慢中慢；以無慢滅慢慢，滅無慢、正慢，滅邪慢、增

上慢，盡滅四慢。我昔未成佛道，坐樹王下時，便生此念：

欲界之中誰最豪貴，我當降伏，已降伏，此欲界之中，天及

人民，皆悉靡伏。 

    時，我復作是念：聞有弊魔波旬，今當與彼戰，已降波

旬，一切憍慢豪貴之天，一切靡伏。時我，比丘！於座上笑，

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動。」虛空之中聞說偈聲： 

   捨真淨王法，出家學甘露，設克廣願者，空此三惡趣。 

  我今集兵眾，瞻彼沙門顏，設不用我計，執脚擲海表。 

 

◎卷第三十九 

◎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     
    是時，弊魔波旬，瞋恚熾盛，即告師子大將曰：「速集

四部之眾，欲往攻伐沙門，又當觀察，為有何力勢，堪任與

我共戰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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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我復更思惟，與凡人交戰，猶不默然，何況欲界豪貴

者乎！要當與彼，少多爭競。時我，比丘！著仁慈之鎧，手

執三昧之弓、智慧之箭，俟彼大眾。是時，弊魔、大將兵眾

十八億數，顏貌各異，猿猴、師子，來至我所。 

    爾時，羅剎之眾，或一身若干頭，或有數十身而共一頭，

或兩肩有三頭，當心有口；或有一手，或有兩手者，或復四

手；或兩手擎頭，口銜死蛇，或頭上火燃，或口出火；或兩

手擘口，欲前噉之；或披腹相向，手執刀劍，執持戈矛；或

執舂杵；或擔山負石、持大樹者；或兩脚在上，頭在下；或

乘象、師子、虎、狼、毒虫；或步來者，或空中飛，是時，

弊魔將爾許之眾，圍遶道樹。 

    時，魔波旬在我左側而語我曰：「沙門速起。」時我默

然不對，如是再三，魔語我曰：「沙門畏我否乎？」 

    我告之曰：「我今執心，無所畏懼。」 

    時波旬曰：「沙門！頗見我四部之眾耶？然汝一己，無

有器杖兵刃，禿頭露形，著此三衣，復言吾無所畏。」 

    爾時，我向波旬，便說此偈： 

   仁鎧三昧弓，手執智慧箭，福業為兵眾，今當壞汝軍。 

    時，魔波旬復語我曰：「我於沙門多所饒益，設不從我

語者，正爾取汝，灰滅其形。又復沙門，顏貌端正，年壯可

美，出處剎利、轉輪王種，速起此處，習於五樂，我當使汝

得作轉輪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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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我復報波旬曰：「汝所說者，無常變易，不得久住，

亦當捨離，非吾所貪。」 

    時，弊魔波旬復語我曰：「沙門！今日為何所求？志願

何物？」 

    時我報曰：「吾所願者，無憂畏處，安穩淡泊，涅槃城

中，使此眾生，流浪生死、沈翳苦惱者，導引正路。」 

    魔報我曰：「設今沙門，不速起座者，當捉汝脚，擲著

海表。」 

    時我報波旬曰：「我自觀察，天上人中，魔或魔天，人

或非人，及汝四部之眾，不能使吾一毛動也。」 

    魔報我曰：「沙門！今日欲與吾戰乎？」 

    我報之曰：「思得交戰。」 

    魔報我曰：「汝怨是誰？」 

    我復報曰：「憍慢者是：增上慢、自慢、邪慢、慢中慢、

增上慢。」 

    魔語我曰：「汝以何義滅此諸慢？」 

    時我報曰：「波旬當知：有慈三昧、悲三昧、喜三昧、

捨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由慈三昧，得悲三

昧；緣悲三昧，得喜三昧；緣喜三昧，得捨三昧。由空三昧，

得無願三昧；因無願三昧，得無相三昧。以此三昧之力，與

汝共戰，行盡則苦盡，苦盡則結盡，結盡則至涅槃。」 

    魔語我曰：「沙門！頗以法滅法乎？」 

    時我報曰：「可以法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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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問我言：「云何以法滅法？」 

    時我告曰：「以正見滅邪見，邪見滅正見；正思惟滅邪

思惟，邪思惟滅正思惟；正語滅邪語，邪語滅正語；正業滅

邪業，邪業滅正業；正命滅邪命，邪命滅正命；正精進滅邪

精進，邪精進滅正精進；正念滅邪念，邪念滅正念；正定滅

邪定，邪定滅正定。」 

    魔語我曰：「沙門！今日雖有斯語，此處難剋也，汝今

速起，無令吾擲著海表。」 

    時，我復語波旬曰：「汝本作福，唯有一施，今得作欲

界魔王，我昔所造功德，無能稱計，汝今所說，方言甚難耶！」 

    波旬報曰：「今我作福，汝今證知；汝自稱說造無數福，

誰為證知？」 

    比丘！時，我即伸右手，以指案地，語波旬曰：「我所

造功德，地證知之。」我當說此語時，是時地神從地涌出，

叉手白言：「世尊！我當證知。」地神語適訖，時，魔波旬

愁憂苦惱，即退不現。 

    比丘！當知：法猶尚滅，何況非法！我長夜與汝說緣覺

喻經，不錄其文，況解其義，所以然者，此法玄邃。聲聞、

辟支佛修行此法者，獲大功德，得甘露無為之處。 

    彼云何名為乘筏之喻？所謂依慢滅慢，慢已滅盡，無復

諸惱亂想之念；猶如野狸之皮，極修治之，以手拳加之，亦

無聲響，無堅䩕1處。此亦如是，若比丘慢盡，都無增減，

                                                 
1 䩕：讀作「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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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我今告汝等曰：設為賊所擒獲者，勿興惡念，當以慈

心遍滿諸方，猶如彼極柔之皮，長夜便獲無為之處，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念。」  

    當說此法時，於彼座上，三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

淨，六十餘比丘還捨法服，習白衣行，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得法眼淨。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牧牛經1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恒水側，與大比丘眾五百人

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摩竭牧牛人，愚惑少智，

意欲從恒水此岸，渡牛至彼岸，亦復不觀察深淺之處，便驅

牛入水，先渡瘦者，又犢尚小，在水中央，極為羸劣，不能

得至彼岸；復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亦不得渡，於中

受其苦惱；復次，渡極有力者，亦在水中，受其困厄。 

    今我眾中比丘，亦復如是，心意闇鈍，無有慧明，不別

生死徑，不別魔之橋船，欲渡生死之流，不習於禁戒之法，

便為波旬得其便也。從邪道求於涅槃，望得滅度，終不果獲，

自造罪業，復墮他人著罪中。 

    猶摩竭牧牛人，黠慧多智，意欲渡牛至彼岸，先觀察深

淺之處，先渡極盛力牛到彼岸；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

                                                 
1
 ～《中部》M.34. Gopalaka 牧牛者小經，《雜阿含 1248 經》 (大

正 2.3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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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渡至彼岸；次渡極羸者，亦渡無他，小犢尋從其後而濟

渡無為。 

    比丘！如來亦復如是，善察今世、後世，觀生死海，魔

之徑路，自以八正道度生死難；復以此道，度不度者，猶如

導牛之正，一正，餘者悉從。我弟子亦復如是，盡有漏，成

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以身作證而自遊化，

度魔境界至無為處。 

    亦如彼有力之牛，渡彼恒水，得至彼岸；我聲聞亦復如

是，斷五下結，成阿那含，於彼般涅槃，不還來世間，度魔

境界，至無為處。 

    如彼中流之牛，不肥不瘦，得渡恒水而無疑難；我弟子

亦復如是，斷三結使，婬、怒、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

盡於苦際，斷魔境界，至無為處。 

    如彼瘦牛，將諸小犢，得渡恒水；我弟子亦復如是，斷

三結使，成須陀洹，必至得度，度魔境界，度生死之難。 

    如彼小犢，隨母得渡；我弟子亦復如是，持信奉法，斷

魔諸縛，至無為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魔王所應獲，不究生死邊，如來今究竟，世間現慧明。 

  諸佛所覺了，梵志不明曉，猶涉生死岸，兼度未度者。 

  今此五種人，及餘不可計，欲度生死難，盡佛威神力。 

    是故，比丘！當專其心，無放逸行，亦求方便，成賢聖

八品道；依賢聖道已，便能自度生死之海，所以然者，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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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愚牧牛之人，外道梵志是也，自溺生死之流，復墮他人著

罪中。 

    彼恒水者，即是生死之海也。彼黠慧牧牛者，如來是也；

度生死之難，由賢聖八品道，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

八聖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七）阿闍世王問沙門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婆伽梨園2中，與大比丘

眾千二百五十弟子俱，盡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六通清徹，

唯除一人，阿難比丘也。 

    爾時，王阿闍世七月十五日受歲時，夜半明星出現，告

月光夫人3曰：「今十五日月盛滿，極為清明，當應施行何

事？」 

    夫人報曰：「今十五日說戒之日，應當作倡伎樂，五欲

自娛樂。」 

    時，王聞此語已，不入其懷，復告優陀耶太子曰：「今

夜極清明，應作何事？」 

                                                 
1
 ～D.2. Samabbaphala 沙門果經，《長阿含 27 經》沙門果經，《寂

志果經》(大正 1.270)；參見《本生經》J.150〈等活本生譚〉 
2
 耆婆伽梨園～Jīvakassa-ambavana. 

3
 月光夫人～Komud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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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陀耶太子白王言：「如今夜半極清明，應集四種之兵，

諸外敵異國不靡伏者，當往攻伐。」 

    是時，王阿闍世聞此語已，亦復不入其意，復語無畏太

子曰：「如今極清明之夜，應何所施行？」 

    無畏太子報曰：「今不蘭迦葉，明諸算數，兼知天文地

理，眾人所宗仰，可往至彼，問此疑難，彼人當與尊說極妙

之理，永無留滯。」 

    時，王聞此語已，亦不入其意，復語須尼摩大臣曰：「如

今之夜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須尼摩白王言：「如今夜半，極為清明，然阿夷耑1近

在不遠，多所曉了，唯願大王往問其義。」 

    王聞此語已，亦復不入其意，復告婆沙婆羅門曰：「如

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婆羅門報曰：「如今十五日，極為清明，然有瞿耶樓2，

近在不遠，唯願大王往問其義。」 

    時，王聞此語已，復不合其意，復語摩特梵志曰：「如

今夜半，極為清明，應作何事？」 

    梵志報曰：「大王當知：波休迦旃延3，近在不遠，唯

願大王往問其情。」 

                                                 
1
 阿夷耑～Ajita-Kesa-kambala. 

2
 瞿耶樓～(Makkhali)-Gosāla. 

3
 波休迦旃～Pakudha-Kaccā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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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聞此語已，復不合其意，復告索摩典兵師曰：「如今

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索摩報曰：「先畢盧持1，近在不遠，明諸算術，可往

問其義。」 

    王聞此語已，亦不合其意，復告最勝大臣曰：「如今十

五日，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最勝白王言：「今有尼揵子，博覽諸經，師中最上，唯

願大王往問其義。」 

    王聞此語已，不合其意，復作是思惟：此諸人等，斯是

愚惑，不別真偽，無有巧便。 

    爾時，耆婆伽王子在王左側，王顧語耆婆伽曰：「如今

夜半，極為清明，應何所施行？」  

    是時，耆婆伽2即前長跪，而白王言：「今如來近在不

遠，遊貧聚園中，將千二百五十弟子，唯願大王，往問其義。

然彼如來，為明為光，亦無疑滯，知三世事，靡不貫博，自

當與王，演說其事，王所有狐疑，霍然自悟。」 

    是時，王阿闍世聞耆婆伽語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

即歎耆婆伽曰：「善哉！善哉！王子！快說斯言，所以然者，

我今身心極為熾然，又復無故取父王殺，我恒長夜作是念：

誰堪任悟我心意者，今耆婆伽所說者，正入我意。甚奇！甚

特！聞如來音響，霍然大悟。」 

                                                 
1
 先畢盧持～Sabjaya-Belatthi-putta. 

2
 耆婆伽～Jīv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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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王向耆婆伽便說此偈： 

   今日極清明，心意不得悟，汝等人人說，應往問誰義。 

  不蘭阿夷耑，尼揵梵弟子，斯等不可依，不能有所濟。 

  今日極清明，月滿無瑕穢，今問耆婆伽，應往問誰義。         

    是時，耆婆伽復以偈報王曰： 

   聞其柔軟音，得脫摩竭魚，唯願時詣佛，永處無畏境。 

    時，王復以偈報曰： 

   我昔所施行，於佛無益事，害彼真佛子，名曰頻婆娑。 

  今極懷羞恥，無顏見世尊，汝今云何說，使吾往見之。 

    是時，耆婆伽復以偈報王曰： 

   諸佛無彼此，諸結永已除，平等無二心，此是佛法義。 

  設以栴檀香，以塗右手者，執刀斷左手，心不起增減。 

  如愍羅云子，一息更無二，持心向提婆，怨親無有異。 

  唯願大王屈，往覲如來顏，當斷其狐疑，勿使有留滯。 

    是時，王阿闍世告耆婆伽王子曰：「汝今速嚴駕五百牙

象，五百牸象1，燃五百燈。」 

    耆婆伽對曰：「如是，大王！」是時，耆婆伽王子即時

嚴駕千象，及燃五百燈，前白王言：「嚴駕已辦，王知是時。」 

    爾時，王阿闍世將諸營從，往詣梨園中，中路便懷恐怖，

衣毛皆竪，還顧謂耆婆伽王子曰：「吾今將非為汝所誤乎？

將非持吾與怨家耶？」 

                                                 
1
 牸：讀作「自」。牸象：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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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婆伽白王：「實無此理，唯願大王，小復前進，今如

來去此不遠。」 

    時，王阿闍世意猶懷恐，重告耆婆伽曰：「將非為汝所

惑，又聞如來將千二百五十弟子，今不聞其聲？」 

    耆婆伽報曰：「如來弟子恒入三昧，無有亂想，唯願大

王，小復前進。」 

    是時，阿闍世王即下車，步入至講堂前，默然而立，觀

察諸聖眾，還顧謂耆婆伽曰：「如來今在何處？」 

    爾時，一切聖眾盡入炎光三昧，照彼講堂，靡不周遍， 

是時，耆婆伽即時長跪，伸右手指示如來言：「此是如來，

最在中央，如日披雲。」 

    是時，王阿闍世語耆婆伽曰：「甚奇！甚特！今此聖眾

心定乃爾，復以何緣有此光明？」 

    耆婆伽白王：「三昧之力故放光明耳。」 

    王復告曰：「如我今日觀察聖眾，極為寂然，使我優陀

耶太子1亦當如是，寂然無為。」 

    時，王阿闍世叉手，自稱說曰：「唯願世尊當見觀察。」 

    世尊告曰：「善來，大王！」王聞如來音響，極懷歡喜，

如來乃見稱說王號。 

    時，王阿闍世即至佛所，五體投地，以兩手著如來足上，

而自稱說：「唯願世尊當見垂愍，受其悔過，父王無罪而取

害之，唯願受悔，後更不犯，自改往修來。」 

                                                 
1
 優陀耶太子～Udāyibhadda kum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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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今正是時，宜時悔過，無令有失。夫人處

世，有過能自改者，斯名上人，於我法中，極為廣大，宜時

懺悔。」 

    是時，王禮如來足已，在一面坐，時王白佛言：「唯願

欲有所問，如來聽者，乃敢問耳。」 

    佛告王曰：「有疑難者，宜時問之。」 

    王白佛言：「於現世造福，得受現報否乎？」 

    佛告王曰：「古昔以來，頗以此義，曾問人乎？」 

    王白佛言：「我昔曾以此義而問他人，亦問不蘭迦葉：

『云何，不蘭迦葉！現世作福得受現報乎？』 

    不蘭迦葉報我言：『無福、無施，無今世、後世善惡之

報，世無阿羅漢等成就者。』 

    爾時，我問此受果之報，彼報曰：『無也。』如有人問

以瓜義，報以柰理，今此迦葉亦復如是。時，我作是念：此

梵志已不解義，豪族王種所問之義，此人方便，引餘事報我，

世尊！時我欲斷其頭，即不受其語，尋發遣之。 

    時，我復至阿夷耑所，而問此義，阿夷耑報我言：『若

於江左，殺害眾生，作罪無量，亦無有罪，亦無有惡果之報。』 

    時我，世尊！復作是念：我今問現世受報之義，此人乃

持殺害報吾，猶如有人問梨之義，以柰報之，即捨之去。 

    復至瞿耶樓所而問此義，彼人報我曰：『於江右邊，造

諸功德，不可稱計，於中亦無善惡之報。』我爾時復作是念：

吾今所問義者，竟不報其理，復捨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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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往至波休迦栴延所，而問斯義，彼人報曰：『唯有一

人出世，一人死，一人生，一人往返，受其苦樂。』 

    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所問現世之報，乃持生死來相答，

復捨之去。 

   復往問先毘盧持如此之義，彼人報我言：『過去者已滅，

更不復生；當來未至，亦復不有；現在不住，不住者即變易。』  

    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所問現世之報，乃持三世相酬，此

非正理，即復捨去。 

    復至尼揵子所而問此義：『云何，尼揵子！頗有現世作

福，得受現世報耶？』 

    彼報我言：『無因無緣，眾生結縛；亦無有因，亦無有

緣，眾生著結縛；無因無緣，眾生清淨。』 

    時我復作是念：此梵志等，斯是愚惑，不別真偽，猶盲

無目，所問之義，竟不相報，如似弄轉輪王種，尋復捨去。

今我，世尊！故問其義，現世作福現受報耶？唯願世尊演說

其義。」 

    爾時，世尊告曰：「大王！我今問汝義，隨所樂報之，

大王！頗有典酒、厨宰，及掌護物、左右使人乎？」 

    王白佛言：「唯然，有之。」 

    「設彼使人執勞經久，復當賞遺1否乎？」 

    王白佛言：「隨功敘用，不令有怨。」 

                                                 
1
 賞遺：遺，音ㄨㄟˋ，讀作「位」，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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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云何，

大王！既處高位，恤民以禮，當復賞遺否乎？」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食共同甘，并命不恨。」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昔日出處極卑，漸漸積功，

與王同歡，以是之故，現世作福，得受現報。」 

    佛告王曰：「彼有勞之人，經歷年歲，來白王言：『我

等功勞已立，王所明知，欲從王求意所願。』王當與之否乎？」 

    王白佛言：「隨彼所願而不違之。」 

    佛告王曰：「彼有勞之人，欲得辭王，剃除鬚髮，著三

法衣，出家學道，修清淨行，王聽否乎？」 

    王白佛言：「唯然，聽之。」 

    佛告王曰：「設王見彼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在我左右，

王欲何所施為？」 

    王白佛言：「承事供養，隨時禮拜。」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設彼

有勞之人，持戒完具，無有所犯，王欲何所施行？」 

    王白佛言：「盡其形壽，供給衣被、飲食、床敷臥具、

病瘦醫藥，不使缺減。」 

    佛告王曰：「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設復

彼人已作沙門，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己身

作證而自遊化，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

有，如實知之。王欲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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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白佛言：「我當盡形壽，承事供養衣被、飲食，床敷

臥具、病瘦醫藥，不令有乏。」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設

復彼人盡其形壽，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者，王欲何所施

為？」 

    王白佛言：「當於四道頭起大神寺，兼以香華供養，懸

繒幡蓋，承事禮敬，所以然者，彼是天身，非為人身。」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現世作福得受現報。」 

    王白佛言：「我今以此譬喻，於中受解，今日世尊重演

其義，自今以後，信受其義，唯願世尊受為弟子，自歸於佛、

法、比丘僧。今復懺悔，如愚如惑，父王無過而取害之，今

以身命自歸，唯願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長夜無為，如

我自知所作罪報，無有善本。」 

   佛告王曰：「有二種人無罪而命終，如屈伸臂頃得生天

上。云何為二？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為罪，改其所

造，是謂二人而取命終，生於天上，亦無流滯。」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作極惡行，悔過轉微薄，日悔無懈息，罪根永已拔。 

    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夫以法治化者，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彼已命終，名譽遠布，周聞四方，

後人共傳：『昔日有王，正法治化，無有阿曲。』人以稱傳

彼人所生之處，增壽益算，無有中夭，是故，大王！當發歡

喜之心向三尊：佛、法、聖眾，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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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阿闍世王即從座起，頭面禮佛足，便退而去。 

    王去不遠，佛告諸比丘：「今此阿闍世王不取父王害者，

今日應得初沙門果證，在四雙八輩之中，亦復得賢聖八品

道，除去八愛，超越八難，雖爾，今猶獲大幸，得無根之信。

是故，比丘！為罪之人，當求方便，成無根之信，我優婆塞

中得無根信者，所謂阿闍世王是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八）八風隨世迴轉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有世八法隨生迴轉。云何為八？一者利，二

者衰，三者毀，四者譽，五者稱，六者譏，七者苦，八者樂。

比丘！是謂有此八法隨世迴轉。諸比丘！當求方便，除此八

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九）如來出世，不著八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如來出現世間，又於世間成佛道，然不著世間

八法，猶與周旋，猶如淤泥出生蓮華，極為鮮潔，不著塵水，

諸天所愛敬，見者心歡；如來亦復如是，由胞胎生，於中長

                                                 
1
 ～《增支部》A.8.5-6. Lokaparivatta 八世間法(利.衰.毀.譽. 稱.

譏.樂.苦)(1-2)，Pug.Ch.8.《人施設論》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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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得成佛身。亦如琉璃之寶、淨水之珍，不為塵垢所染；

如來亦復如是，亦生於世間，不為世間八法所染著，是故，

比丘！當勤精進，修行八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八種人流轉生死，不住生死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八種人，流轉生死，不住生死。云何為八，

趣須陀洹、得須陀洹；趣斯陀含、得斯陀含；趣阿那含、得

阿那含；趣阿羅漢、得阿羅漢，是謂，比丘！有此八人流轉

生死，不住生死，是故，比丘！求其方便，度生死之難，勿

住生死；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攝頌)  馬血.齋.難陀，提婆達.船筏， 

       牧牛.無根信，世法.善.八人。 

                                                 
1
 ～cf.《增支部》A.8.59.Atthpuggala (向預流果等,八種)補特伽羅

(1)，cf.《增支部》A.8.60. Atthpuggala 向預流果等,八種)補特伽

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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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  

◎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九法初） 

（一）九眾生居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九眾生居處，是眾生所居之處。云何為九？

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所謂天及人也；或有眾生，

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2，最初出現也；或有眾生，

一身若干想，所謂光音天3也。 

    或有眾生，一身一想，所謂遍淨天4也；或有眾生，無

量空，空處天也；或有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或有眾生，

不用處，不用處天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處，有想無想處

天也，諸所生之處，名為九也，是謂，比丘！九眾生居處，

群萌之類，曾居已居，當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離此

九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9.24. Sattavasa(九種)有情居，《長部》D.III,263、

D.III,288.、《增壹阿含 44.11 經》(大正 2.769a) 
2
 梵迦夷天～Brahmakayika. 

3
 光音天～Abhassara. 

4
 遍淨天～Subhaki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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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主、施物、受者各成就三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當說嚫願有九種德，汝等善思念之！吾今當敷

演其義。」是時，諸比丘受佛教誡。 

    佛告比丘：「彼云何名為嚫願有九種德？比丘當知：檀

越施主成就三法，所施之物亦成就三法，受物之人亦成就三

法。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檀越施主信成就、誓願成

就，亦不殺生，是謂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 

    所施之物云何成就三法？施物，色成就、香成就、味成

就，是謂施物三事成就。 

    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受物之人，戒成就、智慧成

就、三昧成就，是謂受施之人成就三法。 

    如是，達嚫1成就此九法，獲大果報，至甘露、滅盡之

處，夫為施主，欲求其福者，當求方便，成就此九法；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惡比丘成就九法，終不成道果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為成就九法。云何為九？強顏、耐辱、貪心、

慳著、心念不捨離、健忘、少睡、隱匿婬泆、無有返復為九。

是謂，比丘！為成就此九法。 

                                                 
1
 達嚫(dāna)：即「布施」。「嚫」讀作「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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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比丘亦復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惡比丘強顏、耐辱、

貪心、慳著、健忘、少睡、婬泆隱匿，亦無有返復1，念不

捨離為九。  

    云何惡比丘強顏？惡比丘不應求者而求之，違沙門之

行，如是比丘名為強顏。 

    云何惡比丘耐辱？惡比丘在諸賢善比丘所，自稱歎說，

毀呰他人，如是比丘名為耐辱。 

    云何比丘生貪心？比丘見他財物，皆生貪心，此名為貪

也。 

    云何比丘慳著？比丘所得衣鉢不與人共，恒自藏舉，如

是名為慳著。 

    云何比丘健忘？惡比丘恒多漏失妙善之言，亦不思惟方

便，論說國事兵戰之法，如是惡比丘成就此健忘。 

    云何惡比丘少於睡眠？惡比丘所應思惟法而不思惟，如

是惡比丘少於睡眠。 

    云何惡比丘隱匿處淫泆？惡比丘所為隱匿，不向人說，

我今所行，勿令人知，如是比丘為隱匿淫泆。 

    云何惡比丘無有返復？惡比丘無恭敬之心，不奉事師

長、尊敬貴重之人，如是惡比丘無有返復。 

    若惡比丘成就此九法，念不捨離者，終不成道果，是故，

比丘！諸惡之法當念捨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無有返復：不知感恩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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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賢哲比丘成就九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孔雀鳥成就九法。云何為九？孔雀鳥顏貌端正，

音響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念

不分散，少於睡眠，亦復少欲，知於返復，是謂，比丘！孔

雀鳥成就此九法。 

    賢哲比丘亦復成就九法。云何為九？賢善比丘，顏貌端

正，音響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

念不分散，少於睡眠，亦復少欲，知於返復。 

    云何賢善比丘顏貌端正？彼比丘，出入行來，進止之

宜，終不失序，如是賢善比丘顏貌端正。 

    云何比丘音響清徹？比丘善別義理，終不錯亂，如是比

丘音響清徹。 

    云何比丘行步庠序？比丘知時而行，不失次序，又可誦

知誦，可習知習，可默知默，可起知起，如是比丘知於時節。 

    云何比丘知時而行？比丘應往即往，應住即住，隨順聽

法，如是比丘知時而行。 

    云何比丘飲食知節？比丘所得遺餘，與人共分，不惜所

有，如是比丘飲食知節。 

    云何比丘少於睡眠？比丘初夜時，習於警寤，習三十七

道品，無有漏脫，恒以經行、臥覺而淨其意；復於中夜，思

惟深奧；至後夜時，右脇著地，脚脚相累，思惟明想，復起

經行而淨其意，如是，比丘少於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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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比丘少欲，知於返復？比丘承事三尊，奉敬師長，

如是比丘少欲，知於返復，如是，賢善比丘成就九法，今此

九法當念奉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女人成就九法繫縛男子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女人成就九法繫縛男子。云何為九？所謂歌、

舞、伎、樂、笑、啼，常求方宜，自以幻術、顏色形體，計

爾許事中，唯有觸2縛人最急，百倍、千倍，終不相比。 

    如我今日觀察諸義，觸縛人最急，無出是者，隨彼男子

繫之牢固也，是故，諸比丘！當念捨此九法；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根本法門經3 

    聞如是：一時，佛在優迦羅竹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

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與汝當說妙法，初善、中

善、竟善，義理深邃，清淨修行梵行，此經名曰一切諸法之

本，汝等善思念之。」 

                                                 
1
 ～A.8.17~8.Bandha/IV,197.（女人以色、笑、言說、歌吟、啼泣、

儀態、華果、觸）繫縛(男子) 
2
 觸：原作「更樂」，今改，以下同。更樂：觸(phassa)的異譯。 

3
 ～M.1.Mulapariyayasuttam(根本法門經)，《中阿含 106 經》想

經(大正 1.596.)，No.56.《樂想經》(大正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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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佛告之曰：「彼云何名為一切諸法之本？比丘！凡夫之

人不覩賢聖之教，亦不守護如來言教，不親近善知識，不受

善知識言教。彼觀此地，如實知之，此是地，如實是地，亦

復是水，亦復是火，亦復是風，四事合以為人，愚者之所娛

樂。 

    天自知為天，樂於天中；梵天自知為梵天，大梵自知為

大梵，無能出者；光音天還自相知由光音天來；遍淨天自知

為遍淨天；果實天自知為果實天而不錯亂；阿毘耶陀天自知

為阿毘耶陀天；空處天自知為空處天；識處天自知為識處

天；不用處天自知為不用處天；有想無想處天自知為有想無

想處天。 

    見者自知為見，聞者自知為聞，欲者自知為欲，智者自

知為智；一類自知為一類，若干類自知為若干類；悉具足，

自知為悉具足；涅槃自知為涅槃，於中而自娛樂，所以然者，

非智者之所說也。 

    若聖弟子往覲聖人，承受其法，與善知識從事，恒親近

善知識，觀此地種，皆悉分明，知所來處，亦不起想著於地，

無有污染之心。水、火、風亦復如是。 

    人、天、梵王、光音、遍淨、果實、阿毘耶陀天、空處、

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見、聞、念、知，一種、若干

種，乃至於涅槃，亦不著於涅槃，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

皆由善分別，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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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彼比丘、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生死

原本，平等解脫，彼能分別地種，亦不起想著於地種；人、

天、梵王，乃至有想無想處，亦復如是。  

    至於涅槃，不著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

壞婬、怒、癡之所致也。 

    比丘當知：如來、至真、等正覺，善能分別於地，亦不

著於地種，不起地種之想，所以然者，皆由破壞愛網之所致

也，因有.有生，因生.有老死，皆悉除盡，是故如來成最正

覺。」佛說此語時，諸比丘不受其教，所以然者，由魔波旬

閉塞心意故。 

    此經名曰一切諸法之本，我今具足說之，諸佛世尊所應

修行，我今已具足施行，汝等當念閑居樹下，專意坐禪，思

惟妙義。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誡也。」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世尊為病比丘說法，比丘遂得三明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羅閱城中有一比丘，身遇疾病，至為困悴，

臥大小便，不能自起止，亦無比丘往瞻視者，晝夜稱佛名號：

「云何世尊獨不見愍？」 

    是時，如來以天耳聞彼比丘稱怨，喚呼歸投如來。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吾與汝等，悉案行諸房，觀諸住處。」 

                                                 
1
 ～cf. DhpA.1.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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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世尊與比丘僧前後圍繞，諸房間案行，爾時，病

比丘遙見世尊來，即欲從座起而不能自動轉。是時，如來到

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自動轉，吾自有

坐具，足得坐耳。」 

    是時，毘沙門天王知如來心中所念，從野馬世界沒，來

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是時，釋提桓因知如來心中

所念，即來至佛所。 

    梵天王亦復知如來心中所念，從梵天沒，來至佛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四天王知如來心中所念，來至佛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是時，佛告病比丘曰：「汝今患苦，有損否，至增乎？」 

    比丘對曰：「弟子患苦，遂增不損，極為少賴。」 

    佛告比丘：「瞻病人今為所在，何人來相瞻視？」 

    比丘白佛言：「今遇此病，無人相瞻視也。」 

    佛告比丘：「汝昔日未病之時，頗往問訊病人乎？」 

    比丘白佛言：「不往問訊諸病人。」 

    佛告比丘：「汝今於正法中，無有善利，所以然者，皆

由不往瞻視病故也。汝今，比丘！勿懷恐懼，當躬供養，令

不有乏，如我今日，天上人中，獨步無侶，亦能瞻視一切病

人，無救護者與作救護，盲者與作眼目，救諸病人。」是時，

世尊自除不淨，更與敷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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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毘沙門天王及釋提桓因白佛言：「我等自當瞻此

病比丘，如來勿復執勞。」 

    佛告諸天曰：「汝等且止！如來自當知時，如我自憶昔

日未成佛道，修菩薩行，由一鴿故，自投命根，何況今日已

成佛道，當捨此比丘乎！終無是處。又釋提桓因，先不瞻此

病比丘，毘沙門天王、護世之主，亦不相瞻視。」是時，釋

提桓因及毘沙門天王，皆默然不對。 

    爾時，如來手執掃箒，除去污泥，更施設坐具，復與浣

衣裳三法，之床，扶病比丘令坐，淨水沐浴，有諸天在上，

以香水灌之，是時，世尊沐浴比丘已，還坐床上，手自授食。 

    爾時，世尊見比丘食訖，除去鉢器，告彼比丘曰：「汝

今當捨三世之病，所以然者，比丘當知：生有處胎之厄，因

生有老，夫為老者，形羸氣竭；因老有病，夫為病者，坐臥

呻吟，四百四病，一時俱臻，因病有死，夫為死者，形神分

離，往善惡趣，設罪多者，當入地獄，刀山、劍樹，火車、

爐炭、吞飲融銅；或為畜生，為人所使，食以芻草，受苦無

量。 

    復於不可稱計、無數劫中，作餓鬼形，身長數十由旬，

咽細如針，復以融銅而灌其口；經歷無數劫中，得作人身，

鞭笞拷掠，不可稱計；復於無數劫中，得生天上，亦經恩愛

合會，又遇恩愛別離，欲無饜足，得賢聖道，爾乃離苦。 

    今有九種之人，離於苦患。云何為九？所謂向阿羅漢、

得阿羅漢；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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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陀洹、得須陀洹、種性人為九，是謂，比丘！如來出現世

間，甚為難值，人身難得，生正國中，亦復難遭；與善知識

相遇，亦復如是；聞說法言，亦不可遇，法法相生，時時乃

有。 

    比丘當知：如來今日，現在世間，得聞正法，諸根不缺，

堪任聞其正法，今不慇勤，後悔無及，此是我之教誡。」 

爾時，彼比丘聞如來教已，熟視尊顏，即於座上得三明，漏

盡意解。 

    佛告比丘：「汝已解病之源本乎？」 

    比丘白佛：「我已解病之源本，去離此生、老、病、死。

皆是如來神力所加，以四等之心1，覆護一切，無量無限不

可稱計，身口意淨。」是時，世尊具足說法已，即從座起而

去。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今速打揵椎，諸有比丘在羅

閱城者，盡集普會講堂。」 

    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即集諸比丘在普會講堂，前白佛

言：「比丘已集，唯願世尊宜知是時。」爾時，世尊往至講

堂所，就座而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學道，為畏國王、盜賊而

出家乎？比丘！信堅固修無上梵行，欲得捨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亦欲離十二牽連。」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1
 四等之心：指「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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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諸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共一師，同一水乳，

然各各不相瞻視，自今以往，當展轉相瞻視。設病比丘無弟

子者，當於眾中，差次使看病人，所以然者，離此已，更不

見所施之處，福勝視病人者；其瞻病者，瞻我無異。」爾時，

世尊便說斯偈： 

   設有供養我，及過去諸佛，施我之福德，瞻病而無異。 

    爾時，世尊說此教已，告阿難曰：「自今以後，諸比丘

各各當相瞻視，若復比丘知而不為者，當案法律，此是我之

教誡。」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供養九種人得福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九種人可敬可貴，供之得福。云何為九？所

謂向阿羅漢、得阿羅漢2；向阿那含、得阿那含3；向斯陀含、

得斯陀含4；向須陀洹、得須陀洹5，向種性6人為九，是謂，

比丘！九種人供之得福，終無耗減。」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9.10.Ahuneyya(阿羅漢等九種補特伽羅)應請 

2
 阿羅漢～Araham. 

3
 阿那含～Anagamin. 

4
 斯陀含～Sakadagamin. 

5
 須陀洹～Sotapanna. 

6
 向種性～Gotra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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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滿呼王子供佛及僧，但不請朱利槃特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是時，滿呼王子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滿呼王子白世尊言：「我曾聞朱利槃特比丘與盧迦延

梵志共論，然此比丘不能答對。 

    我又曾聞：如來弟子眾中，諸根闇鈍，無有慧明，無出

此比丘上者；如來優婆塞中，在居家者，迦毘羅衛城中，瞿

曇釋種，諸根闇鈍，情意閉塞。」 

    佛告王子曰：「朱利槃特比丘有神足之力，得上人之法，

不習世間談論之宜，又王子當知：此比丘極有妙義。」 

    是時，滿呼王子白世尊言：「佛所說雖爾，然我意中猶

生此念：云何有大神足而不能與彼外道異學共論議？我今請

佛及比丘僧，唯除朱利槃特一人。」 

    是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王子已見世尊受請，即從

座起，頭面禮世尊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即其夜辦種種

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 

    爾時，世尊以鉢使朱利槃特比丘捉在後住，將諸比丘

眾，前後圍遶，入羅閱城，至彼王子所，各次第坐，爾時，

王子白世尊言：「唯願如來手授我鉢，我今躬欲自飯如來。」 

    佛告王子曰：「今鉢在朱利槃特比丘所，竟不持來。」 

    王子白佛言：「唯願世尊遣一比丘往取鉢來。」 

                                                 
1
 ～cf. Mano.p.1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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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王子：「汝今自往取如來鉢來。」爾時，朱利槃特

比丘化五百華樹，其樹下皆有朱利槃特比丘坐。 

    爾時，王子聞佛教已，往取鉢，遙見五百樹下，皆有朱

利槃特比丘於樹下坐禪，繫念在前，無有分散，見已，便作

是念：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 

    是時，滿呼王子即還，至世尊所而白佛言：「往彼園中

均是朱利槃特比丘，不知何者是朱利槃特比丘？」 

    佛告王子曰：「還至園中，最在中央，住而彈指，作是

說：實是朱利槃特比丘者，唯願從座起。」 

    是時，滿呼王子受教已，復至園中，在中央立，而作是

說：「實是朱利槃特比丘者，便從座起。」 

    王子作是語已，其餘五百化比丘自然消滅，唯有一朱利

槃特比丘在，是時，滿呼王子共朱利槃特比丘至世尊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滿呼王子白佛言：「唯願世尊，

今自悔責，不信如來言教：『此比丘極有神足，有大威力。』」 

    佛告王子曰：「聽汝懺悔！如來所說，終無有二。又此

世間有九種人，周旋往來。云何為九？一者豫知人情，二者

聞已便知，三者觀相，然後乃知，四者觀察義理，然後乃知，

五者知味，然後乃知，六者知義知味，然後乃知，七者不知

義、不知味，八者學於思惟神足之力，九者所受義尠，是為，

王子，九種之人出現世間，如是，王子，彼觀相之人於八人

中最為第一，無過是者。 



 265 

    今此朱利槃特比丘習於神足，不學餘法，此比丘恒以神

足與人說法。我今阿難比丘，觀相便豫知人情，知如來須是，

不用是，亦知如來應當說是，離是，皆悉分明，如今無有出

阿難比丘上者，博覽諸經義，靡不周遍。 

    又此朱利槃特比丘能化一形作若干形，復還合為一；此

比丘後日，當於虛空中取滅度。吾更不見餘人取滅度，如阿

難比丘、朱利槃特比丘之比也。」 

    是時，佛復告諸比丘曰：「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變化身

形，能大能小，無有如朱利槃特比丘之比。」 

    是時，滿呼王子手自斟酌，供養眾僧，除去鉢器，更取

小座，在如來前，叉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朱利槃特比

丘恒至我家，隨其所須衣被、雜物、沙門之法，盡在我家取

之，當盡形壽供給所須。」 

    佛告王子：「汝今，王子！還向朱利槃特比丘懺悔，躬

自請之！所以然者，非智之人欲別知智者，此事難遇；欲言

智者能別有智之人，可有此理耳。」 

    是時，滿呼王子即前向朱利槃特比丘禮，自稱姓名，求

其懺悔：「大神足比丘！我意輕慢，自今以後更不敢犯，唯

願受懺悔，更不敢犯。」 

    朱利槃特比丘報曰：「聽汝悔過，後莫復犯，亦莫復誹

謗賢聖。王子當知：其有眾生誹謗聖人者，必當墮三惡趣，

生地獄中；如是，王子，當作是學。」爾時，佛與滿呼王子，

說極妙之法，勸發令喜，即於座上，演此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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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祀火為上，經書頌為最，人中王為尊，眾流海為首。 

  星中月為先，光明日第一，上下及四方，諸所有形物。 

  天及世間人，佛陀最為尊，欲求其福者，供養三佛陀1。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是時，滿呼王子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十）佛為阿難說善知識是全梵行人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

白世尊言：「所謂善知識者，即是半梵行人也，將引善道以

至無為。」 

    佛告阿難：「勿作是言，言善知識者即是半梵行人，所

以然者，夫善知識是全梵行人，與共從事，將視好道。我亦

由善知識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以成道果，度脫眾生不可稱

計，皆悉免生老病死，以此方便，知夫善知識，是全梵行人

也。 

    復次，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與善知識共從事者，信

根增益，聞、施、慧德，皆悉備具；猶如月欲盛滿，光明漸

增，倍於常時。此亦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親近善知識，

                                                 
1
 三佛陀（sambuddha）：正覺者。 

2
 ～cf.《相應部》S.45.2.Upaddha 半、S.3.18. Appamada (2) 

(Kalyanamitta 善友)不放逸(半梵行.全梵行)，《雜阿含 726 經》 

(大正 2.195b)，cf.《雜阿含 768 經》 (大正 2.200c)，《雜阿含

1238 經》；藏 (東北 300, 北京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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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聞、念、施、慧，皆悉增益，以此方便，知善知識即是

全梵行人也。 

    若我昔日不與善知識從事，終不為錠光佛所見授決也；

以與善知識從事故，得為與錠光佛所見授決，以此方便，知

善知識即是全梵行人也。 

    阿難！若世間無善知識者，則無有尊卑之序，父母、師

長、兄弟、宗親，則與彼猪犬之屬，與共一類，造諸惡緣，

種地獄罪緣；有善知識故，便別有父母、師長、兄弟、宗親。」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善知識非惡，親法非為食，將導於善路，此親最尊說。 

    是故，阿難！勿復更說言：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人也。」 

爾時，阿難從佛受教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一）佛為釋提桓因說眾生性行異，想念異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是時，釋提桓因從三十三天沒，來至佛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天及人民有何想念？意何所求？」 

    佛告之曰：「世間流浪，其性不同，所趣各異，想念非

一。天帝當知：昔我無數阿僧祇劫，亦生此念：天及眾生之

類，意何所趣向？為求何願？從彼劫至今日，不見一人，心

共同者。 

                                                 
1
 ～《增支部》A.9.24.Sattavasa(九種)有情居，《長部》D.III,263、

D.III,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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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提桓因當知：世間眾生起顛倒想，無常計常想，無樂

計樂想，無我.有我想，不淨有淨想，正路有邪路想，惡有

福想，福有惡想，以此方便，知眾生之類，其根難量，性行

各異。 

    若眾生盡同一想，無若干想者，九眾生居處，則不可知，

亦難分別九眾生居；神識所止，亦復難明；亦復不知有八大

地獄；畜生所趣，亦復難知。不別有地獄之苦，不知有四姓

之豪貴，不知有阿須倫所趣之道，亦復不知三十三天。 

    設當盡共同一心者，當如光音天；以眾生若干種，想念

亦若干種，是故，知有九眾生居處、九神所止處，知有八大

地獄、三惡道；乃至三十三天，亦復如是，以此方便，知眾

生之類，其性不同，所行各異。」 

    是時，釋提桓因白世尊言：「如來所說甚為奇雅：『眾

生之性，其行不同，想念各異，以眾生所行不同故，致有青

黃白黑、長短不均，又且，世尊！諸天事煩猥，欲還天上。」 

    佛告釋提桓因曰：「宜知是時。」是時，釋提桓因即從

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攝頌) 九止、嚫、孔雀，繫縛、法之本， 

      病、供養、槃特，梵行、若干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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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一  

◎馬王品第四十五 

（一）佛說女人有九惡，不可繫意於彼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彼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

經術，天文地理，靡不貫練，世間所可周旋之法，悉皆明了。

彼婆羅門女，名曰意愛，極為聰朗，顏貌端正，世之希有。 

    是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等婆羅門經籍有是語：「有

二人出世，甚為難遇，實不可值。云何為二人？所謂如來、

至真、等正覺，轉輪聖王，若轉輪聖王出世之時，便有七寶

自然響應。」 

    我今有此女寶，顏貌殊妙，玉女中最第一，如今無有轉

輪聖王，又我聞：真淨王子，名曰悉達多，出家學道，有三

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彼若在家者，便當為轉輪聖王；

若出家學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將此女與彼沙門。是時，

婆羅門即將此女，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唯願沙門受此玉

女？」 

    佛告婆羅門曰：「止！止！梵志！吾不須此著欲之人。」 

    時，婆羅門復再三白佛言：「沙門！受此玉女，方比世

界，此女無比。」 

    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已離家，不復習欲。」 

 

                                                 
1
 ～J.196.Valahassa-jataka，cf.《中阿含 136 經》商人求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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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有長老比丘在如來後，執扇扇佛，是時，長老比

丘白世尊言：「唯願如來受此女人，若如來不須者，給我等

使令。」 

    是時，世尊告長老比丘：「汝為愚惑，乃能在如來前，

吐此惡音，汝云何繫意在此女人所？夫為女人，有九惡法。

云何為九？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者女人無

反復1，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慳嫉，六者女人多喜遊行，

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語，九者女人所言輕舉，是

謂，比丘！女人有此九弊惡之行。」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常喜笑啼哭，現親實不親，當求他方便，汝勿興亂念。 

    是時，長老比丘白世尊言：「女人雖有此九弊惡之法，

然我今日觀察此女，無有瑕疵。」 

    佛告比丘：「汝今愚人，不信如來所說乎？吾今當說：

過去久遠，波羅奈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將五百商人入海

採寶，然彼大海側有羅剎所居之處，恒食噉人民，是時，海

中風起，吹此船筏，墮彼羅剎部中。 

    是時，羅剎遙見商客來，歡喜無量，即隱羅剎之形，化

作女人，端正無比，語諸商人曰：『善來，諸賢！此寶渚與

彼天宮無異，多諸珍寶，數千百種，饒諸飯食，又有好女，

皆無夫主，可與我等共相娛樂。』 

                                                 
1
 無反復：不知回饋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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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彼商客眾中，其愚惑者，見女人已，便起想

著之念，是時，普富商主便作是念：此大海中，非人所居之

處，那得有此女人止住，此必是羅剎，勿足狐疑。是時，商

主語女人言：『止！止！諸妹！我等不貪女色。』 

    是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馬王在虛空中周旋，

作此告勅：『誰欲渡大海之難，我能負度。』 

    比丘當知：爾時，彼商主上高樹上，遙見馬王，聞音響

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往趣馬王所，到已，語馬王曰：

『我等五百商人為風所吹，今來墮此極難之處，欲得渡海，

唯願渡之。』是時，馬王語彼商人曰：『汝等悉來，吾當渡

至海際。』 

    是時，普富長者語眾商人曰：『今馬王近在此，悉來就

彼，共渡海難。』 

    是時，人眾報曰：『止！止！大主！我等且在此間，自

相娛樂，所以在閻浮提勤苦者，欲求快樂之處，珍奇、寶物

及於玉女，此間悉備，便可此間五欲自娛樂，後日漸漸合集

財貨，當共度難。 

    時，彼大商主告諸人曰：『止！止！愚人！此間無有女

人，大海之中云何有人居處？』 

    諸商人報曰：『且止！大主！我等不能捨此而去。』 

是時，普富商主便說此偈： 

   我等墮此難，無男無女想，斯是羅剎種，漸當食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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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當汝等不與我共去者，各自將護，設我身口意所犯

者，悉皆原捨，莫經心意。』是時，諸商人與說共別之偈： 

   與我問訊彼，閻浮親里輩，在此而娛樂，不得時還家。 

    是時，商主復以偈報曰： 

   汝等實遭厄，惑此不肯歸，如此不復久，盡為鬼所食。 

    說此偈已，便捨而去，往至馬王所，頭面禮足，即乘而

去，是時，諸人遙見其主已乘馬王，其中或有喚呼，或復有

大稱怨者。 

    是時，最大羅剎之主，復向諸羅剎而說此偈： 

   已墮師子口，求出甚為難，何況入我渚，欲出實為難。 

    是時，羅剎之主，即化作女人形，極為端正，又以兩手

指胸說曰：『設不食汝等，終不為羅剎。』是時，馬王即負

商主，度至海岸，爾時，餘五百商人盡受其困。 

    爾時，波羅奈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治化人民，是時，羅

剎尋從大商主後：『咄！失我夫主！』是時，商主即還詣家。

是時，羅剎化抱男兒，至梵摩達王所，前白王言：『世間極

有災怪，盡當滅壞。』 

    王告之曰：『世間有何災怪，盡當滅壞耶？』 

    羅剎白王：『為夫所棄，又我無過於夫主。』 

    是時，梵摩達王見此女人極為殊妙，興起想著，語女人

曰：『汝夫主者，乃無仁義而捨汝去。』 

    是時，梵摩達王遣人呼其夫曰：『汝實棄此好婦乎？』

商主報曰：『此是羅剎，非女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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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剎女復白王言：『此人無夫主之義，今日見棄，復罵

我言，云是羅剎。』 

    王問之曰：『汝實不用者，吾當攝之。』 

    商主白王：『此是羅剎，隨聖王意。』 

    是時，梵摩達王即將此女，內著深宮，隨時接納，不令

有怨，是時，羅剎非人，取王食噉，唯有骨存，便捨而去。 

    比丘！勿作斯觀，爾時商主者，舍利弗比丘是也；爾時

羅剎者，今此女人是也；爾時梵摩達王者，今長老比丘是也；

是時馬王者，今我身是也；爾時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

以此方便，知欲為不淨想，今故興意，起於想著乎？」 

    爾時，彼比丘即禮佛足，白世尊言：「唯願受悔，恕其

重過，自今已後，更不復犯。」 

    是時，彼比丘受如來教已，即在閑靜處，克己自修，所

以族姓子，勤修梵行者，欲得修無上梵行，是時，彼比丘便

成阿羅漢。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比丘成就九法，於現法中長大1 

    聞如是：一時，佛在釋翅村闇婆梨果園2，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是時，尊者舍利弗、尊者目揵連，於彼夏坐已，

將五百比丘在人間遊化，漸漸來至釋翅村中。 

                                                 
1
 ～M. 67. Catumasuttam 車頭聚落經，No.137.《舍利弗摩訶目連

遊四衢經》(大正 2.860a) 
2
 闇婆梨果園～Amalaki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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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行來比丘及住比丘，各各自相謂言，共相問訊，

又且聲音高大，爾時，世尊聞諸比丘音響高大，即告阿難曰：

「今此園中是誰音響，聲大乃爾，如似破木石之聲。」 

    阿難白佛言：「今舍利弗及目揵連，將五百比丘來此，

行來比丘及住比丘，共相問訊，故有此聲耳。」 

    佛告阿難曰：「汝速遣舍利弗、目揵連比丘：不須住此。」 

是時，阿難受教已，即往至舍利弗、目揵連比丘所，即語之

曰：「世尊有教，速離此去，不須住此。」 

    舍利弗報曰：「唯然受教。」爾時，舍利弗、目揵連即

出園中，將五百比丘涉道而去。 

    爾時，諸釋聞舍利弗、目揵連比丘為世尊所遣，即往至

舍利弗、目揵連比丘所，頭面禮足，白舍利弗曰：「諸賢！

欲何所趣向？」 

    舍利弗報曰：「我等為如來所遣，各求安處。」 

    是時，諸釋白舍利弗言：「諸賢！小留意，我等當向如

來懺悔。」 

    是時，諸釋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

尊言：「唯願世尊原赦遠來比丘過咎，唯願世尊以時教誨。

其中遠來比丘初學道者，新來入法中，未覲尊顏，便有變悔

之心，猶如茂苗，不遇潤澤，便不成就；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不覲如來而去者，恐有變悔之心。」 

    是時，梵天王知如來心中所念，猶如力士，屈伸臂頃，

從梵天沒，來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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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原赦遠來比丘所作愆過，以時教誨，

其中或有比丘未究竟者，便懷變悔之心，彼人不覩如來顏

像，便有變意，還就本業，亦如新生犢子失其母，憂愁不食；

此亦如是，若新學比丘不得覩如來者，便當遠離正法。」 

    爾時，世尊便受釋種之諫，及梵天王犢子之喻，是時，

世尊顧盻阿難，便生斯念：如來已受人民及天之諫。 

    是時，阿難即往至舍利弗、目揵連比丘所而語之曰：「如

來欲得與眾僧相見，天及人民，皆陳此理。」 

    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曰：「汝等各收攝衣鉢，共往世

尊所，然如來已受我等懺悔。」是時，舍利弗及目揵連，將

五百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佛問舍利弗曰：「吾向者遣諸比丘僧，於汝意云

何？」 

    舍利弗言：「向者如來遣諸眾僧，我便作是念：如來好

遊閑靜，獨處無為，不樂在鬧，是故遣諸聖眾耳。」 

    佛告舍利弗曰：「汝後復生何念？聖眾是誰之累？」 

    舍利弗白佛言：「時我，世尊！復生此念：我亦當在閑

靜獨遊，不處閙中。」 

    佛告舍利弗曰：「勿作是語，亦莫生此念：云我當在閑

靜處也。如今聖眾之累，豈非依舍利弗、目揵連比丘乎？」 

    爾時，世尊告大目揵連曰：「我遣眾僧，汝有何念？」  

    目揵連白佛言：「如來遣眾僧，我便生斯念：如來欲得

獨處無為，故遣聖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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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目揵連：「汝後復生何念？」 

    目揵連白佛言：「然今如來遣諸聖眾，我等宜還收集之，

令不分散。」 

    佛告目揵連：「善哉！目揵連！如汝所說。眾中之標首，

唯吾與汝二人耳！自今以往，目揵連當教誨諸後學比丘，使

長夜中，永處安穩，無令中退，墮落生死。 

    若有比丘成就九法者，於現法中，不得長大。云何為九？

與惡知識從事親近，非事恒喜遊行，恒抱長患，好畜財貨，

貪著衣鉢，多虛健忘，亂意非定，無有慧明，不解義趣，不

隨時受誨，是謂，目揵連！若比丘成就此九法者，於現法中

不得長大，有所潤及。 

    設有比丘，能成就九法者，便有所成辦。云何為九？與

善知識從事；修行正法，不著邪業；恒喜獨處，不樂人間；

少病無患，亦復不多畜財寶，不貪著衣鉢；勤行精進，無有

亂心；聞義便解，更不重受；隨時聽法，無有饜足，是謂，

目揵連！若有比丘，成就此九法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

是故，目揵連，當念勤加往誨諸比丘，使長夜中，至無為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常念自覺悟，勿著於非法，所修應正行，得度生死難。 

  作是而獲是，作此獲此福，眾生流浪久，斷於老病死。 

  已辦更不習，復更造非行，如此放逸人，成於有漏行。 

  設有勤加心，恒在心首者，展轉相教誡，便成無漏行。 

    是故，目揵連！當與諸比丘作如是誨，當作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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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極妙之法，令發歡喜心，是時，諸比

丘聞法已，於彼眾中，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爾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依村落，若惡法增，善法減，則當離去； 

    若善法增，惡法減，則不應遠遊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消減，惡法遂增，彼

比丘當作是學：我今在村落居止，惡法遂增，善法漸減，念

不專一，不得盡有漏，不得至無為安穩之處，我所得衣被、

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勞苦乃獲。 

    彼比丘當作是學：吾今住此村落，惡法遂增，善法消減，

我亦不以衣被、飲食、床臥具、醫藥，故來作沙門，吾所求

願者，今不獲果。彼比丘當遠離村落去。 

    若有比丘，依村落住，善法增益，惡法消減，所得衣被、

飲食、床臥具，勤勞乃獲。彼比丘當作是學：我今依此村落

住，善法增益，惡法消減，所得供養之具，勤勞乃得。又我

不以衣被故出家學道，修習梵行；我所以學道，求願者必成

其法，應當盡形壽承事供養。」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1
 ～《增支部》A.9.6. Sevana(人.衣.食.坐臥具.村落.國土可與不可)

親近，M.77. Mahasakuludayisuttam 善生優陀夷大經，cf.《中

阿含 107 經》林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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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被及飲食，臥具及所安，不應貪著想，亦莫來此世。 

  不以衣被故，出家而學道，所以學道者，必果其所願。 

  比丘尋應時，盡形住彼村，於彼般涅槃，盡其命根本。 

    是時，比丘若在人間靜處，所遊之村，善法增益，惡法

自減，彼比丘盡形壽住彼村中，不應遠遊。」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常說：四大依食得存，亦

依於心所念法；諸善之法，依心而生。又彼比丘依村落住，

勞苦精神，乃辦衣食，彼云何生善法，住彼村落而不遠遊？」 

    佛告阿難：「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有三種，

若復比丘專念四事供養，所欲不果，此亦是苦。若復起知足

之心，不起想著，諸天人民，代其歡喜。諸比丘！當作是學，

我由此故而說此義，是故，阿難！比丘當念少欲知足；如是，

阿難！當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佛托空鉢，佛勉勵成辦五種之食1
 

    聞如是：一時，佛在婆羅園中，爾時，世尊時到，著衣

持鉢，入婆羅村乞食。是時，弊魔波旬便作是念：今此沙門

欲入村乞食，我今當以方宜，教諸男女不令與食，是時，弊

魔波旬尋告國界人民之類：「無令施彼沙門瞿曇之食。」     

    爾時，世尊入村乞食，人民之類皆不與如來共言談者，

亦無有來承事供養者，如來乞食竟不得，便還出村。 

                                                 
1
 ～DhpA.3.pp.257ff.，《相應部》S.4.18.Pinda 團食，cf.《雜阿含

1095 經》(大正 2.2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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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弊魔波旬至如來所問佛言：「沙門！乞食竟不得

乎？」 

    世尊告曰：「由魔所為，使吾不得食，汝亦當受其報。

魔！今聽吾說，賢劫之中有佛名拘樓孫如來、至真、等正覺、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

眾祐，出現於世，是時，彼亦依此村居止，將四十萬眾。 

    爾時，弊魔波旬便作是念：吾今求此沙門方便，終不果

獲。時，魔復作是念：吾今當約勅婆羅村中，人民之類，使

不施沙門之食，是時，諸聖眾著衣持鉢，入村乞食，爾時諸

比丘竟不得食，即還出村。 

    爾時，彼佛告諸比丘：「說如此妙法，夫觀食有九事：

四種人間食，五種出世間之表。云何四種是人間食？一者摶

食，二者觸食，三者念食，四者識食，是謂世間有四種食。   

    彼云何名為五種食出世間之表？一者禪食，二者願食，

三者念食，四者八解脫食，五者喜食，是謂五種之食出世間

之表，如是，比丘！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於方便辦

五種之食；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受彼佛教已，即自克己，成辦五種之食。  

    是時，魔波旬不能得其便，便作是念：吾今不能得此沙

門方便，今當求眼、耳、鼻、舌、身、意之便。吾今當往村

中，告諸人民，使沙門眾等，未得利養，使令得之；已辦利

養，倍增多也，使彼比丘，貪著利養，不能暫捨，復欲從眼

耳鼻舌身意，得方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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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彼佛、聲聞，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是時，

婆羅村人民，供給比丘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

令有乏，皆前捉僧伽梨，以物強施。 

    是時，彼佛與眾聲聞說如此之法：「夫利養者，墮入惡

趣，不令至無為之處。汝等比丘，莫起想著之心，向於利養，

當念捨離。其有比丘著利養者，不成五分法身1，不具戒德。」    

是故，比丘！未生利養之心，當使不生；已生利養之心，令

速滅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時，魔波旬即隱形去。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行慈能生善處，遠離八難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當行慈心，廣布慈心；以行慈心，所有瞋恚之

心，自當消除，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昔日有鬼，極為弊暴，

來在釋提桓因座上而坐，是時，三十三天極為瞋恚：『云何

此鬼在我主床上坐乎？』諸天適起恚心，彼鬼遂轉端正，顏

貌殊常。 

    爾時，釋提桓因在普集講堂上坐，與玉女共相娛樂，是

時，有天子往至釋提桓因所，白帝釋言：『拘翼當知：今有

                                                 
1
 五分法身：指阿羅漢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種

法身。 
2
 ～《相應部》S.11.22.Dubbanniya 醜陋，cf.《雜阿含 1107 經》(大

正 2.291a)，cf.《別譯雜阿含 36 經》(大正 2.3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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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鬼在尊座上坐，今三十三天極懷恚怒，諸天適起恚怒，彼

鬼遂轉端正，顏貌勝常。』是時，釋提桓因便作是念：此鬼

必是神妙之鬼。 

    是時，釋提桓因往至彼鬼所，相去不遠，自稱姓名：『吾

是釋提桓因，諸天之主。』時，釋提桓因自稱姓名時，彼惡

鬼轉成醜形，顏貌可惡，彼惡鬼即時消滅。比丘！當以此方

便，修行慈心而不捨離，其德如是。 

    又且，比丘！吾昔日時，七歲之中恒修慈心，經歷七成

劫、敗劫，不往來生死，劫欲壞時，便生光音天；劫欲成時，

便生無想天上，或作梵天，統領諸天，領十千世界，又復三

十七番為釋提桓因，又無數番為轉輪聖王，比丘！以此方便

而行慈心，其德如是。 

    復次，行慈心者，身壞命終，生梵天上，離三惡道，去

離八難。復次，其行慈者，生於中國；復次，行慈心者，顏

貌端正，諸根不缺，形體完具；復次，行慈心者，躬自見如

來，承事諸佛，不樂在家，欲得出家學道，著三法衣，剃除

鬚髮，修沙門法，修無上梵行。 

    比丘當知：猶如金剛，人取食之，終不消化，要當下過。

行慈心之人，亦復如是，若如來出世，要當作道，修無上梵

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後有，如實知

之。」 

    是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設如來不出世時，彼

善男子不樂在家，當何所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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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難曰：「若如來不出世時，然善男子不樂在家，

自剃除鬚髮，在閑靜處克己自修，即於彼處，盡諸有漏，成

無漏行。」 

    是時，阿難白佛言：「云何，世尊！彼人自修梵行、三

乘之行，彼人何所趣向？」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吾恒說三乘之行；過去、將來

三世諸佛，盡當說三乘之法。阿難當知：或有是時，眾生之

類，顏貌壽命，展轉減少，形器瘦弱，無復威神，多諸瞋怒、

嫉妬、恚癡、姦偽、幻惑，所行不真。 

    或復有利根捷疾，展轉諍競，共相鬪訟；或以手拳、瓦

石、刀杖，共相傷害。是時，眾生之類，執草便成刀劍，斷

其命根，其中眾生，行慈心者，無有瞋怒，見此變怪，皆懷

恐懼，悉共馳走，離此惡處，在山野中，自然剃除鬚髮，著

三法衣，修無上梵行，克己自修，盡有漏心而得解脫，便入

無漏境，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已勝怨家。』阿難當知：彼

名為最勝。」 

    是時，阿難復白佛言：「彼人為在何部？聲聞部，辟支

佛部，為是佛部耶？」 

    佛告阿難：「彼人當名在辟支佛部，所以然者，此人皆

由造諸功德，行眾善本，修清淨四諦，分別諸法。夫行善法

者，即慈心是也，所以然者，履仁行慈，此德廣大，吾昔日

著此慈仁之鎧，降伏魔眷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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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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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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佛陀讚舍利弗能入空三昧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

舍利弗，清旦從靜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諸根清淨，顏貌與人有異，汝

今遊何三昧？」 

    舍利弗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恒遊空三昧。 

    佛告舍利弗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乃能遊空三

昧，所以然者，於諸三昧，空三昧最為第一，其有比丘遊空

三昧，計無我、人、壽命，亦不見有眾生，亦復不見諸行本

末，已不見，亦不造行本；已無行，更不受有；已無受有，

不復受苦樂之報。 

    舍利弗當知：我昔未成佛道，坐樹王下，便作是念：此

眾生類，為不克獲何法，流轉生死，不得解脫？ 

    時，我復作是念：無有空三昧者，便流浪生死，不得究

竟解脫。有此空三昧，但眾生未克，使眾生起想著之念，已

起世間之想，便受生死之分。若得此空三昧，亦無所願，便

得無願三昧；以得無願三昧，不求死此生彼，都無想念時，

彼行者復有無相三昧可得娛樂。 

                                                 
1
 ～cf.M.151. Pindapataparisuddhisuttam 乞食清淨經，《雜阿含 236

經》（大正 2.57.）、《增壹阿含 45.6 經》(大正 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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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眾生類，皆由不得三三昧1，故流浪生死，觀察諸法

已，便得空三昧，已得空三昧，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我以得空三昧，七日七夜觀視道樹，目未曾眴。 

    舍利弗，以此方便，知空三昧者，於諸三昧最為第一，

三昧王三昧者，空三昧是也，是故，舍利弗！當求方便，辦

空三昧；如是，舍利弗！當作是學。」爾時，舍利弗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七）尸利掘備火坑與毒食供佛及僧，佛顯神變2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千

二百五十人俱，爾時，羅閱城中有長者名曰尸利掘，饒財多

寶，金銀珍寶、車磲瑪瑙，不可稱計，又且踈薄佛法，但事

外道尼乾子，國王、大臣皆悉識知。 

    是時，外道梵志及尼乾子，在家、出家者自誹謗，言有

我，言有我身，并六師輩，皆悉雲集，共作此論：「今沙門

瞿曇靡事不知，有一切智，然我等不得利養，今此沙門多得

利養，要當作方宜，使不得利養，我等當往至尸利掘舍，教

彼長者而作權宜。」 

    是時，外道梵志尼乾子，及彼六師，往至尸利掘長者家，

語長者曰：「大姓當知：汝是梵天所生，是梵天子，多所饒

益，汝今可往至沙門瞿曇所，愍我等故，請沙門及比丘眾來

                                                 
1
 三三昧：指「空、無相、無願」三種三昧。 

2
 ～DhpA.1.pp.43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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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祠之，又勅屋中作大火坑，極燃熾火，食皆著毒，請使

來食，若沙門瞿曇有一切智，知三世事者，則不受請；設無

一切智，便當受請，將諸弟子，盡為火所燒，天、人得安，

無有災害。」 

    是時，尸利掘默然，隨六師語，即出城至世尊所，頭面

禮足，持雜毒之心，白如來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當受我

請。」 

    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默然受請，是時，尸利掘以

見如來默然受請，便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中道便

作是念：今我六師所說審諦，然沙門不知我心中所念，必當

為大火所燒。 

    是時，尸利掘即還家，勅作大坑，燃大熾火，復約勅辦

種種飲食，皆悉著毒，復於門外作大火坑，燃極大火，又於

火上施設敷床，皆以惡毒著飲食中，而白時至。 

    爾時，世尊已知時至，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前後圍

繞，往至彼家，又勅諸比丘僧：「諸人皆不得先吾前行，亦

不得先吾前坐，亦復不得先吾前食。」 

    是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聞尸利掘作大火坑，又作

毒食，請佛及比丘僧，四部之眾，悉皆涕泣：「將非害如來

及比丘僧乎？」 

    或復有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唯願世尊莫至

彼長者家，又彼人作大火坑，兼作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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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之曰：「諸人勿懷恐怖，如來終不為他所害，正使

閻浮提內，火至梵天，猶不能燒吾，何況此小火欲害如來，

終無此理！優婆塞當知，吾無復害心。」 

    爾時，世尊與比丘僧，前後圍遶，入羅閱城，至長者家。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勿先入長者家，亦莫先食，要

須如來食，然後乃食。」 

    爾時，世尊適舉足門閾上，爾時火坑自然化作浴池，極

為清涼，眾華滿其中，亦生蓮花，大如車輪，七寶為莖，亦

生餘蓮華，蜜蜂王遊戲其中。爾時，釋提桓因、梵天王，及

四天王、乾沓和、阿須倫，及諸夜叉、鬼神等，見火坑中生

此蓮華，各各稱慶，異音同聲，各各說曰：「便為如來，勝

中第一！」 

    爾時，彼長者家有種種外道異學，集在其家，爾時，優

婆塞、優婆夷，見如來變化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外道

異學見如來變化已，甚懷愁憂。 

    上虛空中，諸尊神天，散種種名華於如來身上。爾時，

世尊履空，去地四寸，至長者家，如來舉足之處，便生蓮華，

大如車輪。爾時，世尊右迴告諸比丘：「汝等，悉皆蹈此蓮

花上。」時，諸聲聞皆從蓮華上至長者家。 

    爾時，世尊便說古昔之喻，設我過去以來，供養恒沙諸

佛，承事禮敬，未失聖意，持是至誠之誓，使此諸座，皆悉

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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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聽諸比丘，先以手憑座，

然後乃坐，此是我之教也。」 

    爾時，世尊及諸比丘僧，皆悉就座，座下皆生蓮華，極

為芬香。是時，尸利掘見如來如斯變化，便生斯念：吾為外

道異學所誤，失我人中之行，永失天路，心意憤然，如飲雜

毒，必當趣此三惡道中，實是如來出世難遇。 

    覺知此已，即時涕零，頭面禮足，白佛言：「唯願如來，

聽我悔過，改往修來，自知有罪，觸嬈如來，唯願世尊受我

悔過，更不犯之。」 

    佛言：「長者！改過捐捨本意，乃能自知觸犯如來，賢

聖法中，甚為廣大，聽汝改過，隨法而捨；我今受汝改悔，

後更莫犯。」如是再三。 

    爾時，阿闍世王聞尸利掘長者，施大火坑，及雜毒食，

欲害如來，聞已，瞋恚熾盛，告群臣曰：「要當消滅閻浮提

地與此人，同尸利掘名字者。」 

    又復阿闍世憶如來功德已，悲泣涕零，脫天冠已，告群

臣曰：「吾今復用活為，乃使如來為火所燒，及比丘僧皆當

被燒，汝等速來至長者家，觀視如來。」 

    爾時，耆婆伽王子白阿闍世王：「大王！勿懷愁憂，亦

莫興惡想，所以然者，如來終不為他所害，今日尸利掘長者

當為如來弟子，唯願大王當往觀變化。」 

    時，阿闍世王為耆婆伽所誨喻，乘雪山大象，尋時至尸

利掘長者家，下象即至尸利掘舍內。爾時，眾人普集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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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萬四千人，爾時，阿闍世王見蓮華大如車輪，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並作是說：「使如來恒勝眾魔。」  

    阿闍世王告耆婆伽王子曰：「善哉！耆婆伽！乃信如來

如斯之要。」時，阿闍世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阿闍世王見如來口出光明，亦復遍見如來顏色殊特，

極懷歡喜，不能自勝。 

    爾時，尸利掘長者白世尊言：「我所設食皆悉有毒，唯

願世尊小停，今當更施食，所以然者，無令如來體有所增損。」 

    佛告長者：「如來及弟子終不為他所害，但長者食已辦

者，隨時供設。」爾時，長者手自斟酌，行種種飯食。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至誠佛法眾，害毒無遺餘，諸佛無有毒，至誠佛害毒。 

  至誠佛法眾，害毒無遺餘，諸佛無有毒，至誠法害毒。 

  至誠佛法眾，害毒無遺餘，諸佛無有毒，至誠僧害毒。 

  貪欲瞋恚毒，世間有三毒，如來永無毒，至誠佛害毒。 

  貪欲瞋恚毒，此三世間毒，如來法無毒，至誠法害毒。 

  貪欲瞋恚毒，世間有三毒，如來僧無毒，至誠僧害毒。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食雜毒之食，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汝等，皆莫先食，要須如來食已，然後乃食。」 

    爾時，長者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供養佛及比丘僧。

爾時，尸利掘長者見如來食訖，除去鉢器，更取小座，在如

來前坐，爾時，世尊與長者及八萬四千眾，說微妙之論，所

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淫泆大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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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樂。如來觀彼長者心意，及八萬四千眾，心開意解，無

復塵垢，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盡與八萬四千眾說，

廣分別其行。 

    爾時，眾人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衣

易染為色；爾時，眾人亦復如是，各於座上，已見道跡，已

見法得法，分別諸法，度諸狐疑，得無所畏，更不事餘師，

自歸佛、法、僧而受五戒。 

    爾時，尸利掘長者自知得道跡，前白佛言：「寧施如來

毒，獲大果報，不與餘外道異學甘露，更受其罪，所以然者，

我今以毒食請佛及比丘僧，於現法中得此證驗，長夜為此外

道所惑，乃起斯心於如來所，其有事外道異學者，皆墮邊際。」 

    佛告長者：「如汝所言而無有異，皆為他所誑。」 

    爾時，尸利掘白佛言：「自今已後，不復信此外道異學，

不聽諸四部之眾在家供養。」 

    佛告長者：「勿作是說，所以然者，汝本恒供養諸外道，

施諸畜生，其福難量，況復人乎？若有外道異學問曰：尸利

掘是誰弟子，汝等云何報之？」 

    爾時，尸利掘即從座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勇猛

而解脫，今受此人身，是第七仙人，是釋迦牟尼弟子。」 

    世尊告曰：「善哉！長者！乃能說此微妙之歎。」爾時，

世尊重與長者說甚深之法，即時便說斯偈： 



 290 

   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最，人中王為尊，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光明日為上，上下及四方，一切有形類。 

  諸天及世間，佛為最第一，欲求其福者，當供養三佛。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爾時，尸利掘及諸來

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四十二 

◎結禁品第四十六（十法初） 

（一）有十事功德，如來為諸比丘制戒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十事功德2，如來與諸比丘說禁戒。云何為

十？所謂承事聖眾，和合將順；安隱聖眾；降伏惡人：使諸

慚愧比丘不令有惱；不信之人使立信根；已有信者，倍令增

益；於現法中，得盡有漏；亦令後世諸漏之病，皆悉除盡；

復令正法得久住世；常念以何方便，使正法久存。是謂，比

丘！十法功德，如來與諸比丘而說禁戒，是故，比丘！當求

方便，成就禁戒，勿令有失；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10.31. Upalisuttam 優波離(十種義趣制學處) 

2
  為了僧團的清淨 為了僧團的和樂 為了調伏惡人 為

了善比丘們的安樂住 為了防止現世諸漏為了除去來世諸

漏 為了使無信者生信 為了使已生信者更增長 為了正

法久住 為戒律的攝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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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賢所居之處有十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聖賢所居之處有十事，三世諸聖常處其中。云

何為十？比丘！五事2已除，成就六事3，恒護一事4，將護四

部之眾，觀諸劣弱，平等親近，正向無漏，依倚身行，心善

解脫，智慧解脫。云何比丘五事已除？比丘五結已斷，如是

五事已除。 

                                                 
1
 ～《增支部》A.10.19-20.Ariyavasasuttam(十)聖居(斷五支,成六

支等) (1-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八 (大正 28.588 中)，《瑜

伽師地論》(大正 30.385 下)，《雜阿含經》71、388 經，《長

部》等誦經 D.33./III,269. 
2
 五事：斷五支(人)：斷五蓋。《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八說：「若

人五蓋，斷欲愛蓋、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是名斷五支人。

復次，斷五支人，若人五下分煩惱斷，身見、疑、戒盜、欲愛、

瞋恚，是名斷五支人。」(大正 28.588 中)「斷五支」等十項，

《長部‧等誦經》D.33./III,269.、《增支部》A.10.19-20.作：「十

聖居」(dasa ariyavasa)。 
3
 成就六事：即具足六支，又稱為「六支捨」( D.A.(D.33) CS: 

pg.3.0234.)。《長部》等誦經：「諸比丘！於此有(漏盡)比丘，眼

見色，無善意，亦無惡意，住於捨、念、正知。」( D.33. 

  /III,250.)。眼見色，不喜不憂而住於捨，有念、有正知；耳聞

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觸所觸、意識法，不喜不憂而住於捨，

有念、有正知。「六支捨」在阿毘達摩中稱作「唯作心」(kiriya, 

kriya)，唯作心是無業力的心，唯有造作，不產生果報。 
4
 恒護一事：即具足念保護之心。D.A.(D.33.)CS:pg.3.0235.：「具

足念保護之心：實現念護，於一切時中，三門(身語意)漏盡。」

「若人以念護心成就，是名一護人。」(大正 28.58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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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比丘成就六事？於是，比丘承六重之法，如是比丘

成就六事。 

    云何比丘恒護一事？於是，比丘恒護於心，有漏、無漏、

有為、無為，至涅槃門，如是比丘恒護一事。」 

    云何比丘將護四部之眾？於是，比丘成就四神足，如是

便為將護四部之眾。 

    云何比丘觀於劣弱？於是，比丘生死眾行已盡，如是比

丘觀於劣弱。 

    云何比丘平等親近，於是，比丘三結已盡，是謂比丘平

等親近。 

    云何比丘正向無漏？於是，比丘除去憍慢，如是比丘正

向無漏。 

    云何比丘依倚身行？於是，比丘無明已除，如是比丘依

倚身行。 

    云何比丘心善得解脫？於是，比丘愛已除盡，如是比丘

心善得解脫。 

    云何比丘智慧解脫？於是，比丘觀苦諦，集、滅、道諦，

如實知之，如是比丘智慧解脫。 

    是謂，比丘！聖賢十事所居之處，昔日賢聖亦居此處，

已居方居，是故，比丘！念除五事，成就六法，守護一法，

將護四部之眾，觀察劣弱，平等親近，正向無漏，依倚身行，

心得解脫，智慧解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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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來成就十力能師子吼，轉無上法輪度眾生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如來成就十力，自知為無著，在大眾中能師子

吼，轉於無上法輪而度眾生。所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

此色出要；觀此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出要。 

    因是有是，此生則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死，死緣愁憂苦惱2，不可稱計。 

    因此五陰之身，有此集法，此滅則滅，此無則無，無明

盡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觸

盡，觸盡受盡，受盡愛盡，愛盡取盡，取盡有盡，有盡死盡，

死盡愁憂苦惱，皆悉除盡。 

    比丘當知：我法甚為廣大，無涯無底，斷諸狐疑，安處

正法。若善男子、善女人，勤用心，不令有缺，正使身體枯

壞，終不捨精進之行，繫念不忘，修行苦法，甚為不易，樂

閑居之處，靜寂思惟，莫捨頭陀之行，如今如來，善修梵行。 

    是故，比丘！若自觀察時，思惟微妙之法，又當觀察二

義，無放逸行，使成果實，至甘露、滅盡之處。若當受他供

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唐其勞，亦使父母得

                                                 
1
 ～《相應部》S.12.21.Dasabala 十力(1)，《雜阿含 348 經》(大正

2.98a) 
2
 十二緣起：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 

  憂悲苦惱（以生為緣，生起老死、憂悲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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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報，承事諸佛，禮敬供養；如是，諸比丘！當如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如來成就十力、四無所畏，能在眾中作師子吼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如來成就十種力，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能師

子吼。云何為十力？如來是處，如實知之；非處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處所，知他眾生因緣處所，受其果報。 

復次，如來知若干種界、若干種持、若干種入，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若干種解脫、無量解脫，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智慧多少，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心中所念，如實知之：有欲心知有

欲心，無欲心，知無欲心；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無瞋恚心

知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知有愚癡心，無愚癡心知無愚癡心；

有愛心知有愛心，無愛心知無愛心；有受心知有受心，無受

心知無受心；有亂心知有亂心，無亂心知無亂心；有散心知

有散心，無散心知無散心；有少心知有少心，無少心知無少

心；有廣心知有廣心，無廣心知無廣心；有無量心知無量心，

                                                 
1
 ～《增支部》A.6.64./ III,417.、A.10.21. Sihanadasuttam 師子(如

來十力)，《無礙解道》Ps.pp.174-176(〈俱存品第九〉力論) (CSCD 

Ps.pg.356-358)，《雜阿含 684 經》(大正 2.186b)，《雜阿含 701

經》(大正 2.189a)，No.802.《佛說信解智力經》，No.780.《佛

說十力經》，No.781.《佛說佛十力經》，梵 Dawabala(Pelliot；

Stein；Waldschmidt 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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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量心知有量心，如實知之。有定心知有定心，無定心知無

定心；有解脫心知有解脫心，無解脫心知無解脫心。 

    復次，如來盡知一切眾生所趣，或一生、二生、三生、

四生、五生、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億百千生、無量

生；成劫、敗劫、無數成敗劫中，我昔生彼處，名是，字是，

食如此之食，受其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彼死生此。

自憶如是無數宿命之事。 

    復次，如來知眾生生死之趣，以天眼觀眾生之類，善色、

惡色、善趣、惡趣，隨行所種，皆悉知之。 

    或復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造邪見業，身壞命

終，生地獄中；或復眾生，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恒行

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名為天眼清淨，觀眾生

類所趣之行。 

    復次，如來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

如來有此十力，名為無著，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作師子吼，

轉於法輪。  

    云何如來得四無所畏？欲言如來成等正覺，若有眾生，

欲言知者，則無是處；若復有沙門、婆羅門欲來誹謗佛，不

成等正覺者，則無是處；以無是處，則獲安穩。 

    然我今日，欲言已盡有漏，設復有沙門、婆羅門、天或

魔天來，欲言未盡有漏者，則無是處；以無是處，則獲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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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我所說法，賢聖得出要者，如實盡於苦際。設有

沙門、婆羅門、天或魔天來，欲言未盡苦際者，無有是處，

以無是處，則獲安穩。 

    復次，我所說內法者、墮惡趣者，設復有沙門、婆羅門

來，欲言非者，則無此處。是謂，比丘！如來有四無所畏。 

    設有外道異學言：『彼沙門瞿曇有何等之力？有何無

畏？自稱無著最尊。』汝等當持此十力往報之。 

    設復外道異學重作是說：『我等亦成就十力。』 

    汝等比丘復當問曰：『汝有何十力？』 

    是時，外道異學則不能報也，遂增其惑，所以然者，我

終不見沙門、婆羅門自稱言得四無所畏，除如來者，是故，

比丘！當求方便，成就十力、四無所畏；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修行十念者一切無明、憍慢皆悉除盡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有十念2廣分別修行，盡斷欲愛、色愛、

無色愛、憍慢、無明。云何為十？所謂念佛、念法、念比

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觀、念安般、念身、念死。

是謂，比丘！有眾生修行此十念者，盡斷欲愛、色愛、無

                                                 
1
 本經原編在卷 46 第 10 經之後。 

2
 十念：即「十隨念」。《清淨道論》說六隨念品與說隨念業處品

對「十隨念」有詳細的解說。（196 頁~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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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愛，一切無明、憍慢，皆悉除盡；如是，比丘！當作是

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比丘入後宮十種過失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親近國家有十非法。云何為十？於是，國家起

謀害心，欲殺國王，緣此陰謀，王致命終，彼人民類便作是

念：此沙門、道士數來往返，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初非法，

親國之難。 

    復次，大臣叛逆，為王所收，皆取害之，是時，人民便

作是念：此沙門、道士數來往返，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

二非法入國之難。 

    復次，國家亡失財寶，時，收藏人復生此念：今此寶物

我恒守護，更無餘人來入此者，必沙門取之，是謂第三非法

入國之難。 

    復次，國王之女，年在盛時，猶未出適，身便懷妊，是

時，人民作是念：此中更無餘人往返，必是沙門所為，是謂

第四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身抱重患，中他人藥，是時，人民復作是念：

其中更無餘人，此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五非法親國之難。 

                                                 
1
 ～《增支部》A.10.45.Rajantepurappavesanasuttam 入後宮(十種

過失)，《律藏》〈波逸提 83〉Vin.vol.4.pp.159-160.(CSCD 

Vin.vol.4.pp.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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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國王、大臣各共競諍，共相傷害，是時，人民便

作是念：此諸大臣，本共和合，今共競諍，此非餘人所為，

必是沙門、道士所為，是謂第六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二國共鬪，各爭勝，是時，人民便作是念：此沙

門、道士數來在內，必是沙門所為，是謂第七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本好惠施，與民分財，後便悋悔，不肯惠施，

是時，人民各生斯念：我等國主，本喜惠施，今復慳吝，無

惠施心，此必沙門所為，是謂第八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王恒以正法，取民財物，後復非法取民財寶，

是時，人民各生斯意：我等國主，本以正法取民財寶，今復

以非法取民財寶，此必沙門所為，是謂第九非法親國之難。 

    復次，國土人民普得疫病，皆由宿緣，是時，人民各生

斯念：我等昔日無復疾病，今各得患，死者盈路，必是沙門

呪術所致，是謂第十非法親國之難。 

    是謂，比丘！十非法入國之難，是故，比丘！莫復生心

親近國家；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七）十非法之行與十正法之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國王成就十法者，不得久存，多諸盜賊。云

何為十？國王慳貪，以小事便興瞋恚，不觀義理，若王成就

初法，則不得久存，國饒盜賊。復次，彼王貪著財物，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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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幾1，是謂國王成就此二法，則不得久存。復次，彼王不

受人諫，為人暴虐，無有慈心，是謂第三法，不得久存。 

    復次，彼王枉諸人民，橫取繫閉在牢獄中，無有出期，

是謂第四法，不得久存。復次，國王非法，相佐不案正行，

是謂第五法，不得久存。 

    復次，彼王貪著他色，遠離己妻，是謂彼王成就第六法，

不得久存。復次，國王好喜嗜酒，不理官事，是謂成就第七

法，不得久存。復次，國王好喜歌舞戲樂，不理官事，是謂

第八法，不得久存。 

    復次，國王恒抱長患，無有強健之日，是謂第九之法，

不得久存。復次國王不信忠孝之臣，翅羽尠少，無有強佐，

是謂國王成就此十法，不得久存。 

    今比丘眾亦復如是，若成就十法，不增善本功德，身壞

命終，入地獄中，何謂十法？比丘不持禁戒，亦無恭敬之心，

是謂比丘成就初法，不得究竟有所至到。 

    復次，比丘不承事佛，不信真言，是謂比丘成就第二之

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不承事法，漏諸戒律，是謂比丘成就第三之

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承事聖眾，恒自卑意，不信彼受，是謂比丘

成就第四之法，不得久住。 

                                                 
1
 庶幾：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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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比丘貪著利養，心不放捨，是謂比丘成就第五之

法，不得久住。 

    復次，比丘不多學問，不勤加誦讀、翫習，是謂比丘成

就第六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不與善知識從事，恒與惡知識從事，是謂比

丘第七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恒喜事役，不念坐禪，是謂第八之法，不得

久存。 

    復次，比丘復著算數，返道就俗，不習正法，是謂比丘

第九之法，不得久存。 

    復次，比丘不樂修梵行，貪著不淨，是謂比丘第十之法，

不得久存，是謂，比丘！成就此十法者，必墮三惡趣，不生

善處。 

    若國王成就十法，便得久住於世。云何為十？國王不著

財物，不興瞋恚，亦復不以小事起怒害心，是謂第一之法，

便得久存。復次，國王受群臣諫，不逆其辭，是謂成就第二

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常好惠施，與民同歡，是謂第三之法，便得

久存。復次，國王以法取物，不以非法，是謂第四之法，便

得久存。復次，國王不著他色，恒守護其妻，是謂成就第五

之法，便得久存。復次，國王亦不飲酒，心不荒亂，是謂成

就第六之法，便得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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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國王亦不戲笑，降伏外敵，是謂成就第七之法，

便得久存。復次，國王案法治化，終無阿曲，是謂成就第八

之法，便得久存。 

    復次，國王與群臣和睦，無有競爭，是謂成就第九之法，

便得久存。復次，國王無有病患，氣力強盛，是謂第十之法，

便得久存。若國王成就此十法者，便得久存，無奈之何。 

    比丘眾亦復如是，若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頃，便生天

上。云何為十？比丘奉持禁戒，戒德具足，不犯正法，是謂

比丘成就此初法，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 

    復次，比丘於如來所，有恭敬心，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二

法，得生善處。復次，比丘順從法教，一無所犯，是謂比丘

成就第三之法，得生善處。 

    復次，比丘恭奉聖眾，無有懈惰之心，是謂成就第四之

法，得生天上。復次，比丘少欲知足，不著利養，是謂比丘

成就第五之法，得生天上。 

    復次，比丘不自用意，恒隨戒法，是謂比丘成就第六之

法，生於善處。復次，比丘不著事務，常喜坐禪，是謂成就

第七之法，得生天上。 

    復次，比丘樂閑靜之處，不在人間，是謂成就第八之法，

生於善處。復次，比丘不與惡知識從事，常與善知識從事，

是謂成就第九之法，得生善處。 

    復次，比丘常修梵行，離於惡法，多聞學義，不失次序。

如是比丘成就十法者，如屈伸臂頃，生善處天上；是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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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十非法之行入地獄者，當念捨離；十正法之行，當共奉

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八）佛陀教導如何揀別異學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是時，眾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

是時，眾多比丘便作是念：我等入城乞食，日猶故早，我等

可至外道異學，與共論議。 

    是時，眾多比丘便至外道異學所，時，諸外道遙見諸沙

門來，各各自相謂言：「各各寂寞，勿有高聲語言！沙門瞿

曇弟子今來此間，然沙門之法，稱譽寂寞之人，令知我等正

法，不辭有亂。」 

    爾時，眾多比丘便至外道異學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外道問諸比丘：「汝等，沙門瞿曇與諸弟子說此妙法，

是諸比丘盡解一切諸法而自遊戲否乎？我等亦復與諸弟子

說此妙法而自遊戲，我之所說，與汝等有何異？有何差別？

說法教誡，一類無異。」 

    是時，眾多比丘聞外道異學所說，亦不稱善，復非言惡，

即從座起，各退而去，是時，眾多比丘自相謂言：「我等當

持此義，往白世尊，若如來有所說者，我等當念奉行。」   

                                                 
1
 ～《增支部》A.10.27.Pathamamahapabhasuttam 大問(一法至十

法) (1)，《雜阿含 486-489 經》(大正 2.124b-1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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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已，還至房中，收攝衣鉢，

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眾多比丘以此緣

本，盡向如來說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外道異學問此義已，汝等應

持此語報之：『一論、一義、一演，乃至十論、十義、十演，

說此語時有何等義？』設汝持此語往問者，彼人則不能報

之，彼外道異學遂增愚惑，所以然者，非彼所有境界。是故，

比丘！我不見天及人、魔或魔天、釋、梵天王能報此語者，

除如來及如來弟子從吾聞者，此則不論。 

    一論、一義、一演，我雖說此義，由何故而說乎？一切

眾生由食而存，無食則死，彼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

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同一義而不二。一

論、一義、一演1，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二論、二義、二演，我雖說此義，由何說乎？名與色，

彼何等謂名？所謂受、想、念、觸、思惟，是謂名也。彼云

何名為色耶？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謂為色，以此緣本，故

謂為色也。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

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二論、二義、二演者，由此因緣故，

我今說之。2
  

                                                 
1
 高麗本無「一論、一義、一演」，今依據元、明二本補上。 

2
 「二論、二義、二演者，由此因緣故，我今說之」與「若比丘

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

際」錯置，茲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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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論、三義、三演，由何等故而說此義乎？所謂三受。

云何為三？所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彼云何名為樂受？

所謂心中樂想，亦不分散，是謂名為樂受。彼云何名為苦受？

所謂心中憒亂而不定，思惟若干想，是謂名苦受。彼云何名

為不苦不樂受？所謂心中無苦無樂想，復非一定，復非亂

想，亦不思惟法與非法，恒自寂默，心無有記，是故名為不

苦不樂受，是謂三受。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

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我所說三論、三義、三

演者，正謂此耳。 

    四論、四義、四演，由何等故復說此義乎？所謂四諦。

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道聖諦。彼云何為苦諦？所謂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

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諦。 

    彼云何名為集諦？所謂愛本與欲相應者，是謂集諦。彼

云何名為苦滅諦？所謂彼愛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謂苦滅

諦。彼云何名為苦出要諦？所謂賢聖八品道：正見、正思惟、

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三昧，是名為八品之

道也。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平等觀

察，平等盡其苦際。四論、四義、四演，我所說者，正謂此

耳。 

    五論、五義、五演，我今所說由何等故說？所謂五根。

云何為五？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名為信

根？所謂賢聖弟子，信如來道法，彼如來、至真、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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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

眾祐，出現於世，是謂信根。 

    彼云何名為精進根？所謂身心意并勤勞不倦，滅不善

法，使善法增益，恆心執持，是謂精進根。 

    彼云何名為念根？所謂念根者，所誦不忘，恒在心懷，

總持不失，有為、無漏之法，終不忘失，是謂名為念根。 

    彼云何名為定根？所謂定根者，心中無錯亂，無若干

想，恒專精一意，是謂定根。 

    彼云何名智慧根？所謂知苦知集，知滅知道，是謂智慧

之根，此名五根也。比丘於中，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

平等盡其苦際。五論、五義、五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六論、六義、六演，我所說者，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

謂六重之法也，云何為六？於是，比丘恒身行慈心，若在閑

靜室中，常若一心，可尊可貴，恒與和合，是謂比丘第一重

法。復次，口行慈心，終無虛妄，可敬可貴，是謂第二重法。

復次，意行慈，不起憎嫉，可敬可貴，是謂第三重法。 

    復次，若得利養，鉢中遺餘，與諸梵行人，等心施與，

是謂第四重法可敬可貴。復次，奉持禁戒，無有脫失，賢聖

人之所貴，是謂第五重法可敬可貴。復次，正見賢聖得出要，

得盡苦際，意不錯亂，與諸梵行人，等修其行，是謂第六重

法可敬可貴。爾時，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

義，平等盡於苦際。六論、六義、六演，我所說者，正謂此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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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論、七義、七演，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謂七神識止

處。云何為七？或有眾生，若干想，若干種身，所謂天及人

也；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1最初出時；

或有眾生，一想、一身，所謂光音天是也；或有眾生，一身

若干想，所謂遍淨天是也；或有眾生，空處無量，所謂空處

天是也；或有眾生，識處無量，所謂識處天是也；或有眾生，

無所有處無量，所謂不用處天是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處

無量，所謂有想無想天是也，是謂，比丘！七神識止處，於

是，比丘平等解脫，乃至平等盡於苦際。七論、七義、七演，

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八論、八義、八演，我所說者，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

謂世間八法是隨世迴轉。云何為八？利、衰、毀、譽、稱、

譏、苦、樂，是謂世間八法隨世迴轉。若比丘於中，平等解 

脫，乃至盡於苦際。八論、八義、八演，我所說者，正謂此

耳。 

    九論、九義、九演，我所說者，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

謂九眾生居處。云何為九？若有眾生，若干種身，所謂天及

人；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最初出時是

也；或有眾生，一想、一身，所謂光音天是也；或有眾生，

一身，若干想，所謂遍淨天是也；或有眾生，空處無量，所

謂空處天是也；或有眾生，識處無量，所謂識處天是也；或

有眾生，無所有處無量，所謂不用處天是也；或有眾生，有

                                                 
1
 梵迦夷天~Brahmakay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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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無想處無量，所謂有想無想天是也，無想眾生，及諸所生

之類，為九神識止處。於是，比丘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際。

九論、九義、九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十論、十義、十演，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謂十念：念

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戒、念施、念寂止1、念安

般、念身、念死，是謂十念。若比丘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

際。十論、十義、十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2！如是，比

丘！從一至十。 

    比丘當知：若外道異學聞此語者，猶不能熟視顏色，況

欲報之！若有比丘解此義者，於現法中最尊，第一之人；若

復比丘、比丘尼思惟此義，乃至十歲，必成二果：或阿羅漢，

或阿那含。 

    比丘且捨十歲，若一年之中思惟此義者，必成二果，終

無中退；比丘且捨一年，若四部之眾，十月乃至一月，思惟

此義者，必成二果，亦不中退；且捨一月，若四部之眾，七

日之中思惟此義，必成二果，終不有疑。」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爾時，阿難白佛言：

「世尊！此法甚深，若所在方面有此法者，當知便遇如來，

唯然，世尊！此法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十法之義》，當念奉行。」爾

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念寂止：原作「念休息」，今改，以下同。念寂止：即念寂止（涅

槃）之樂。 
2
 「我所說者，正謂此耳」：原文缺此八字，參閱前文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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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行十想者，便盡有漏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修行十想者，便盡有漏，獲通作證，漸至

涅槃。云何為十？所謂白骨想、青瘀想、膨脹想、食不消想、

血想、噉想、有常無常想、貪食想、死想、一切世間不可樂

想，是謂，比丘！修此十想者，得盡有漏，得至涅槃界。 

    又復，比丘！十想之中，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最為第一。

所以然者；其有修行不可樂想，持信奉法，此二人必越次取

證，是故，比丘！若在樹下、靜處露坐，當思惟此十想，是

故，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欲心重比丘無法修十想，佛為說欲有種種不淨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

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世尊

言：「如來今日與諸比丘說十想之法，其能修者，斷諸有漏，

成無漏行，如我，世尊！不堪修行此十想，所以然者，欲心

多故，身意熾盛，不得寧息。」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汝今當捨淨想，思惟不淨想；

捨有常想，思惟無常想；捨有我想，思惟無我想；捨可樂想，

思惟不可樂想，所以然者，若比丘思惟淨想，欲心便熾盛；

若思惟不淨想，便無欲心。 

                                                 
1
  ～《增支部》A.10.56-57. Sabba(不淨想等,十)想(1-2) 

2
 ～《增支部》A.10.56-57. Sabba(不淨想等,十)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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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如鸜鵒，饒諸音聲；

欲無返復，如彼毒蛇；欲如幻化，如日消雪；當念捨欲，如

棄塜間；欲還自害，如蛇懷毒；欲無厭患，如飲鹹水；欲難

可滿，如海吞流；欲多可畏，如羅剎村；欲猶怨家，恒當遠

離；欲猶少味，如蜜塗刀；欲不可愛，如路白骨；欲現外形，

如廁生華；欲為不真，如彼畫瓶，內盛醜物，外現殊特；欲

無牢固，亦如聚沫，是故，比丘！當念遠離貪欲之想，思惟

不淨之想；比丘！汝今當憶昔迦葉佛所奉行十想，今當重思

惟十想，有漏心便解脫。」 

    爾時，彼比丘悲泣墮淚，不能自止，即時頭面禮佛，白

世尊言：「唯然，世尊！愚惑積久，如來躬自說十想，方欲

遠離，今自懺悔，後更不犯，唯願如來受其重過，原恕不及。」 

    佛告比丘：「聽汝改過，勿復更犯，又如來與汝說十想

而不肯奉持。」 

    是時，彼比丘聞世尊教誡已，在閑靜處，克己思惟，所

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修無上梵行者，欲果其所

願，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

之，爾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攝頌)  結禁.聖賢居，二力及十念， 

      親國.無罣礙，十輪.想.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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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三  

◎善惡品第四十七 

 

（一）行十法生天，行十法生惡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眾生奉行十法，便生天上；又行十法，便

生惡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 

    云何修行十法，生惡趣中？有人殺生、盜竊、淫泆、妄

言、綺語、惡口、兩舌鬪亂彼此、嫉妬、瞋恚、興起邪見，

是謂十法。若有眾生，行此十法，入惡趣中。 

    云何修行十法，得生天上？有人不殺、不盜、不淫、不

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鬪亂彼此，不嫉妬、不嗔恚、

不起邪見。若有人行此十法者，便生天上。 

    云何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所謂十念：念佛、念法、念比

丘僧、念天、念戒、念施、念寂止、念安般、念身、念死，

是謂修行十法，得至涅槃。比丘當知：其生天及惡趣者，當

念捨離；其十法得至涅槃者，善修奉行；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10.211.Visatiya dhammehi(自殺生,勸他離殺生等)

二十法，《雜阿含 1056-7 經》(大正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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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惡使外物衰耗，何況內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由十惡之本，外物衰耗，何況內法！云何為十？

所謂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鬪亂彼此、嫉妬、

嗔恚、心懷邪見。 

    由殺生報故，眾生壽命極短；由不與取報故，眾生生便

貧賤；由淫泆報故，眾生門不貞良；由妄語報故，眾生口氣

臭弊，致不鮮潔：由綺語報故，致土地不平正；由兩舌報故，

土地生荊棘；由惡口報故，語有若干種；由嫉妬故，以致穀

不豐熟；由恚害報故，多諸穢惡之物；由邪見報故，自然生

八大地獄，因此十惡報故，使諸外物衰耗，何況內物！是謂，

比丘！當念捨離十惡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佛否認施我獲福多，餘者獲福少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

匿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波斯匿王白

世尊言：「如來審有是語：『施我獲福多，餘者獲福少；施

我弟子，勿施餘人。』設有人作是語者，豈非毀如來法乎？」 

    佛告王曰：「我無此語：『獨應施我，勿施餘人。』大

王！當知，我恒有此語：若比丘鉢中遺餘，擲著水中，蠕蟲

                                                 
1
 ～A.3.57./I,161.Vacchagotta﹐《別譯雜阿含 261 經》, 一卷《雜

阿含 2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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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猶得其福，何況施人而不獲福乎？但，大王！我有是

語：施持戒人，其福益多，勝於犯戒之人。」 

    爾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施持戒人其

福倍多於施犯戒之人。」 

    王復白佛言：「尼揵子來語我言：『沙門瞿曇知於幻術，

能迴轉世人。』世尊！此語為審乎？為非耶？」 

    佛告王曰：「如是，大王！如向來言：『我有幻法，能

迴轉世人。』」 

    王白佛言：「何者名為迴轉幻法？」 

    佛告王曰：「殺生者其罪難量，不殺者受福無量；不與

取者獲罪無量，不盜者獲福無量；夫淫泆者受罪無量，不淫

者受福無量；邪見者受罪無量，正見者獲福無量，我所解幻

法者，正謂此耳。」 

    是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若當世間人民、魔或魔天，

有形之類，深解此幻術者，則獲大幸。自今以後，不復聽外

道異學入我國界，聽四部之眾，恒在我宮，常當供養，隨其

所須。」 

    佛告大王：「勿作是語！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猶獲

其福；及施犯戒之人，亦獲其福；施持戒之人，福亦難量；

施外道仙人，獲一億之福；施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

羅漢、辟支佛及佛，其福不可量，是故，大王！當興發意，

供給當來過去諸佛、聲聞弟子；如是，大王！當作是學。」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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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論俗事，當論十事功德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食後，皆集普會講堂，咸共論說此義，所謂論者，衣裳、

服飾、飲食之論，鄰國、賊寇、戰鬪之論，飲酒、淫泆、五

樂之論，歌舞、戲笑、妓樂之論，如此非要，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諸比丘各作是論，即往至普會講

堂所，問諸比丘：「汝等集此，欲何所論說？」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集此，共論此不要之事。」 

    是時，佛告諸比丘曰：「止！止！比丘！勿作此論，所

以然者，此論非義，亦無善法之趣，不由此論得修梵行，不

得滅盡、涅槃之處，不得沙門平等之道，此皆俗論，非正趣

之論。汝等已離俗修道，不應思惟敗行之論。 

    汝等設欲論者，當論十事功德。云何為十？若精勤比

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

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

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切，多所饒

益，得修梵行，得至滅盡無為之處，涅槃之要也。 

    汝今族姓子，已出家學道，應當思惟此十事。此論者，

正法之論，出離惡趣；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增支部》A.10.69-70.Kathavatthusuttam(少欲、知足等十論

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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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教敕當思惟少欲等十事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皆集普會講堂，各生此論：「今舍衛城，穀米湧貴，乞

求難果，世尊又說：『依於飲食，人身得存，四大依倚，心

所念法，法依善趣之本。』我等今日，當差次1一人乞求，

使乞求之人，得見好妙色，得極妙觸，得衣裳、飲食、床臥

具、病瘦醫藥，不亦善哉？」 

    爾時，世尊以清淨無瑕穢之天耳，遙聞諸比丘各生此

論，爾時，世尊即往至普會講堂所，在眾中坐，告諸比丘：

「汝等集此，為何論義？」 

    比丘對曰：「我等所論，今舍衛城，乞求難得，欲共差

次一人，次第乞食，隨時得見好色、妙服，及衣被、飲食、

床臥具、病瘦醫藥，我等所論正謂此耳。」 

    佛告比丘：「若乞求比丘，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

臥具、病瘦醫藥，復用色、聲、香、味、觸、法乎？ 

    我恒教勅，乞求有二事：可親、不可親。設得衣被、飲

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增益惡法，無有善法，此不可親；

若得乞求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增益善法，不增

惡法，此便可親。 

                                                 
1
 差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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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等比丘，於此法中，欲作何等之論，汝等所論者，非

正法論，當捨此法，更莫思惟，不由此得至休息1、滅盡、

涅槃之處。 

    設欲論者，當論此十法。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

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

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等設欲

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切，多所饒益，得修

梵行，得至滅盡之處、無為涅槃界。此論者沙門之義，當念

思惟，勿去離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比丘論國主之勝劣，佛敕當思惟少欲等十事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各集普會講堂，作是異論：「今舍衛城乞食難得，非比

丘所安之處，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食，此乞食比丘，能辦

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乏短。」 

    爾時，眾中有一比丘，白諸人曰：「我等不堪在此乞求，

各共詣摩竭國，於彼乞求，又且穀米豐賤，飲食極饒。」 

    更復有比丘說曰：「我等不宜在彼國乞食，所以然者，

阿闍世王在彼治化，所行非法，又殺父王，與提婆達多為友，

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求。」 

                                                 
1
 休息：或譯為「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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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有比丘說曰：「今此拘留沙國土，人民熾盛，饒財多

寶，宜在彼土乞求。」 

    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宜在彼土乞食，所以然者，

惡生王於彼土治化，極為兇弊，無有慈仁，人民粗暴，好喜

鬪訟，以此因緣，故不應在彼乞食。」 

    復有比丘說曰：「我等宜在拘深國婆羅奈城，優填王所

治之處，篤信佛法，意不移動，我等宜在彼土乞食，所願無

違。」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諸比丘各生此論，即嚴整衣服，至

諸比丘所，在中央坐，問諸比丘曰：「汝等集此，欲論何等，

為說何事？」 

    是時，諸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各興此論：『今舍

衛城，穀米湧貴，乞求叵得，各當共詣摩竭國界，於彼乞求，

又彼國土，饒財多寶，所索易得。』 

    其中或有比丘說曰：『我等不宜彼國乞食，所以然者，

阿闍世王在彼治化，所行非法，又殺父王，與提婆達多為友，

以此因緣，故不宜在彼乞求。』 

    其中復有比丘說曰：『今拘留沙國，人民熾盛，饒財多

寶，宜在彼國乞食。』 

    復有比丘作是說：『我等不宜在彼乞食，所以然者，惡

生王於彼治化，為人兇惡，無有慈仁，好喜鬪訟，以此因緣，

故不宜在彼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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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有比丘說曰：『我等宜在拘深國婆羅奈城，優填王所

治之處，篤信佛法，意不移動，宜在彼乞食，所願無違。』

在此所論，正謂此耳。」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譏王治國家界，亦莫論

王有勝劣。」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夫人作善惡，行本有所因，彼彼獲其報，終不有毀敗。 

  夫人作善惡，行本有所因，為善受善報，為惡受惡報。 

    是故，比丘！勿興斯意，論國事，緣不由此論得至滅盡、

涅槃之處，亦不得沙門正行之法，設欲作是論，非是正業。

汝等應當學十事善論。 

    云何為十？若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

能與人說法、無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

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汝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

然者，普潤一切，得修梵行，得至滅盡、涅槃之處。汝等已

出家學道，離於世俗，當勤思惟，勿去離心；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比丘論波斯匿王非法事，佛敕當思惟少欲等十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集普會講堂，各興此論：「今波斯匿王所行非法，犯聖

律教，讖比丘尼得阿羅漢道，十二年中閉在宮內，與共交通。

又不事佛、法、比丘僧，無篤信之心向阿羅漢，則無信心於

                                                 
1
 ～DhpA.1.pp.2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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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聖眾，我等宜應遠離，勿止此土，所以然者，王行

非法時，王大臣亦行非法，大臣已行非法，左右吏佐，亦行

非法；吏佐已行非法，諸庶人類，亦行非法，我等宜在遠國

乞求，不止此邦，又可觀彼風俗之化，已見風俗之化，則見

殊異之處。」 

    爾時，世尊以天耳聽聞諸比丘各興此論，即往至諸比丘

所，在中央坐，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集此為何論說？」 

    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在此論波斯匿王，所行非法，

犯聖律教，十二年中閉讖比丘尼，在深宮內，接待以色。又

得道之人，行過三界，然王亦不事佛、法及眾僧，無篤信之

心向阿羅漢，已無此心，則無此心於三尊。我等宜遠遊，不

須住此，所以然者，王行非法時，臣佐人民亦復行惡，又觀

世間風化之法。」 

    爾時，世尊告曰：「汝等勿論國界之事，當自克己，思

惟內省，校計分別，言此論者，不合至理，亦復不令人得修

梵行，不至滅盡無為、涅槃之處，當自修己，熾然法行，自

歸最尊。若比丘能自修己，興隆法樂者，此人之類，便為我

躬自所生。 

    云何，比丘！能自熾然，興隆法樂，無有虛妄，自歸最

尊？於是，比丘！內自觀身，身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

無有憂愁；外自觀身，身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無有

愁憂；又復內外觀身，身意止；內觀受，外觀受，內外觀受；

內觀心，外觀心，內外觀心；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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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止，自攝其心，除去亂想，無有愁憂。如是，比丘！能

自熾然其行，興隆法樂，自歸最尊。 

    諸有將來、現在比丘，能自熾然，不失行本，便為我之

所生，是故，比丘！若欲有所論，當論十事。云何為十？所

謂精勤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聞能與人說法、無

畏無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

見慧成就。汝等設欲論者，當論此十事，所以然者，潤及一

切，多所饒益，得修梵行，至滅盡之處、無為涅槃界，此論

者，沙門之義，當念思惟，勿去離心；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佛說平等施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

國城中有一長者，與羅雲1造坐禪屋，爾時，羅雲在中坐禪，

隨其日數，止彼屋中，後便人間遊化。時，彼長者竊生此心：

我當往覲尊者羅雲，爾時，長者見羅雲房中，寂寞不見人住，

見已，語諸比丘曰：「尊者羅雲今為所在？」 

    比丘報曰：「羅雲在人間遊化。」 

    長者報曰：「唯願諸賢差次人，在吾房中住。世尊亦說：

『造立園果，及作橋船，近道作圊廁，持用惠施，長夜獲福，

戒法成就，死必生天上。』以是之故，我與羅雲作屋耳，今

羅雲不樂我房，唯願諸賢差次人，住我房中。」 

                                                 
1
 羅雲：即羅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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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如長者教。」爾時，諸比丘即差次一比

丘住房中。 

    是時，尊者羅雲便作是念：我離世尊積久，今可往問訊，

是時，尊者羅雲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

之間，即從座起，還詣房中，見有異比丘在屋中住，見已，

語彼比丘曰：「誰持我房與卿使住？」 

    比丘報曰：「眾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 

    是時，羅雲還至世尊所，因此緣本，具白世尊：「不審

如來，眾僧差次我房，使道人在此止住耶？」 

    佛告羅雲：「汝往至長者家，語長者曰：『我所行法，

身口意行有過乎？又非身三、口四、意三過乎？長者先持房

施我，後復持與聖眾。』」 

    是時，羅雲受佛教已，即往長者家，語長者曰：「我非

有身三、口四、意三過乎？」 

    長者報曰：「我亦不見羅雲身口意過也。」 

    羅雲語長者曰：「何故奪我房舍，持與聖眾？」 

    長者報曰：「我見房空，是故持施聖眾。時我復作是念：

尊者羅雲必不樂我房中，故持惠施耳。」 

    是時，羅雲聞長者語已，即還至世尊所，以此因緣，具

白如來，是時，世尊即告阿難：「速打揵椎，諸有比丘在祇

洹精舍者，盡集普會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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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阿難即受佛教，召諸比丘在普會講堂。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惠施清淨，汝等善思念之。」爾時，

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惠施清淨？於是，比丘！若有

人以物惠施，後復還奪，更與餘人，此名為施不均整，非平

等施。若復有人，奪彼人物，持施聖眾；若復有人，還奪聖

眾，持用與人，此非為平等之施，亦非清淨之施。轉輪聖王

於自境界，猶得自在，比丘於己衣鉢，亦得自在。若復彼人，

口不見許，而取他人物與人者，此非平等之施。」 

    我今告諸比丘：「施主見與，受者不見與者，此非平等

之施。若復彼比丘會遇命終，當持此房在眾中結羯磨1，傳

告唱令：『某甲比丘命終，今持此房在眾分處，欲安處何人，

隨聖眾教。諸賢！任使某甲比丘住者，各共忍之。』若不聽

者，今便說再三，亦當作是說之。若眾僧一人不聽而與者，

則非平等之施，則為雜濁之物，今還與羅雲房，清淨受之。」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佛說諸見之生滅，當住十善，滅六十二見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時，尊者大均頭在靜寂處，興此念想：諸前後中央

之見，云何得知？ 

                                                 
1
 結羯磨：即「舉行羯磨」。羯磨（Kamma）：或譯為「業」， 

為僧團開會以決議僧事，解決紛爭，處理犯戒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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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大均頭到時，著衣持鉢，到世尊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爾時，均頭白世尊言：「今此諸見，前後相應，

云何得滅此見，又使餘者不生？」 

    世尊告曰：「均頭！此見所出與所滅之處，皆是無常、

苦、空，均頭知之，當建此意。夫見之法，六十二種，要當

住十善之地，除去此見。云何為十？他好殺生，我等應當不

殺；他好盜，我不盜；他犯梵行，我行梵行；他妄語，我不

妄語；他行兩舌鬪亂彼此、綺語、惡口、嫉妬、嗔恚、邪見，

我行正見。 

    均頭當知：如從惡道得值正道，如從邪見得至正見，迴

邪就正。猶如有人，自己沒溺，復欲渡人者，終無此理；己

未滅度，欲使他人滅度者，此事不然。如有人自不沒溺，便

能渡人，可有此理；此亦如是，自般涅槃，復使他人取滅度

者，可有此理。 

是故，均頭！當念離殺，不殺滅度；離盜，不盜滅度；

離淫，不淫滅度；離妄語，不妄語滅度；離綺語，不綺語滅

度；離粗言：不粗言滅度；離鬪亂彼此，不鬪亂彼此滅度；

離嫉妬，不嫉妬滅度；離恚，不恚滅度；離邪見，得正見滅

度。 

    均頭當知：若凡夫之人生此念：為有我耶？為無我耶？

有我、無我耶？世有常耶？世無常耶？世有邊耶？世無邊

耶？命是身耶？為命異身異耶？如來死耶？如來不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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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死耶？為無死耶？為誰造此世？生諸邪見：為是梵天造

此世？為是地主施設此世？又梵天造此眾生，地主造此世

間；眾生本無，今有，已有便滅。凡夫之人，無聞無見，便

生此念。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自然有梵天，此是梵志語，此見不真正，如彼之所見。 

  我主生蓮華，梵天於中出，地主生梵天，自生不相應。 

  地主剎利種，梵志之父母，云何剎利子，梵志還相生？ 

  尋其所生處，諸天之所說，此是歎譽言，還自著羈難。 

  梵天生人民，地主造世間，或言餘者造，此語誰者審。 

  恚欲之所惑，三事共合集，心不得自在，自稱我世勝。 

  天神造世間，亦非梵天生，設復梵天造，此非虛妄耶？ 

  尋跡遂復多，審諦方言虛，其行各各異，此行不審實。 

    均頭當知：眾生之類，所見不同，其念各異，此諸見者

皆是無常，其有懷抱此見，則是無常變易之法。 

    若他人殺生，我等當離殺生；設他盜者，當遠離之；不

習其行，專其心意，不使錯亂，思惟校計，邪見所興，乃至

十惡之法，皆當去離，不習其行。 

    若他瞋恚，我等學於忍辱；他人懷嫉妬，我當捨離；他

興憍慢，我念捨離；若他自稱，毀餘人，我等不自稱，不毀

他人；他人不少欲，我等當學少欲；他人犯戒，我修其戒；

他人有懈怠，我當精進；他人不行三昧，我行三昧；他人愚

惑，我行智慧。其能觀察分別此法者，邪見消滅，餘者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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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均頭受如來教已，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所以族

姓子，出家學道，著三法衣，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時，均頭便成

阿羅漢。爾時，均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三惡道、四大部洲、諸天壽命之長短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地獄眾生受其罪報，極至一劫，或有中間夭者；

受畜生罪報，極至一劫，其間有中夭者；受餓鬼報，極至一

劫，其間有中夭者。 

    比丘當知：鬱單越人壽千歲，無有中夭者，所以然者，

彼土人民，無所係屬，設於彼命終，生善處天上，無有墮落

者。弗于逮人，壽五百歲，亦有中夭者；瞿耶尼人，壽二百

五十歲，亦有中夭者；閻浮提人，極壽百歲，中夭者多。 

    正使人壽命，極至十十1，人民之兆以壽一百，其行不

同，性分各異。初十幼小，無所識知；第二十，少多有知，

猶不貫了；第三十，欲意熾盛，貪著於色；第四十，多諸技

術，所行無端；第五十，解義明了，所習不忘；第六十，貪

著財物，意不決了；第七十，懈怠喜眠，體性遲緩；第八十，

無有少壯之心，亦無榮飾；第九十，多諸病痛，皮緩面皺；

第十十諸根衰耗，骨節相連，多忘意錯。比丘當知：設人壽

百歲，當經歷爾許之難。 

                                                 
1
 十十：十個十，即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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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人壽百歲，當經三百冬、夏、秋1，計其壽命，蓋不

足言。若人壽百歲，當食三萬六千食，其間或有不食時：瞋

不食，不與不食，病不食，計彼食與不食，及飲母乳，取要

言之，三萬六千食。比丘！若人壽百歲其限歲數，飲食之法，

其狀如是。 

    比丘當知：閻浮提人民，或壽極長，與無量壽等。過去

久遠，不可計世，有王名療眾病，壽命極長，顏色端正，受

樂無量，爾時，無疾病老死之患。時，有夫婦二人生一子，

子便命終，是時，父母抱舉令坐，又持食與，然彼子不飲不

食，亦不起坐，何以故爾？以命終故。 

    是時，彼父母便生此念：我子今日何為瞋恚，不肯食飲，

亦不言語？所以然者，由彼人民不聞死亡音響之所致也。 

    爾時，彼父母便復念曰：『我子已經七日不飲不食，亦

復不知何由默然？我今可以此因緣，往白療病大王使知。』

是時，父母往至王所，以此因緣具白大王。 

    是時，大王便作是念：今日已聞死亡音響，王告之曰：

『汝等可持此小兒到吾所。』 

    爾時，父母即抱小兒至國王所，王見已，告父母曰：『此

兒已命終。』時，父母白王言：『云何名為命終？』 

                                                 
1
 明法比丘案：「百歲當經三百冬、夏、秋，謂冬、夏、秋各一百

故，言三百而不言春者，此順西域三時也。言三時者，寒、熱、

雨三也。言冬即彼寒時，夏即彼熱時，秋即彼雨時，然彼三時各

四月，計一年有十二月，今以冬、夏、秋擬彼三時，而月數少，

蓋譯者不善方言也。」此記依宋元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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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告曰：『此兒更不起行、言對、談說、飲食、戲樂，

身體正直，無所復為，故名為命終。』 

    是時，夫婦復白王言：『如此之變當經幾時？』 

    王告之曰：『此兒不久身體爛壞，膨脹臭處，無所復任。』

爾時，父母不信王語，復抱死兒，還至家中，未經幾時，身

體盡壞，極為臭穢，是時，父母方信王語云：『此兒不久身

體膨脹，盡當壞敗。』 

    是時，夫婦復抱此膨脹小兒至國王所，而白王言：『唯

然，大王！今持此兒奉貢大王。』時，父母亦不啼哭，所以

然者，由不聞死亡之音故。 

    是時，大王剝取其皮而作大鼓，復勅作七重樓閣，持此

鼓安處其上，即勅一人：『汝當知之，令守護此鼓，百歲一

擊，無令失時。』受王教誡，百歲一擊。 

    時，諸人民聞此鼓音，怪未曾有，語諸人曰：『何者音

響，為是誰聲，乃徹於斯？』 

    王告之曰：『此是死人皮之響。』眾生聞已，各興念曰：

奇哉！乃聞此聲。 

    汝等比丘，爾時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

爾時王者，即我身是也，以此知之，昔日閻浮提壽命極長，

如今閻浮提，人民極為短命，減者難限，所以然者，由殺害

多故，致命極短，華色失彩，由此因緣，故致變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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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閻浮提五十歲，四天王中一日一夜，計彼日

夜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四天王壽命五百歲，

或復有中夭者。 

    計人中之壽十八億歲，還活地獄一日一夜，計彼一日一

夜之數，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還活地獄極壽千歲，

復有中夭者。 

    計人中百歲，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日月年歲之數，

三十三天壽千歲，其間或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三十六億

歲，阿鼻地獄中一日一夜，復計彼日月之數，三十日為一月，

十二月為一歲，計彼日夜之數，壽二萬歲。計人中之壽，壽

一拘利。 

    如是，比丘！計此之壽，轉轉增倍，除無想天。計無想

天，壽八萬四千劫，除淨居天不來此世。是故，比丘！勿懷

放逸，於現身上，得盡有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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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四  

◎十不善品第四十八 

（一）當遠離十惡，修行正見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有眾生，修行殺生，廣布殺生，種地獄罪，

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所以然者，由害他命。 

    若有眾生，盜他物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恒遭

貧匱，食不充口，衣不蔽形，皆由盜故；劫奪物者，即斷他

命根。 

    若有眾生，好喜淫泆，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門不

貞良，竊盜淫泆。若有眾生妄語者，種地獄罪，若生人中，

為人所輕，言不信受，為人所賤，所以然者，皆由前世妄語

所致。 

    若有眾生兩舌者，種三惡道之罪，設生人中，心恒不定，

常懷愁憂，所以然者，由彼人兩頭傳虛言故。若有眾生粗言

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為人醜弊，常喜罵呼，所以

然者，由彼人言不專正之所致也。 

    若有眾生，鬪亂彼此，種三惡道之罪，設生人中，多諸

怨憎，親親離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鬪亂之所致也。 

                                                 
1
 ～《增支部》A.10.206.Pathamasabcetanikasuttam 所思(.所作.所

積集之業不受報,則不消滅) (1)，《雜阿含 1047、1048 經》(大

正 2.2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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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眾生嫉妬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乏諸衣裳，

所以然者，由彼人起貪嫉故。若有眾生起害意，種三惡道之

罪，設生人中，恒多虛妄，不解至理，心亂不定，所以然者，

皆由前世恚怒所致也，無有慈仁。 

    若有眾生，行邪見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乃在

邊地，不生中國，不覩三尊、道法之義，或復聾盲瘖瘂，身

形不正，不解善法惡法之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無信根故，

亦不信沙門、婆羅門、父母、兄弟。 

    比丘當知，由此十惡之報，致此殃舋，是故，比丘！當

離十惡，修行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佛於說戒時默然，目揵連將不淨比丘驅逐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十五日說戒時，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普會講堂。爾時，

世尊默然觀察諸聖眾，寂寞不語，是時，阿難白佛言：「今

日聖眾盡集講堂，唯然，世尊！當與諸比丘說禁戒。」 

    爾時，世尊亦復默然不語，阿難須臾復白佛言：「今正

是時，宜說禁戒，初夜欲盡。」 

                                                 
1
 ～Vin.Cv.9.1.p.237(CS.pg.418)；《五分律》卷 28(大正 22.180.)；

《增支部》A.8.20.Uposatha(布薩)；《增壹阿含 48.2 經》(大正

2.786a)；《中阿含 37 經》瞻波經(大正 1.478b)；No.33.《佛說恒

水經》(大正 1.817a) ；No.34.《法海經》(大正 1.817a)；No.35.

《佛說海八德經》(大正 1.819a)；《自說經》Ud.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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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復默不語，阿難須臾復白佛言：「中夜欲竟，

眾僧勞頓，唯願世尊以時說戒。」 

    爾時，世尊復默然不語，阿難須臾復白佛言：「後夜欲

盡，唯願世尊以時說戒。」 

    佛告阿難：「眾中有不淨者，故不說戒。今聽上座，使

說禁戒；若僧上座不堪任說戒者，聽持律者說禁戒，若無持

律者，其能誦戒通利者，當唱之使說戒。自今以後，如來更

不說戒，眾中不淨，如來於中說戒，彼人頭破為七分，如彼

酬羅果無異。」 

    是時，阿難悲泣交集，並作是說：「聖眾今日便為孤窮，

如來正法，去何速疾！不淨之人，出何速疾！」 

    是時，大目揵連便作是念：此眾中，何等毀法之人在此

眾中，乃令如來不說禁戒？是時，大目揵連即入三昧，遍觀

聖眾心中瑕穢。爾時，目連見馬師、滿宿二比丘在眾會中，

是時目揵連即從座起，至彼比丘所，而告之曰：「汝等速起，

離此座中，如來見譏，由卿等故，如來不說禁戒。」 

    爾時，二比丘默然不語，是時，目連復再三告曰：「汝

等速起，不須住此。」 

    是時，彼比丘默然不對，是時，目揵連即前捉手，將至

門外，還取門閉，前白佛言：「不淨比丘已將在外，唯然世

尊，時說禁戒。」 

    佛告目連：「止！止！目連！如來更不與比丘說戒，如

來所說，言不有二，還詣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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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目連復白佛言：「今此眾中，已生瑕穢，我不堪

任行維那1法，唯願世尊更差餘人。」爾時，世尊默然可之。

是時，目連頭面禮世尊足，還就本座。 

    是時，阿難白世尊言：「毘婆尸如來出現世時，聖眾多

少？為經幾時，乃生瑕穢？乃至迦葉如來弟子多少？云何說

戒？」 

    佛告阿難：「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毘婆尸如來、至真、

等正覺，出現世間。爾時，三會聖眾，初一會時，比丘有百

千六萬八千聖眾；第二會時，十六萬聖眾，第三會時，十萬

聖眾，皆是阿羅漢，彼佛壽八萬四千歲，百歲之中，聖眾清

淨，彼佛恒以一偈為禁戒： 

   忍辱為第一，佛說無為最，不以剃鬚髮，害他為沙門。 

    是時，彼佛以此一偈，百歲之中而為禁戒，已生瑕穢，

便立禁戒。 

    復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試詰如來2、至真、等正覺，

出現於世，爾時，亦復三會聖眾；初一會時，有十六萬聖眾；

第二會時，十四萬聖眾；第三會時，十萬聖眾。彼佛爾時，

八十年中，清淨無瑕穢，亦說一偈，爾時，彼佛八十年中說

此一偈，後有瑕穢，便立禁戒，爾時，試詰佛壽七萬歲。 

                                                 
1
 維那（karma-dana）：係梵、漢兼舉之詞。維：綱維，統理之義。

那：為 dana 之略譯，意為授事，即以諸雜事指授於人。維那，

舊稱悅眾、寺護。  
2
 式詰（Sikhin）：或譯為「尸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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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彼劫中，復有佛出現世間，名曰毘舍羅婆1，亦三會

聖眾，初會之時，十萬聖眾，盡是羅漢；第二會時，八萬羅

漢；第三會時，七萬羅漢，諸漏已盡。毘舍羅婆如來，七十

年中無瑕穢，爾時，復以一偈為禁戒： 

   不害亦不非，奉行於大戒，於食知止足，床座亦復然。 

  執志為專一，是則諸佛教。 

    七十年中以此偈為禁戒，後有瑕穢，便立禁戒。毘舍羅

婆如來壽七萬歲。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樓孫如來，出現世間，

爾時，二會聖眾：初會之時，七萬聖眾，皆是阿羅漢；第二

會時，六萬阿羅漢，彼佛爾時，六十年中，無有瑕穢，彼佛

爾時，以二偈為禁戒。 

   譬如蜂採華，其色甚香潔，以味惠施他，道士遊聚落。 

  不誹謗於人，亦不觀是非，但自觀身行，諦觀正不正。 

    六十年中，說此二偈，以為禁戒，自此以來，已有瑕穢，

便立禁戒。彼佛壽六萬歲。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

正覺，爾時，二會聖眾：初會之時，六十萬聖眾，皆是阿羅

漢；第二會時，四十萬聖眾，皆是阿羅漢。爾時，彼佛四十

年中，無有瑕穢，以一偈為禁戒： 

   執志莫輕戲，當學尊寂道，賢者無愁憂，常滅志所念。 

                                                 
1
 毘舍羅婆~Vessabh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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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自此以來，若有瑕穢，

便立禁戒。彼佛壽四萬歲。 

    於此賢劫有佛，名為迦葉，出現世間，爾時，彼佛亦二

會聖眾，初會之時，四十萬眾；第二會時，三十萬眾，皆是

阿羅漢，二十年中，無有瑕穢，恒以一偈，以為禁戒： 

   一切惡莫作，當奉行其善，自淨其志意，是則諸佛教1。 

    二十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犯禁之後，便立制限。

爾時，迦葉佛壽二萬歲。 

    我今如來出現於世，一會聖眾，千二百五十人，十二年

中無有瑕穢，亦以一偈為禁戒： 

   護口意清淨，身行亦清淨，淨此三行跡，修行仙人道。 

    十二年中說此一偈，以為禁戒，已生犯律之人，轉有二

百五十戒，自今以後，眾僧集會，啟白如律：『諸賢！咸聽，

今十五日說戒，今僧忍者，眾僧和合。』 

    說禁戒已，啟此已，設有比丘有所說者，不應說戒，各

共默然；若無語者，應為說戒，乃至說戒序後，復當問：『諸

賢，誰不清淨？』如是再三：『誰不清淨？』清淨者，默然

持之，然今人壽命極短，盡壽不過百年，是故，阿難！善受

持之。」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過去久遠諸佛世尊，壽命極長，

犯律者少，無有瑕穢，然今人民，壽命極短，不過十十，過

去諸佛滅度之後，有遺法住世，為經幾時？」 

                                                 
1
 或譯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334 

    佛告阿難：「過去諸佛滅度之後，法不久存。」 

    阿難白佛言：「設如來滅度之後，正法存世，當經幾時？」 

    佛告阿難曰：「我滅度之後，法當久存。迦葉佛滅度後，

遺法住七日中。汝今，阿難！如來弟子為少，莫作是觀，東

方弟子無數億千，南方弟子無數億千，是故，阿難！當建此

意，我釋迦牟尼佛壽命極長，所以然者，肉身雖取滅度，法

身存在，此是其義，當念奉行。」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三）彌勒佛三會說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爾時，阿難偏露右肩，右膝著地，白世尊言：「如

來玄鑒，無事不察，當來、過去、現在，三世皆悉明了，過

去諸佛姓字、名號、弟子，翼從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

劫，或無數劫，悉觀察知。 

    亦復知國王、大臣、人民姓字，悉能分別，如今現在國

界若干，亦復明了；將來久遠，彌勒出現，至真、等正覺，

欲聞其變，弟子翼從，佛境豐樂，為經幾時？」 

    佛告阿難：「汝還就座，聽我所說：彌勒出現，國土豐

樂，弟子多少，善思念之，記在心懷。」是時，阿難從佛受

教，即還就座。 

                                                 
1
 ～《中阿含 66 經》說本經，《佛說古來世時經》(大正 1.829b)，

參閱《長老偈》Thag. 910～919，cf. 《增壹阿含 49.7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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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將來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

名曰雞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人民熾

盛，街巷成行，爾時，城中有龍王，名曰水光，夜雨澤香，

晝則清和。 

    是時，雞頭城中有羅剎鬼，名曰葉華，所行順法，不違

正教，常伺人民寢寐之後，除去穢惡諸不淨者，又以香汁而

灑其地，極為香淨。 

    阿難當知：爾時，閻浮提東西南北，十萬由旬，諸山河

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據一方。時，閻浮提地極為平

整，如鏡清明，舉閻浮提內，穀食豐賤，人民熾盛，多諸珍

寶，諸村落相近，雞鳴相接。 

    是時，弊花果樹枯竭，穢惡亦自消滅，其餘甘美果樹，

香氣殊好者，皆生乎地。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

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癡，不大殷勤，人心

平均，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無有差

別，如彼鬱單越人而無有異。 

    是時，閻浮提內人民，大小皆同，無若干之差別也。彼

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還復合。

爾時，閻浮提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

苦。 

    所謂金銀、珍寶、車磲、瑪瑙、真珠、琥珀，各散在地，

無人省錄，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昔者之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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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寶故，各相傷害，繫閉牢獄，受無數苦惱，如今此寶與瓦

石同流，無人守護。』 

    爾時，法王出現，名曰儴佉，正法治化，七寶成就，所

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兵寶、守

藏之寶，是謂七寶，領此閻浮提內，不以刀杖，自然靡伏。 

    如今，阿難！有四珍之藏：乾陀越國伊羅鉢寶藏，多諸

珍奇異物，不可稱計；第二彌梯羅國，般綢大藏，亦多珍寶；

第三須賴吒大國有寶藏，亦多珍寶；第四波羅奈，儴佉有大

藏，多諸珍寶，不可稱計，此四大藏自然應現，諸守藏人各

來白王：『唯願大王以此寶藏之物，惠施貧窮。』爾時，儴

佉大王得此寶已，亦復不省錄之，意無財物之想。 

    時，閻浮提內，自然樹上生衣，極細柔軟，人取著之，

如今鬱單越人，自然樹上生衣而無有異。 

    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

愛敬，又且顏貌端正，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

老不少。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曰梵摩越，玉女中最為殊妙，

如天帝妃，口作優鉢蓮花香，身作栴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

永無復有，亦無疾病亂想之念。 

    爾時，彌勒菩薩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

下應，從右脅生，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彌勒菩薩亦復如是。

兜率諸天，各各唱令，彌勒菩薩已降神下生，是時，修梵摩

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

身黃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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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人壽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歲，女人年

五百歲，然後出適。爾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家學

道。爾時，去雞頭城不遠，有道樹名曰龍華，高一由旬，廣

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上道果，當其夜半，

彌勒出家，即其夜，成無上道。 

    時，三千大千剎土，六番震動，地神各各相告曰：『今

彌勒已成佛！』，展轉至四天王宮聞彌勒已成佛道！展轉聞

徹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展

轉乃至梵天：彌勒已成佛道！ 

    爾時，魔名大將，以法治化，聞如來名教音響之聲，歡

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時，魔王將欲界

無數天人，至彌勒佛所，恭敬禮拜。 

    彌勒聖尊與諸天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

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已

發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悉與諸天

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

眼淨。 

    爾時，大將魔王告彼界人民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

者，彌勒今日已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彼岸。』 

    爾時，雞頭城中長者，名曰善財，聞魔王教令，又聞佛

音響，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彌勒漸與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

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心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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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與諸人民廣分別義，

爾時，座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

修梵行，盡成阿羅漢道，爾時，彌勒初會八萬四千阿羅漢。 

    是時，儴佉王聞彌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聞法。

時，彌勒佛與王說法，初善、中善、後善，義理深邃。 

    爾時，大王復於異時立太子，賜剃頭師珍寶，復以雜寶

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

得阿羅漢。 

    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勒已成佛道，將八萬四千梵志

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阿羅漢，唯修梵摩一人，斷三結使，

必盡苦際。 

    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萬四千婇女往至佛所，求作

沙門，爾時，諸女人盡得阿羅漢，唯有梵摩越一人，斷三結

使，成須陀洹。 

    爾時，諸剎利婦，聞彌勒如來出現世間，成等正覺，數

千萬眾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

門，出家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有不取證者。爾時，阿難！

其不越次取證者，盡是奉法之人，患厭一切世間不可樂想。

爾時，彌勒當說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葉者行

十二頭陀，過去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常佐彌勒，勸化人

民。」 



 339 

    爾時，迦葉去如來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

前，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年向八十矣，

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眾德具足。云

何為四？所謂大迦葉比丘、君屠鉢漢比丘、賓頭盧比丘、羅

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

般涅槃。 

    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要須彌勒出現世間，所以然者，

彌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牟尼佛弟子，由我遺化得盡有漏，

摩竭國界毘提村中，大迦葉於彼山中住。 

    又彌勒如來將無數千人眾，前後圍遶，往至此山中，遂

蒙佛恩，諸鬼神當與開門，使得見迦葉禪窟。是時，彌勒伸

右手指示迦葉，告諸人民：『過去久遠，釋迦牟尼佛弟子，

名曰迦葉，今日現在，頭陀苦行最為第一。』 

    是時，諸人民見已，歎未曾有，無數百千眾生，諸塵垢

盡，得法眼淨。復有眾生，見迦葉身已，此名為最初之會，

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

悉由受我教訓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緣：惠施、仁愛、利人、

等利1。 

    爾時，阿難！彌勒如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時，迦

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復取種種香華，供養迦葉。

所以然者，諸佛世尊有恭敬心於正法故，彌勒亦由我所受正

法化，得成無上正真之道。 

                                                 
1惠施、仁愛、利人、等利：或譯為「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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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是阿羅

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供養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

會，九十二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 

    爾時，比丘姓號，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諸聲聞皆稱

釋迦弟子。爾時，彌勒與諸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思惟

無常想、樂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色變之想、青

瘀想、膨脹想、食不消想、血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所以

然者，比丘當知：此十想者，皆是過去釋迦牟尼佛與汝等說，

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 

    若復此眾中，釋迦牟尼佛弟子，過去世修於梵行，來至

我所；或於釋迦牟尼佛所，奉持其法，來至我所；或復於釋

迦牟尼佛所，供養三寶，來至我所；或於釋迦牟尼佛所，彈

指之頃，修於善本，來至此間；或於釋迦牟尼佛所，行四等

心，來至此者；或於釋迦牟尼佛所，受持五戒、三自歸，來

至我所；或於釋迦牟尼佛所，起神寺廟，來至我所；或於釋

迦牟尼佛所，補治故寺，來至我所；或於釋迦牟尼佛所，受

八關齋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牟尼佛所，香花供養，來至

此者；或復於彼聞佛法，悲泣墮淚，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

牟尼佛，專意聽法，來至我所，復盡形壽善修梵行，來至我

所；或復書讀諷誦，來至我所者；或承事供養，來至我所者。』 

    是時，彌勒便說此偈： 

    增益戒聞德，禪及思惟業，善修於梵行，而來至我所。 

  勸施發歡心，修行心原本，意無若干想，皆來至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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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發平等心，承事於諸佛，飯食與聖眾，皆來至我所。 

  或誦戒契經，善習與人說，熾然於法本，今來至我所。 

  釋種善能化，供養諸舍利，承事法供養，今來至我所。 

  若有書寫經，頒宣於素上，其有供養經，皆來至我所。 

  繒綵及眾物，供養於神寺，自稱南無佛，皆來至我所。 

  供養於現在，諸佛過去者，禪定正平等，亦無有增減。 

  是故於佛法，承事於聖眾，專心事三寶，必至無為處。 

    阿難當知：彌勒如來在彼眾中，當說此偈。 

    爾時，眾中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姟1人，諸塵

垢盡，得法眼淨。彌勒如來千歲之中，眾僧無有瑕穢，爾時

恒以一偈，以為禁戒： 

   口意不行惡，身亦無所犯，當除此三行，速脫生死淵。 

    過千歲之後，當有犯戒之人，遂復立戒。 

    彌勒如來，當壽八萬四千歲，般涅槃後，遺法當存八萬

四千歲，所以然者，爾時眾生，皆是利根。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欲見彌勒佛，及三會聲聞眾，及鷄頭城，及見儴佉王，

并四大藏珍寶者，欲食自然粳米，并著自然衣裳，身壞命終

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當勤精進，無生懈怠，亦當

供養諸法師，名華、擣香，種種供養無令有失；如是，阿難！

當作是學。」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姟：讀作「該」，一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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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五  

◎不善品第四十八入前品中 

 

（四）佛廣演七佛種姓、所化弟子，及其壽命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

比丘集普會講堂，各生此念：「今如來甚奇！甚特！過去取

般涅槃者，亦復知彼姓名、種族、持戒、翼從，皆悉分明，

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身，壽有長短，皆悉知之。 

    云何，諸賢！為是如來分別法處，極為清淨，知彼諸佛

姓字所出之處乎？為是諸天來至佛所而告此耶？」 

    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聞，眾多比丘各興此論，便往至諸

比丘所，在中央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集此，為

何等論？欲說何法？」 

    諸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論正法之要，諸人各興此

論義：如來甚奇甚特！乃能知過去諸佛世尊名字、姓號，智

慧多少，靡不貫博，甚為奇特。云何，諸賢！為是如來分別

法界，極為清淨，知彼諸佛姓字所出之處乎？為是諸天來至

佛所而告此耶？」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欲得聞過去諸佛神智之力

乎？姓字名號、壽命長短耶？」 

                                                 
1
 ～cf.D.14. Mahapadanasuttam 大本經，《長阿含 1 經》大本經(大

正 1.1)，《七佛經》(大正 1.150)，《毗婆尸佛經》(大正 1.540) ，

《七佛父母姓字經》(大正 1.159) ，《增壹含 48.4 經》(大正

2.790a)，梵 Mahavadana-s. (Wald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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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今正是時，唯願世尊敷演其義。」 

    佛告諸比丘：「汝等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廣演其義。」

爾時，眾多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

婆尸1如來、至真、等正覺；復次，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

式詰2如來、至真、等正覺；復於彼三十一劫內有佛，名毘

舍羅婆3如來出世；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屢孫4如來；

復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牟尼5如來、至真、等正

覺；復於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曰迦葉6如來；復於賢劫中，

我出現於世，釋迦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九十一劫中，有佛毘婆尸，三十一劫中，式詰如來出。 

  復於彼劫中，毘舍如來現，今日賢劫中，四佛復出世。 

  拘孫那迦葉，如日照世間，欲知名字者，其號悉如是。 

    毘婆尸如來者出剎利種，式詰如來亦出剎利種，毘舍羅

婆如來亦出剎利種，拘屢孫如來出婆羅門種，拘那含牟尼如

來出婆羅門種，迦葉如來出婆羅門種，如我今出剎利種。」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1
 毘婆尸～Vipassin. 

2
 式詰（Sikhin）：或譯為「尸棄」 。 

3
 毘舍羅婆～Vessabhū. 

4
 拘屢孫～Kakusandha. 

5
 拘那含牟尼～Konāgamuni. 

6
 迦葉～Kass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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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三尊佛，皆出剎利種，拘孫至迦葉，出於婆羅門。 

    最尊無能及，我今天人師，諸根而淡泊，出於剎利姓。 

    毘婆尸如來姓瞿曇，式詰如來亦出瞿曇，毗舍羅婆亦出

瞿曇，迦葉如來出迦葉姓，拘樓孫、拘那含牟尼亦出迦葉姓，

同上而無異，我今如來姓瞿曇。」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如初三尊佛，出於瞿曇種，後三至迦葉，出於迦葉姓。 

  如我今現在，天人所奉敬，諸根而淡泊，出於瞿曇姓。 

    比丘當知：毘婆尸如來，姓拘鄰若1，式詰如來亦出拘

鄰若，毘舍羅婆如來亦出拘鄰若，拘屢孫如來出婆羅墮，拘

那含牟尼如來，亦出婆羅墮，迦葉如來亦出婆羅墮，如我今

如來、至真、等正覺出於拘鄰若。」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如初諸三佛，出於拘鄰若，後三至迦葉，出於婆羅墮。 

  如我今現在，天人所奉敬，諸根而淡泊，出於拘鄰若。 

    毘婆尸如來坐波羅利華樹下而成佛道，式詰如來坐分陀

利樹下而成佛道，毘舍羅婆如來坐波羅樹下而成佛道，拘屢

孫如來坐尸利沙樹下而成佛道，拘那含牟尼如來坐優頭跋羅

樹下而成佛道，迦葉如來坐尼拘留2樹下而成道果，如我今

日如來坐吉祥3樹下而成佛道。」 

                                                 
1
 拘鄰若～Kondabba. 

2
 尼拘留～Nigrodha. 

3
 吉祥～Assat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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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初一成佛道，波羅利樹下，或坐分陀利，毘舍坐波羅。 

  拘孫坐尸利，拘那跋羅下，迦葉拘留樹，吉祥我成道。 

  七佛天中天，照明於世間，因緣坐諸樹，各成其道果。 

    毘婆尸如來，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之眾，式詰如來弟子有

十六萬，毘舍羅婆如來弟子十萬，拘留孫如來弟子有八萬

人，拘那含牟尼如來弟子有七萬人，迦葉如來弟子有六萬

眾；如我今日弟子有千二百五十人，皆是阿羅漢，諸漏永盡，

無復諸縛。」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百千六萬八，毘婆尸弟子，百千及六萬，式詰弟子眾。 

  百千比丘眾，毘舍婆弟子，拘孫八萬眾，拘那含七萬。 

  迦葉六萬眾，皆是阿羅漢，我今釋迦文，千二百五十。 

  皆是真人行，布現於法教，遺法餘弟子，其數不可計。 

    毘婆尸如來侍者，名曰大導師；式詰如來侍者，名曰善

覺；毘舍羅婆如來侍者，名曰勝眾；拘屢孫如來侍者，名曰

吉祥；拘那含牟尼如來侍者，名曰毘羅先；迦葉如來侍者，

名曰導師；我今侍者，名曰阿難。」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大導及善覺，勝眾與吉祥，毘羅先導師，阿難第七侍。 

  此人供養聖，無有不得時，諷誦又受持，不失其義理。 

    毘婆尸如來壽八萬四千歲，式詰如來壽七萬歲，毘舍羅

婆如來壽六萬歲，拘屢孫如來壽五萬歲，拘那含如來壽四萬

歲，迦葉如來壽二萬歲；如我今日壽極減少，極壽不過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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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初佛八萬四，次佛七萬歲，毘舍婆六萬，拘留壽五萬。 

  二萬二萬年，是拘那含壽，迦葉壽二萬，唯我壽百年。 

    如是，諸比丘！如來觀知諸佛姓名號字，皆悉分明，種

類出處，靡不貫練；持戒、智慧、禪定、解脫，皆悉了知。」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亦說：過去恒沙諸佛取滅

度者，如來亦知；當來恒沙諸佛，方當來者，如來亦知，如

來何故不記爾許佛所造？今但說七佛本末。」 

    佛告阿難：「皆有因緣本末故，如來說七佛之本末；過

去恒沙諸佛，亦說七佛本末；將來彌勒出世時，亦當記七佛

之本末；若師子應佛出世時，亦當記七佛之本末；若承柔順

佛出世時，亦當記七佛之本末；若光焰佛出世時，亦當記七

佛之名號；若無垢佛出世時，亦當記迦葉佛之本末；若寶光

佛出世時，亦當記釋迦牟尼佛之本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師子柔順光，無垢及寶光，彌勒之次第，皆當成佛道。 

  彌勒記式詰，師子記毘舍，柔順記拘孫，光焰記牟尼。 

  無垢記迦葉，皆說曩所緣，寶光成三佛，亦當記我號。 

  過去諸三佛，及以將來者，皆當記七佛，曩昔之本末。 

    由此因緣故，如來記七佛名號耳。」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此經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記佛名號，當念奉行。」爾時，

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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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子長者別請供養舍利弗及五百阿羅漢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是時，師子長

者往至舍利弗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師子長者2白

舍利弗言：「唯願尊者當受我請？」 

    是時，舍利弗默然受請，長者見尊者默然受請，便從座

起，禮足而退，復至大目揵連、離越、大迦葉、阿那律、迦

旃延、滿願子、優波離、須菩提、羅雲、均頭沙彌，如此上

首者五百人。 

    是時，師子長者即還，辦具種種極妙飲食，敷好座具，

又白：「時到，諸真人阿羅漢，靡所不鑒，今食具已辦，唯

願屈顧，臨赴下舍。」爾時，諸大聲聞各著三衣，持鉢入城，

至長者家。時，長者見諸尊坐已定，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

見諸聖眾食已訖，行清淨水，人施一白氎，前受祝願。 

    是時，尊者舍利弗與長者說極妙之法，便從座起而去。

還詣靜室。爾時，羅云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

時，世尊問曰：「汝今為從何來？」 

    羅云報云：「師子長者今日來見請。」 

    佛告之曰：「云何，羅云！飲食為妙、為不妙？為細為

粗耶？」 

    羅云報曰：「飲食極妙，又且豐多。今此白氎，從彼得

之。」 

                                                 
1
 ～cf.Vin.Mv.I,233~238.Sihasenapativatthu 

2
 師子長者：Siho senap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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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羅云：「眾僧有幾人？上座是誰？」 

    羅云白佛言：「和尚舍利弗最為上首，及諸神德弟子有

五百人。」 

    佛告羅云：「云何，羅云！彼長者獲福為多乎？」 

    羅云白佛言：「唯然，世尊！彼長者得福之報不可稱計。

施一阿羅漢其福難限，何況大神妙天人所敬奉，今五百人均

是真人，其福有何可量？」 

    佛告羅云，「今施五百羅漢之功德，若從眾中求一沙門，

請已，供養，計此眾中差人之福，及與五百羅漢之福，百倍、

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所以然者，眾中所差，

其福難限，獲甘露滅盡之處。 

    羅云當知：猶如有人自誓說曰：『吾要當飲此江河諸水。』

彼人為堪任否乎？」 

    羅云白佛言：「否也，世尊！所以然者，此閻浮提極為

廣大。此閻浮提有四大河：一者恒伽，二者新頭，三者私陀，

四者博叉1，一一河者，從有五百道，然此人終不能飲水使

盡，但勞其功，事終不成也。 

    彼人復作是說：『我自有方便因緣，可得飲諸水使盡。』

云何有因緣得飲諸水？ 

                                                 
1
 恆河(Gavga)，耶菩那(Yamuna)，薩羅由(Sarabhu)，伊羅跋提

(Aciravati 又作阿夷羅惒帝河、阿夷羅跋提河，沿舍衛城傍流經

迦維羅城南部，向東南注入 Ghāgra 河)，摩醯(M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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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彼人便作是念：我當飲海水，所以然者，一切諸

流，皆歸投於海。云何，羅云！彼人能得飲諸水乎？」 

    羅云白佛言：「如此方便可得飲水使盡，所以然者，一

切諸流皆歸於海，由此因緣故，彼人得飲水盡。」 

    佛告之曰：「如是，羅云！一切私施猶如彼流，或獲福，

或不獲福，眾僧者如彼大海，所以然者，流河決水，以入于

海，便滅本名，但有大海之名耳。 

    羅云！此亦如是，今此十人皆從眾中出，非眾不成。云

何為十？所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

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辟支佛、佛，

是謂十人皆由眾中，非獨自立。 

    羅云！當以此方便，知其眾中差者，其福不可限量，是

故，羅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稱計，當供養聖

眾。 

    羅云當知：猶如有人以酥投水，凝，不得廣普，若以油

投水，則遍滿其上。是故，羅云，當念供養聖眾比丘僧，如

是，羅云！當作是學。」 

    爾時，師子長者聞如來歎說施眾之福，不歎說餘福。爾

時，長者以餘時，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

師子長者白世尊言：「適聞如來歎說施眾之福，不歎別請人

之福，自今以後常當供養聖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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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之曰：「我不作爾說：『當供養聖眾，不供養餘人。』

今施畜生猶獲其福，何況餘人？但我所說者福有多少，所以

然者，如來聖眾，可敬可貴，是世間無上福田。 

    今此眾中有四向四得，及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當從眾中求之，所

以然者，三乘之道皆出乎眾。長者！我觀此因緣義，故說此

語耳，亦不教人應施聖眾，不應施餘人。」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如是，如世尊教勅，自今以後。

若作福業，盡當供養聖眾，不選擇人施。」 

    爾時，世尊與彼長者說微妙之法，令發歡悅之心，長者

聞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師子長者意欲施立福業，爾時，諸天來告之曰：

「此是向須陀洹之人，此是得須陀洹，施此得福多，施此得

福少。」爾時，天人即歎頌曰： 

   如來歎擇施，與此諸德士，施此獲福多，如良田生苗。 

    爾時，師子長者默然不對。 

    爾時，天人復語長者：「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此

向須陀洹人，此是得須陀洹人；此向斯陀含人，此是得斯陀

含人；此向阿那含，此得阿那含；此向阿羅漢，此得阿羅漢；

此是聲聞乘，此是辟支佛乘，此是佛乘，施此得福少，施此

得福多。」 

    爾時，師子長者默然不對，何以故爾？但憶如來教誡，

不選擇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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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師子長者復以餘時，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我自憶念，請聖眾飯之，有天來告我言：『此是持

戒，此是犯戒；此人向須陀洹，此人得須陀洹，乃至三乘，

皆悉分別。』又說此偈： 

   如來歎擇施，與此諸德士，施此獲福多，如良田生苗。 

    時我復作是念：如來教誡不可違戾，豈當生心，選擇施

乎？終無是非之心、高下之意也。 

    時我復作是念：我當盡施一切眾生之類，汝自持戒，受

福無窮；若使犯戒，自受其殃，但愍眾生，非食不濟命。」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長者！行過弘誓，菩薩所施，

心恒平等。長者當知：若菩薩惠施之日，諸天來告之：『族

姓子當知：此是持戒人，此是犯戒人，施此得福多，施此得

福少。』 

    爾時，菩薩終無此心：此應施，此不應施，然菩薩執意

而無是非，亦不言此持戒，亦不言此犯戒，是故，長者！當

念平等惠施，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是時，師子長者憶如來教誡，熟視世尊，意不移動，即

於座上得法眼淨，是時，師子長者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

退而去。 

    爾時，長者去未久，佛告諸比丘曰：「此師子長者，憶

平等施故，又視如來從頭至足，即於座上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優婆塞中，第一弟子平等施

者，所謂師子長者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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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舍利弗入金剛三昧，惡鬼打其頭而墮地獄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屏隈2處，補衲故衣。

爾時，有十千梵迦夷天，從梵天沒，來至舍利弗所，頭面禮

足，各圍遶侍焉，又以此偈而歎頌曰： 

   歸命人中上，歸命人中尊，我等今不知，為依何等禪？ 

    是時，十千梵迦夷天說此語已，舍利弗默然可之。 

    爾時，諸天以見舍利弗默然可已，即禮足退去，諸天去

未遠，舍利弗即入金剛三昧。是時有二鬼，一名伽羅，二名

優波伽羅，毘沙門天王使遣至毘留勒天王所，欲論人天之

事，是時，二鬼從彼虛空而過，遙見舍利弗結跏趺坐，繫念

在前，意寂然定，伽羅鬼謂彼鬼言：「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

門頭。」 

    優波伽羅鬼語第二鬼曰：「汝勿興此意，打沙門頭，所

以然者，此沙門極有神德，有大威力，此尊者名舍利弗，世

尊弟子中，聰明高才無復過是，智慧弟子中，最為第一，免

於長夜，受苦無量。」 

    是時，彼鬼再三曰：「我能堪任打此沙門頭。」 

    優波伽羅鬼報曰：「汝今不隨我語者，汝便住此，吾欲

捨汝去此。」 

                                                 
1
 ～《自說經》Ud.4.4.，cf.《雜阿含 1330 經》(大正 2.367b)，cf.

《別譯雜阿含 329 經》(大正 2.485a) 
2
 隈：隈ㄨㄟ=隅，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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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鬼曰：「汝畏此沙門乎？」 

    優波伽羅鬼曰：「我實畏之，設汝以手打此沙門者，此

地當分為二分，正爾，當暴風疾雨，地亦振動；諸天驚動，

地已振動，四天王亦當驚怖，四天王已知我等，不安其所。」 

    是時惡鬼曰：「我今堪任辱此沙門，善鬼聞已，便捨而

去。」 

    時，彼惡鬼即以手打舍利弗頭，是時，天地大動，四面

有暴風疾雨，尋時來至，地即分為二分，此惡鬼即以全身墮

地獄中。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從三昧起，整衣服，下耆闍崛

山，往詣竹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身體無有疾病乎？」 

    舍利弗言：「體素無患，唯苦頭痛。」 

    世尊告曰：「伽羅鬼以手打汝頭，若當彼鬼以手打須彌

山者，即時須彌山便為二分，所以然者，彼鬼有大力故。今

此鬼受其罪報故，全身入阿鼻地獄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甚奇！甚特！金剛三昧力乃至

於斯，由此三昧力，故無所傷害，正使須彌山打其頭者，終

不能動其毫毛，所以然者，比丘聽之：於此賢劫中有佛，名

拘樓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彼佛有二大聲聞，一名等壽，

二名大智。比丘等壽，神足第一；比丘大智，智慧第一，如

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目揵連神足第一。爾時，等壽、大

智二比丘，俱得金剛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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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於一時，等壽比丘在閑靜處，入金剛三昧，時，諸牧

牛人、牧羊人、取薪草人，見此比丘坐禪，各各自相謂言：

『此沙門今日已取無常。』是時，牧牛人及取薪人，集諸草

木，積比丘身上，以火燒已，而捨之去。 

    是時，等壽比丘即從三昧起，整衣服，便退而去，是時，

比丘即以其日，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諸取薪草人見此

比丘村中乞食，各各自相謂言：『此比丘昨日已取命終，我

等以火焚燒，今日復還活，今當立字，字曰還活。』 

    若有比丘得金剛三昧者，火所不燒，刀斫不入，水所不

漂，不為他所中傷，如是，比丘！金剛三昧威德如是。今舍

利弗得此三昧，舍利弗比丘多遊二處：空三昧、金剛三昧。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行金剛三昧；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教汝：如舍利弗比丘，智

慧、大智、分別智、廣智、無邊智、捷疾智、普遊智、利智、

甚深智、斷智1，少欲知足、閑靜勇猛、念不分散、戒成就、

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柔和無諍，去惡辨了，

                                                 
1
 S.2.29.作：1.Mahapabbo(大智慧：對蘊、處、界、戒、定、慧

等有大智慧), 2.Puthupabbo(廣智慧：對種種蘊、處、界、戒、

定、慧等有廣智慧) , 3.Hasapabbo(捷疾智慧：快速歡喜於遍滿

戒、護根、飲食知量等), 4.Javanapabbo(速智慧，很快地生起五

蘊、六識的無常、苦、無我觀), 5.Tikkhapabbo(銳利智慧，快速

切斷煩惱，欲尋等不滯留), 6.Nibbedhikapabbo(抉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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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諸言語，歎說離惡，常念去離，愍念生萌，然熾正法，與

人說法無有厭足。」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十千諸天人，盡是梵迦夷，自歸舍利弗，於靈鷲山頂。 

  歸命人中上，歸命人中尊，我今不能知，為依何等禪。 

  如是弟子花，莊嚴佛道樹，如天晝度園，快樂無有比。 

    弟子華者，即是舍利弗比丘是，所以然者，此人能莊嚴

佛樹；道樹者，即如來是也，如來能覆蓋一切眾生，是故，

比丘！當勤精進，如舍利弗比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四十六  

◎第四分別誦 

◎牧牛品第四十九 

（一）牧牛十一法與比丘十一法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放牛兒成就十一法，牛群終不長益，亦復不

能將護其牛。云何為十一2？放牛人不別其色，不解其相，

                                                 
1～《增支部》A.11.18.Gopalakla 成就十一支之)放牛者，M.33. 

Mahagopalakasuttam 牧牛者大經，cf.《雜阿含 1249 經》(大正

2.342c)，《放牛經》(大正 2.546a) 
2
 《中部》33 經  牧牛者大經(Mahagopalakasutta)世尊說：「諸比

丘！具足十一支之牧牛者，不能擁護增長牛群，云何為十一？

諸比丘！是(1)牧牛者不知色，(2)不通相，(3)不除蟲卵，(4)不

處置瘡痍，(5)不起煙， (6)不知渡處，(7)不知應飲之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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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摩刷而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烟，不知良田茂草

處，不知安穩處，亦復不知渡牛處所，不知時宜。若 牛時，

不留遺餘，盡取 之；諸大牛可任用者，不隨時將護，是謂，

比丘！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終不能長養其牛，將護其身。 

    今此眾中比丘，亦復如是，若成就此十一法1，終不能

有所長益。云何為十一？比丘不別其色，不曉其相，應摩刷

而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煙，不知良田茂草處，不

知渡處，亦復不知安穩之處，不知時宜，食不知留遺餘，諸

長老比丘亦不敬侍。 

    云何比丘不知色？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皆悉不

知，如是比丘不別其色。云何比丘不別其相？比丘不知行

愚，亦不知行智，如實而不知。如是比丘不別其相。 

    云何比丘應摩刷而不摩刷？比丘若眼見色便起色想，有

諸亂念；又不守護眼根，以不善攝念，造眾殃舋2，不守護

眼根。如是，比丘！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

意知法，起諸亂想，亦不守護意根，不改其行，如是比丘應

摩刷而不摩刷。 

                                                                                                        

不知道路，(9)不熟知牧場，(10)無餘榨乳(不留給牛犢)，(11)

不恭敬牡牛、牛父、牛群首領。 
1
 若成就此十一法：此句脫漏，茲補上。 

2
 舋：音ㄒㄧㄣ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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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比丘不覆護瘡？比丘起欲想而不捨離，亦不除去其

念；若起瞋想、殺害想，起諸惡不善想，終不捨之，如是比

丘不覆護瘡。 

    云何比丘不隨時起煙？比丘所諷誦法，不隨時向人說，

如是比丘不隨時放煙。云何比丘不知良田茂草處？比丘不知

四意止1，如實而不知，如是比丘不知良田茂草處。 

    云何比丘不知渡處？比丘不別賢聖八品道，如是比丘不

知渡處。云何比丘不知所愛？比丘於十二部：契經、祇夜、

授決、偈、因緣、本末、方等、譬喻、本生經、說、廣普、

未曾有法，不知擇而行之2，如是比丘不知所愛。 

    云何比丘不知時宜？比丘便往輕賤家、博戲家，如是比

丘不知時宜。云何比丘不留遺餘？比丘有信梵志、優婆塞，

往而請之，然諸比丘貪著飲食，不知止足，如是比丘不留遺

餘。 

    云何比丘不敬長老、諸高德比丘？比丘不起恭敬心向諸

有德人，如是比丘多有所犯，是謂比丘不敬長老。若有比丘

成就此十一法，終不能於此法中多所饒益。 

    若復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能擁護其牛，終不失時，有

所饒益。云何為十一？牧牛人知其色，別其相，應摩刷而摩

刷，覆護瘡痍，隨時而起煙，知良田茂草處，知渡處，愛其 

                                                 
1
 四意止（cattāro satipatthānā）：或譯為「四念處」。 

2
 不知擇而行之：此句依下文補上。 



 358 

牛，分別時宜，亦知性行；若 牛時，知留遺餘，亦復知隨

時將護可任用者，如是牧牛人將護牛。如是，比丘！若牧牛

人成就此十一法，不失時節者，終不可沮壞。 

如是，比丘若成就十一法者，於此現法中多所饒益。云

何十一法？於是，比丘知色，知相，知摩刷，知覆護瘡，知

起煙，知良田茂草處，知所愛，知擇道行，知渡處，知食止

足，知敬奉長老比丘，隨時禮拜。 

    云何比丘知色？比丘知四大色，亦知四大所造色，是謂

比丘知色。云何比丘知相？比丘知愚相，知智相，如實而知

之，如是比丘知相。 

    云何比丘知摩刷？於是，比丘若欲想起，念知捨離，亦

不殷勤，永無欲想；若恚想、害想，及諸惡不善想起，念知

捨離，亦不殷勤，永無恚想，如是比丘為知摩刷。 

    云何比丘知覆護瘡？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不起色

想，亦不染著而淨眼根，除去愁憂、惡不善法，心不貪樂，

於中而護眼根。如是，比丘！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

身知細滑，意知法，不起識想，亦不染著而淨意根，如是比

丘知覆護瘡。 

    云何比丘知起煙？比丘所從聞法，廣與人說，如是比丘

為知起煙。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處？於是，比丘賢聖八品道

如實知之，是謂比丘知良田茂草處。 

    云何比丘知所愛？比丘若聞如來所說法寶，心便愛樂，

如是比丘為知所愛。云何比丘知擇道行？於是，比丘於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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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經，擇而行之。所謂契經、祇夜、授決、偈、因緣、本末、

方等、譬喻、生經、說、廣普、未曾有法，如是比丘知擇道

行。 

    云何比丘知渡處？比丘知四意止，是謂比丘知渡處。 

    云何比丘食知止足？於是，比丘有信梵志、優婆塞來請

者，不貪飲食，能自止足，如是比丘為知止足。 

    云何比丘隨時恭奉長老比丘？於是，比丘恒以身口意善

行，向諸長老比丘，如是比丘隨時恭奉長老比丘，如是，比

丘！若成就十一法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牧牛不放逸，其主獲其福，六牛六年中，展轉六十牛。 

  比丘戒成就，於禪得自在，六根而寂然，六年成六通。 

    如是，比丘！若有人能離此惡法，成就十一法者，於現

法中多所饒益；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比丘成就戒等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就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就。云何為

十一？於是，比丘！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

就，解脫見慧成就，諸根寂靜，飲食知足，恒修行法，亦知

其方便，分別其義，不著利養。如是，比丘！若成就此十一

法者，堪任長養，所以然者，一切諸行正有十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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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正有十一法無有出者。

云何為十一？」 

    「所謂阿練若：乞食，一處坐，一時食，正中食，不擇

家食，守三衣，坐樹下，露坐閑靜之處，著補衲衣，或在塚

間，是謂，比丘！有人成就此十一法，便能有所至。 

    我今復重告汝：若有人十年中學此法，即於現身成阿那

含，轉身便成阿羅漢。諸比丘！且捨十年，若九、八、七、

六、五、四、三、二、一年學此法者，便成二果：阿那含或

阿羅漢。 

    且捨十二月，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彼比丘必成二

果：阿那含或阿羅漢，所以然者，十二因緣皆出十一法中，

所謂生老病死、愁憂苦惱。 

    我今教諸比丘，當如迦葉比丘之比，設有人行勤苦之

法，此行難及，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成就此十一法，當知過

去如來成等正覺，亦成就此十一苦法。 

    今迦葉比丘，愍念一切眾生，若供養過去諸聲聞，後身

乃得受報；設供養迦葉者，現身便受其報。設我不成無上等

正覺，後當由迦葉成等正覺，由此因緣故，迦葉比丘勝過去

諸聲聞，其能如迦葉比丘者，此則上行；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361 

（三）惡者與惡者相從，善者與善者相從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與

無數眾生，前後圍遶而為說法。爾時，舍利弗將眾多比丘而

經行；大目揵連及大迦葉、阿那律、離越、迦旃延、滿願子，

優波離、須菩提、羅云、阿難比丘，各各將眾多比丘自相娛

樂；提婆達多亦復將眾多比丘而自經行。 

    爾時，世尊見諸神足弟子，各將其眾而自經行，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人之根性，各各相似，善者與善共并，惡

者與惡共并，猶如乳與乳相應，酥與酥相應，糞與屎尿，各

自相應。此亦如是，眾生根性、所行法則，各自相應，善者

與善相應，惡者與惡相應，汝等頗見舍利弗比丘將諸比丘經

行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如此諸人皆智慧之士。」 

    又告比丘：「汝等頗見目揵連比丘將諸比丘經行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 

    又問：「汝等見迦葉將諸比丘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十二頭陀行法之人也。」 

    又問：「汝等見阿那律比丘否乎？」 

                                                 
1
 ～《相應部》S.14.15.Kamma 業 (Cavkama 經行)，《雜阿含 447

經》(大正 2.1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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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天眼第一。」 

    又問：「頗見離越比丘否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此諸人皆是入定之士。」 

    又問：「汝等頗見迦旃延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分別義理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滿願子比丘否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優波離將諸比丘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人等皆是持禁律之人。」 

    又問：「汝等頗見須菩提比丘否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 

    又問：「汝等頗見羅云比丘否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是戒具足士。」 

    又問：「汝等頗見阿難比丘否乎？」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 

    佛告諸比丘：「此諸賢士皆是多聞第一，所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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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問：「汝等頗見提婆達多比丘，將諸人而經行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之曰：「此諸人為惡之首，無有善本。」爾時，世

尊便說斯頌： 

   莫與惡知識，與愚共從事，當與善知識，智者而交遊。 

  若人本無惡，親近於惡人，後必成惡因，惡名遍天下。 

    爾時，提婆達多弟子三十餘人，聞世尊說此偈已，便捨

提婆達多來至佛所，頭面禮足，求改重罪，又白世尊：「我

等愚惑，不識真偽，捨善知識，近惡知識，唯願世尊，當見

原恕，後更不犯。」 

    佛告比丘：「聽汝悔過，改往修來，勿復更犯。」 

    爾時，提婆達多弟子承世尊教誡，在閑靜處，思惟妙義，

克己行法，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

梵行，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 

    比丘當知：眾生根源皆自相類，惡者與惡相從，善者與

善相從。過去、將來，眾生根源，亦復如是，以類相從，猶

如淨與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相應，是故，比丘！當學與淨

相應，捨離不淨；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象舍利弗還俗後，復出家修行證阿羅漢果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象舍利弗還捨法服，習白衣行。爾時，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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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弗家。爾時，象舍利弗

憑兩女人肩上，阿難遙見已，便懷愁憂不歡之想，象舍利弗

見阿難已，極懷慚愧，獨處而坐。 

    爾時，阿難乞食周訖，還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坐，爾時，阿難白佛言：「向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

弗家，見扶兩婦人肩上，當見之時，甚懷愁憂。」 

    世尊告曰：「汝見已，為生何意？」 

    阿難白佛言：「我念象舍利弗精進多聞，性行柔和，常

與諸梵行人說法無厭足。云何如今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時

我見已，甚懷愁憂，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威德無量，自

念我昔曾見與釋提桓因共論，云何今日習欲為惡？」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非阿羅漢，夫

阿羅漢者，終不還捨法服，習白衣行。但今，阿難！勿懷愁

悒，象舍利弗却後七日，當來至此間，盡有漏，成無漏行。

然此象舍利弗，宿行所牽，故致此耳，今行具滿，當盡有漏。」 

    爾時，象舍利弗却後七日，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須臾，退座白佛言：「唯然，世尊！聽在末行，修沙

門行。」爾時，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門，尋於座上得阿羅

漢。 

    爾時，象舍利弗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梵志遙見

象舍利弗入城乞食，便生斯念：此諸釋種子，無處不有，無

處不遍，又遏絕我等所行呪術。吾今當向城中人民說此沙門

瑕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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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此梵志語城中人民曰：「汝等諸人，頗見象舍利

弗乎？昔日自稱，言是阿羅漢，中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與

五欲相娛樂，今復更作沙門！家家乞食，佯現貞廉，觀諸婦

人，興欲情想，還至園中，思惟女色，不去心首，亦如乏驢，

不任負駄，寂然臥住；此釋種子，亦復如是，佯現乞食，觀

諸女色，思惟校計。」 

    爾時，象舍利弗聞此梵志，有惡聲響，便生此念：此人

極為愚癡，興嫉妬心，見他得利養，起慳嫉心；若己得利養，

便懷歡喜，至白衣家主行誹謗，吾今當制，令不為惡，無令

此人受罪無量。爾時，象舍利弗飛在空中，告梵志曰： 

   無眼無巧便，興意謗梵行，自造無益事，久受地獄苦。 

    爾時，象舍利弗說此偈已，便自退還，還歸所在。 

    是時，城中人民聞梵志誹謗，又聞象舍利弗說偈，各生

斯念：若當如梵志語者，然後現神足難及，又我等見還捨法

服，習白衣行。 

    是時，眾多人民，各各相將，至象舍利弗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爾時，眾多人民問象舍利弗曰：「頗有阿羅漢還

捨法服，習白衣行？」 

    象舍利弗報曰：「無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是時，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阿羅漢頗由本緣而犯戒

乎？」 

    象舍利弗報言：「已得阿羅漢，終不犯戒？」 

    諸人民復白言：「在學地之人，由本緣故而犯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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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舍利弗報言：「有，若住學地之人，由本緣故而犯禁

戒。」 

    時，諸人民復白言：「尊者先已是阿羅漢，復捨法服，

習白衣行，於五欲自相娛樂；今復出家學道，本先有神足，

今何故乃爾？」爾時，象舍利弗便說此偈： 

   遊於世俗禪，至竟不解脫，不得滅盡跡，復習於五欲。 

  無薪.火不燃，無根枝不生，石女無有胎，羅漢不受漏。 

    爾時，諸人民復問象舍利弗曰：「尊先非阿羅漢乎？」 

    象舍利弗報曰：「我先非阿羅漢也。諸居士當知：五通

與六通，各各差別，今當說十一通。夫五通仙人，欲愛未盡，

若生上界，復來墮欲界；六通阿羅漢、如來弟子者，得漏盡
1通，即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時，諸人民復白言：「我等觀察象舍利弗所說：世間無

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時，象舍利弗報曰：「如是，如汝所言，無有阿羅漢還

捨法服，習白衣行者，有十一法阿羅漢所不習者。云何為十

一？漏盡阿羅漢終不捨法服，習白衣行；漏盡阿羅漢終不習

不淨行；漏盡阿羅漢終不殺生：漏盡阿羅漢終不盜；漏盡阿

羅漢，食終不留遺餘；漏盡阿羅漢終不妄語；漏盡阿羅漢終

不群類相佐；漏盡阿羅漢終不吐惡言；漏盡阿羅漢終無有狐

疑；漏盡阿羅漢終不恐懼；漏盡阿羅漢終不受餘師，又不更

受胞胎，是謂，諸賢士，漏盡阿羅漢終不處十一之地。」 

                                                 
1
 漏盡：即煩惱盡。 



 367 

    爾時，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我等聞尊者所說，觀外

道異學，如觀空瓶而無所有，今察內法，如似蜜瓶，靡不甘

美；今如來正法，亦復如是，今彼梵志受罪無量。」 

    爾時，象舍利弗飛在虛空，結跏趺坐，便說此偈： 

   不解彼此要，習於外道術，彼此而鬪亂，智者所不行。 

    爾時，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所說過多，實為難

及，猶盲者得眼，聾者得聽；今尊者所說亦復如是，無數方

便而說法教，我等今日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唯願尊者

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 

    爾時，象舍利弗與諸人民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

各從座起，禮足而去。爾時，尊者阿難聞梵志謗象舍利弗，

然無所至，尚不能熟視象舍利弗，況與共論，即往世尊所，

以此因緣，具白如來。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夫論平等阿羅漢，當說象舍利

弗是也，所以然者，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羅漢，昔所傳阿羅漢

名者，今日已獲，世俗五通，非真實行，後必還失；六通者

是真實行，所以然者，此象舍利弗先有五通，今獲六通。汝

亦當學象舍利弗，此是其義，當念奉行。」爾時，阿難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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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說十二因緣甚深，誡阿難勿輕十二因緣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今當說因緣之法，善思念之，當修習之。」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因緣之法？所謂無明緣行，行

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憂悲苦惱，不可稱計，如是

成此五陰之身。」 

    彼云何名為無明？所謂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

道，此名為無明。  

    彼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有三種。云何為三？所謂身

行、口行、意行，是謂為行。 

    彼云何名為識？所謂六識身是也。云何為六？所謂眼、

耳、鼻、舌、身、意識，是謂為識。 

    彼云何為名2？所謂名者，受、想、念、觸、思惟，是

為名。彼云何為色？所謂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謂為

色。色異、名異，故曰名色。 

    彼云何名為六入？即內六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

鼻、舌、身、意入，是謂六入。 

                                                 
1
 ～《相應部》S.12.2.Vibhavga 分別，《雜阿含 298 經》(大正 2.85a)，

No.124《緣起經》 
2
 名：指「名法」，與「色法」相對。五蘊中「受、想、行(思)」  

  的合稱，南傳《相應部 12 相應，2 經》另加「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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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云何名為觸？所謂六觸身。云何為六？所謂眼、耳、

鼻、舌、身、意觸，是謂名為觸。彼云何為受？所謂三受。

云何為三？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是名為受。 

    彼云何名為愛？所謂三愛身是也，欲愛、有愛、無有愛，

是謂為愛。云何為取？所謂四取是。云何為四？所謂欲取、

見取、戒取、我取，是謂四取。 

    彼云何為有？所謂三有。云何為三？欲有、色有、無色

有，是名為有。彼云何為生？所謂生者，等具出處，受諸有，

得五陰，受諸入，是謂為生。 

    彼云何為老？所謂彼彼眾生，於此身分，齒落髮白，氣

力衰竭，諸根純熟，壽命日衰，無復本識，是謂為老。 

    云何為死？所謂彼彼眾生，展轉受形，身體無溫，無常

變易，五親分張，捨五陰身，命根斷壞，是謂為死。 

    比丘當知：故名為老、病、死，此名為因緣之法，廣分

別其義。諸佛如來所應施行，起大慈悲，吾今已辦，當念在

樹下露坐，或在塚間，當念坐禪，勿懷恐難，今不精勤，後

悔無益。」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與諸比丘說甚深緣本，然

我觀察，無甚深之義。」 

    世尊告曰：「止！止！阿難！勿興此意，所以然者，十

二因緣者，極為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曉，我昔未覺此因緣

法時，流浪生死，無有出期。又復，阿難！不但今日汝言因

緣不甚深也；昔日以來，言不甚深也，所以然者，乃昔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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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時，有須焰阿須倫王，竊生此念：欲捉日月，出大海水，

化身極大，海水齊腰。 

    爾時，彼阿須倫王有兒名拘那羅，自白其父：『我今欲

於海水沐浴。』 

    須焰阿須倫報曰：『莫樂海水中浴，所以然者，海水極

深且廣，終不堪住海水中浴。』 

    時，拘那羅白言：『我今觀水齊大王腰，何以故復言甚

深？』是時，阿須倫王即取兒著大海水中，爾時，阿須倫兒

足不至水底，極懷恐怖。 

    爾時，須焰告其子曰：『我先勅汝，海水甚深，汝言無

苦，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非汝所能洗浴。』 

    爾時須焰阿須倫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

須焰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阿須倫兒，即汝身是也，爾時海水

甚深，汝言無苦。 

    今復言十二因緣甚深之法，汝復言：『無是甚深』，其

有眾生不解十二因緣法者，流轉生死，無有出期，皆悉迷惑，

不識行本，於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永在五惱之中，

求出甚難。 

    我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緣，降伏魔眷屬，以除無明而

得慧明，諸闇永除，無復塵垢。又我，阿難！三轉十二說此

緣本時，即成佛道，以此方便，知十二因緣法，極為甚深，

非常人所能宣暢；如是，阿難！當念甚深，奉持此十二因緣

之法，當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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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翅甯聞法後歸依，施羅見佛三十二相好1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施羅，備知諸術，外

道異學經籍所記，天文、地理，靡不貫練，又復教授五百梵

志童子，又彼城中有異學之士，名曰翅甯，多有所知，為頻

毘娑羅王所見愛敬，隨時供養，給與梵志所須之施。 

    爾時，如來名稱遠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度

人無量，出現世間。是時，翅甯梵志興起斯念：如來名號甚

為難聞，今我欲往問訊，親近禮敬。 

    是時，翅甯梵志便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

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為姓何等？」 

    佛告梵志：「吾姓剎利。」 

    梵志問曰：「諸婆羅門各有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

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

『梵天所生。』今，沙門瞿曇！欲何等論說？」 

    佛告之曰：「梵志當知：其有婚姻嫁娶，便當求豪貴之

姓，然我正法之中，無有高下是非之種姓也。」 

    梵志復白言：「云何，瞿曇！生處清淨，然後法得清淨？」 

    佛告梵志：「汝用法清淨、生處清淨為乎？」 

                                                 
1
 ～《經集》Sn.3.7.Sela-sutta 施羅經，cf.M.92. Selasuttam 施羅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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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志又曰：「諸婆羅門各興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

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

梵天所生。」 

    佛告梵志：「若當剎利女出適婆羅門家，設生男兒者，

當從何姓？」 

    梵志報曰：「彼當言婆羅門種，所以然者，由父遺形故，

得有此兒。」 

    佛告梵志：「若復婆羅門女出適剎利家，生男兒者，彼

當從何姓？」 

    梵志報曰：「彼人當是剎利種，所以然者，由父遺形故，

得有此兒。」 

    佛告梵志：「熟自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與後

皆不相應。云何，梵志！設驢從馬後生駒者，當言是馬或是

驢耶？」 

    梵志報曰：「如此之類當言驢馬，所以然者，由驢遺形

故，得此駒也。」 

    佛告梵志：「汝熟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後不相

應，汝前所說剎利女出適婆羅門家，若生兒者，便言婆羅門

種，今驢逐馬生駒者，便言驢馬，將不違前語乎？設復，梵

志！若馬逐驢生駒者，名之云何？」 

    梵志報曰：「當名為馬驢。」 

    佛告之曰：「云何，梵志！馬驢、驢馬豈復有異乎？若

復有人言：寶一斛；復有人言：一斛寶。此二義豈有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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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志報曰：「此是一義，所以然者，寶一、一寶，此義

不異也。」 

    佛告梵志：「云何馬驢、驢馬，此非一義乎？」 

    梵志報言：「今，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

言：吾姓最豪，無有出者。」 

    佛告梵志：「汝先稱譽其母，後復歎說其父，若復父亦

是婆羅門種，母亦是婆羅門種，後生二兒，彼時其中一兒，

多諸技術，無事不覽，第二子者，了無所知，是時，父母為

敬待何者？為當敬待有智者？為當敬待無知者？」 

    梵志報曰：「其父母應當敬待高德聰明者，不應敬待無

智者，所以然者，今此一子，無事不了，無事不閑，正應敬

待此子，不應敬待無智之子。」 

    佛告梵志：「若彼二子，一聰明者，便復興意，作殺盜

淫泆，行十惡之法；彼一子不聰明者，守護身口意，行十善

之法，一無所犯，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 

    梵志報曰：「彼父母應當敬待行十善之子，彼行惡之人

復敬待為？」 

    佛告梵志：「汝先歎其多聞，後歎其戒。云何，梵志！

若復有二子，一子父專正，母不專正；一子父不專正，母專

正，彼子若母正、父不正者，無事不閑，博知經術。第二子

父正、母不正者，既不博學，但持十善，然其父母應敬待何

者？為當敬待母淨、父不淨者？為當敬待父淨、母不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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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志報曰：「應當敬待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知經書，

博諸技術故；第二子，父淨、母不淨，雖復持戒而無智慧，

竟何所至？有聞則有戒。」 

    佛告梵志：「汝前歎說父淨，不歎說母淨；今復歎說母

淨，不歎說父淨；先歎聞德，後歎禁戒；復歎說戒，後方說

聞。云何，梵志！若彼二梵志子，其中一子，多聞博學，兼

持十善；其第二子既無智慧，兼行十惡，彼父母應當敬待何

者？」 

    梵志報曰：「應當敬父淨、母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

其博覽諸經，曉諸技術，由父淨.生得此子，兼行十善，無

所觸犯，具足諸德本故。」 

    佛告之曰：「汝本說其姓，後說其聞，不說其姓；後復

說戒，不說其聞；後復說其聞，不說其戒。汝今歎說父母聞、

戒，豈不違前言乎？」 

    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言：

我姓最豪貴，無有出者。」 

    世尊告曰：「諸有嫁娶之處則論姓，然我法中，無有此

義。汝頗聞邊國遠邦及餘邊地人乎？」 

    梵志報曰：「唯然，聞之，有此諸人。」 

    世尊告曰：「彼土人民有二種姓。云何為二？一者人，

二者奴，此二姓亦復不定。」 

    又問：「云何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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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或先作人，後作奴；或先作奴，後作人。

然眾生之類，盡同一類而無若干。若復，梵志！天地敗毀時，

世間皆空，是時，山河石壁、草木，皆悉燒盡，人亦命終。 

    若天地還欲成時，未有日月年歲之限，爾時，光音天來

至此間。是時，光音天福德稍盡，無復精光，展轉相視，興

起欲想，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欲意少者則成男子，展轉交

接，便成胞胎，由此因緣，故最初有人，轉生四姓，流布天

下，當以此方便，知人民盡出於剎利種。」 

    爾時，梵志白世尊言：「止，止，瞿曇！如僂者得伸，

盲者得目，冥者得見明。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與我

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唯願與我說法，聽為優婆塞。」 

    爾時，梵志復白世尊：「唯願如來當受我請，將諸比丘

眾，當至我家。」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梵志見佛默然受請，即從

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飲食，敷諸座

具，香汁灑地，並自吐言：「如來當於此坐。」 

    爾時，施羅梵志將五百弟子，至翅甯梵志家，遙見彼家

敷好坐具，見已，問翅甯梵志：「汝今欲與男女嫁娶，為欲

請摩竭國頻毘娑羅王乎？」 

    翅甯梵志報曰：「我亦不請頻毘娑羅王，亦無嫁娶之事，

我今欲施設大福業。」 

    施羅梵志問曰：「願聞其意，欲施何福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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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翅寗梵志報施羅梵志曰：「當知有釋種子，出家

學道，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我今請佛及比丘僧，是故辦具

種種坐具耳。」 

    是時，施羅梵志語翅甯梵志：「汝今言佛乎？」 

    報曰：「吾今言佛。」 

    又問：「甚奇！甚特！今乃聞佛音響，如來竟為所在，

吾欲見之。」 

    翅甯報曰：「今在羅閱城外竹園中，將五百弟子自相娛

樂，欲往見者，宜知是時。」 

    時，此梵志即將五百弟子，往至佛所，到已，共相問訊，

在一面坐，爾時，施羅梵志便生此念：沙門瞿曇極為端正，

身作黃金色，我等經籍亦有斯言：「如來出世之時，實不可

遇，猶如優曇鉢花，時時乃現。若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當趣二處：若在家者，當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若出家學

道者，必成無上道，為三界之祐。」 

    我今欲觀佛三十二相，爾時，梵志唯見三十相，而不覩

二相，起狐疑猶豫，不見廣長舌、陰馬藏。爾時，施羅梵志

即以偈問曰： 

   吾聞三十二，大人之相好，今不見二相，竟為在何所？ 

  貞潔陰馬藏，其相甚難喻，頗有廣長舌，舐耳覆面否？ 

  願出廣長舌，使我無狐疑，又使我見之，永無疑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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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七 

 

    爾時，世尊即吐舌，左右舐耳，還復縮之；爾時，世尊

即入三昧，使彼梵志見陰馬藏，時，梵志見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施羅梵志白佛言：「我

今婆羅門，沙門剎利種，然沙門、婆羅門皆同一道，求一解

脫，唯願沙門聽我等，有得同一道乎？」 

    佛告梵志：「汝有此見。」梵志報曰：「我有斯見。」 

    佛告梵志：「汝當興意，向一解脫，所謂正見是也。」 

    梵志白佛言：「正見即是一解脫，復更有解脫乎？」 

    世尊告曰：「梵志！更有解脫得涅槃界，其事有八，所

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是謂梵志八種之道，得至涅槃。」 

    爾時，梵志白佛言：「頗有此眾生知此八種道乎？」 

    世尊告曰：「非一百千，梵志當知：無數百千眾生知此

八種之道。」 

    梵志白佛言：「頗復有眾生，不解此八種之道乎？」 

    世尊告曰：「有眾生不解者，非一人也。」 

    梵志白佛言：「頗復有眾生不得此法乎？」 

    佛告之曰：「有眾生不得道，如此之人有十一種。云何

為十一？所謂姦偽、惡語、難諫、無反復、好憎性、害父母、

殺阿羅漢，斷善根善事，反為惡，計有我，起惡念向如來，

梵志！是謂十一種人不能得此八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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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說此八正道時，是時，彼梵志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施羅梵志告五百弟子曰：「汝等各所好者，各自

誦習，吾欲於如來所善修梵行。」 

    諸弟子白曰：「我等亦復欲出家學道。」爾時，梵志及

五百弟子各各長跪，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出家學道。」 

    佛告諸梵志：「善來，比丘！於如來所，善修梵行，漸

盡苦源。」如來說此語時，五百梵志即成沙門，爾時，世尊

漸與五百人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欲不淨想，出要為樂，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爾

時，世尊廣與諸人說之，時五百人諸漏永盡，得上人法。 

    爾時，翅甯梵志又白：「時到，唯願屈神。」 

    爾時，世尊告施羅等五百比丘：「汝等各著衣持鉢。」 

世尊千比丘圍繞，至城中梵志所，就座而坐，爾時，翅甯梵

志見五百婆羅門皆作沙門，即語之曰：「善哉！諸人，趣道

之要，莫復過是。」爾時，施羅比丘為翅甯說此偈曰： 

   此外更無法，能勝此要者，如此之比像，善者無過是。 

    爾時，翅甯梵志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小留神，待時，

正爾，更辦飲食。」 

    世尊告曰：「所辦飲食，但時貢之，勿懼不足。」 

    是時，翅甯梵志歡喜無量，躬自行食，供養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飯食已訖，除去食器，以若干種華散佛、比丘僧

上，前白佛言：「世尊！唯願男女大小，盡求作優婆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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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梵志婦懷妊，婦人白佛言：「我有娠，亦不知是

男，是女耶？亦復自歸如來，聽為優婆夷。」 

    爾時，如來與諸大眾說微妙之法，即於座上而說此偈： 

   快哉斯福報，所願必得果，漸至安穩處，永無憂厄患。 

  死得生天上，設使諸魔天，亦復不能使，為福者墮罪。 

  彼亦求方便，賢聖之智慧，當盡於苦本，長離去八難。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翅甯梵志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恆受一食能使身體輕便，氣力強盛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恒一坐而食，身體輕便，氣力強盛，汝等比

丘，亦當一食，身體輕便，氣力強盛，得修梵行。 

    爾時，跋提婆羅白世尊言：「我不堪任一食，所以然者，

氣力弱劣。」 

    佛告之曰：「若汝至檀越家，一分食之，一分持還家。」 

    跋提婆羅白佛言：「我亦不堪行此法。」 

    世尊告曰：「聽汝壞齋，通日而食。」 

    跋提婆羅白佛言：「我亦不堪任施行此法。」 

    爾時，世尊默然不報。 

                                                 
1
 ～M.65. Bhaddalisuttam 跋陀利經，M.66. Latukikopamasuttam 

鶉喻經，《中阿含 194 經》跋陀和利經(大正 1.746.)，《中阿含

192 經》迦樓烏陀夷經(大正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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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迦留陀夷，向暮，日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爾時極為闇冥，時迦留陀夷漸漸至長者家，又彼長者婦懷

妊，聞沙門在外乞食，即自持飯出惠施之，然迦留陀夷顏色

極黑，又彼時天欲降雨，處處泄電，爾時，長者婦出門見沙

門顏色極黑，即時驚怖乃呼：「是鬼。」自便稱喚：「咄！

我見鬼。」即時傷胎兒，尋命終。 

    是時，迦留陀夷尋還精舍，愁憂不歡，坐自思惟，悔無

所及，爾時，舍衛城中有此惡聲：「沙門釋種子呪墮他子。」

其中男女各相謂言：「今諸沙門，行無節度，食不知時，如

在家白衣，有何等異？」 

    爾時，眾多比丘，聞諸人民各論此理：「沙門釋種子，

不知節度，行來無忌。」 

    其中，持戒比丘，戒完具者，亦自怨責：「實非我等之

宜，食無禁限，行無時節，實非我等之非也。」各共相將至

佛所，頭面禮足，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爾時，佛告一比丘：「汝往喚迦留陀夷使來。」 

    是時，彼比丘受佛教已，即往喚迦留陀夷，時迦留陀夷

聞佛見呼，即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

尊問迦留陀夷曰：「汝審昨日暮，入城乞食，至長者家，使

長者婦胎墮乎？」 

    迦留陀夷白佛言：「唯然，世尊！」 

    佛告迦留陀夷：「汝何故不別時節，又復欲雨而入城乞

食，此非汝宜，然是族姓子出家學道而貪著於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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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迦留陀夷即從座起，白世尊言：「自今之後，不

敢復犯，唯願世尊聽受懺悔。」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速打揵椎，集諸比丘在普會講

堂。」阿難受佛教已，即集諸比丘集在講堂，前白佛言：「諸

比丘已集，世尊！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即往講堂，在中央坐，告諸比丘：「過去久

遠，諸佛世尊皆一坐而食，諸聲聞等亦一坐而食，正使將來

諸佛及弟子眾，亦當一坐而食，所以然者，此是行道之要法，

應當一坐而食，若能一坐而食，身體輕便，心得開解；心已

得解，得諸善根；已得善根，便得三昧；已得三昧，如實知

之。 

    云何如實知之？所謂苦諦如實知之；苦集諦如實知之；

苦滅諦如實知之；苦出要諦如實知之。汝等族姓子已出家學

道，捨世八業，而不知時節，如彼貪欲之人，有何差別？梵

志別有梵志之法，外道別有外道之法。」 

    是時，優波離白世尊言：「過去如來、將來諸佛，皆一

坐而食，唯願世尊，當與諸比丘限時而食。」 

    世尊告曰：「如來亦有此智，但未犯者要眼前有罪，乃

當制限耳。」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專一坐而食，汝等亦當一坐

而食，今汝等日中而食，不得過時；汝等亦當學乞食之法，

云何比丘學乞食之法？比丘！取以支命，得亦不喜，不得亦

不憂；設得食時，思惟而食，無有貪著之心，但欲使此身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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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存形，除去舊受，更不造新，使氣力充足，如是，比丘！

名為乞食。 

    汝等比丘，應當一坐而食。云何比丘一坐而食，起則犯

食，更不應食，如是，比丘！名為一坐而食。 

    汝等比丘，亦當應得食而食之。云何比丘得食而食之？

於是，比丘！以得食已，更復有為齊此乎？已食更得者，不

應復食，如是，比丘！得食而食之。 

    汝等比丘，亦當著三衣，應坐樹下，坐閑靜處，應露坐

苦行，應著補衲衣，應在塚間，應著弊惡之衣，所以然者，

歎說少欲之人。 

    我今教汝等，當如迦葉比丘，所以然者，迦葉比丘自行

頭陀十二法，亦復教人行此要法。 

    我今教誡汝等，當如面王比丘，所以然者，面王比丘著

弊壞之衣，不著校飾，比丘！是謂我之教誡，當念修習，如

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跋提婆羅已經三月不至世尊所，爾時，阿難臨三

月初，至跋提婆羅比丘所，而告之曰：「今諸眾僧皆補衲衣

裳，如來當人間遊行，今不往者，後悔無益。」 

    是時，阿難將跋提婆羅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復白佛言：

「唯然，世尊！聽我懺悔，自今以後，更不犯之，如來制禁

戒，然我不受，唯願垂恕。」如是再三。 

    是時，佛告曰：「聽汝悔過，後莫復犯，所以然者，我

自念生死無數，或作驢、騾、駱駝、象、馬、猪、羊，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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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此四大形；或在地獄中，以熱鐵丸噉之；或作餓鬼，恒食

膿血；或作人形，食此五穀；或作天形，食自然甘露，無數

劫中，形命共競，初無饜足。 

    優波離當知：如火獲薪，初無饜足，如大海水，吞流無

足；今凡夫之人亦復如是，貪食無饜足。」爾時，世尊便說

此偈： 

   生死不斷絕，皆由貪欲故，怨憎長其惡，愚者之所習。 

    「是故，跋提婆羅，當念少欲知足，無起貪想，起諸亂

念。如是，優波離！當作是學。」 

    爾時，跋提婆羅聞如來教誡已，在閑靜處，而自克責，

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爾時，跋提婆羅

即成阿羅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聲聞多

飲食者，所謂吉護比丘是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八）佛解說習行沙門、婆羅門法行之義1
 

    聞如是：一時，佛在鴦藝村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人民皆稱汝等為沙門，設復問：

『汝等是沙門乎？』汝等亦言：『是沙門。』 

                                                 
1
 ～M.39. Maha-assapurasuttam 馬邑大經，《中阿含 182 經》馬

邑經(大正 1.724.) 



 384 

    吾今告汝：沙門之行、婆羅門之行，汝等當念修習，後

必成果，如實不異，所以然者，有二種沙門：有習行沙門、

誓願沙門。 

    彼云何名為習行沙門？於是，比丘行來、進止、視瞻、

容貌、著衣、持鉢，皆悉如法，不著貪欲、瞋恚、愚癡，但

持戒精進，不犯非法，等學諸戒，是謂名為習行沙門。 

    彼云何名誓願沙門？或有比丘，威儀、戒律、出入、進

止、行步、容貌、視瞻、舉動，皆悉如法，盡有漏成無漏，

於現法中，身得證而自遊化，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名為誓願沙門，是謂，比丘！

二種沙門。」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彼云何名為沙門法行，婆羅門

法行？」 

    佛告阿難：「比丘飲食知足，晝夜經行，不失時節，行

諸道品。云何比丘諸根寂靜？比丘若眼見色，不起想著，起

諸亂念，於中眼根而得清淨，除諸惡念，不念不善之法。若

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不起想著，

起諸亂念，於意根而得清淨。如是，比丘諸根得清淨。 

    云何比丘飲食知足？比丘量腹而食，不求肥白，但欲使

此身趣存而已，除去故受，新者不生，得修梵行；猶如男女，

身生瘡痍，隨時以膏塗瘡，常欲使瘡癒故。今此比丘，亦復

如是，量腹而食，如以膏.膏車者，欲致遠故，比丘量腹而

食者，欲趣存命故也，如是，比丘飲食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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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比丘恒知警寤？比丘初夜、後夜，恒知警寤，思惟

三十七道品之法。若晝日經行，除去惡念、諸結之想；復於

初夜、後夜經行，除去惡念不善之想；復於中夜，右脇著地，

以脚相累，唯向明想；復於後夜，出入經行，除去不善之念，

如是，比丘，知時警寤，如是，阿難！此是沙門要行。 

    彼云何名婆羅門要行？比丘苦諦如實知之，苦集、苦

滅、苦出要，如實知之，後以解此欲漏心、有漏心、無明漏

心而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此名為婆羅門要行之法，

阿難當知：此名為要行之義也。」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沙門名息心，諸惡已永盡，梵志名清淨，除去諸亂想。 

    是故，阿難！沙門法行、婆羅門法行，當念修行，其有

眾生，行此諸法，然後乃稱為沙門。復以何故名為沙門？諸

結永息，故名為沙門。 

    復以何故名為婆羅門？盡除愚惑之法，故名為梵志，亦

名為剎利。復以何故名剎利？以其斷淫、怒、癡，故名為剎

利，亦名為沐浴。 

    以何故名為沐浴？其洗二十一結故名為沐浴，亦名為

覺。以何故名為覺？以其覺了愚法、慧法，故名為覺，亦名

為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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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何等故名為彼岸？以其從此岸至彼岸，故名為彼岸。

阿難！能行此法者，然後乃名為沙門、婆羅門，此是其義，

當念奉行。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提婆達多妄自出家，向修羅陀學神通1 

    聞如是：一時，佛在釋翅、迦毘羅越城尼拘留園中，與

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提婆達多王子往至世尊所，頭面

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提婆達多白佛言：「唯然，世尊！

聽我道次，得作沙門。」 

    佛告提婆達多：「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

為不易。」是時，提婆達多復再三白佛言：「唯然，世尊！

聽在末行。」 

    佛復告曰：「汝宜在家，不宜出家修沙門行。」 

    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此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

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為？」 

    是時，提婆達多即自退歸，自剃鬚髮，著袈裟，自稱言：

「我是釋種子。」 

    爾時，有一比丘名修羅陀頭陀，行乞食，著補衲衣，五

通清徹，是時，提婆達多往至彼比丘所，頭面禮足，前白言：

「唯願尊者當與我說教，使長夜而獲安隱。」 

    是時，修羅陀比丘即與說威儀禮節，思惟此法，捨此就

彼，是時，提婆達多如彼比丘教而不漏失。是時，提婆達多

                                                 
1
 ～Vin.Cv.7.3-4.，DhpA.1.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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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羅陀比丘言：「唯願尊者當與我說神足道，我能堪任修

行此道。」  

    爾時，修羅陀比丘復與說神足之道：「汝今當學心意輕

重；已知心意輕重，復當分別四大：地、水、火、風之輕重；

已得知四大輕重，便當修行自在三昧；已行自在三昧，復當

修勇猛三昧；已行勇猛三昧，復當修行心意三昧；已行心意

三昧，復當行自戒三昧；已修行自戒三昧，如是不久便當成

神足道。」 

    爾時，提婆達多受師教已，自知心意輕重，復知四大輕

重，盡修諸三昧，無所漏失，爾時不久便成神足之道，如是

無數方便，作變無量，爾時，提婆達多名聲流布四遠。是時，

提婆達多以神足力，乃至三十三天，採取種種優鉢蓮花、拘

牟頭華，奉上阿闍世太子，又告之曰：「此花是三十三天所

出，釋提桓因遣來奉上太子。」 

    爾時，王太子見提婆達多神足如是，便隨時供養，給其

所須。太子復作是念：提婆達多神足極為難及。 

    時，提婆達多復自隱形，作小兒身，在王太子膝上。時，

諸婇女各作斯念：此是何人，為是鬼耶？為是天耶？語言未

竟，便復化身，還復如故。是時，王太子及諸宮人皆稱言：

「此是提婆達多。」即給與所須，又傳此言：「提婆達多名

德不可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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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眾多比丘聞已，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

「提婆達多者極大神足，能得衣裳、飲食、床臥具、病瘦醫

藥。」 

    佛告比丘：「汝等勿興此意，著提婆達多利養，又莫欽

羨彼神足之力，彼人即當以此神足墮三惡道，提婆達多所獲

利養，及其神足，當復耗盡，所以然者，提婆達多自當造身

口意行。」 

    爾時，提婆達多復興此念：「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

神足；沙門瞿曇有所知，我亦有所知，沙門瞿曇姓貴，我亦

姓貴；若沙門瞿曇現一神足，我當現二；沙門現二，我當現

四；彼四我八，彼八我十六；彼十六我三十二；隨其沙門所

現變化，我當轉倍。」 

    爾時，眾多比丘聞提婆達多有此語，五百餘比丘至提婆

達多所，到已，是時，提婆達多及五百比丘受太子供養。時，

舍利弗、目揵連自相謂言：「我等共到提婆達多所，聽彼說

法，為何論說？」即共相將至提婆達多所。 

    爾時，提婆達多遙見舍利弗、目揵連來，即告諸比丘：

「此二人是悉達多弟子。」甚懷歡悅，到已，共相問訊，在

一面坐。爾時，諸比丘各興此念：釋迦牟尼佛弟子，今盡來

向提婆達多。 

    爾時，提婆達多語舍利弗言：「汝今堪任與諸比丘說法

乎？吾欲小息，又患脊痛。」是時，提婆達多以脚相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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脇而臥，以其歡喜心故便睡眠，爾時，舍利弗、目揵連見提

婆達多眠，即以神足接諸比丘，飛在空中而去。 

    是時，提婆達多覺寤，不見諸比丘，極懷瞋恚，並吐斯

言：「吾若不報怨者，終不名為提婆達多也。」此是提婆達

多最初犯五逆惡，提婆達多適生此念，即時失神足。 

    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提婆達多比丘，極有神足，

乃能壞聖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提婆達多不但今壞聖眾，過去

世時，亦恒壞聖眾，所以然者，過去時亦壞聖眾。復興惡念：

我要取沙門瞿曇殺之，於三界作佛，獨尊無侶。」 

    是時，提婆達多語阿闍世1王：「古昔諸人，壽命極長，

如今遂短，若王太子一旦命終者，則唐生於世間，何不取父

王害之，紹聖王位？我當取如來害之，當得作佛，新王、新

佛，不亦快哉！」 

    爾時，阿闍世王即便差守門人，取父王閉在牢獄，自立

為王，治化人民，時，諸群庶各相謂言：「此子未生，則是

怨家之子，因以為名阿闍世王。」 

    爾時，提婆達多見阿闍世王檢父王已，復興此念：吾要

當取沙門瞿曇害之。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一小山側，爾時，提婆達多到耆

闍崛山，手擎大石，長三十肘，廣十五肘而擲世尊。是時，

                                                 
1
 阿闍世～Ajatasat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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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金毘羅鬼恒住彼山，見提婆達多抱石打佛，即時伸手，

接著餘處，爾時，石碎，一小片石著如來足，即時出血。 

    爾時，世尊見已，語提婆達多曰：「汝今復興意，欲害

如來，此是第二五逆之罪。」 

    爾時，提婆達多復自思惟：我今竟不得害此沙門瞿曇，

當更求方便，即捨而去，至阿闍世王所，啟白王曰：「可飲

黑象使醉，使害沙門，所以然者，此象凶暴，必能害此沙門

瞿曇，若當沙門有一切智者，明日必不來入城乞食；若無一

切智者，明日入城乞食，必當為此惡象所害也。」 

    爾時，阿闍世王即以醇酒飲象使醉，告令國中人民曰：

「其欲自安惜己命者，明日勿復城中行來。」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國中男女

大小、四部之眾，聞阿闍世王以酒飲象，欲害如來，皆共相

將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唯願世尊莫入羅閱城乞

食，何以故？王阿闍世飲象使醉，欲害如來。」 

    佛告諸優婆塞：「夫等正覺終不為他人所害也。」 

    爾時，世尊雖聞斯言，猶故入城，爾時，惡象遙見世尊

來，瞋恚熾盛，奔趣如來，欲得害之，然佛見象來，即說斯

偈： 

   象莫害於龍，龍象出現難，不以害龍故，得生於善處。 

    爾時，彼象聞如來說此偈已，即前長跪，舐如來足，爾

時，彼象即已悔過，心不自寧，即便命終，生三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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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王阿闍世及提婆達多見象已死，慘然不悅，提婆

達多語王曰：「沙門瞿曇已取象殺。」 

    王報之曰：「此沙門瞿曇有大神力，多諸技術，乃能咒

此象殺之。」 

    時，王阿闍世復作是說：「此沙門必威德具足，竟不為

惡象所害。」 

    提婆達多報言：「沙門瞿曇有幻惑之咒，能使外道異學

皆悉靡伏，何況畜生之類。」 

    是時，提婆達多復作是念：我今觀察阿闍世王，意欲變

悔。爾時，提婆達多愁憂不樂，出羅閱城。 

    爾時，法施比丘尼遙見提婆達多來，語提婆達多曰：「汝

今所造，極為過差，今悔猶易，恐後將難。」 

    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倍復瞋恚，尋報之曰：「禿婢，

有何過差，今易後難耶？」 

    法施比丘尼報曰：「汝今與惡共，并造眾不善之本。」    

爾時，提婆達多嗔火洞然，即以手打殺比丘尼，爾時，提婆

達多已害真人，往至己房，告諸弟子：「汝等當知：我今已

興意向沙門瞿曇，然其義理，不應於阿羅漢復興惡意，還向

阿羅漢，吾今宜可向彼懺悔。」 

    是時，提婆達多以此愁憂不樂，尋得重病，提婆達多告

諸弟子：「我無此力得往見沙門瞿曇，汝等當扶我至沙門所。」 

    爾時，提婆達多以毒塗十指爪甲，語諸弟子：「汝等輿

我到彼沙門所。」爾時，諸弟子即輿將至世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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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阿難遙見提婆達多遠來，即白世尊言：「提婆達

多今來必有悔心，欲向如來求改悔過。」 

    佛告阿難：「提婆達多終不得至世尊所。」 

    爾時，阿難再三復白佛言：「今此提婆達多欲來，求其

悔過。」 

    佛告阿難：「此惡人終不得至如來所，此人今日命根已

熟。」爾時，提婆達多來至世尊所，語諸弟子：「我今不宜

臥見如來，宜當下床乃見耳。」 

    提婆達多適下足在地，爾時地中有大火風生起，燒提婆

達多身，爾時，提婆達多為火所燒，便發悔心於如來所，正

欲稱南無佛，然不究竟，適得稱南無，便入地獄。 

    爾時，阿難已見提婆達多入地獄中，白世尊言：「提婆

達多今日已取命終，入地獄中耶？」 

    佛告之曰：「提婆達多不為滅盡至究竟處，今提婆達多

興起惡心向如來身，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 

    爾時，阿難悲泣涕零，不能自勝，佛告阿難：「汝何為

悲泣乃爾？」 

    阿難白佛言：「我今欲愛心未盡，未能斷結，故悲泣耳。」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如人自造行，還自觀察本，善者受善報，惡者受惡殃。 

  世人為惡行，死受地獄苦，設復為善行，轉身受天祿。 

  彼自招惡行，自致入地獄，此非佛怨咎，汝今何為悲。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提婆達多已取命終，為生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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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阿難：「今此提婆達多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

所以然者，由其造五逆惡，故致斯報。」 

    爾時，阿難復重白佛：「如是，世尊！如世尊教也，己

身為惡，現身入地獄，所以我今悲泣涕零者，由提婆達多不

惜名號、姓族故，亦復不為父母尊長，辱諸釋種，毀我等門

戶。 

    然提婆達多現身入地獄，誠非其宜，所以然者，我等門

族出轉輪聖王位，然提婆達多出於王種，不應現身入地獄

中；提婆達多應當現身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於此現身，得受證果，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

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習真人跡，得阿羅漢，於無餘涅槃界

而般涅槃，何圖持此身入地獄中！ 

    提婆達多在時，有大威神，極有神德，乃能往至三十三

天，變化自由，豈意斯人復入地獄乎？不審，世尊！提婆達

多在地獄中，為經歷幾許年歲？」 

    佛告阿難︰「此人在地獄中經歷一劫。」 

    是時，阿難復重白佛言：「然劫有兩種，有大劫、小劫，

此人為應何劫？」 

    佛告阿難：「斯人當經歷大劫，所謂大劫者，即賢劫，

是盡劫數，行盡命終，還復人身。」 

    阿難白佛：「提婆達多盡喪人根，遂復成就，所以然者，

劫數長遠，夫大劫者不過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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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阿難倍復悲泣，哽咽不樂，復重白佛：「提婆達

多從阿鼻地獄出，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提婆達多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上。」 

    阿難復問：「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於彼命終展轉當生三十三天、焰摩天、兜

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阿難復問：「於彼命終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提婆達多從地獄終，生善處天上，經歷六

十劫中，不墮三惡趣，往來天、人，最後受身，當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南無。」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是，世尊！提婆達多由其惡

報，致地獄罪；為造何德，六十劫經歷生死，不受苦惱，後

復成辟支佛，號曰南無？」 

    佛告阿難：「彈指之頃發善意，其福難喻，何況提婆達

多博古明今，多所誦習，總持諸法，所聞不忘。計彼提婆達

多昔所怨讎，起殺害心向於如來；復由曩昔，因緣報故，有

喜悅心向於如來，由此因緣報故，六十劫中不墮三惡趣；復

由提婆達多命終之時，起和悅心，稱南無故，後作辟支佛，

號曰南無。」 

    爾時，阿難即前禮佛，重自陳說：「唯然，世尊！如佛

所教。」 

    是時，大目揵連前白佛言：「我今欲至阿鼻地獄中，與

提婆達多說要行，慰勞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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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目揵連：「汝宜知之，勿復卒暴，專心正意，無興

亂想，所以然者，極惡行眾生，難調難成，然後乃墮阿鼻地

獄中，又彼罪人，不解人間音響，言語往來。」 

    爾時，目連復白佛言：「我今解六十四音語開通，我當

以此音響往語彼人。」 

    佛告目連：「汝宜知時。」是時，阿難聞斯語已，歡喜

踊躍，不能自勝。時，大目連前禮佛足，繞佛三匝，即於佛

前，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即往至阿鼻地獄所。 

    爾時，大目連當在阿鼻地獄上虛空中，彈指覺曰：「提

婆達多！」爾時，提婆達多默然不應，時，諸獄卒語目連曰：

「汝今為喚何者提婆達多？」 

    獄卒復白：「此間有拘樓孫佛時提婆達多，拘那含牟尼

佛時提婆達多，迦葉佛時提婆達多，亦有在家提婆達多，出

家提婆達多。汝今，比丘！正命何者提婆達多？」 

    目連報曰：「吾今所命，釋迦牟尼佛叔父兒，提婆達多，

故欲相見。」 

    是時，獄卒手執鐵叉，或執火焰，燒炙彼身，使令覺寤。

爾時，提婆達多身體火焰熾燃，高三十肘，諸獄卒告曰：「汝

今愚人，何為眠寐？」 

    爾時，提婆達多眾苦所逼，而報之曰：「汝等今日何所

教勅？」獄卒復語：「汝今仰觀空中。」 

    尋隨彼語，仰觀虛空，見大目連結跏趺坐，坐寶蓮華，

如日披雲，提婆達多見已，便說斯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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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現天光，如日披雲出，猶如金山聚，永無塵穢污。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我是釋師子，瞿曇之族末，是彼次聲聞，名曰大目連。 

    爾時，提婆達多語目連曰：「尊者目連，何由故屈此間？

此間眾生造惡無量，難可開化，不作善根，命終之後來生此

間。」 

    目連報曰：「我是佛使，故來適此，欲相愍念，拔苦元

本。」爾時，提婆達多聞佛音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

吐此言：「唯願尊者以時敷演，世尊有何言教？更不記說惡

趣之無乎？」 

    目連報曰：「提婆達多！勿懷恐怖，地獄極苦，無過斯

處。彼釋迦牟尼佛、如來、至真、等正覺，愍念一切蜎飛蠢

動，如母愛子，心無差別，以時演義，終不失敘，亦不違類

所演過量。今神口所記：汝本興起惡念，欲害世尊，復教餘

人使趣惡源，由此緣報，入阿鼻地獄中，當經歷一劫，終無

出期。 

    盡其劫數，行盡命終，當生四天王上，展轉當生三十三

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六十劫中不

趣惡道，周流人天之間，最後受身，還復人形，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當成辟支佛，名曰南無。

所以然者，由汝初死，臨斷命時，口稱南無，故致斯號，今

如來觀此善言南無，故說名號，六十劫中作辟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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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提婆達多聞斯語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復白

目連：「如來所說言教，必然不疑，愍念群生，所濟無量，

大慈大悲，兼化愚惑，設我今日以右脇臥阿鼻地獄中，經歷

一劫，心意專正，終無勞倦。」 

    爾時，目連復告提婆達多曰：「汝今云何，苦痛叵有增

損乎？」 

    提婆達多報曰：「我身苦痛，遂增無損，今聞如來見授

名號，痛猶小損，蓋不足言。」 

    目連問曰：「汝今所患苦痛之源，為像何類？」 

    提婆達多報曰：「以熱鐵輪轢我身壞，復以鐵杵哺咀我

形，有黑暴象蹋蹈我身，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裟化為

銅鍱，極為熾燃，來著我體，苦痛之源，其狀如斯。」 

    目連報曰：「汝頗自知罪過元本，受斯苦惱否乎？吾今

一一分別，卿欲聞耶？」 

    提婆達多白言：「唯然，時說。」爾時，目連便說此偈： 

   汝本最勝所，壞亂比丘僧，今以熱鐵杵，哺擣汝形體。 

  然彼之大眾，第一聲聞者，鬪亂比丘僧，今以熱輪轢。 

  汝本教王放，醇酒飲黑象，今以群黑象，蹋蹈汝形體。 

  汝本以大石，遙擲如來足，今以火山報，燒汝無遺餘。 

  汝本以手拳，殺彼比丘尼，今被熱銅鐷，捲燋不得伸。 

  行報終不敗，亦復不住空，是故當勸勉，離此諸惡原。 

    「汝本提婆達多所造元本，正謂斯耳！當自專意，向佛

如來，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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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提婆達多復白目連：「今寄目連，頭面禮世尊足：

『起居輕利，遊步康強。』亦復禮拜尊者阿難。」 

    爾時，尊者大目揵連放大神足，使阿鼻地獄苦痛休息，

爾時，復說斯偈： 

   皆稱南無佛，釋師最勝者，彼能施安穩，除去諸苦惱。 

    爾時，地獄眾生聞目連說此偈已，六萬餘人行盡罪畢，

即彼命終，生四天王上。 

    爾時，目連即攝神足，還至所在，到世尊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立，爾時，目連白世尊曰：「提婆達多問訊敬奉無量：

『起居輕利，遊步康強。』亦復問訊阿難，並作是說：『如

來見記六十劫中成辟支佛，號曰南無，設我以右脇臥阿鼻地

獄中，終不辭勞。』」 

    爾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目連，多所饒益，多

所潤及，愍念群生，天、人得安，使諸如來、聲聞，漸至滅

盡涅槃之處，是故，目連！常當勤加，成就三法，所以然者，

若當提婆達多修行善法，身三、口四、意三者，彼人終身不

貪利養，亦復不造五逆罪，入阿鼻地獄中。 

    所以然者，夫人貪利養者，亦無恭敬之心向於三寶，亦

復不奉持禁戒，不具足身口意行，當念專意身口意行。如是，

目連，當作是學。 

    爾時，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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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行慈心解脫，當獲好睡好醒等十一果報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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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安，覺安，不做惡夢，天

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盜賊終不侵抂，若身壞命終，

生梵天上，是謂，比丘！能行慈心，獲此十一之福。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若有行慈心，亦無放逸行，諸結漸漸薄，轉見於道跡。 

  以能行慈心，當生梵天上，速疾得滅度，永至無為處。 

  不殺無害心，亦無勝負意，行慈普一切，終無怨恨心。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行於慈心，廣布其義；如是，諸比

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四十八 

◎禮三寶品第五十 

（一）當行十一法禮如來寺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禮拜如來神寺者，當行

十一法禮如來寺。云何為十一？興勇猛意，有所堪故；意不

錯亂，恒一心故；當念專意，諸止觀故；諸念永息，入三昧

                                                 
1
 ～《增支部》A.8.1./IV.150. Metta 慈(則有眠樂、覺樂、無惡夢

等八種功德)、A.11.16. Metta 慈(十一種之功德)，No.138.《佛

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大正 2.8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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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及無量，由智慧故；意難觀察，由其形故；意淡然靜，

由威儀故；意無流馳，以名稱故；意無想像，由其色故；梵

音難及，由聲柔軟故。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禮拜如

來寺，當具此十一法禮拜如來神寺，長夜之中獲福無量；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當念十一事，然後禮法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禮法，當念十一事，然

後禮法。云何為十一？有慢當除慢；夫行正法者，於欲而除

渴愛想；夫行正法者，於欲而除欲；夫行正法者，能斷生死

深流；夫行正法者，獲平等法；然此正法，斷諸惡趣；尋此

正法得至善處；夫行正法者，能斷愛網；行正法者，從有至

無；行正法者，明靡不照；夫行正法者，至涅槃界。若善男

子、善女人欲行禮法，當思惟此十一法，然後獲福無量，長

夜之中，受福無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當念十一法，然後禮僧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修禮僧者，當專十一法，

然後乃當禮僧。云何為十一？如來眾者，正法成就；如來聖

眾，上下和合；如來僧者，法法成就；如來聖眾戒成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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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如來聖眾能

守護三寶，如來聖眾能降伏外道異學，如來聖眾是一切眾生

良友福田。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禮僧者，當思惟此十一法，長夜之

中獲福無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

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摩休勒

天及人民，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轉輪聖王見白髮生便出家1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2在摩竭國蜜提羅城東，大天園

中止，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後起，與

阿難共，於樹園中經行，佛便笑。 

    阿難心念：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妄笑，今何以笑，

必當有意，我當問之。阿難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問佛：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妄笑，今何以笑，必當有意，願

聞笑意。」 

    佛語阿難：「我當為汝說：過去賢劫初，於此中間有轉

輪聖王，王四天下，名曰大天，長壽無病，端正勇猛，治以

正法，不枉人民，有自然七寶。何等為七？一者輪寶，二者

                                                 
1
 ～M.83. Mahadevasuttam 大天木奈林經，《中阿含 67 經》大天木奈

林經(大正 1.511.)，cf.J.9.Makhadeva-jataka   
2
 婆伽婆(bhagavant)：或譯為「婆伽梵、薄伽梵」，另譯作「眾 

  祐」，意為最有福者，是佛陀的十種稱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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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寶，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玉女寶，六者主藏寶，七

者典兵寶。」 

    佛語阿難：「此大天王為童子時，八萬四千歲；作太子

時，八萬四千歲；登聖王位，八萬四千歲。」 

    阿難問佛：「云何為輪寶？」 

    佛語阿難：「月十五日，月盛滿時，王沐浴清淨，與婇

女上東樓上，東向視，有千輻金輪，輪高七仞為一多羅；多

羅者，獨挺樹為限，高七多羅，純以紫磨金為輪，王見輪已，

心念：此輪好輪，願得捉之可耶？ 

   念已，輪即就王左手，便舉移右手中，王語此輪曰：『諸

不伏者，為我伏之；非我地者，為我取之；如法，非不如法。』

語已，輪還住空，輞東向，轂北向。王勅左右具四種兵，具

兵已，即將兵眾，逐輪立空，隨輪東引，巡行盡東界，暮則

王與兵眾，宿於輪下。東界諸小王皆來朝覲，所貢皆以金鉢

盛銀粟，銀鉢盛金粟：『善來！大王！此東界土地、珍寶、

人民盡是王有，願當停駕住此，我等當稟承天教。』 

    大天王答諸小王曰：『汝等欲承我教者，各還本國以十

善教民，勿行枉橫。』誡勅已訖，輪即於海上南迴，乘虛而

行，海中自然開道，廣一由延，王與四種兵，隨輪如前，巡

行南界，南界諸小王亦來朝覲，皆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

粟而貢上曰：『善來！大王，此南界土地、珍寶、人民，盡

是王有，願王停駕住此，我等當稟承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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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答諸王曰：『汝等欲承我命者，各還本土，以十善

教民，勿行枉橫。』誡勅已訖，輪則西迴，按行西界，西界

諸王貢獻勸請如南方，已訖，輪復北迴，巡行北界，北界諸

王亦皆朝覲，貢獻勸請，盡如前法。周遊四日，遍閻浮提四

海內，便還本蜜提羅城，於宮門前虛空中住，高七多羅，輞

東向，王便入宮。」 

    佛語阿難：「大天得輪寶如此。」 

    阿難復問佛：「大天得象寶復云何？」 

    佛語阿難：「以後十五日，月盛滿時，大天沐浴清淨， 

從諸婇女上東樓上，東向觀見空中，有白象王名滿呼，乘虛

而來，七般平跱1，口有六牙，頭上金冠，金為瓔珞，以真

珠交絡其體，左右佩金鈴，象有神力，變形自在。大天見之，

心自念曰：我得此象可耶？當使有所為。念訖，象便立空中

於王前，王即教以五事。 

    王復念曰：「當試此象為能與否？至明日日出，王乘此

象，須臾之間，周遍四海，還到本處，於宮門東，東向而立。

阿難！大天所得象寶如此。」 

    阿難復問佛：「大天所得馬寶復云何？」 

    佛語阿難：「到後十五日，月盛滿時，大天沐浴清淨， 

從諸婇女上西樓上，西向視，見有紺馬王，名婆羅舍，乘虛

而來，行不動身，頭上金冠，寶為瓔珞，披珠交絡，左右垂

                                                 
1 七般平跱：或譯為「七處平住」。請參閱《長阿含》卷三 （二）  

 遊行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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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馬有神力，變形自在。大天見之，心自念言：得此乘之

可耶？念訖，至前，王便欲乘試之，至明日日出，王乘東行，

須臾之頃，周遍四海，還至本國，住宮門西，西向而立，阿

難！大天所獲馬寶如此。」 

    阿難問佛：「大天所得珠寶復云何？」 

    佛語阿難：「至後十五日，月盛滿時，大天沐浴清淨， 

將諸婇女上東樓上，東向視，見有神珠，珠長一尺六寸，有

八楞，作紺琉璃色，乘虛而來，高七多羅。大天見之，心念

曰：得此珠觀之可耶？ 

    如其所念，獲之，王欲試之，至夜半時，合四種兵，以

珠懸於幢頭，出城而遊，珠照四方十二由延，兵眾相見，如

晝無異，珠光所及，人民驚起，皆言：『天明。』王即還宮，

以幢竪之宮內，內外常明，與晝不異。阿難！大天所獲珠寶

如此。」 

    阿難問佛：「大天所得玉女寶復云何？」 

    佛語阿難：「大天至十五日，月盛滿時，沐浴清淨，從

諸婇女上東樓上，東向視，見有剎帝利女寶，名曼那呵利，

端正無比，姝妙嚴淨，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不白不黑，冬

則溫煖，夏則清涼，身毛孔中，出栴檀香，口出優鉢蓮花香，

亦無女人眾惡姿態，情性調和，先意承旨，乘虛而來，逕至

王所，阿難！大天所獲玉女寶如是。」 

    阿難問佛：「大天所得主藏寶者復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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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語阿難：「大天至十五日，月盛滿時，沐浴清淨，將

諸婇女，上北樓上，北向觀，見主藏臣，名阿羅咃吱，端正

姝妙，不長不短，不肥不瘦，身黃金色，髮紺青色，眼白黑

分明，又能徹視，見地中伏藏七寶，有主者為護之，無主者

取供王用，聰明智慧，善有方謀，乘虛而來，逕詣王前而謂

王曰：『自今以後，王快可自樂，勿復憂愁，我當給王寶藏，

不令有乏。』 

    王便試主藏臣，與之乘船，獨共入海，王謂主藏臣：『吾

欲得金銀財寶。』主藏臣白王：『還至岸邊，當給財寶。』 

    王曰：『吾欲得水中寶，不用岸上者。』 

    主藏臣便從座起，整衣服，跪右膝，叉手禮水，水中即

自然出金鋋，大如車轂，須臾滿船，王曰：『可止！勿復上

金，船將欲沒。』阿難！大天所獲典寶臣如此。」 

    阿難復問佛：「大天所得典兵將軍者復云何？」 

    佛語阿難：「至十五日，月盛滿時，大天沐浴清淨，將 

諸婇女上南樓上，南向視，見南方有大將軍，名比毘那，端

正姝好，髮如真珠色，身猶綠色，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眼

能徹視，知他人心念：軍策變謀，進退知時，乘虛而來，逕

詣王所，謂王曰：『願王自恣快樂，莫憂天下，征伐四方，

臣自辦之。』 

    王欲試之，半夜思惟：合四種兵。念訖，四種兵盡集。

王復念：欲使東引，軍即東引，王在中央，將軍在前，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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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圍遶。王念欲往，即往，王念欲還，即還。阿難！大天所

獲典兵將軍寶如此。」 

    佛語阿難：「大天所獲七寶如此。」 

    佛語阿難：「大天王治天下遂久，便語梳頭侍者，名曰

劫北1：『若有白髮者，便拔示我。』劫北視髮遂久，見有

一白髮，便白王曰：『前所勅者，今已出現。』 

    王曰：『拔來示我。』劫北即以金鑷拔取白髮，置王手

中，王捉白髮，便說斯偈： 

   我身首上，生此毀莊，身使來召，入道時到。 

    王心念曰：我已極人五欲，今當出家，下鬚髮，披法服。

召太子長生告曰：『童子！吾頭已有白髮出，世間五欲，吾

已厭之，今欲求天所欲，我今欲剃鬚髮，著法服，出家為道，

汝當領國政，立長為太子，好養劫北，使伺白髮，白髮出者，

以國付太子，如我出家，下鬚髮，披法服。』 

    王告太子：『我今以此聖王位，慇懃累汝，當使聖王位，

世世相紹，莫使種斷，種斷者，便為邊地人也；若斷善行者，

便生無法處。』大天王誡勅已，便以國付太子長生，給劫北

田業。」 

    佛語阿難：「大天王於此城，於此園，於此地，下鬚髮，

著法服入道，於此處八萬四千歲，行四梵行：慈、悲、喜、

捨，於是壽終，得生梵天，大天出家七日後，女寶命終。 

                                                 
1
 劫北～Kapp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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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生登位已，至十五日，月盛滿時，將諸婇女上東樓上，

東向視，見有玉女端正如前，乘虛而來。長生還服七寶，王

長生已領國政，統四天下。 

    長生復語劫北：『從今而去，為我梳頭時，若見白髮，

輒來白我。』登聖王位，遂經八萬四千歲，白髮復生，劫北

白王：『素髮已生。』 

    王曰：『拔來著吾掌中。』劫北即以金鑷拔，置王手中。

王執白髮，即說偈曰： 

   我身首上，生此毀莊，身使來召，入道時到。 

    王心念曰：我已極人五欲，今當出家，下鬚髮，披法服。

即召太子冠髻告曰：『童子！吾已頭白，世間五欲，吾已厭

之，當求天欲，我今欲出家為道，剃除鬚髮，披著法服，汝

當領國政，立長為太子，好養劫北，使伺白鬚，白髮出者，

以國付太子，如我出家，下鬚髮，披法服。』 

    王告太子：『我今以此聖王位，慇懃累汝，當使聖王位，

世世相紹，莫使種斷，種斷者，便為邊地人也；若斷善行者，

便生無法處。』長生王誡勅已，即以國付太子冠髻，給劫北

田業。」 

    佛語阿難：「長生王亦於此城此園此地，下鬚髮，著法

服入道，於此處八萬四千歲，行四梵行：慈、悲、喜、捨，

於是壽終，得生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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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語阿難：「王長生出家之後，七日之中，七寶自然化

去，冠髻王憂愁不樂，諸臣見王不悅，便問王曰：『大王何

以不悅？』 

    王答諸臣曰：『以七寶化去故也！』 

    諸臣白王：『王勿為憂。』 

    王曰：『何得不憂耶？』 

    臣等啟曰：『父王梵行，近在園中，可往諮詢，必當誨

王致寶之法。』 

    王即勅：『嚴駕！』諸臣便嚴駕訖，便白王，王與群臣

乘七寶車，以五物為幟：寶冠、羽蓋、劍、扇、寶屐。左右

臣從，進詣園所，到則下車，廢却五物，步入園門，前至父

王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叉手白言：『王所有七寶，今

皆化去。』 

    父先定坐，聞所啟白，仰頭答曰：『童子，夫聖王法，

不恃父之所有也，汝自行法求之。』 

    王復問曰：『轉輪聖王以何法化？』 

    父便答曰：『敬法、重法、念法、養法、長法、熾法、

大法，行此七法者，便應聖王治，可以致寶也。』 

    王復問曰：『云何敬法，乃至大法耶？』 

    父答曰：『當學給賜貧窮，教民孝養二親，四時八節，

以時祭祠，誨以忍辱，除婬、嫉、癡行，此七法者，乃應聖

王法也。』 



 409 

    王即受教，辭退却禮，繞七匝已，便引還歸，於是，王

輒承父命，奉行七法，宣令遠近，祇崇王教，王便開藏，給

賜貧窮，侍養孤老，四方之民，莫不奉承，於是，王以十五

日，月盛滿時，沐浴清淨，將諸婇女上東樓上，東向視，見

有千輻紫磨金輪，輪高七多羅，去地亦七多羅，乘虛而來，

住於空中。 

    王心念曰：願得此輪可乎？輪即下至王左手，復移之於

右手。王語此輪：『諸不伏者，為我伏之；非我地者，為我

取之；如法，非不如法。』 

    王便以手投輪，還之虛空，於宮門東，輞東向，轂北向

而住空中。輪後次有白象，次有紺馬，次有神珠，次有玉女，

次有主藏，次有將軍，此七寶出，如大天王，比試亦如是。

經八萬四千歲竟，王賜劫北，並勅太子及付國事，出家入道，

皆如前王法。」 

    佛語阿難：「此冠髻王於此城園地，下鬚髮，披法服，

八萬四千歲，修四梵行：慈、悲、喜、捨，於是壽盡，亦生

梵天。」 

    佛告阿難：「大天王子孫相紹，乃至八萬四千歲，轉輪

聖王位，善種不斷，最後聖王名荏1，治以正法，為人聰明，

審諦不忘，相有三十二，色猶紅蓮花，好喜布施，供養沙門、

婆羅門，侍養孤老，賑給貧窮，於四城門及城中央，置設庫

                                                 
1
 荏～N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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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金銀、雜寶、象、馬、車乘、衣服、床褥、病瘦醫藥、

香華、飲食。諸孤獨者，皆給妻婦，種種惠施，隨人所欲。  

    王於六齋日，具勅內外，皆持八關；於此日，首陀會天

當悉來下，受其八戒。帝釋、三十三天，皆歎其國人曰：『快

哉，善利！乃值斯法王，種種惠施，恣民所欲，又能清潔，

齋戒無闕。』 

    天帝釋告諸天子：『欲得見荏王否？』 

    咸言：『欲見，可使來至此。』 

    釋提桓因即勅窮鼻尼1天女，汝詣蜜提羅城，告荏王曰：

「卿！大得善利也，此間諸天，皆歎卿功德巍巍，為吾致問

慇懃：此諸天子，甚思相見，暫可屈意來至於此？』 

    窮鼻尼受教便下，如人屈伸臂頃，忽然在王殿前，虛空

中立，一婇女侍王，於殿上坐，思念世間，欲使一切皆得安

穩，無眾苦患。窮鼻尼於空中，彈指覺之，王舉頭見殿上光

明，聞其聲曰：『我是釋提桓因侍者，故遣我詣王』 

    王答曰：『不審天帝有何約勅？』 

    天女答曰：『天帝致意慇懃，此諸天子讚卿功德，預思

相見，可暫屈意？』王默然許之。 

    天女便還白天帝曰：『已達宣命，許當馳詣。』 

    天帝即勅侍御，嚴駕七寶飛行馬車，下至蜜提羅城，迎

於荏王，侍御受教，即駕馬車，忽然便下。王與群臣會於都

                                                 
1
 窮鼻尼：晉言極端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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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車當王前，於空中止，御者告曰：『天帝今遣車相迎，

諸天子儼然相待，便可上車，勿復顧戀。』 

    諸臣大小，聞王當去，僉1然不悅，皆起而立，叉手白

言：『王去之後，臣等何所承命？』 

    王答曰：『卿等勿憂，吾去之後，施惠、齋戒、養民、

治國，如吾在時，我比還不久。』王誡勅訖，車即下地，王

便上車。 

    侍御問王：『當從何道？』 

    王曰：『此言何謂？』 

    侍御答曰：『夫行有兩道，一者惡道，二者善道。行惡

者，從惡道到苦處；修善者，由善道至樂處。』 

    王曰：『今日行道，善惡皆欲從之。』御者聞之，久乃

悟曰：『甚善，大王！』御者便引在兩道之中，善惡悉覩，

逕詣三十三天，天帝及諸天子遙見王來，釋提桓因曰：『善

來，大王！』命令共坐。」 

    佛語阿難：「王便就天帝坐，王與帝釋貌相、被服、音

聲一揆，諸天子心中念言：『何者帝釋？何者為王？』又復

念曰：『人法當眴，而俱不眴？』各懷愕然，無以別之。 

    天帝見諸天有疑心，復念言：『我當留王使住，然後乃

悟耳。』 

    帝釋謂諸天子：『卿等欲使我留王住此否？』 

    諸天子曰：『實欲使住。』 

                                                 
1
 僉：讀作「千」，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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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帝謂荏：『大王！可住此否？我當供給五欲。』因是

諸天乃識。 

    人王白天帝曰：『正爾，便為給賜已，願諸天子，壽命

無極。』賓主請讓，如是至三。 

    帝釋謂王：『何以不住？』 

    王答曰：『我當出家修道，今在天上無緣學道。』 

    天帝曰：『胡為作道？』 

    王曰：『被父王遺令，若白髮生，法當出家。』 

    帝釋聞遺令入道，默然不對。王於天上，須臾之間，五

欲自恣，方之世間已十二年，王將欲別，與諸天子說審諦法。 

    帝釋勅侍御：『汝送荏王還於本國。』侍御受教，即嚴

駕，駕訖，白王曰：『王可上車。』於是，王便與帝釋及諸

天子告別，辭還，王即上車，循本道而歸，到蜜提羅宮，侍

御即還天上。 

    王下數日，復勅劫北：『若見白髮，便白我。』數日之

中，頭上白髮生，劫北以金鑷拔白髮，置王手中，王見已，

便說偈曰： 

   我身頭上，生此毀莊，身使來召，入道時到。 

    王心念：我已極人五欲，今當出家，剃鬚髮，披法服，

王即召太子善盡告曰：『吾白髮已出，世間五欲，吾已厭之，

當求天欲，當下鬚髮，披法服，出家入道。童子！今以國事

付汝，好養劫北，若白髮出者，以國付太子，出家入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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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今以此聖王位累汝，莫使種斷，種斷者，便為邊地人

也。』」 

    佛語阿難：「荏王即付太子國政，給劫北田業已，於此

城此園此地，下鬚髮，披法服，出家修道，修道之後，於七

日中，輪、珠化去，象、馬、玉女、長者、將軍，皆悉無常。

王於園中八萬四千歲，行四梵行：慈、悲、喜、捨，命終生

梵天。 

    其後善盡王不承父業，正法替廢，由是七寶不復來應，

善行不繼，五減遂至，人民短命、薄色、少力、多病、無智，

五減已至，轉復貧困，因窮竊盜相約，詣王啟曰：『此人不

與取。』王即勅令行刑國人。 

    聞不與取，王輒殺之，皆嫌其惡，各興利刀，刀自此始

造，由是殺生從此起，便有兩惡出。次復婬犯他妻，夫主共

諍，自言我不，便成四惡；兩舌遘鬪，是為五惡；鬪則相罵，

是為六惡；言不至誠，是為七惡；嫉他和合，是為八惡；含

忿色變，是為九惡；心懷疑亂，是為十惡。十惡已具，五減

轉增。」 

    佛語阿難：「欲知爾時大天王在賢劫初興者否？則我是

也。阿難！欲知爾時八萬四千末王名荏，治政無枉者，則汝

是也；欲知爾時最後名善盡王，暴逆不道，斷聖王種者，調

達是也。阿難！汝於往時，承繼大天轉輪聖王之善嗣，使其

紹立不斷者，汝之功也，如法，非不如法。阿難！我今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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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王，我今遺無上善法，慇懃囑累汝，汝是釋種子，莫作

邊地人，莫為斷種行。」 

    阿難問佛：「何以故當作斷種行？」 

    佛語阿難：「大天王雖行善法，未得漏盡，未出世間，

未得度，未得斷欲，未得破二十一結，六十二見未除，三垢

未淨，未得神通，未得解脫之道，未得涅槃1，大天所行善

法，不過生梵天。 

    阿難！我法究竟無為，我法得到真際，天、人之上；我

法無漏、無欲、滅度、神通、解脫、真沙門，至涅槃。阿難！

我今以是無上法，慇懃囑累汝，莫增減我法，莫作邊地人也！ 

    阿難！設有斷此法者，便為邊地人；若能興此法者，便

為佛長子，即為眷屬成就。阿難！汝當成就眷屬，莫作滅族

行，阿難！我前後所說法，盡囑累汝，汝當學是。」佛說是

已，阿難歡喜奉行。 

 

（五）世尊說提婆達多等人墮地獄之果報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有四大泥犁之人。云何為四？所謂末佉梨罪人，

帝舍比丘是大罪人，提婆達多是大罪人，瞿波離比丘是大罪

人。末佉梨罪人者，身出火光，長六十肘；帝舍罪人者，身

                                                 
1
 涅槃～Nibbāna. 

2
 ～No.139.《佛說四泥犁經》(大正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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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火光，長四十肘；提婆達多罪人者，身出火光，長三十肘；

瞿波離罪人者，身出火光，長二十肘。 

    比丘當知：末佉梨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顛倒之想，

計有無之想；帝舍愚人者，斷諸聖眾應器遺餘；提婆達多愚

人者，鬪亂眾僧，殺阿羅漢比丘尼，起害意向於如來；瞿波

離罪人者，誹謗舍利弗、目揵連。 

    又復，比丘！末佉梨罪人，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身

壞命終，墮焰光泥犁中；帝舍罪人，斷聖眾應器遺餘，身壞

命終，墮等害地獄中；提婆達多罪人，起謀害心向於如來，

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中；瞿波離罪人，因誹謗舍利弗、目

揵連，身壞命終，墮鉢投摩地獄中。 

    末佉梨罪人者，是時獄卒生拔其舌，著背脊上，所以然

者，由其曩昔，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帝舍大罪人者，是時

獄卒生擗其身，鎔銅灌壞其心，又以熱鐵丸，使令吞之，所

以然者，由其斷應器遺餘故。 

    提婆達多罪人者，以熱鐵輪，轢壞其身，又以鐵杵，哺

咀其體，群暴惡象，蹹蹈其身，又復大熱鐵山，鎮壓面上，

舉身為熱銅鍱所裹，所以然者，由其曩昔，鬪亂聖眾，壞和

合僧故，致鐵輪轢斷其頭。又彼提婆達多愚人，教彼太子使

害父王，由是果報故，使鐵杵破壞其身；又彼提婆達多愚人，

飲象使醉，往害如來，由是果報，群象蹹蹈其體；又彼提婆

達多惡人，上耆闍崛山顛，執石擲佛，由斯果報故，使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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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鎮壓其面；又彼提婆達多愚人，殺阿羅漢比丘尼，由斯果

報故，使熱銅鐵鍱纏裹其身。 

    比丘當知：瞿波離罪人者，在彼蓮華地獄中，千具犁牛

犁其舌，所以然者，由其謗誹舍利弗、目揵連故，由此因緣

果報，使千具犁牛而壞其舌。 

    復次，比丘！末佉梨罪人者，身出火光，長六十肘。若

有眾生，興起此念：我當拔濟，饒益此人，取四大海水，高

四十肘，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焰不增減，猶如熱

鐵鍱，火燒四日，有人來以四滴水澆，然水尋時消盡；此亦

如是，若有人來，以四大海水澆彼人身，欲令無為，終不可

果，所以然者，由彼罪過極深重故。 

    然彼帝舍罪人，身出火光，長四十肘。設有眾生，愍念

此人，以三大海水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火焰不減，

猶如有人，以三滴水著熱鏊1上，水尋消滅，不得久停；此

亦如是，若以三大海水澆帝舍身上，水尋時滅，火終無增減。 

    提婆達多罪人，身出火光，長三十肘。若有眾生，興起

愛念之心，欲使提婆達多身，永處無為，以二大海水澆灌其

身，水尋時盡，火終不滅，猶如以二滴水，著熱鏊上，終無

增減；提婆達多愚人，亦復如是，以二大海水澆灌其身，水

尋時盡，火終不滅，提婆達多身體苦痛如斯。 

    瞿波離罪人，身出火光，長二十肘，設有眾生愍念斯人，

取一大海水，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火終不滅，

                                                 
1
 鏊：讀作「敖」，平底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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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一滴水著熱鏊上，尋時消盡，不得久停；瞿波離比丘，

亦復如是，罪報所牽，故受斯罪。是謂，比丘！此四種人受

罪極重，當自盡意，遠離斯患，承諸賢聖等修梵行者；如是，

仁者，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佛知五趣及涅槃之因果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我今明曉地獄，亦知趣地獄之徑，亦復知彼地

獄眾生之本。設復眾生，造諸惡不善之行，身壞命終，入地

獄中，我亦知之。 

    又復，比丘！我亦知畜生，亦知趣畜生之道，亦復知畜

生之本；作諸惡行，來生彼者，亦悉曉了；我今亦知餓鬼之

道，其有作惡本者，生餓鬼中，我亦知之。 

      我今亦知人道，向人之趣，其有眾生得人身者，我亦

知之；我亦知趣天之道，其有眾生作諸德本，生彼天上，我

亦知之；我亦知涅槃之趣，其有眾生，有漏盡，成無漏，心

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而取果證，我亦知之。比丘當知：

我知地獄之趣，以何因緣而說斯言乎？」 

    佛告諸比丘：「我今觀察眾生心意，所謂此人身壞命終，

應入地獄中，然彼後時，觀此人已入地獄中，受苦酸酷，拷

掠無數，愁憂苦惱，不可稱計。 

                                                 
1
 ～cf.M.12. Mahasihanadasuttam 師子吼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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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如一大火坑，無有塵烟，設有人來，逕趣斯處，又且

有目之士，觀此人所趣，必當墜火，終不虛也。然復後時，

觀此人已墮火坑，吾所謂人者已墮火坑，我今觀察眾生，心

意所念，必入地獄不疑，如我後時觀察此人，已入地獄，受

苦酸酷，不可稱計。云何斯人已入地獄？我觀趣地獄眾生，

作諸惡行、不善之業，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我悉知之，吾

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知畜生之道，亦知趣畜生者，以何緣本而說此乎？比

丘！我觀察眾生心中所念：此人身壞命終，生畜生中。又我

後時觀察此人，已生畜生中，愁憂苦惱，不可稱計。云何斯

人已墮畜生中乎？ 

    猶如村落有大圊廁，屎滿其中，設有人徑趣斯處，有目

之士，見斯人來，徑趣斯處，此人不久，徑墮于廁，然彼後

時，觀此人已墮于廁，受厄窮困，不可稱計。云何斯人已墮

于廁？我觀眾生類，亦復如是，斯人命終應生畜生中。又復

後時，觀已生畜生中，受苦無量。我觀畜生眾生，皆悉明了，

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亦知餓鬼眾生，餓鬼之道；身壞命終，生餓鬼者，我

亦知之。若有眾生，身壞命終，趣餓鬼之道，我悉知之；我

復於後時，觀見此眾生，已入餓鬼受苦受樂受。云何斯人已

入餓鬼中乎？猶如大村落側，有一大樹，生危險之處，枝葉

凋落，設有人來，徑趣斯處，有目之士遙觀此人，必趣樹下

不疑，復於後時觀此人，或坐或臥，受其苦樂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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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斯人已至樹下坐臥乎？我觀眾生之類，亦復如是，

身壞命終，必趣餓鬼不疑，受其苦樂之報，不可稱計。我知

餓鬼趣，餓鬼之道，皆悉分明，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知人道，亦知趣人道，若有造行，身壞命終，生人中

者，我亦知之。於是，比丘！我觀眾生類，心中所念，此人

必當身壞命終，應生人中，我復於後時，觀此人已生人中。 

    云何斯人已生人中？猶如村落側有一大樹，在平正之

處，多諸蔭涼，若有人直從一道來，有目之士見已，便知斯

人所趣向，定至此樹不疑，我復於後時，觀此人已至此樹，

受樂無量。 

    云何斯人得至斯處？此亦如是，我觀眾生，心意所念，

亦復如是，身壞命終，必生人中不疑，我復於後時，觀此人

已生人中，受樂無量。我知人趣，亦知趣人之道，今生人中

者，我亦知之，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亦知天，亦知趣天之道，其有眾生，作諸功業生天上

者，我亦知之。以何因緣而說此乎？我觀眾生，心中所念，

此人身壞命終，必當生善處天上，然於後時觀此人，身壞命

終，生善處天上，於彼受自然之福，快樂無比，是謂斯人已

生天上，於彼受自然之福，快樂無比。  

    猶如村落之側，有高廣講堂，彫文刻鏤，懸繒幡蓋，香

汁灑地，敷好坐具，氍毹、毾 ，文繡綩綖。若有人直從一

道來，有目之士見已，便知此人所趣向，定至高廣講堂，必

至不疑；復於後時，觀見此人已到講堂上，或坐或臥，於中

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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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福，快樂無比；此亦如是，吾今觀眾生類，身壞命終，應

生善處天上，於彼受樂，不可稱計。云何斯人已生善處天上

乎？我知天道，趣天之路，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我今知涅槃，亦知涅槃之道，亦知眾生應般涅槃者。或

有眾生，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現身取證而

自遊化，我悉知之。由何因緣而說此乎？比丘！我觀眾生心

中所念，此人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是謂斯

人已盡有漏，成無漏。 

    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大池水，水極清徹，若有人直從一

道來，有目之士遙見斯人來，知此人必至池水不疑；又後時

見此人已至池水，沐浴澡洗，除諸穢污，去諸垢坋，在側而

坐，亦不與人共相諍競。 

    我今觀眾生，亦復如是，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

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名為真人1，是謂

斯人已至此處。我知趣涅槃之道，亦知眾生般涅槃者，皆悉

知之。如來、至真、等正覺有此之智、無畏、力具，皆悉成

就。 

    如來智無有量，能觀過去無限無量，不可計事，皆悉知

之；將來、現在，無限無量不可計事，皆悉分別，是故，比

丘！當求方便，具足十力、無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真人：即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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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男女增長信、戒、聞、施、慧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雪山上有高廣之大樹，五事長大。云何為五？

根不移動，皮極厚大，枝節廣遠，蔭靡不覆，葉極茂盛，是

謂，比丘！雪山上有此大樹，極為俊好。 

    今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依豪族之家，五事長益。

云何為五？所謂信長益、戒長益、聞長益、施長益、慧長益，

是謂，比丘！信善男子、善女人，依豪族家，成就此五事。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就信、戒、聞、施、智慧。」爾

時，世尊便說此偈： 

   猶如雪山樹，五事功德成，根皮枝節廣，蔭葉極茂盛。 

  有信善男子，五事功德成，信戒聞惠施，智慧遂增益。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茂羅破群比丘誤以為習淫無罪2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茂羅

破群3比丘與諸比丘尼共相遊處，然諸比丘尼，亦復好樂共

相遊處，若有人民，稱譏茂羅破群比丘者，是時諸比丘尼極

                                                 
1
 ～《增支部》A.5.40.Mahasala，cf.《增支部》A.3.48.Pabbata 

2
 ～cf. M.21. Kakacupamasuttam 鋸喻經，《中阿含 193 經》牟犁

破群那經(大正 1.744.) 
3
 茂羅破群～Moliyaphagg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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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瞋恚，愁憂不悅；若復有人，毀呰諸比丘尼者，是時破群

比丘亦復愁憂不悅。是時，眾多比丘告破群比丘曰：「汝今

云何親近諸比丘尼？諸比丘尼亦復與汝交接。」 

    破群報曰：「我今解如來所說教誡，其有犯婬者，罪不

足言。」 

    眾多比丘復告曰：「止！止！比丘！勿作斯言，莫誹謗

如來言教，其誹謗如來言教者，罪咎不少。又復世尊無數方

便說婬之穢，其有習婬，使無罪者，終無此理。汝今可捨此

惡見，免於長夜受苦無量。」然此破群比丘故與交通，而不

改其行。 

    爾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而白世尊言：「舍

衛城中有一比丘，名曰破群，與諸比丘尼共相交接，然諸比

丘尼亦與破群比丘交接往來，我等往彼勸喻，使改其行，然

彼二人遂更增益，不捨此顛倒之見，亦不順正法之業。」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破群比丘所，云：如來

喚卿。」爾時，比丘受如來教，即往至破群比丘所：「汝當

知之，如來喚卿。」 

    破群比丘聞彼比丘語，即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爾時，世尊問彼比丘曰：「汝審親近諸比丘尼耶？」 

    彼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汝為比丘，云何與比丘尼共相交接，汝今

是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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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群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是族姓子，以信堅

固，出家學道。」 

    佛告比丘：「非汝之法，云何與比丘尼共相交接？」 

    破群比丘白佛言：「我聞如來所說：其習婬者，罪蓋不

足言。」 

    佛告比丘：「汝愚人！云何說：如來說習婬無罪？我無

數方便說婬之穢污，汝今云何作是語：『如來說習婬無罪』？

汝好守護口過，無令長夜恒受其罪。」 

    佛告之曰：「汝今且止！須吾更問諸比丘。」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曰：「汝等頗聞吾與諸比丘說婬無

罪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不聞如來說婬無罪，所以

然者，如來無數方便說婬之穢污，設言無罪，此義不然。」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如汝所言，我無

數方便說婬之穢污。」 

    爾時，世尊重告諸比丘曰：「汝等當知：若有愚人，習

於法行，所謂契經、祇夜、偈陀、授決、因緣、本末、譬喻、

本生、方等、未曾有、廣普，雖誦斯法，不解其義，以不觀

察其義，亦不順從其法，所應順法，終不從其行。 

    所以誦斯法者，欲與人共競諍，意計勝負，亦不自為己

有所濟及，彼誦法已，則犯制限；猶如有人，出彼村落，欲

求惡蛇，彼若見極大之蛇，到已，以左手摩抆其尾，然彼蛇

迴頭，螫蜇其手，由此緣報，便致命終；此亦如是，若有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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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翫習其法，十二部經，靡不斟酌，亦不觀察其義，所以然

者，由不究竟正法義故。 

    若有善男子，將護翫習其法，契經、祇夜、偈陀、授決、

因緣、本末、譬喻、本生、方等、未曾有、說、廣普；彼人

誦此法已，深解其義；已解彼深義之法，順從其教，無所違

失。所以誦法者，不以勝負之心與彼競諍；所以誦習法者，

欲自纂修，有所濟及；所以誦法者，果其所願，由此因緣，

漸至涅槃。 

    猶如有人，出彼村落，求覓惡蛇，彼見蛇已，手執鐵鉗，

先鑷其頭，後便捉頸，不令動搖；設彼惡蛇迴尾，欲害彼人，

終無所至，所以然者，諸比丘！由其捉頸項故。 

    此善男子亦復如是，誦習、諷讀，靡不周遍，觀察其義，

順從其法，終無違失，漸漸由此因緣，得至涅槃，所以然者，

由其執正法故，是故，諸比丘！其有解吾義者，當念奉行；

其不解者，重來問我，如來方今現在，後悔無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設有比丘在大眾中而作是說：『如

來所說禁戒，我悉解了，其習婬者，罪蓋不足言。』 

    彼比丘當語斯比丘：『止！止！莫作斯言！莫誹謗如來

言說斯語，如來終不說此言。』若此比丘，改其所犯者善；

若不改其行者，復當再三諫之，設當改者，善；設不改者，

墮。若復諸比丘隱匿其事，不使露現者，諸人皆墮，諸比丘！

是謂我之禁戒。」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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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佛說劫數無量，眾生長受苦，當厭離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生漏

梵志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生漏梵志白

世尊曰：「過去為有幾劫？」  

    佛告梵志：「過去諸劫不可稱計。」 

    梵志白佛：「為可計數否乎？沙門瞿曇恒說三世。云何

為三？所謂過去、將來、現在，沙門瞿曇亦知過去、當來、

現在之世，唯願沙門演說劫數之義。」 

    佛告梵志：「若當我說：因此劫，復次此劫，我既滅度，

汝取命終，不知劫數之義，所以然者，如今人壽短促，極壽

不過百年。計百年中數劫者，我滅度，汝既命終，終不知劫

數之義。 

    梵志當知：如來亦有此智，具足分別劫數、眾生壽命長

短，受其苦樂，皆悉分明。今當與汝引喻，智者以譬喻得解，

猶如恒沙之數，亦無有限，無有量，不可計算，過去劫者其

數如是，不可稱計，不可籌量。」 

    梵志白佛：「當來劫頗有幾數？」 

    佛告梵志：「亦如恒沙之數，無有齊畔，不可稱計，非

算所及？」 

    梵志復問佛：「頗有現在劫、成劫、敗劫乎？」 

    佛告梵志：「有此成劫、敗劫，非一劫、百劫，猶如器

皿在危地，終不安住；設當住者，要當顛倒。 

                                                 
1
 ～cf.《增支部》A.4.156.Kappa (成住壞空)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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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世界方域，亦復如是，或有劫成，或有劫敗，此數亦

復叵1計，為幾劫成，為幾劫敗，所以然者，生死長遠，無

有邊際。眾生以無明結所覆蓋，漂蕩流滯，從今世至後世，

從後世至今世，長夜受苦惱，當可厭患，去離此惱。是故，

梵志！當作是學。」 

    爾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甚奇！甚特！

知過去、當來劫數之義，我今重復自歸沙門瞿曇！唯願沙門

瞿曇聽我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敢復殺，乃至飲酒。」爾時，

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以耆闍崛山變小，喻劫數長遠不可稱計2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有一異比丘白世尊言：「劫頗有邊際乎？」 

    佛告比丘：「方便引譬，然劫數無窮盡，過去久遠，於

此賢劫中，有佛出，號曰拘樓孫至真、等正覺。爾時，此耆

闍崛山更有姓號，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上此耆闍崛山，

四日四夜行，乃徹頂。 

    又復，比丘！拘那含牟尼佛時，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

爾時，羅閱城人民之類，三日三夜行，乃至此山頂。 

    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此耆闍崛山更有姓號，時，羅閱城

人民之類，二日二夜行，乃至此山頂。 

                                                 
1
 叵：讀作「頗」，不可。 

2
 ～S.15.20.Vepullapabbatam﹐《別譯雜阿含 350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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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今日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此山名耆闍崛山，須臾

之頃乃到此山頂。若彌勒如來出現於世，此山亦名耆闍崛

山，所以然者，諸佛神力，咸使此山在。 

    比丘！當以方便，知劫有衰盡，不可稱計，然劫有二種：

大劫、小劫。若於劫中無佛出世，爾時復有辟支佛出世，此

名為小劫。若如來於劫中出世，爾時彼劫中，無有辟支佛出

現於世，此名為大劫，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劫數長遠，不

可稱計；是故，比丘！當憶此劫數之義。」爾時，異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四十九 

◎非常品第五十一 

（一）流轉生死，悲號涕泣，淚多於恒河水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流轉生死，經歷苦惱，於中

悲號涕泣，淚出為多耶？為恒水多乎？」 

    爾時，諸比丘前白佛言：「我等觀察如來所說義，經歷

生死，涕泣之淚，多於恒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諸比丘！如汝所說，無有異，

汝等在生死，淚多於恒水，所以然者，於生死中，亦更父母

終亡，於中墮淚不可稱計；長夜之中，父兄、姊妹、妻子、

                                                 
1
 ～《相應部》S.15.3.Assu 淚，《雜阿含 938 經》(大正 2.240c)，

《別譯雜阿含 331 經》(大正 2.4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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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及諸恩愛，追慕悲泣，不可稱計，是故，比丘！當厭

患生死，去離此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當說此法

時，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二）流轉生死，流血多過恒河水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汝等在生死中，身體毀壞，流血

多耶？為恒河水多乎？」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如我等觀察如來所說者，流血

多於恒河水。」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比丘！如汝所言，流血多

於恒河水，所以然者，在生死中，或作牛羊猪犬、鹿、馬、

鳥獸，及餘無數，所經歷苦惱，實可厭患，當念捨離；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世尊說是法時，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常思惟無常想，便可斷盡三界諸愛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已思惟無常想、

廣布無常想，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無明、憍慢皆悉除

                                                 
1
 ～《相應部》S.15.13.Timsamatta 約三十，《雜阿含 937 經》(大

正 2.240b)，《別譯雜阿含 330 經》(大正 2.4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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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猶如以火焚燒草木，永盡無餘。比丘當知：若思惟無常

想，廣布無常想，盡斷三界愛著。 

    昔有國王，名曰清淨音響，統領閻浮提，有八萬四千城

郭，有八萬四千大臣，有八萬四千宮人婇女，一一婇女各有

四侍人。 

    爾時，音響聖王無有子息，時，彼大王便作是念：吾今

領此國界，以法治化，無有枉理，然我今日，亦無繼嗣，設

我終後，門族斷滅。時，彼國王以息1因緣故，自歸諸天、

龍、神，日月星辰，自歸釋、梵、四天王、山神、樹神，下

及藥草果神，願求福，使我生息。 

    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名曰須菩提，命將欲終，有

五瑞應自然逼己。云何為五？又此諸天，華冠終不萎，此天

子華冠自萎；是時，諸天衣無垢坋2，爾時天子，衣生垢坋；

又且三十三天，身體香潔，光明徹照，爾時彼天子，身體臭

處，不可親近；又且三十三天，恒有玉女前後圍繞，作倡伎

樂，五欲自恣，爾時彼天子命將欲終，玉女離散；又且三十

三天有自然之座，四尺入地，設天子起座，離地四尺，然此

天子，命將欲終，不樂本座，是謂五瑞應自然逼己。 

    時，須菩提天子已有此瑞應，爾時，釋提桓因告一天子

曰：『汝今往至閻浮提，語音響王曰：釋提桓因致敬無量，

起居輕利，遊步康強，閻浮提無有德之人與王作息3，但今

                                                 
1
 息：子息。 

2
 坋：音「份」，灰塵。 

3
 息：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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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天有天子，名曰須菩提，今有五瑞應自然逼己，必當

降神，與王作息，雖爾，年壯盛時，必當出家學道，修無上

梵行。』 

    彼天對曰：『如是，天王！受天王教。』猶如力士屈伸

臂頃，從三十三天沒，來至閻浮提。 

    爾時，音響大王在高樓上，及持蓋一人，是時，彼天在

樓上虛空中而告王曰：『釋提桓因致敬無量，遊步康強，起

居輕利，閻浮提無有德之人與王作息，今三十三天，有天子

名須菩提，今有五瑞應，已逼於己，當降神下應，與王作息，

但年壯盛時，必當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 

    時，音響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報天曰：

『今來所告，甚過大幸，但降神與我作息，欲求出家，終不

違逆。』 

    是時，彼天還至釋提桓因所，即白天王：『音響王者，

甚慶所白，音響王言：『但使降神，欲出家者終不違逆。』 

    時，釋提桓因便往至須菩提天子所，語須菩提天子言：

『汝今發誓，願生音響人王宮中，所以然者，音響人王無有

子息，恒以正法治化，汝昔有福，造眾功德，今應降神，生

彼宮中。』 

    須菩提天子曰：『止！止！天王！我不樂願生人王宮

中，意欲出家學道，在王宮者學道甚難。』 

    釋提桓因告曰：『汝但發願生彼王宮中，我當將護，令

汝出家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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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爾時，須菩提天子即發誓願，生王宮中。    

是時，音響人王與第一夫人共相交接，覺身懷妊，是時，夫

人白音響王曰：『大王當知：我今覺身懷妊。』時王聞已，

踊躍歡喜，不能自勝，更以殊特，布好坐具，食以甘美味，

如王無異。 

    是時，夫人經九月，生一男兒，極為端正，顏貌奇特，

世之希有，時，音響王召諸外道、梵志、群臣，使令占相，

以此因緣本末，具向諸相師說，諸婆羅門報曰：『唯願大王

當察此理！今生太子，世之殊特，昔為天子名須菩提，今尋

前號，名須菩提。』時諸相師立姓號已，各從座起而去。 

    時，王子須菩提為王所敬重，未曾離目前，是時，音響

王便作是念：我昔日以來，無有子息，緣子息故，禱謝諸天，

使生一子，經歷爾許時，今方生子；然天帝所記，當出家學

道，我今要設巧便，使不出家學道。 

    是時，音響王為太子故，設三時宮殿；寒時設溫殿，熱

時設涼殿，不寒不熱時，設適時宮殿；與設四種宮女居處，

第一宮有六萬婇女，第二宮有六萬婇女，第三宮有六萬婇

女，第四宮有六萬婇女，各有侍從四人，作轉關坐具，令彼

太子於上坐臥；若須菩提王子意欲在前遊戲，是時諸婇女輒

在前立，是時彼坐具隨身迴轉，前有六萬婇女及四侍者；若

彼意欲在後遊戲，是時坐床輒隨身迴轉；若復欲與諸婇女共

相娛樂，是時坐具隨身迴轉，使王子須菩提，意在五欲，不

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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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釋提桓因夜半非人之時，便往至王子須菩提所，

在虛空中告須菩提王子曰：『王子，昔日豈不作是念乎？若

我在家，年壯盛時，當出家學道，今日何故在五欲中而自娛

樂？意不復願出家學道乎？然我亦有斯言：勸樂王子，使出

家學道，今正是時，設不出家學道者，後悔無益！』釋提桓

因說斯語已，便退而去。 

    時，王子須菩提在宮人中，便生此念：音響王者，已與

我作愛欲羅網，緣此愛欲羅網故，不得出家學道。我今可斷

此羅網，不為穢濁所拘牽，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在閑靜處，

勤學經業，使令日新。 

    是時，王子須菩提復作是念：音響父王有此六萬婇女前

後圍繞，我今當觀察，頗有斯理在世永存乎？爾時，王子須

菩提遍觀宮裏，無有女人久存世者。 

    是時，須菩提復作是念：我今何故觀於外物？當觀身內

因緣所起，今此身中頗有髮、毛、爪、齒、骨、髓之屬，久

存於世乎？從頭至足，觀三十二物，惡露不淨，然自觀察，

無一可貪，亦無真實，幻偽非真，皆歸於空，不久存世。 

    是時，王子須菩提復作是念：我今當斷此羅網，出家學

道。是時，須菩提觀此五受陰身，所謂此色苦，此色集，此

色滅，此色出要。受、想、行、識苦，識集，識滅，識出要。

爾時，觀此五陰身已，所謂集法，皆是滅法，即於座上得辟

支佛。時，須菩提辟支佛已覺成佛，便說斯偈：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則汝而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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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辟支佛說此偈已，飛在虛空而去，在一山中，獨

在樹下，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爾時，音響王告傍臣曰：『汝往觀須菩提宮內，王子為

寤寐，為安穩乎？』爾時，大臣受王教令，即往至王子宮內，

然所寢內室，門戶牢固。 

    時彼大臣還至王所，前白王言：『王子寤寐安穩，門戶

牢固。』 

    時王再三問：『汝往看王子為善眠乎？』 

    爾時，彼臣復至宮門，然門戶牢固，復往白王：『王子

在宮，眠寐不覺，門戶牢閉，至今不開。』 

    時音響王復作是念：我息王子，少時猶不眠寐，何況今

日年壯盛時，有眠寐乎？宜自往看，知子吉凶，我子將不得

疾病耶？ 

    是時，音響王即往至須菩提宮內，至門外立，告一人曰：

『汝今施梯，踰墻入內，與吾開門。』彼人受王教勅，即施

梯，踰墻入內，與王開門，時王入內，觀內宮中，所臥床空，

不見王子，告婇女曰：『王子須菩提今為所在？』 

    諸婇女曰：『我等亦不知王子所在。』時音響王聞斯語

已，自投于地，良久乃甦。 

    是時，音響王告群臣曰：『我息1小時，猶生斯念：設

我長大，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然

今王子必當捨我，出家學道，汝等各各四面求索王子，竟為

                                                 
1
 息：子息、兒息。 



 434 

所在？』即時，群臣乘駕流馳，處處求索。爾時，有臣逕至

彼山中，中道復作是念：若王子須菩提出家學道者，必當在

此學道，爾時，大臣遙見王子須菩提在一樹下，結跏趺坐。 

    時臣便生斯念：此是王子須菩提，熟視察之，還詣王所，

前白王言：『王子須菩提近在山中樹下，結跏趺坐。』時音

響王聞斯語已，即往彼山中，遙見須菩提在山樹下，結跏趺

坐，復自投于地。 

    我子昔日自誓願曰：設我年向二十，當出家學道，今將

不誤，又且天告我言：『汝子必當學道。』 

    時音響王直前，語須菩提曰：「汝今何故捨我出家學道。」

時辟支佛默然不對。王復告曰：『汝母極懷愁憂，須見汝乃

食，時起詣宮。』時辟支佛不言不語，默然而住， 

    時音響王即前捉手，亦不動搖，王復告群臣曰：「王子

今日已取命終，釋提桓因先來告我：『汝應得息，但當出家

學道。』然今王子已出家學道，今輿此舍利，詣王國界，當

闍維1之。』 

    彼時，山中諸神祇，現半身白王曰：『此是辟支佛，非

是王子，闍維舍利法，不如王子法，所以然者，我是過去諸

佛弟子，諸佛亦有此教：世有四人應與起偷婆2。云何為四？

如來、至真、等正覺應起偷婆；辟支佛應起偷婆；如來弟子

                                                 
1
 闍維：原作「蛇旬」，今改，以下同。闍維：火化。  

2
 偷婆（thūpa）：(Sk. sthūpa)，即「供奉舍利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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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當闍維轉輪聖王身時，應起偷婆；如

來、辟支佛身，亦復如是。』 

    爾時，音響王復語天曰：當云何供養闍維轉輪聖王身，

樹神報曰：『轉輪聖王與作鐵槨，盛滿香油，沐浴轉輪聖王

身，以白淨劫波育衣，纏裹其身，復以綵畫之衣而覆其上，

舉著槨中，復以鐵蓋而蓋其上，處處施釘，復以百張白氎而

裹其槨，以種種雜香，積在地上，以鐵槨安著其中，七日七

夜之中，華香供養，懸繒幡蓋，作倡伎樂。 

    過七日後，取王身而闍維之，已取舍利，復經七日七夜

供養不絕，於四衢道中而起偷婆，復以香華幡蓋，種種供養。    

大王當知：供養轉輪聖王舍利，其事如是；諸佛如來、辟支

佛、阿羅漢，亦復如是。』 

    時音響王語彼天曰：『以何因緣供養轉輪聖王身？以何

因緣供養如來、辟支佛、阿羅漢身？』 

    天報王曰：『轉輪聖王以法王治，自不殺生，復教他人

使不行殺；自不與取，復教他人使不竊盜；己不婬妷，復教

他人不犯他妻；己不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鬪亂彼此、嫉

妬、恚、癡，己意專正，恒行正見，亦使他人習其正見。是

謂，大王！由此因緣，轉輪聖王應起偷婆。』 

    王問天曰：『復以何因緣，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 

    天報王曰：『漏盡阿羅漢比丘，欲愛已盡，瞋恚、愚癡

已除，已度有至無為，是世間良祐福田，由此因緣，漏盡阿

羅漢應起偷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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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復問曰：『以何因緣，辟支佛應起偷婆？』 

    天報王曰：『辟支佛者無師自覺，出世甚難，得現法報，

脫於惡趣，令人生天上，由此因緣，辟支佛應起偷婆。』 

    王復問曰：『以何因緣如來應起偷婆？』 

    天報王曰：『如來十力具足，此十力者，非聲聞、辟支

佛所能及，非轉輪聖王所能及，世間群萌所不能及也。如來

四無所畏，在大眾中，能師子吼，轉於梵輪；如來不度者度，

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與作覆蔭，盲者

作眼目，與諸疾病作大醫王，天及世人、魔或魔天，靡不宗

奉，可敬可貴，迴於惡趣，令至善處，是謂，大王！由此因

緣，如來應起偷婆；是謂，大王！由此因緣本末，四種人應

起偷婆。』 

    爾時，音響王語彼天曰：『善哉！善哉！神天！我今受

汝教，令供養此舍利，當如供養辟支佛。』 

    爾時，音響王告諸人曰：『汝等各舁須菩提辟支佛舍利，

往王國界。』群臣聞王教已，臥著金床，舁詣國界。 

    是時，音響王即勅，使作鐵槨，盛滿香油，沐浴辟支佛

身，以劫波育衣，纏裹其身，復以雜綵好衣而覆其上，安處

鐵槨中，復以鐵蓋而蓋其上，處處安釘，極令牢固，以百張

白氎而覆其上，取種種好香，以辟支佛身而著其中，七日七

夜香華供養；過七日後，闍維辟支佛舍利，復供養七日，作

倡伎樂，於四衢道頭，起一偷婆，復以香華、繒綵、幡蓋，

作倡伎樂而供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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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當知：其有眾生恭敬供養辟支佛舍利者，命終之後

即生三十三天上，其有眾生思惟無常之想，迴三惡趣，生天

人中。 

    諸比丘！汝等莫作斯觀，爾時音響王者，豈異人乎？則

我身是。其思惟無常想者，多所饒益，我今觀此義已，告諸

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已思惟無常想，廣布無

常想，便欲愛、色愛、無色愛盡，盡斷無明、憍慢，永無遺

餘；猶如以火焚燒草木、高好講堂、窓牖門閾，永盡無餘。

比丘！思惟無常想亦復如是，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永

無遺餘；是故，諸比丘！當盡心意，無令違失。」 

    當說斯法時，六十餘比丘，於彼座上，漏盡意解。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當求方便，斷五心弊，除五心結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心五弊而不斷，不除心五結，

彼比丘、比丘尼，日夜中，善法損減而無增益。 

    云何心五弊而不斷？比丘有狐疑心於如來所，亦不解

脫，亦不入正法，彼人心不在諷誦，是謂比丘心弊不斷。 

                                                 
1
 ～《增支部》A.5.205. Cetokhila(於師困惑等,五)心荒蕪、A.9.71. 

Cetokhilasuttam(五)心荒蕪、A.10.14. Cetokhilasuttam(未斷五)

心荒蕪(、未截五心縛)，D.33./III,238-239.(CSCD pg. 

3.0198-199)(《等誦經》第二誦品一~二 O)，M.16.Cetokhila 心

荒蕪經，《中阿含 206 經》心穢經(大正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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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比丘有疑心於正法，亦不解脫，亦不入正法，彼

人亦不諷誦，是謂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有疑心於聖眾，亦不解脫，亦不施意向和

合眾，亦復不在道品法中，是謂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犯於禁戒，不自悔過，彼比丘已犯禁戒，不

自改悔，亦不施心在道品中，是謂比丘心弊不斷。 

    復次，比丘心意不定而修梵行：『我以此梵行之法，得

生天上，或諸神祇。』然彼比丘，以此心行修於梵行，心不

專在道品之中，心已不在道品之中，是謂比丘心弊不斷；如

是比丘心五弊不斷。 

    云何比丘心五結不斷？於是，比丘懈怠，不求方便，彼

比丘已有懈怠，不求方便，是謂比丘心結不斷。復次，比丘

恒喜多忘，貪在眠寐；彼比丘已喜多忘，貪在眠寐，是謂比

丘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心意不定，恒喜多亂，彼比丘心已亂不定，

是謂比丘心結不斷。復次，比丘根門不定，彼比丘已根門不

定，是謂比丘心結不斷。 

    復次，比丘！恒喜鬧處，不在靜處，是謂比丘心結不斷。 

若比丘、比丘尼有此五心弊不除，五心結不斷，彼比丘、比

丘尼，長夜之中，善法斷絕，無有增益。 

    猶如雞子，若八若十二，不隨時覆蔭，不隨時育養，不

隨時將護，彼雞雖生此念：使我雞子得全，無他。然此雞子

終不安穩，所以然者，皆由不隨時將護之所致，後復斷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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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其子；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結不斷，五心

弊不除，長夜之中，於善法減，無有增益。 

    若復比丘、比丘尼，五心結斷，五心弊除，晝夜之中，

善法增益，無有損減。猶如雞子若八，若十二，隨時將護，

隨時育養，隨時蔭覆，彼雞雖生斯念：使我雞子，全不成就。

然彼雞子自然成就，安穩無為，所以然者，隨時長養，令得

無為，時諸雞子，尋得出外。 

    此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五心弊斷，五心結除，彼

比丘、比丘尼，於長夜之中，善法增益，無有損減。 

    若比丘、比丘尼，當施設心，無有猶豫狐疑於佛、無有

猶豫狐疑於法，無有猶豫狐疑於僧；具足戒律，心意專正，

無有錯亂，亦不興意，希望餘法，亦不僥倖修行梵行：『我

當以此行法，作天、人身，神妙尊豪。』 

    若復有比丘、比丘尼，無有狐疑猶豫於佛、法、聖眾，

亦不犯戒，無所漏失。我今告汝，重矚累汝，彼比丘當趣二

處：或生天上，或在人中；猶如人處極熱之中，兼復飢渴，

得陰涼之處，得冷泉水飲。彼人雖生斯念：我雖得陰涼、冷

水飲之，猶不斷飢渴，但彼人暑熱已盡，飢渴已除。此亦如

是，若比丘、比丘尼，無狐疑於如來所者，彼比丘便趣二處：

或生天上，或處人中。是故1，比丘、比丘尼當求方便，斷

心五弊，除心五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是故：原作「若」，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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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戒者能興隆正法，命終生天上人中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或有是時，王威不普，盜賊競興；賊已競興，

村落城廓、人民之類，皆悉敗亡，或遭遇飢饉，取命終者，

設彼眾生，於飢饉取命終者，皆墮三惡趣。 

    今此精進比丘亦復如是，若持戒減少，爾時惡比丘兢

起；惡比丘已競起，正法漸衰，增益非法；非法已增益，其

中眾生皆墮三惡趣。  

    若復是時，王威遠接，賊便隱藏；王已遠接，城廓村落、

人民熾盛。今此精進比丘亦復如是，若持戒完具，爾時犯戒

比丘，漸漸衰耗，正法興隆，非法衰耗，其中眾生，命終之

後，皆生天上人中，是故，比丘！當念具足戒律，威儀禮節，

無令缺減；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六）寧以熱鐵錐烙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寧常眠寐，不於覺寤時思惟亂想，身壞命終，

生於惡趣；寧以火燒鐵錐而烙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

興想比丘為識所敗；比丘已為識所敗，必當趣三惡道：地獄、

                                                 
1
 ～S.35.194.Adittena 燃燒(緬甸版 Adittapariyayasuttam)；

cf.A.7.68. Aggikkhandhopama 火堆喻，《雜阿含 241 經》(大正

2.58a)；《中阿含 5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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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餓鬼。1今我所說者，彼人寧當睡眠，不於覺寤思惟

亂想；寧以利錐刺壞其耳，不以聽聲興起亂想。興想比丘，

為識所敗，寧恒睡眠，不於覺寤起於亂想。2
 

    寧以熱鉗壞其鼻根，不以聞香，興起亂想。興想比丘，

為識所敗；已為識所敗，便墮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

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寧以利劍截斷其舌，不以惡言粗語墮三惡趣：地獄、畜

生、餓鬼，寧常睡眠，不於覺寤，興起亂想。寧以熱銅鐷纏

裹其身，不共長者、居士、婆羅門女，共相交接；設與交接、

言語往返者，必墮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我所說者，

正謂此耳。 

    寧恒睡眠，不以覺寤，意有所念，欲壞聖眾，已壞聖眾，

墮五逆罪，億千諸佛，終不療救。夫鬪亂眾者，必當墮不救

之罪，是故，我今說寧常睡眠，不於覺寤，意有所念，欲壞

聖眾，受無救之罪，是故，比丘！當將護六情，無令漏失；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1
 S.35.194./IV,168.：「諸比丘！寧可以已加熱、已燒、火紅的鐵筯

刺眼根，不在眼識、色境執取其形相(隨形好)。諸比丘！保持

住立於識(之甘味)，或已繫於形相之甘味，其人於當時死去者，

則墮於地獄或畜生二趣中之一趣，諸比丘！我說如此已見的過

患(缺點)。」  
2
 S.35.194./IV,168.：「諸比丘！寧可以已加熱、燃燒的火紅的鐵標

槍貫耳，不對耳識、聲音，執取其隨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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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阿那邠祁長者以純金誘子歸信三寶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那

邠祁長者有四兒，不事佛、法、聖眾，亦復不自歸命佛、法、

聖眾。是時，阿那邠祁長者告四兒曰：「汝等各各自歸佛、

法、聖眾，長夜之中，獲福無量。」 

    諸兒白父：「我等諸子，不堪自歸佛、法、聖眾。」 

    阿那邠祁長者告曰：「我今各賜汝等純金千兩，隨我教

勅，自歸命佛、法、聖眾。」 

    諸子白言：「我等不堪任自歸佛、法、聖眾。」 

    父復告曰：「加賜汝二千、三千、四千、五千兩純金，

宜當自歸佛、法、聖眾，長夜之中獲福無量。」爾時，諸子

聞斯語已，默然受之。 

    是時，諸子白阿那邠祁長者曰：「我等當云何自歸佛、

法、聖眾？」 

    阿那邠祁長者報曰：「汝等盡來，隨吾至世尊所，若世

尊有所說者，汝等當念奉行。」 

    諸子白父：「如來今為所在？去此遠近？」 

    其父報曰：「今如來、至真、等正覺，近在舍衛國，止

吾園中。」時，阿那邠祁將四兒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

足，在一面立。 

                                                 
1
 ～No.140.《阿那邸邠化七子經》(大正 2.862a)，No.453.《佛說

彌勒下生經》(大正 2.421)，cf. 《增壹阿含 44.3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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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長者白世尊言：「我今四子不自歸佛、法、聖眾，

近昨各賜五千兩金，勸令事佛、法、聖眾，唯願世尊各與說

法，使長夜之中受福無量。」 

    爾時，世尊與長者四子漸漸說法，勸令歡喜，長者諸子

聞佛說法，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前自長跪，白世尊言：「我

等各各自歸世尊、正法、聖眾，自今以後，不復殺生，乃至

不飲酒。」如是再三 

    時阿那邠祁長者白世尊言：「若使有人，出物雇人，使

事佛者，其福云何？」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長者！乃致斯問，天、人得

安，乃能問如來斯義，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時長者從

佛受教。 

    世尊告曰：「有四大藏。云何為四？有伊羅鉢龍在乾陀

衛國，此名一藏，無數珍寶積滿其宮；復有班稠大藏在蜜絺

羅國，珍寶積聚，不可稱計；復有賓伽羅大藏在須賴吒國，

珍寶積聚，不可稱計；復有儴佉大藏在波羅奈國，珍寶積聚

不可稱計。 

    設閻浮提男女大小，各各擔抱四年四月四日，取伊羅鉢

藏者終不減少；班稠藏四年四月四日，各來取者不知減少；

賓伽羅藏四年四月四日，各各取者不知減少；禳佉大藏在波

羅奈國四年四月四日，取者不知減少，是謂，長者！四大寶

藏，若閻浮提男女大小，各各擔抱，經四年四月四日不知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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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之世有佛名彌勒，出現於世，爾時，國界名雞頭，

王所治處，東西十二由延，南北七由延，人民熾盛，穀米豐

登。雞頭王治處，繞城七匝有四池水，各縱廣一由延，金沙

在下，優鉢蓮華、拘勿頭花、分陀利華各生其中。水像金色、

銀色、水精色、琉璃色，設銀色水凍，化成為銀；若金色水

凍，化成為金；若琉璃水凍，化為琉璃；若水精水凍，化為

水精。 

    長者當知：爾時，有四城門，銀池水中，金作門閾1；

金池水中，銀作門閾；琉璃池中，水精作門閾；水精池中，

琉璃作門閾。 

    長者當知：爾時，雞頭城中，周匝懸鈴，是時，鈴聲皆

出五樂之音。爾時，城中恒有七種之聲。云何為七？螺聲、

鼓聲、琴聲、小鼓聲、圓鼓聲、鞞鼓聲，歌舞聲為七2。 

    爾時，雞頭城中生自然粳米，皆長三寸，極為香美，出

眾味上，尋取尋生，皆不見所取之處。 

    爾時，有王名儴佉，以法治化，七寶具足。長者當知：

爾時，典藏人名為善寶，高德智慧，天眼第一，能知寶藏處

所，有主之藏，自然擁護；無主之藏，便奉上王。 

                                                 
1
 閾：音「育」，門檻。 

2
 D.17./II,170：「1 象聲、2 馬聲、3 車聲、4 大鼓聲(薄洛鼓聲)、5

杖鼓聲(伎鼓聲)、6 琵琶聲、7 歌聲、8 吹螺聲、9 鐃鈸聲及 10 第

十吃飲嚼聲。」《中阿含 67 經》說十二種聲，少了「鐃鈸聲」，

多了「步聲、舞聲、惠施聲」。(大正 1.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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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伊羅鉢龍王、般稠龍王、賓伽羅龍王、儴佉龍王，

是時四龍王主典寶藏，皆往至善寶典藏所而語之曰：『欲所

須者，我等相給。』時四龍王，唯願奉上四藏之寶，以自營

己。時，善寶典主即取四藏之寶，奉上儴佉王金寶羽車。」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伊羅在乾陀，般稠在蜜絺，賓伽須賴國，儴佉婆羅國。 

  此是四寶藏，種種藏充滿，爾時常出現，功德之所致。 

  奉上彼聖王，金銀寶羽車，諸神皆擁護，長者受其福。 

    爾時，有佛出世名為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教化

人民。 

    長者當知：爾時，善寶典藏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

所以然者，爾時藏主者，今長者身是也。時，儴佉王以金銀

廣作福德，將八萬四千大臣，前後圍繞，往至彌勒所，出家

學道。 

    爾時，典藏主亦復廣作福德，亦當出家學道，盡於苦際，

皆由長者將導四子，使自歸於佛、法、比丘僧，緣是功德，

不墮三惡趣，復緣此德得四大藏，亦緣此報，與儴佉作典藏

主，即於彼世，盡於苦際，所以然者，歸佛、法、僧，其德

不可量。若有自歸佛、法、僧者，其福如是；是故，長者！

當慈愍有形之類，求其方便，向佛法僧；如是，長者！當作

是學。」爾時，阿那邠祁長者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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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繞佛三匝，作禮而去；其四子亦復如是。爾時，阿那邠

祁長者及四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舍利弗與阿難為長者說法，長者命終生天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那

邠祁2長者身抱重患。時，舍利弗以清淨無瑕穢之天眼，觀

見阿那邠祁長者身抱重患，尋告阿難曰：「汝來！共至阿那

邠祁長者所問訊。」 

    時，阿難報曰：「宜知是時。」 

    爾時，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以次漸漸

至阿那邠祁長者家，即便就座，時舍利弗即於座上，語阿那

邠祁長者曰：「汝今所疾，有增有損乎？覺知苦痛漸漸除否？

不至增劇耶？」 

    長者報曰：「我今所患，極為少賴，覺增不覺減。」 

    舍利弗報曰：「如今，長者當憶佛，是謂如來、至真、

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

號佛、眾祐。亦當憶念法，如來法者，極為甚深，可尊可貴，

無與等者，賢聖之所修行。 

    亦當念僧，如來僧者，上下和順，無有諍訟，法法成就。

聖眾者，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

                                                 
1
 ～M.143. Anathapindikovadasuttam 教給孤獨經，《中阿含 28

經》教化病經(大正 1.458.)，《雜阿含 1032 經》(大正 2.269.)，

S.55.26. Dussilya 破戒 
2
 阿那邠祁～Anathapind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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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成就。所謂僧者，四雙八輩，此名如來聖眾，可尊可貴，

是世間無上福田。長者！若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者，

其德不可稱計，獲甘露味、滅盡之處。 

    若善男子、善女人念佛、法、聖眾，念三尊已，墮三惡

趣者，終無此事！若彼善男子、善女人修念三尊，必至善處，

天上人中。然復，長者！不起於色，亦不依色而起於識；不

起於聲，不依聲而起於識；不起香，不依香而起於識；不起

於味，不依味而起於識；不起細滑，不依細滑而起於識；不

起意，不依意而起於識；不起今世、後世，不依今世、後世

而起於識；不起於愛，莫依愛而起於識。 

    所以然者，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死、

愁憂苦惱，不可稱計。是謂有此五苦盛陰，無有我、人、壽、

命、士夫、萌兆、有形之類。若眼起時則起，亦不知來處；

若眼滅時則滅，亦不知去處；無有而眼生，已有而眼滅，皆

由合會諸法因緣。 

    所謂因緣法者，緣是有是，無是則無。所謂無明緣行， 

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

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

可稱計。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無有而生，已有而滅，亦

復不知來處，亦不知去處，皆由合會諸法因緣，是謂，長者！

名為空行第一之法。」是時，阿那邠祁長者悲泣涕零，不能

自止。 

    時，舍利弗語阿那邠祁曰：「以何因緣悲感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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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報曰：「我不悲感，所以然者，我昔日來，數承事

佛，亦復尊敬諸長老比丘，亦不聞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

之所演說。」 

    是時，阿難語阿那邠祁曰：「長者當知：世間有二種人，

如來之所說。云何為二？一者知樂，二者知苦。彼習樂之人。

所謂尊者耶輸提族姓子是；彼習苦之人，婆伽梨比丘是。又

復，長者！耶輸提比丘解空第一；信解脫者，婆伽梨比丘。 

    又復，長者！知苦之人、知樂之人，二人心俱解脫，二

俱如來弟子，無與等者，由其不沒不生，二人勤受佛教，亦

無懈廢；但心有增減故，人有知者，有不知者。 

    如長者之所說：『我昔以來，承事諸佛，恭敬長老比丘，

初不聞如斯尊重之法，如舍利弗之所說。』耶輸提比丘觀視

於地，而心得解脫；婆伽梨比丘觀視於刀，即時心得解脫。

是故，長者！當作如婆伽梨比丘之比。」 

    是時，舍利弗廣與說法，勸令歡喜，使發無上之心，即

從座起而去。舍利弗、阿難去未久，須臾之頃，阿那邠祁長

者命終，便生三十三天。 

    爾時，阿那邠祁天子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云何為五？

所謂天壽、天色、天樂、天威神、天光明。爾時，阿那邠祁

天子便作是念：我今獲此天身，皆由如來之恩，今我不宜於

五欲自娛樂，應先至世尊所，拜跪問訊。時，阿那邠祁天子

將諸天人，前後圍繞，持諸天花，散如來身，時如來在舍衛

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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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彼天子在虛空中，叉手向世尊，便說斯偈： 

   此是祇洹界1，仙人眾娛樂，法王所治處，當發歡悅心。 

    爾時，阿那邠祁天子說斯偈已，如來默然可之。 

    時，彼天子即生此念：如來已然可，我即捨神足，在一

面立。時，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言：「我是須達，又名阿那

邠祁，人所明了，亦是如來弟子，受世尊教，今取命終，生

三十三天。」 

    世尊告曰：「汝由何恩今獲此天身？」 

    天子白佛：「蒙世尊之力，得受天身。」時，阿那邠祁

天子復以天華，散如來身上，亦散阿難及舍利弗身上，遍遶

祇洹七匝，還沒不現。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昨夜有天子，來至我所，而說

此偈： 

   此是祇洹界，仙人眾娛樂，法王所治處，當發歡喜心。 

是時，彼天子繞祇洹七匝，便退而去。阿難！汝頗識彼天子

乎？」 

    阿難白佛言：「必當是阿那邠祁長者也。」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善哉！乃能以未知智而識彼天

子，所以然者，彼是阿那邠祁天子。」 

    阿難白佛言：「阿那邠祁今生天上，為名何等？」 

    世尊告曰：「即名阿那邠祁，所以然者，彼天即生之日，

諸天各各有此言：『此天子在人中時，是如來弟子，恒等心

                                                 
1
 祇洹界～Jetav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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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施一切，周窮濟乏，作此功德已，此是三十三天，今故續

名阿那邠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阿難比丘有大功德智慧成就。

阿難比丘今在學地，智慧無與等者，所以然者，阿羅漢所應

知者，阿難便知之；過去諸佛世尊所應學者，阿難皆明了知。

過去時亦有人聞便了知，如我今日阿難比丘，瞻望方知之：

『如來須是，如來不須是。』過去諸佛弟子，入三昧方知未

然之事，如我今日阿難比丘覩便曉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博有所知，有勇猛精

進，念不錯亂，多聞第一，堪任執事，所謂阿難比丘是也。」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佛為阿那邠祁長者媳婦說婦道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那

邠祁長者有兒婦，名曰善生2，顏貌端正，面如桃華色，王

波斯匿大臣之女3，憑其姓望，恃其豪族，亦不恭敬姑嫜及

其夫婿，亦不事佛、法及比丘僧，亦不敬奉三尊。 

                                                 
1
 ～《增支部》A.7.59.Sattabharita (七種男子之)妻，No.141.《佛

說阿遬達經》(大正 2.863)，No.142.《佛說玉耶女經》(大正

2.863)，No.142.《玉耶女經》(大正 2.864)，No.143.《玉耶經》

(大正 2.865) 
2
 善生～Sujata. 

3
 Mp.(A.7.59.)：Sujatati Visakhaya kanittha.(毘舍佉/鹿母優婆夷)

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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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阿那邠祁長者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坐，爾時，長者白世尊言：「近與兒娶婦，是波斯匿王第一

大臣之女，自恃其姓望，不承事三尊、長老，唯願世尊當與

說法，使發歡喜，心開意解。」爾時，如來默然許可長者所

說。 

    時，長者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當受我請。」    

爾時，長者已見如來默然受請，即從座起，禮佛繞三匝而去。

還至家中，辦具種種飲食，敷好坐具，尋白：「時至，唯願

世尊當受我請，飲食已具。」 

    爾時，世尊將比丘眾，前後圍繞，至長者家，就座而坐，

爾時，長者更取小座，在如來前坐。 

    爾時，世尊告善生女人曰：「長者女當知：夫為婦人有

四事。云何為四？有婦如似母，有婦似親親，有婦似賊，有

婦似婢。汝今當知：婦似母者，隨時瞻視夫主，不令有乏，

承事供養，爾時，諸天便復將護，若人非人，不得其便，死

便生天，是謂婦人似母者也。 

    彼云何有婦似親親？於是，長者婦見夫已，無有增減之

心，同其苦樂，是謂婦人似親親者也。 

    彼云何名為婦如似賊？於是，女人若見夫已，便懷瞋

恚，憎嫉夫主，亦不承事、恭敬禮拜，見輒欲害，心在他所。

夫不親婦，婦不親夫，不為人所愛敬，諸天不擁護，惡鬼侵

害，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是謂婦人如似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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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云何名為婦人如似婢？賢良之婦，見夫主隨時瞻視，

忍其言語，終不還報，忍其寒苦；恒有慈心，於三尊所，亦

生斯念：此存我在，此衰我耗，以此之事，諸天擁護。若人

非人，皆悉愛念，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長者女！

有此四婦，汝今為在何條？」 

    時，彼女人聞世尊說此語已，前禮佛足，白世尊言：「唯

願世尊，我今改往修來，更不敢為，自今以後，當行禮法，

如似婢也。」是時，善生女人還至夫所，頭面禮足：「唯願

瞻視，當如婢也。」 

    是時，善生女人復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

欲為不淨想，婬為大穢。是時，世尊已知善生女人，心開意

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滅道，爾時世尊盡與女人說之，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猶如新衣易染為色；此亦如是，分別諸

法，善解深妙之義，自歸三尊而受五戒。爾時，善生女人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當發願生豪貴家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

舍利弗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世

尊言：「世尊恒稱譽豪尊高位，不說卑賤，然我，世尊！不

歎豪尊，不說卑賤，處中而說，使得出家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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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舍利弗：「汝自稱言：不歎豪尊，不說卑賤，處中

而說，得出家學道。然我今日亦不說上、中、下，及受生分，

所以然者，夫生甚苦，不足願樂，如彼糞除，少尚極臭，何

況積多，今受生分，亦復如是。一生、二生，猶尚苦難，何

況流轉終始而可甘處？ 

    由有有生，由生有老，由老，有病有死、愁憂苦惱，何

可貪樂，便成五盛陰身，吾今觀此義已，而作是說：一生、

二生，猶尚苦難，何況流轉終始而可甘處！ 

    若當舍利弗意欲生者，便當發願生豪貴家，不生卑賤

家，所以然者，舍利弗！眾生長夜為心所縛，不為豪族所縛。

舍利弗！然我處豪貴家，是剎利種，出轉輪聖王。設我不出

家學道者，應為轉輪聖王，今捨轉輪聖王位，出家學道，成

無上道。夫生卑賤家者，不得出家學道，反墮惡趣1。是故，

舍利弗！當求方便，降伏於心；如是，舍利弗！當作是學。」 

爾時，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夫生卑賤家者，不得出家學道，反墮惡趣：王立言教授質疑這

三句話的可信度（佛陀不會說這種話），此經無相對應的巴利

經典，所以無從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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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五十  

◎大愛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 
 

（一）大愛道等五百比丘尼及二沙彌尼先佛滅度1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普會講堂所，與大比丘眾五

百人俱，爾時，大愛道遊於毘舍離城高臺寺中，與大比丘尼

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爾時，大愛道聞諸比

丘說：「如來不久當取滅度，不過三月，當在拘夷那竭，娑

羅雙樹間。」 

    爾時，大愛道便作是念：我不堪任見如來取滅度，亦復

不堪任見阿難取滅度，我今宜可先取滅度。爾時，大愛道便

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大愛道前白佛言：

「我聞世尊不久當取滅度，却後不過三月，在拘夷那竭，娑

羅雙樹間，我今不堪見世尊及阿難取滅度，唯願世尊聽我先

取滅度。」爾時，世尊默然可之。 

    爾時，大愛道重白佛言：「自今以後，唯願世尊與諸比

丘尼說戒。」 

    佛告之曰：「我今聽比丘尼還與比丘尼說禁戒，如我本

所施行禁戒，無令差錯。」 

                                                 
1
 ～No.144.《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大正 2.867a)，No.145.《佛

母般泥洹經》(大正 2.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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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大愛道前禮佛足，在佛前立，爾時，大愛道復白

佛言：「我今更不見如來顏色，亦復不見將來諸佛，不受胞

胎，永處無為，今日違離聖顏，永更不覩。」 

    時大愛道繞佛七匝，亦復繞阿難七匝，盡繞諸比丘眾，

便退而去，還詣比丘尼眾中，告諸比丘尼曰：「我今欲入無

餘涅槃界，所以然者，如來不久當取滅度，汝等各宜隨時所

行。」 

    爾時，差摩比丘尼、優鉢色比丘尼、基利施比丘尼、舍

仇梨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鉢陀蘭遮比丘尼、婆羅柘羅比丘

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往至世尊

所，在一面立。爾時，五百比丘尼，差摩比丘尼最為上首，

而白佛言：「我等諸人聞如來不久當取滅度，我等不忍見世

尊及阿難先取滅度，唯願世尊聽我等先取滅度，我等今取般

涅槃，正是其宜。」 

    爾時，世尊默然可之。時差摩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見世

尊默然可之，前禮佛足，繞三匝便退而去，還詣本房。 

    時，大愛道閉講堂門，擊揵椎，於露地敷坐具，騰在虛

空，於虛空中坐臥經行，或出火焰，身下出煙，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身上出煙；舉身放焰，舉身放煙；左脅出水，右

脅出火；右脅出水，左脅出火；前出火，後出水；前出水，

後出火；舉身出火，舉身出水。 

    爾時，大愛道作若干變化，還在本座，結跏趺坐，正身

正意，繫念在前，而入初禪，從初禪起而入第二禪，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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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起而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

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1；從不用處起入

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入想知滅；從想知滅起還入有

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還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還

入識處；從識處起，還入空處；從空處起，還入第四禪；從

第四禪起還入三禪；從三禪起，還入二禪；從二禪起，還入

初禪；從初禪起還入二禪；從二禪起還入三禪；從三禪起還

入四禪；已入四禪，便取滅度。 

    爾時，天地大動，東湧西沒，西湧東沒，四邊都湧中央

沒，又四面涼風起，諸天在空中，作倡伎樂，欲界諸天涕零

悲泣，猶如春月，天降甘雨，神妙之天雜碎優鉢華香，又雜

碎栴檀而散其上。 

    爾時，差摩比丘尼、優鉢色比丘尼、基梨施瞿曇彌比丘

尼、舍瞿離比丘尼、奢摩比丘尼、波陀蘭遮比丘尼、婆羅遮

羅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如此上首五百比丘

尼等，各於露地敷坐，飛在虛空，於虛空中，坐臥經行，作

十八變，乃至入想知滅定2，各取滅度。 

    爾時，毘舍離城內有大將，名曰耶輸提，將五百童子集

普會講堂有所講說。時，耶輸提及五百童子，遙見五百比丘

尼作十八變，見已，歡喜踊躍無量，各共叉手而向彼所。 

                                                 
1
 不用處：即「無所有處」。 

2
 想知滅定：即「滅受想定，滅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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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至耶輸提大將所，而告之

曰：『速辦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

百輿花，五百裹香，五百車薪。』」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不審世尊欲何施為？」 

    佛告之曰：「大愛道已取滅度，及五百比丘尼泥洹1，

我等欲供養舍利。」 

    爾時，阿難悲泣交集，不能自勝：「大愛道取滅度何其

速哉！」爾時，阿難以手揮淚，便往至耶輸提大將所。 

    爾時，耶輸提遙見阿難來，皆起前迎，並作是說：「善

來，阿難！欲何所告勅，又行非常。」 

    爾時，阿難報曰：「我是佛使，欲有所告勅。」 

    時，大將咸共問曰：「欲何所告勅？」 

    阿難報曰：「世尊告大將曰：『當辦五百床具，五百坐

具，五百瓶酥，五百瓶油，五百輿花，五百裹香，五百車薪，

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皆取滅度，我等欲往供養舍利。』」 

    爾時，大將悲泣交集而作是說：「大愛道取滅度，何其

速哉！及五百比丘尼取滅度，甚為速哉！誰當教授我等，教

化分檀布施？」 

    爾時，耶輸提大將即辦五百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油、

酥、薪，及諸耶維2之具，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1
 泥洹（nibbāna）：即涅槃，或譯為「無為、無為處、寂滅。指 

  貪瞋癡與所有煩惱、渴愛的止息。 
2
 耶維：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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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爾時，耶輸提大將白世尊言：「如來所約勅，供養之具

今日已辦。」 

    佛告之曰：「汝今各取大愛道身及五百比丘尼身，出毘

舍離，到曠野處，吾欲於彼供養舍利。」 

    耶輸提大將白佛言：「唯然，世尊！」 

    是時，長者即往至大愛道等所，告一人曰：「汝今施梯，

登牆入內，徐徐開門，無令有聲。」 

    是時，彼人如彼教勅，即入開門，復勅五百人各舉舍利

著于床上。爾時，有二沙彌尼在，一名難陀，二名優般難陀。

是時，二沙彌尼語大將曰：「止！止！大將！勿觸擾諸師。」 

    耶輸提大將報曰：「汝師不為睡眠，皆取滅度。」 

    爾時，二沙彌尼聞諸師皆取滅度，心懷恐怖，即自思惟，

觀有集之法，皆是滅法，即於坐處得三明六通。爾時，二沙

彌尼即飛在虛空中，先至曠野中，作十八變，坐臥經行，身

出水火，變化無量，即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 

    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僧，前後圍遶，往至大愛道比丘尼

寺，爾時，世尊告阿難、難陀、羅云：「汝等輿大愛道身，

我當躬自供養。」 

    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即從三十三天上，譬

如力士，屈伸臂頃，來至毘舍離，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立。是時，漏盡比丘皆見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而不漏

盡.有欲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漏盡者，亦不

見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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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梵天王遙知如來心中所念，將諸梵天，從梵天上

沒，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毘沙門天王

知世尊心中所念，將諸夜叉、鬼神，到如來所，頭面禮足，

在一面立。 

    爾時，提頭賴吒天王，將諸乾沓和，從東方來至如來所，

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毘婁勒叉天王，將無數拘槃茶，從南

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毘婁波叉天王，將諸

龍神來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欲界、色界、無色

界諸天，各各知如來心中所念，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立。 

    爾時，釋提桓因、毘沙門天王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勿

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舍利。」 

    佛告諸天：「止！止！天王！如來自當知時，此是如來

所應修行，非是天、龍、鬼神所及也，所以然者，父母生子

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恩。   

    諸天當知：過去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滅度，然後諸佛世

尊皆自供養耶維舍利；正使將來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滅

度，然後諸佛，以此方便，知如來應自供養，非天、龍、鬼

神所及也。」 

    爾時，毘沙門天王告五百鬼曰：「汝等往至栴檀林中，

取栴檀薪來，當供養耶維。」時，五百鬼聞天王語已，即往

至栴檀林中，取栴檀薪來，至曠野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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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世尊躬自舉床一脚，難陀舉一脚，羅云舉一脚，

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彼塚間。其中四部之眾，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舉五百比丘尼舍利至彼塚間。 

    爾時，世尊告耶輸提大將曰：「汝今更辦二床具，二坐

具，二車薪、香花供養二沙彌尼身。」耶輸提大將白佛言：

「唯然，世尊！」尋時，即辦供養之具。 

    爾時，世尊以栴檀木各傳與諸天，是時，世尊復告大將

曰：「汝今各取五百舍利，各分別供養之，二沙彌尼亦復使

然。」時，大將受佛教已，各各分別而取供養，即取耶維。

爾時，世尊復以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則不死，此滅為最樂。 

    爾時，諸天人民，皆悉雲集，在於塚間；天、人大眾，

十億姟1那數。時，火滅已，大將復取舍利而起偷婆。 

    佛告大將曰：「汝今取五百比丘尼舍利，與起偷婆，長

夜之中，受福無量，所以然者，世間有四人起於偷婆。云何

為四？若有人與如來、至真、等正覺起於偷婆，與轉輪聖王，

與辟支佛，及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與起偷婆者，受福無量。」 

    爾時，世尊與諸天、人民說微妙之法，勸令歡喜，爾時，

天與人有一億，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諸天、人民、

乾沓和、阿須輪、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姟：讀作「該」，一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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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婆陀比丘尼自憶宿命，曾供養六如來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

五百人俱，爾時，舍衛城內有比丘尼名曰婆陀，將五百比丘

尼於彼遊化，時，婆陀比丘尼在閑靜處而自思惟，結跏趺坐，

繫念在前，自憶無數宿命之事，復自笑。 

    有比丘尼遙見婆陀比丘尼笑，見已，便往至比丘尼所：

「今婆陀比丘尼獨在樹下而笑，將有何緣？」 

    時，五百比丘尼即相將至婆陀比丘尼所，頭面禮足，爾

時，五百比丘尼白婆陀曰：「有何因緣獨坐樹下而笑耶？」 

    爾時，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我向者在此樹下，

自憶無數宿命之事，復見昔日所經歷身，死此生彼，皆悉觀

見。」 

    時，五百比丘尼復白言：「唯願當說曩昔之緣。」 

    時，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過去久遠九十一劫

有佛出世，名曰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

爾時，世界名槃頭摩，人民熾盛，不可稱計。 

    爾時，如來遊彼國界，將十六萬八千比丘眾，前後圍繞

而為說法，時佛名號，流布四遠：毘婆尸佛者，眾相具足，

是一切人良祐福田。 

    爾時，彼國界中有童子，名曰梵天，顏貌端正，世之希

有，時，彼童子手執寶蓋而行街巷中。時，有居士婦，亦復

                                                 
1
 ～cf . ThigA. p.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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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亦從此道行，眾人皆共觀看。時童子便作是念：我今

亦復端正，手執寶蓋，眾人皆不觀視我身，此諸人民皆共觀

此女人，我今要當作方便，使人觀視我。 

    時彼童子即出彼城，往至毘婆尸佛所，手執寶華，供養

七日七夜，亦作誓願：設當毘婆尸佛有此神足，有此神力，

是世間無上福田，持此功德，使我將來之世作女人身，人民

見之，莫不喜悅。 

    爾時，彼童子七日七夜供養彼佛已，隨命長短，後便生

三十三天，於彼作女人身，極為端正，玉女中第一；以五事

功德勝彼天女。云何為五？所謂天壽、天色、天樂、天威神、

天自在。時三十三天見已，各自說曰：『此天女者，極為殊

妙，無與等者。』 

    其中或有天子作是說：『此天女我應得以為婦。』各相

競爭。時，大天王說曰：『汝等勿共鬪訟，其中能說極妙法

偈者，便以此天女與之作婦。』 

    爾時，有一天子便說斯偈： 

   若起若復坐，寤寐無有歡，設我眠睡時，然後乃無欲。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汝今故為樂，於眠無念想，我今興欲念，如似打戰鼓。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設復打戰鼓，猶有休息時，我欲馳速疾，如水流不停。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如水漂大木，猶有休息時，我恒思想欲，如殺象不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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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諸天中最尊天子與諸天人而說斯偈： 

   汝等猶閑暇，各能說斯偈，我今不自知，為存為亡乎？ 

    爾時，諸天人白彼天子曰：『善哉！天子！所說偈者極

為清妙，今以此天女奉貢天王。』爾時，天女即入天王宮。 

    汝等諸天，勿有猶豫，所以然者，爾時童子供養佛上寶

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爾時童子身者，即我身是也。 

    過去三十一劫中，有式詰如來，出現於世，遊化於野馬

世界，與大比丘眾十六萬人俱。爾時，彼天女後便命終而生

人中，受女人身，極為端正，世之希有。 

    時式詰如來到時，著衣持鉢，入野馬城乞食，時彼女人，

復為長者婦，以好飲食，奉上式詰如來，亦作誓願：『持此

功德之業，所生之處莫墮三惡趣，顏貌端正，與人殊異。』 

    爾時，彼女人後便命終，生三十三天，於彼復作女人身，

極為端正，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爾時天女，豈異人乎？莫

作是觀，所以然者，彼女人者，則我身是。 

    即於彼劫毘舍羅婆如來，出現於世，爾時，天女隨壽長

短，命終之後來生人中，受女人身，顏貌端正，世之希有。

復與長者居士作婦。爾時，長者婦復以妙衣好服奉上如來，

發此誓願：『使我將來之世得作女人身。』 

    時彼婦人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顏貌端正，勝彼天女。

爾時彼女人者，豈異人乎！莫作斯觀，所以然者，爾時女人

者，則我身是。時彼女人隨壽長短，命終之後，來生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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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羅奈大城，與月光長者作婢，顏貌粗醜，人所惡見，自

毘舍羅婆去世，更無佛出世。 

    爾時，辟支佛遊化，時月光長者婦告其婢曰：『汝在外

遊行，求覓沙門，顏貌端正，入吾意者，將來在家，吾欲供

養。』爾時，彼婢即出家中，在外求覓沙門，遇見辟支佛城

內遊乞，然彼顏貌粗惡，姿色醜弊。 

    時彼婢使語辟支佛曰：『大家欲見，願屈至家。』即入

白主：『沙門已至，可往相見。』 

    時長者婦見沙門已，心不歡樂，即語其婢：『此還發遣，

吾不布施，所以然者，由其顏貌粗弊故。』 

    爾時，其婢語夫人曰：『設夫人不惠施沙門者，我今日

所應食分，盡用惠施。』時彼夫人即出食分，細麨一升，時

彼婢便授與沙門，時，辟支佛受此食已，飛在虛空作十八變。

時，長者婢復作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莫墮三惡趣，

使我將來之世，得作女身，極為端正。』 

    時彼辟支佛，手擎鉢飯，遶城三匝，時，月光長者將五

百商人集普會講堂。時，彼城中男女大小，見辟支佛擎鉢飯，

飛在虛空，見已，自相謂言：『斯是何人？功德乃爾。誰遇

此辟支佛，飯食惠施？』 

    時長者婢語夫人曰：『願出觀看沙門神德，飛在虛空作

十八變，神德無量。』 

    時長者婦告其婢曰：『汝今所惠施沙門之食，設獲福者，

盡持與我，我當與汝二日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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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婢報曰：『我不堪任以福相與。』 

    夫人告曰：『與汝四日食直，乃至十日食直。』 

    其婢報曰：『我不堪任以福相與。』 

    夫人告曰：『我今與汝百枚金錢。』 

    其婢報曰：『我亦不須。』 

    夫人復告：『與汝二百，乃至千枚金錢。』 

    其婢報曰：『我亦不須。』 

    夫人告曰：『我免汝身，使不作婢。』 

    其婢報曰：『我亦不須求為良人。』 

    夫人復告：『汝作夫人，我為婢使。』 

    其婢報曰：『我亦不須求為夫人。』 

    夫人告曰：『我今當取汝撾打，毀汝耳鼻，截汝手足，

當斷汝頭。』 

    其婢報曰：『如斯之痛，盡堪任受，終不以福而相惠施；

身屬大家，心善各異。』爾時，長者婦即撾打其婢。 

    時五百商人各作斯論：『此神人者，今來乞食，必當是

我家施與。』時月光長者發遣諸人，還來入家，見夫人取婢

鞭打，即問之曰：『以何因緣而鞭此婢？』 

    時婢便以斯因緣具白，時月光長者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即攝夫人以為婢使，使其婢身代夫人處。 

    爾時，波羅奈城有王治化，名梵摩達，時彼大王聞月光

長者飯辟支佛，甚懷喜悅，乃遇真人，隨時惠施。梵摩達王

即遣人召月光長者，而告之曰：『汝實飯神仙真人乎？』 



 466 

    長者白王：『實遇真人，以食惠施。』時梵摩達王尋時

賞賜，更增職位。時長者婢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

天，顏貌殊妙，世之希有，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諸妹莫作

是觀，爾時長者婢，即我身是也。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樓孫如來，時彼天女隨壽長

短，命終之後生於人中，爾時，與耶若達梵志作女，時此女

人，復飯如來，發此誓願，求作女人身，後命終生三十三天，

顏貌端正，勝諸天女，復從彼命終，生於人中。 

    爾時，拘那含牟尼佛出現於世，時，彼天女為長者女，

復以金華供養拘那含牟尼佛：『持此功德，所生之處，莫墮

三惡趣，使我後身得作女人身。』 

    時此女人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於彼端正出

眾天女上，有五事功德而不可及。爾時長者女供養拘那含牟

尼佛者，豈異人乎？莫作斯觀，爾時長者女，則我身是。時

彼天女隨壽長短，來生人中，復與長者作婦，顏貌殊特，世

間希有。 

    爾時，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時，彼長者婦七日七夜，供

養迦葉佛，發誓願言：『使我將來世，得作女人身。』 

    時長者婦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有五事功德

勝彼天女。爾時長者婦供養迦葉佛者，豈異人乎？莫作斯

觀，爾時長者婦，則我身是。 

    於此賢劫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時彼天女命終之後，生

羅閱城中，與劫毘羅婆羅門作女，顏貌端正，出諸女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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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毘羅婆羅門女，正以紫磨金像至彼女人所，黤黮如似墨，

意不貪五欲。諸妹莫作斯觀，此女人身豈異人乎？爾時婆羅

門女者，則我身是也。 

    諸妹當知：緣昔日果報，與比鉢羅摩納作婦，所謂摩訶

迦葉是，尊者大迦葉先自出家，後日我方出家，自憶昔日所

經歷女人之身，是以今故自笑耳。我以無智自蔽，供養六如

來，求作女人身，以此因緣，故笑昔日所經歷。」 

    爾時，眾多比丘聞婆陀比丘尼自憶宿命無數世事，即往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如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聲聞中比丘尼，自憶

無數世事如斯人乎？」 

    諸比丘白佛：「不見，世尊！」 

    佛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自憶宿命無數世事，

劫毘羅比丘尼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以鐵城中芥子喻生死長遠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

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

言：「劫2為長短，為有限乎？」 

                                                 
1
 ～S.15.6.Sasapa 芥子，《雜阿含 948 經》(大正 2.242b)，《別譯

雜阿含 341 經》(大正 2.487c) 
2
 劫～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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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比丘：「劫極長遠，我今與汝引譬，專意聽之，吾

今當說。」爾時，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猶如鐵城縱廣一由旬，高一由

旬，芥子滿其中，無空缺處，設有人來，百歲取一芥子，其

鐵城芥子猶有減盡，然後乃為一劫，不可稱計，所以然者，

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眾生恩愛縛著，流轉生死，死此生彼，

無有窮已，我於其中厭患生死；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

免此愛著之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卷第五十一 

◎大愛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 

 

（四）佛為比丘說生死劫長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

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世尊

曰：「劫為長遠？」 

    佛告比丘：「劫極長遠，不可以筭2籌量，我今當與汝

引譬喻，善思念之，吾今當為汝說。」爾時，彼比丘從佛受

教。 

                                                 
1
 ～S.15.5.Pabbata 山，《雜阿含 949 經》(大正 2.242c)，《別譯雜

阿含 342 經》(大正 2.487c) 
2
 筭：音「算」，用來計算數目的竹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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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告曰：「譬如大石山，縱廣一由旬，高一由旬，設

有人來，手執天衣，百歲一拂，石猶磨滅，劫數難限，所以

然者，劫數長遠，無有邊際。如此非一劫、百劫，所以然者，

生死長遠，不可限量，無有邊際，眾生之類，無明所蔽，流

浪生死，無有出期，死此生彼，無有窮已，我於其中，厭患

生死；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免此愛著之想。」爾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隨時聞法有五功德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隨時聞法有五功德，恒不失時。云何為五？未

曾聞法便聞之，已聞便受持，除去狐疑，亦無邪見，解甚深

之法，是謂，比丘！隨時聞法有此五功德，是故，比丘！當

念常聽甚深之法，此是我之教誡；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佛為師子大將說施主有五種功德2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摩訶婆那3園中，與大比丘

眾五百人俱。爾時，師子大將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1
 ～cf.《增壹阿含 36.1 經》 

2
 ～《增支部》A.5.34. Siha 師子將軍(布施:受讚揚.受敬仰.增善名.

入眾無畏無赧)，《增壹阿含 32.10 經》(大正 2.680c) 
3
 毘舍離摩訶婆那園～Vesālī, Mahā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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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坐，爾時，如來告大將曰：「施主檀越有五功德。云何為

五？於是，施主名聞遠布：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周窮

濟乏，無有愛惜，是謂，師子大將，第一功德由施主所致。 

    復次，師子大將，施主檀越若至剎利眾1、婆羅門眾、

沙門眾中，皆無所畏，亦無疑難，是謂，師子，第二功德。 

    復次，施主檀越多為人所愛念，普來宗仰，如子愛母，

其心不相離，施主亦復如是，多為人所愛念。 

    復次，師子，施主檀越布施之時，發歡喜心，以有歡喜

心，即有悅豫，意性堅固，是時便自覺有樂有苦，亦不變悔，

如實自知。云何自知？知有苦諦、苦集、苦滅、苦出要諦，

如實知之。」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為眾福具，而逮第一義，其能憶施者，便發歡喜心。 

    「復次，師子長者，施主檀越布施之時，身壞命終，生

三十三天，又有五事勝彼諸天。云何為五？一者顏貌豪貴，

威神光明，二者所欲自在，無事不果，三者若檀越施主生人

中者，值富貴家，四者饒財多寶，五者言從語用，是謂，師

子，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 

    爾時，師子大將聞佛所說，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

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當受我請。」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師子大將已見世尊默然受請，

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種種飲食，

敷好坐具，即白：「時至，今正是時，唯願世尊垂愍臨顧。」 

                                                 
1
 剎利眾～Khattiya-par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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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比丘眾，前後圍遶，至

大將家，各次第坐。爾時，師子將軍見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

手自斟酌，行種種飲食，爾時，大將行食之時，諸天在虛空

中而告之曰：「此是阿羅漢，斯人向阿羅漢，施此得福多，

施此得福少；此是阿那含，此人向阿那含，此人是斯陀含，

斯人向斯陀含道，此人是須陀洹，斯人向須陀洹道，斯人七

生往返，此人一生，此人持信，此人奉法，此是利根，此是

鈍根，此人下卑，此人精進持戒，此人犯戒，施此人得福多，

施此人得福少。」 

    爾時，師子大將聞諸天語已，亦不經懷，見如來食已訖，

除去鉢器，更取小座，在如來前坐。 

    爾時，師子大將白世尊言：「向者有諸天來至我所，而

告我曰：『從阿羅漢至犯戒，皆具白如來，雖聞斯言，亦不

經懷，亦復不生此念：我當捨此施彼，捨彼施此，然我復生

斯念，應施一切眾生。有形之類，由食而存，無食則喪，我

躬自從如來聞說斯偈，恒在心懷而不忘失。云何名為一偈？ 

   施當普平等，終不有所逆，必當遇聖賢，緣斯而得度。 

    是謂，世尊！斯偈所說，我躬從如來聞之，恒念奉行。」 

    佛告大將：「善哉！善哉！斯名平等惠施，若菩薩布施

之時，亦不生此念：我當與此，置此，恒有平等而惠施。亦

復有此念：一切眾生有食則存，無食則亡；菩薩行施之時，

亦復思惟此業。」便說斯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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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修其行，行惡及行善，彼人自受報，行終不衰耗。 

  如人尋其行，即受其果報，為善獲善果，作惡受惡報。 

  為惡及為善，隨人之所習，如似種五穀，各獲其果實。 

    師子大將！當以此方便，知善惡各有其行，所以然者，

從初發意，至于成道，心無增減，不選擇人，亦不觀其地，

是故，師子！若欲惠施時，恒念平等，勿興是非之心；如是，

師子！當作是學。」 

    爾時，世尊復說偈曰： 

   施歡人所愛，眾人所稱歎，所至無疑難，亦無嫉妬心。 

  是故智者施，除去諸惡想，長夜至善處，諸天所贊歎。 

爾時，世尊說斯語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師子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七）佛為波斯匿王說平等施，但福田有勝劣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

匿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匿王白

世尊言：「夫施之家，當施何處？」 

    世尊告王：「隨心所歡，便於彼施。」 

    王復白佛：「為施何處，得大功德？」 

    佛告王曰：「汝先所問當施何處，今復問獲福功德。」 

    王白佛言：「我今問如來：為施何處，獲何功德？」 

    佛告王曰：「吾今還問，王隨所樂還報吾。云何，大王！

若有剎利子來，婆羅門子來，然愚惑無所知，心意錯亂，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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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來至王所而問王言：『我等當恭奉聖王，隨時所須。』

云何，大王！須此人在左右乎？」 

    王白佛言：「不須也。世尊！所以然者，由彼人無有黠

慧，心識不定，不堪俟外敵之所致也。」 

    佛告王曰：「云何，大王！若剎利、婆羅門種，多諸方

便，無有恐難，亦不畏懼，能降外敵，來至王所而白王言：

「我等隨時瞻奉聖王，唯願垂恩，當見納受。云何，大王！

當受斯人否？。」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當納受斯人，所以然者，

由彼人堪任俟外敵，無有畏難，亦不恐懼。」 

    佛告王曰：「今比丘亦復如是，諸根完具，捨五成就六，

護一降四，施此人獲福最多。」 

    王白佛言：「云何比丘捨五成六，護一降四？」 

    佛告王曰：「比丘捨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

疑蓋，如是，比丘！名為捨五。 

    云何比丘成就六？王當知之，若比丘見色已，不起色

想，緣此護眼根，除去惡不善念而護眼根。若耳、鼻、舌、

身、意，不起意識而護意根，如是比丘成就六。 

    云何比丘而護一？比丘繫念在前，如是，比丘而護一。 

    云何比丘而降四？比丘降身魔、欲魔、死魔、天魔，皆

悉降伏，如是，比丘降伏於四。如是，大王！捨五成就六，

護一降四，施如此之人，獲福難量。大王！邪見與邊見相應，

如斯之人，施蓋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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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施斯人其福難量，若比

丘成就一法，福尚難量，何況餘者。云何為一法？所謂身念

是也。所以然者，尼揵子恒計身行，不計口行、意行。」 

    佛告王曰：「尼揵子愚惑，意常錯亂，心識不定，是彼

師法，故致斯言耳，彼受身行之報、口行之報，蓋不足言，

意行無形而不可見。」 

    王白佛言：「此三行中何者最重，身行耶？口行耶？意

行耶？」 

    佛告王曰：「此三行中，意行最重，口行、身行，蓋不

足言。1」 

    王白佛言：「復何因緣故，說意念最為第一？」 

    佛告王曰：「夫人所行，先意念，然後口發，口已發，

便身行殺、盜、婬。舌根不定，亦無端緒，正使彼人命終，

身根、舌根在。大王！彼人何以故，身、口不有所說耶？」 

    王白佛言：「彼人以無意根，故致斯變耳。」 

    佛告王曰：「當以此方便，知意根最為重，餘二者輕。」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心之念惡，即行即施， 

    於彼受苦，輪轢于轍。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行即為， 

                                                 
1
 M.56./I,373.：世尊說：「苦行者！如來不常說已受報的罰，如來

常說已造作的業。」世尊說：「苦行者！如是各別，如是特定

的三業中，…我說意業為最重，身業不如此，口業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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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其善報，如影隨形1。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是，如來！為惡之人，

身行惡，隨行墮惡趣。」 

    佛告王言：「汝為觀何等義而來問我：為施何人，獲福

益多？」 

    王白佛言：「我昔至尼乾子所，問尼乾子曰：當於何處

惠施，尼乾子聞我所問已，更論餘事，亦不見報。時尼乾子

語我言：沙門瞿曇作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無福，當施我

弟子，不應施餘人，其有人民施我弟子者，其福不可量也。」 

    佛告王曰：「爾時，為云何報之？」 

    王白佛言：「時我便作是念︰或有斯理，惠施如來其福

難量，今故問佛：為與何處，其福難量？然今，世尊！不自

稱譽，亦不毀人。」 

    佛告王曰：「我亦不作是說：施我得福多，餘者不得福，

但我今日所說，鉢中遺餘，持與人者，其福難量，以清淨之

心，著淨水中，並生斯念：此中有形之類，蒙祐無量，何況

人形！但，大王！我今所說施持戒人，其福難量；與犯戒人

者，蓋不足言。 

    大王當知：如田家子善治其地，除去穢惡，以好穀子著

良田中，於中獲子，無有限量；亦如田家子，不修治地，亦

不除去穢惡而下穀子，後所收蓋不足言。 

                                                 
1
 《法句經》(Dh.v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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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比丘亦復如是，若比丘捨五，成就六，護一降四，如

斯之人，其施惠者獲福無量；與邪見之人，蓋不足言。 

   大王！猶如剎利種、婆羅門種，意無疑難，能降外敵，

當觀如阿羅漢；彼婆羅門種，意不專定者，當觀如邪見之人。」 

    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施持戒之人，其福難量，自

今以後，若有來求索者，終不違逆；若復四部之眾，有所求

索者，亦不逆之，隨時給與衣被、飲食、床敷臥具，亦復施

與諸梵行者。」 

    佛告之曰：「勿作是說，所以然者，施畜生之類，其福

難量，況復人身乎！但我今日所說者，施持戒人難計，非犯

戒人。」 

    波斯匿王白佛言：「我今重復自歸，然世尊殷勤乃至於

斯。外道異學恆誹謗世尊，又世尊恒歎譽彼人；外道異學貪

著利養，又復如來不貪利養，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佛告王曰：「宜知是時。」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八）波斯匿王因殺庶母百子而詣世尊前懺悔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波斯

匿王殺庶母百子，即懷變悔，我造惡源，極為甚多，復用此

為，由王位故，殺此百人，誰能堪任除我愁憂。 

                                                 
1
 ～S.3.25.Pabbatupama 山之比喻，《雜阿含 1147 經》(大正

2.305b)，《別譯雜阿含 70 經》(大正 2.3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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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唯有世尊能去我憂耳。」 

    時復作斯念：我今不宜懷此愁憂，默然至世尊所，當駕

王威至世尊所，時波斯匿王告群臣曰：「汝等駕寶羽之車，

如前王法，欲出舍衛城，親近如來。」 

    群臣聞王教已，即時嚴駕寶羽之車，即來白王言：「嚴

駕已訖，王知是時。」 

    時，波斯匿王即乘寶羽之車，椎鐘鳴鼓，懸繒幡蓋，人

民之徒，皆著鎧器，諸臣圍遶，出舍衛城，往至祇洹，步入

祇洹精舍，如前王法，除五威儀：蓋、天冠、拂、劍、履屣

盡捨之，至世尊所，頭面布地，復以手摩如來足，並自陳啟：

「我今悔過，改往修來，愚惑，不別真偽，殺庶母百子，由

王威力故，今來自悔，唯願納受。」 

    佛告王曰：「善哉，大王！還就本位，今當說法。」時，

波斯匿王即從座起，禮世尊足，還詣本位。 

    佛告王曰：「命極危脆，極壽不過百年，所出無幾，人

壽百年，計三十三天一日一夜，計彼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

二月為一歲，彼三十三天正壽千歲，計人中壽，壽十二萬歲。

復計還活地獄中一日一夜，復計彼日夜，三十日為一月，十

二月為一歲，還活地獄中五千歲，或壽半劫，或壽一劫，隨

人所作行，或有中夭者，計人中之壽百億之歲。 

    智者恒念普修此行，我復用此惡為？樂少苦多，其殃難

計，是故，大王！莫由己身、父母、妻子、國土、人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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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罪業，亦莫為王身故而作罪本，猶如石蜜，為初甜後苦。

此亦如是，於短壽之中，何為作惡？ 

    大王當知：有四大畏，恒逼人身，終不可制約，亦復不

可呪術、戰鬪、藥草所能抑折，所謂生老病死，亦如四大山

從四方來，各各相就，摧壞樹木，皆悉磨滅，此四事亦復如

是。 

    大王當知：若生來時，使父母懷憂愁苦惱，不可稱計；

若老來至，無復少壯，壞敗形貌，支節漸緩；若病來至，丁

壯之年，無復氣力，轉轉命促；若死來至，斷於命根，恩愛

別離，五陰各散，是謂，大王！有此四大，皆不得自在。 

    若復有人，親近殺生，受諸惡原，若生人中，壽命極短。

若人習盜，後生貧困，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所以然者，皆

由取他財物，故致斯變，若生人中，受苦無量。若人婬他妻，

後生人中，妻不貞良。若人妄語，後生人中，言不信用，為

人輕慢，皆由前世詐稱虛偽故。 

    若人惡言，受地獄罪，若生人中，顏色醜陋，皆由前世

惡言，故致斯報。若人綺語，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中不

和，恒被鬪亂，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所造之報。若人兩舌，

鬪亂彼此，受地獄罪，若生人中，家室不和，恒有諍訟，所

以然者，皆由前世鬪亂彼此之所致。 

    若人喜憎嫉，受地獄罪，若生人中，為人所憎，皆由前

世行本之所致。若人興謀害之心，受地獄罪，若生人中，意

不專定，所以然者，皆由前世興斯心故。若復有人，習於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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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受地獄罪，若生人中，聾盲瘖瘂，人所惡1見，所以然

者，皆因前世行本所致。 

    是謂，大王！由此十惡之報，致斯殃亹，受罪無量，況

復外者乎，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以理治民，

亦莫非理。大王！諸以正法治民者，命終之後皆生天上，正

使大王，命終之後，人民追憶，終不忘矣，名稱遠布。 

    大王當知：諸以非法治化人民，死後皆生地獄中，是時，

獄卒以五縛繫之，其中受苦不可稱量，或鞭或縛，或捶或解

諸肢節，或取火炙，或以融銅灌其身，或剝其皮，或草著腹，

或拔其舌，或刺其體，或鋸解其身，或鐵臼中擣，或輪壞其

形，使走刀山劍樹，不令停息，抱熱銅柱，或挑其眼，或壞

其耳根，或截手足耳鼻，已截復生；復舉身形，著大鑊中，

復以鐵叉擾動其身，不令止住；復從鑊中出，生拔脊筋，持

用治車。 

    復使入熱灰地獄中，復入熱屎地獄中，復入刺地獄中，

復入灰河地獄中，復入刀樹地獄中，復令仰臥，以熱鐵丸使

令食之，腸胃五臟皆悉爛盡，從下而過。復以融銅而灌其口，

從下而過，於中受苦惱，要當罪畢然後乃出。如是，大王！

眾生入地獄，其事如是，皆由前世治法不正之所致也。」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百年習放逸，後故入地獄，斯竟何足貪，受罪難稱計。 

                                                 
1
 惡見：惡，讀作「物」，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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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以法治化，自濟其身，父母、妻子、奴婢、親族

將護國事。是故，大王！當以法治化，勿以非法，人命極短，

在世須臾間耳，生死長遠，多諸畏難，若死來至，於中啼哭，

骨節離解，身體煩疼。爾時，無有救者，非父母、妻子、奴

婢、僕從、國土、人民所能救也，有此之難，誰堪代者，唯

有布施、持戒，語常和悅，不傷人意，作眾功德，行諸善本。」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智者當惠施，諸佛所嘉歎，是故清淨心，勿有懈慢意。 

  為死之所逼，受極大苦惱，至彼惡趣中，無有休息時。 

  若復欲來時，極受於苦惱，諸根自然壞，由惡無休息。 

  若醫師來時，合集諸藥草，不遍其身體，由惡無休息。 

  若復親族來，問其財貨本，耳亦不聞聲，由惡無休息。 

  若復移在地，病人臥其上，形如枯樹根，由惡無休息。 

  若復已命終，身冷識已離，形如牆壁土，由惡無休息。 

  若復彼死屍，親族舉塜間，彼無可恃者，唯福可怙耳。 

   「是故，大王！當求方便，施行福業，今不為者，後悔

無益。」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如來由福力，降伏魔眷屬，今已逮佛力，是故福力尊。 

    是故，大王！當念作福，為惡尋當悔過，更莫復犯。」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雖為極惡原，悔過漸復薄，是時於世間，根本皆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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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大王！莫由己身，修行其惡，莫為父母、妻子、

沙門、婆羅門，施行於惡，習其惡行，如是，大王！當作是

學。」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父母兄弟，亦非諸親族，能免此患者，皆捨歸於死。 

  「是故，大王！自今以後，當以法治化，莫以非法，如是，

大王！當作是學。」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佛為波斯匿王解析十種夢1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王

波斯匿夜夢見十事，王即覺寤，大為愁怖，懼畏亡國及身、

妻、子，明日即召公卿、大臣、明智道士、婆羅門，能解夢

相者，悉來集會，王即為說夜夢十事，誰能解者。 

    婆羅門言：「我能解之，恐王聞之，即當不樂。」 

    王言：「便說之。」 

    婆羅門言：「當亡國王及王太子、王妻。」 

    王言：「諸人，寧可禳魘否耶？」 

    婆羅門言：「斯事可禳魘，當殺太子及王所重大夫人、

邊傍侍者、僕從、奴婢，并所貴大臣，以用祠天王，所有臥

具、珍奇寶物，皆當火燒，以祠於天，如是，王身及國可盡

無他。」 

                                                 
1
 ～J.77.Mahasupina-jataka，No.146.《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大

正2.870c)，No.147.《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大正2.872a)，No.148.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大正 2.8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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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聞婆羅門言，愁憂不樂，却入齋室，思念此事，王有

夫人，名曰摩利，就到王所，問王意故：「何以愁憂不樂，

妾身將有過於王耶？」 

    王言：「卿無過於我，但莫問是事，卿儻聞之，令汝愁

怖？」 

    夫人答王：「不敢愁怖。」 

    王言：「不須問也，聞者愁怖。」 

    夫人言：「我是王身之半，有急緩以告我，就當殺妾一

人，大王安穩，不以為怖，願王說之。」 

    王即為夫人說：「昨夜夢見十事，一者見三釜羅，兩邊

釜滿，中央釜空，兩邊釜沸，氣相交往，不入中央空釜中。

二者夢見馬口亦食、尻1亦食，三者夢見大樹生華，四者夢

見小樹生果；五者夢見一人索繩，然後有羊，羊主食繩；六

者夢見狐坐金床上，食以金器。 

    七者夢見大牛還從犢子嗽乳；八者夢見黑牛群，從四面

鳴吼而來，相趣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者夢見大陂

池水，中央濁，四邊清；十者夢見大溪水，波流正赤，夢見

已，即寤，大為惶怖！恐亡國及身、妻、子、人民，今召公

卿、大臣、道人、婆羅門，能解夢者，時有一婆羅門言，當

殺王太子、所重夫人、大臣、奴婢，以祠於天，以故致愁耳。」 

    夫人報言：「大王！莫愁夢義，如人行買金，又以火燒，

兼石上磨，好惡自現，今佛近在祇洹精舍，可往問佛，佛解

                                                 
1
 尻：音ㄎㄠ，脊椎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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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者，可隨佛說。云何信此狂癡婆羅門語，以自愁苦，乃至

於斯。」 

    王方喜寤，即召左右傍臣，速嚴駕車騎，王乘高蓋之車，

乘騎侍從數千人，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下步到佛所，頭面

禮足，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昨夜夢見十事，願佛哀我，

事事解說。」 

    佛告王曰：「善哉，大王！王所夢者，乃為將來、後世

現瑞應耳，後世人民，不畏禁法，普當淫泆，貪著妻息，放

情婬泆，無有饜足；妬忌、愚癡，不知慚愧，貞廉見棄，佞

諂亂國。 

    王夢見三釜羅，兩邊釜滿，中央釜空，兩邊釜沸，氣相

交往，不入中央空釜中者，後世人民，皆當不給足養親貧窮，

同生不親近，反親他人，富貴相從，共相饋遺1，王夢見一

事，正為此耳。 

    王夢見馬口亦食，尻亦食，後世人民、大臣、百官、長

吏、公卿，廩食於官，復食於民，賦歛不息，下吏作姦，民

不得寧，不安舊土，王夢見二事，正為此耳。 

    王夢見大樹生華，後世人民，多逢驅役，心焦意惱，常

有愁怖，年未滿三十，頭髮皓白，王夢見三事正為此耳。 

    王夢見小樹生果，後世女人，年未滿十五，便行求嫁，

抱兒來歸，不知慚愧，王夢見四事，正為是耳。 

                                                 
1
 饋遺：音ㄎㄨㄟˋㄨㄟˋ，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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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夢見一人索繩後有羊，羊主食繩，末後世人，夫婿行

賈，或入軍征，遊佯街里，朋黨交戲，不肖之妻在家與他男

子私通棲宿，食啖夫財，快情恣欲，無有愧咎，夫亦知之，

效人佯愚，王夢見五事，正為是耳。 

    王夢見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後世人，賤者當貴，在金

床上坐，食飲重味，貴族大姓當給走使，良人作奴婢，奴婢

為良人，王夢見六事，正謂此耳。 

    王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下嗽乳，後世人母，當為女作媒，

將他男子與共房室，母住守門，從得財物，用自給活，父亦

同情，佯聾不知，王夢見七事，正謂是耳。 

    王夢見黑牛從四面群來，相趣鳴吼欲鬪，當合未合，不

知牛處，後世國王、大臣、長吏、人民，皆當不畏大禁，貪

婬嗜欲，畜財貯產，妻子大小皆不廉潔，婬妷饕餮，無有饜

足；嫉妬、愚癡，不知慚愧，忠孝不行，諛諂破國，不畏上

下，雨不時節，氣不和適，風塵暴起，飛沙折木，蝗蟲噉稼，

使茲不熟，帝王人民施行如此，故天使然也。 

    又現四邊起雲，帝王人民皆喜，各言：雲已四合，今必

當雨。須臾之間，雲各自散，故現此怪，欲使下民改行，守

善持戒，畏懼天地，不入惡道，貞廉自守，一妻一婦，慈心

不怒，王夢見八事，正謂此耳。 

    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後世人在閻浮提內，

臣當不忠，子當不孝，不敬長老，不信佛道，不敬明經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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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貪官賜，子貪父財，無有反復1，不顧義理。邊國則忠孝，

尊敬長老，信樂佛道，給施明經道士，念報反復，王夢見九

事，正謂此耳。 

    王夢見大溪水，流波正赤，後世諸帝王、國王，當不厭

其國，興師共鬪，當作車兵、馬兵，當相攻伐，還相殺害，

流血正赤，王夢見十事，正謂是耳。盡皆為後世之事耳，後

世人若能心存佛道，奉事明經道人者，死皆生天上，若作愚

行，共相殘者，死入三惡道，不可復陳。」 

    王即長跪，叉手受佛教，心中歡喜，得定慧，無復恐怖，

王便稽首作禮，頭面著佛足，還宮，重賜夫人，拜為正后，

多給財寶，恣令施人，國遂豐樂，並奪諸公卿、大臣、婆羅

門俸祿，悉逐出國，不復信用，一切人民皆發無上正真之道。

王及夫人禮佛而去。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反復：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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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增壹阿含經》之別譯本 

 

1. 大正藏 no.126 第 2 冊 p.831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1 卷)【宋 法賢譯】

(～增壹阿含 4.1~7.3 經) 

2. 大正藏 no.127 第 2 冊 p.834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1 卷)【劉宋 求那

跋陀羅譯】(～增壹阿含 26.5 經) 

3. 大正藏 no.128 第 2 冊 p.835 須摩提女經(1 卷)【吳 支謙譯】(～增

壹阿含 30.3 經) 

4. 大正藏 no.128 第 2 冊 p.837 須摩提女經(1 卷)【吳 支謙譯】(～增

壹阿含 30.3 經) 

5. 大正藏 no.129 第 2 冊 p.843 佛說三摩竭經(1 卷)【吳 竺律炎譯】(～

增壹阿含 30.3 經) 

6. 大正藏 no.130 第 2 冊 p.845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3 卷)【宋 

施護譯】(～增壹阿含 30.3 經) 

7. 大正藏 no.131 第 2 冊 p.854 佛說婆羅門避死經(1 卷)【後漢 安世高

譯】(～增壹阿含 31.4 經) 

8. 大正藏 no.132 第 2 冊 p.854 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1 卷)【失譯】(～

增壹阿含 32.11 經) 

9. 大正藏 no.132 第 2 冊 p.855 施食獲五福報經(1 卷)【失譯】(～增壹

阿含 32.11 經) 

10. 大正藏 no.133 第 2 冊 p.855 頻毘娑羅王詣佛供養經(1 卷)【西晉 法

炬譯】(～增壹阿含 34.5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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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正藏 no.134 第 2 冊 p.857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1 卷)【劉宋 慧

簡譯】(～增壹阿含 35.10 經) 

12. 大正藏 no.135 第 2 冊 p.857 佛說力士移山經(1 卷)【西晉 竺法護

譯】(～增壹阿含 42.3 經) 

13. 大正藏 no.136 第 2 冊 p.859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1 卷)【西晉 竺法

護譯】(～增壹阿含 42.3 經) 

14. 大正藏 no.137 第 2 冊 p.860 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1 卷)【後漢 康

孟詳譯】(～增壹阿含 45.2 經) 

15. 大正藏 no.138 第 2 冊 p.861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1 卷)【劉宋 求那

跋陀羅譯】(～增壹阿含 49.10 經) 

16. 大正藏 no.139 第 2 冊 p.861 佛說四泥犁經(1 卷)【東晉 竺曇無蘭

譯】(～增壹阿含 50.5 經) 

17. 大正藏 no.140 第 2 冊 p.862 阿那邸邠化七子經(1 卷)【後漢 安世

高譯】(～增壹阿含 51.7 經) 

18. 大正藏 no.141 第 2 冊 p.863 佛說阿遬達經(1 卷)【劉宋 求那跋陀

羅譯】(～增壹阿含 51.9 經) 

19. 大正藏 no.142 第 2 冊 p.863 佛說玉耶女經(1 卷)【失譯】(～增壹

阿含 51.9 經) 

20. 大正藏 no.142 第 2 冊 p.864 玉耶女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51.9 經) 

21. 大正藏 no.143 第 2 冊 p.865 玉耶經(1 卷)【東晉 竺曇無蘭譯】(～

增壹阿含 51.9 經) 

22. 大正藏 no.144 第 2 冊 p.867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1 卷)【西晉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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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祖譯】(～增壹阿含 52.1 經) 

23. 大正藏 no.145 第 2 冊 p.869 佛母般泥洹經(1 卷)【劉宋 慧簡譯】(～

增壹阿含 52.1 經) 

24. 大正藏 no.146 第 2 冊 p.870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1 卷)【失譯】(～

增壹阿含 52.9 經) 

25. 大正藏 no.147 第 2 冊 p.872 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1 卷)【失譯】(～

增壹阿含 52.9 經) 

26. 大正藏 no.148 第 2 冊 p.873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1 卷)【東晉 竺

曇無蘭譯】(～增壹阿含 52.9 經) 

27. 大正藏 no.149 第 2 冊 p.874 佛說阿難同學經(1 卷)【後漢 安世高

譯】(～增壹阿含 35.8 經) 

28. 大正藏 no.150 第 2 冊 p.875 Ａ佛說七處三觀經(1 卷)【後漢 安世

高譯】(～《雜阿含 42 經》) 

29. 大正藏 no.150 第 2 冊 p.883 Ｂ佛說九橫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

(～《佛說七處三觀經》31 經) 

30. 大正藏 no.151 第 2 冊 p.883 佛說阿含正行經(1 卷)【後漢 安世高

譯】( ～No.743.《佛說忠心經》﹐大正 17，5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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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增支部》1與《增壹阿含經》對照表 

Ekakanipatapali 一集    Dukanipatapali 二集     Tikanipatapali 三集      

Catukkanipatapali 四集   Pabcakanipatapali 五集  Chakkanipatapali 六集  

Sattakanipatapali 七集    Atthakanipatapali 八集    Navakanipatapali 九集    

Dasakanipatapali 十集    Ekadasakanipatapali 十一集 

 

Ekakanipatapali 一集  

(A.1.1.)1. Rupadivaggo色等品(婦人之色

最能抓緊男子等) 

《增壹阿含 9-7~8 經》(大

2.563a) 

(A.1.2.) 2. Nivaranappahanavaggo斷(五)

蓋品 

《增壹阿含 9.9~10 經》(大

2.563b) 

(A.1.3.)3. Akammaniyavaggo (心者，無

修)無堪忍品 

《增壹阿含 11.5~6 經》(2.566c) 

(A.1.4.)4. Adantavaggo無調(之心能成大

無利)品 

 

(A.1.5.)5. Panihita-acchavaggo向與隱覆

之品 

《增壹阿含 9.5 經》(大

2.562c)、《增壹阿含 9.6 經》(大

2.562a)、《如是語經》

                                                 
1
 《增支部》有兩種英譯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s），

由 F. L. Woodward & E. M. Hare 兩位學者於 1932 至 1936 間譯出 

，共 5 冊，由巴利聖典學會出版（可上網查閱）；新譯本由菩提

比丘翻譯，於 2012 年由智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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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v.20.~21. 

(A.1.6.)6. Accharasavghatavaggo彈指品

(彈指頃,發慈心者,靜慮不致空) 

《法句經》Dhp.v.1.、《相應部》

S.45.8./V,9. 

(A.1.7.)7. Viriyarambhadivaggo發精進等

品(能生未生善,能捨已生不善) 

 

(A.1.8.)8. Kalyanamittadivaggo善友等品

(能生未生善,能捨已生不善) 

 

(A.1.9.)9. Pamadadivaggo放逸等品(我不

見另法能大無利者) 

 

(A.1.10.)10. Dutiyapamadadivaggo放逸

等品(2) (我不見另因能大無利者) 

 

(A.1.11.)11. Adhammavaggo非法(示為非

法者,是多人之益)品 

 

(A.1.12.)12. Anapattivaggo無犯(示為犯

者,是多人之無益)品 

 

(A.1.13.)13. Ekapuggalavaggo一人(生於

世,多人之利益)品 

《增壹阿含 8.2 經》(大

2.561a)、《增壹阿含 8.7 經》(大

2.561b)、《增壹阿含 8.10 經》

(大 2.561c)、《增壹阿含 8.4 經》

(大 2.561b)、《增支部》

A.5.132./III,149.；《彌蘭陀王

問經》Mil.p.362. 

(A.1.14.)14. Etadaggavaggo第一品 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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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 

(A.1.14.)14-1. Pathamavaggo第一(比丘)

品(舍利弗、目犍連等) 

《增壹阿含 4.1~4.10 經》(大

2.557a)；《相應部》

S.2.29./I,63.；《相應部》

S.14.15./II,155-156. 

(A.1.14.)14-2. Dutiyavaggo第二(比丘)品

(朱利槃特、摩訶槃毒等) 

《增壹阿含 4.1~4.10 經》(大

2.557a) 

(A.1.14.)14-3. Tatiyavaggo第三(比丘)品

(羅睺羅、羅吒波羅等) 

《增壹阿含 4.1~4.10 經》(大

2.557a) 

(A.1.14.)14-4. Catutthavaggo第四(比丘)

品(阿難、優樓頻羅迦葉等) 

《增壹阿含 4.1~4.10 經》(大

2.557a) 

(A.1.14.)14-5. Pabcamavaggo第五(比丘

尼)品(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讖摩等) 

《增壹阿含 5.1 經》(大

2.558c)、《增支部》

A.4.176./II,164. 

(A.1.14.)14-6. Chatthavaggo第六(居士)

品(多梨富沙、婆梨迦等) 

《增壹阿含 6.2 經》(大

2.559c)、《相應部》

S.35.125./IV,109. 

(A.1.14-7.)14-7. Sattamavaggo第七(女居

士)品(斯佳它塞那尼、毘舍佉彌伽羅母

等) 

《增壹阿含 7.1~7.3 經》(大

2.560a)；cf.A.8.90./IV,347-8. 

15. Atthanapali(具正見者認為諸行是常)

無(有是)處品 

 

(A.1.15.)15-1. Pathamavaggo第一品  



 492 

(A.1.15.)15-2. Dutiyavaggo第二品  

(A.1.15.)15-3. Tatiyavaggo第三品  

16. Ekadhammapali一法  

(A.1.16.)16-1. Pathamavaggo第一品(多

修習,能起厭背,是念佛等) 

 

(A.1.17.)16-2. Dutiyavaggo第二品 《增壹阿含 17-2.5 經》(大

2.583a)、《增壹阿含 17-2.6 經》

(大 2.5836b) 

(A.1.18.)16-3. Tatiyavaggo第三品  

(A.1.19.)16-4.Catutthavaggo第四品  

(A.1.20.)17. Pasadakaradhammavaggo作

淨品 

 

(A.1.20.)18. Apara-accharasavghatavaggo

另外的一彈指品 

 

(A.1.21.)19. Kayagatasativaggo身至念品  

(A.1.21.)20. Amatavaggo不死品  

Dukanipatapali 二集  

(A.2.1.)1. Kammakaranavaggo 科刑罰品  

(A.2.1-1.)1-1. Vajjasuttam (現世與後世

之)罪 

《增壹阿含 18.1 經》(大

2.587b)；《增支部》

A.4.121./II,121.；《彌蘭陀王問

經》Mil.p.197. 

(A.2.1-2.)1-2. Padhanasuttam (在家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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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精勤 

(A.2.1-3.)1-3. Tapaniyasuttam(作惡行、不

作妙行)應懊悔 

《如是語經》Itiv.30 

(A.2.1-4.)1-4. Atapaniyasuttam(作妙行、

不作惡行)不應痛惜 

《如是語經》Itiv.31 

(A.2.1-5.)1-5. Upabbatasuttam通達(不厭

善法、不退轉精勤) 

 

(A.2.1-6.)1-6. Samyojanasuttam結 (見有

愛味；見而厭背) 

 

(A.2.1-7.)1-7. Kanhasuttam黑(無慚與無

愧) 

 

(A.2.1-8.) 1-8. Sukkasuttam白(慚與愧)  

(A.2.1-9.) 1-9. Cariyasuttam行為(慚與愧

護世) 

《增壹阿含 18.1 經》(大

2.587b)；《雜阿含 1243 經》(大

2.340a)；No.150.《七處三觀 40

經》(大 2.881b)；《如是語經》

Itiv.42. 

(A.2.1-10.)1-10. Vassupanayikasuttam接

近的雨季(前與後) 

 

(A.2.2.) 2. Adhikaranavaggo 靜論品 《雜阿含 661 經》(大 2.184a)、

一卷本《雜阿含 16 經》(大

2.497a)、《相應部》

S.37.4./IV,240. 



 494 

(A.2.3.)3. Balavaggo 愚人品 《增壹阿含 18-8 經》(大

2.592c)、《增壹阿含 20.7 經》

(大 2.600a) 

(A.2.4.)4. Samacittavaggo 等心品 《增壹阿含 20.5 經》(大

2.600a) 、《增壹阿含 20.11 經》

(大 2.601a)、《中阿含 127 經》

(大 1.616a)(有學與無學有十八

種)；《雜阿含 992 經》(大

2.258c)、《中阿含 21 經》(大

1.448c)  、《雜阿含 546-7 經》

(大 2.141b-c)、《增壹阿含 19.9

經》(大 2.595b) 

(A.2.5.)5. Parisavaggo 會眾品 《增支部》A.3.93./I,243 

(A.2.6.) ( 6) 1. Puggalavaggo人品 《增壹阿含 17-2.2 經》(大

2.582c)、《增壹阿含 17-2.3 經》

(大 2.583a)、《增壹阿含 19.4

經》(大 2.594c) 

(A.2.7.) (7) 2. Sukhavaggo樂品  

(A.2.8.)(8) 3. Sanimittavaggo有相品  

(A.2.9.)(9) 4. Dhammavaggo 法品  

(A.2.10.) (10) 5. Balavaggo 愚者品  

(A.2.11.)(11)1.Asaduppajahavaggo 希 望

(難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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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 (12)2. Ayacanavaggo (有信心者

之)希求品 

A.4.176./II,164.、

S.17.24./II,236.、《增壹阿含 9.10

經》(大 2.593a) 

(A.2.13.)(13) 3. Danavaggo 施品 《增壹阿含 15.3 經》(大

2.577b)；《如是語經》Itiv.98.、

《增壹阿含 15.4 經》五(大

2.577b) 

(A.2.14.) 4. Santharavaggo 覆護品  

(A.2.15.) 5. Samapattivaggo三摩缽地品  

(A.2.16.)1. Kodhapeyyalam 忿廣說品  

(A.2.16.)2. Akusalapeyyalam 不善廣說

品 

 

(A.2.17.)3. Vinayapeyyalam 律廣說品  

(A.2.17.)4. Ragapeyyalam 染廣說品  

Tikanipatapali三集  

1. Balavaggo愚人品  

(A.3.1.)1-1. Bhayasuttam怖(生,皆由愚人,

非由智人) 

 

(A.3.2.)1-2. Lakkhanasuttam 相(愚人智

人之標識在作業)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7c) 

(A.3.3.)1-3. Cintisuttam 思惟(愚智者人

之相、狀、行)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7c) 

(A.3.4.)1-4. Accayasuttam 過失(見過，懺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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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發露懺悔) 2.608a) 

(A.3.5.)1-5. Ayonisosuttam 非從根源(解

問，答問，歡喜他人答其問者)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8a) 

(A.3.6.)1-6. Akusalasuttam 不善(身業、

語業、意業)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8a) 

(A.3.7.) 1-7. Savajjasuttam 有罪(身業、

語業、意業)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8a) 

(A.3.8.) 1-8. Sabyabajjhasuttam 有惱害

(身業、語業、意業)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8a) 

(A.3.9.)1-9. Khatasuttam挖(身業、語業、

意業) 

《增壹阿含 22.6 經》 (大

2.608a) 

(A.3.10.)1-10. Malasuttam 垢(破戒、嫉、

慳) 

《增支部》A.3.153.~/I,297.~；

《如是語經》Itiv.32.4 

2. Rathakaravaggo 車匠品  

(A.3.11.)2-1. Batasuttam 已衆所周知(勸

修隨順身業、語業、法) 

 

(A.3.12.) 2-2. Saraniyasuttam (剎帝利、比

丘)應該記得的 

 

(A.3.13.) 2-3. Asamsasuttam 正希望者

(、離希望者)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 (CSCD 

Pug.3.91-93.pg.129-130)、《相

應部》S3.21./.I,94. 

(A.3.14.)2-4. Cakkavattisuttam轉輪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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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世,非王不能轉輪) 

(A.3.15.) 2-5. Sacetanasuttam沙伽它那

(應斷意之曲、瑕、不純) 

 

(A.3.16.) 2-6. Apannakasuttam無缺點的

(護諸根、食知量、覺寤) 

《增壹阿含 21.6 經》(大

2.603c)，《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 2,17. (CSCD 

Pug.2,77.pg.127) 

(A.3.17.) 2-7. Attabyabadhasuttam自惱害

(身、語、意惡行) 

《增壹阿含 21.6 經》(大

2.603c)，《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 2,17. (CSCD 

Pug.2,77.pg.127) 

(A.3.18.) 2-8. Devalokasuttam天界(以天

壽、色、樂、譽、自在為辱、恥、嫌厭) 

《雜阿含 1245 經》(大 2.341b) 

(A.3.19.) 2-9. Pathamapapanikasuttam商

人(午前、日中、午後不熱誠勵業) (1) 

 

(A.3.20.)2-10. Dutiyapapanikasuttam商人

(具眼、巧奮鬥、鞏固基礎) (2) 

《增支部》A.4.160./II,147. 

3. Puggalavaggo 補特羅品  

(A.3.21.)3-1. Samiddhasuttam三彌提(身

證、見至、信解所好) 

 

(A.3.22.)3-2. Gilanasuttam 病人(三種)病

人(營養、藥、看護) 

《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3,2. (CSCD 

Pug.3,94.pg.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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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3.) 3-3. Savkharasuttam 行(身行、

語行、意行) 

 

(A.3.24.)3-4. Bahukarasuttam 多益於人

(歸依三寶、如實知苦、漏盡) 

 

(A.3.25.)3-5. Vajirupamasuttam(漏瘡

喻、電光喻、) 鑽石喻 

《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3,5. (CSCD 

Pug.3,103. pg.134) 

(A.3.26.)3-6. Sevitabbasuttam(戒、定、慧

殊勝)應親近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3. (CSCD Pug.3,123. pg.140) 

(A.3.27.)3-7. Jigucchitabbasuttam應厭棄

(破戒質惡、不淨惹疑惑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4. (CSCD Pug.3,124. pg.141) 

(A.3.28.)3-8. Guthabhanisuttam糞語人

(、華語人、蜜語人)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4. (CSCD 

Pug.3,98.~100.pg.132) 

(A.3.29.)3-9. Andhasuttam 盲人(、獨眼

人、雙眼人)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6. (CSCD Pug.3,104~106. 

pg.134) 

(A.3.30.)3-10. Avakujjasuttam 覆慧人(、

膝慧人、廣慧人)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 

7. (CSCD Pug.3,107. pg.135) 

4. Devadutavaggo 天使品  

(A.3.31.)4-1.Sabrahmakasuttam(凡父母

受子尊重之家)有梵天 

《增支部》A.2.4-2./I,62.；《如

是語經》Itiv.4.7.(106) 

(A.3.32.)4-2. Anandasuttam 阿難(具足無 《雜阿含 982 經》(大 2.2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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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所、慢隨眠之解脫) 《相應部》

S.18.21~22./II,252.~253.、《經

集》Sn.v.1048.、vv.1106~1107、

A.4.41. 

(PTS：A.3.32.)4-3. Sariputtasuttam舍利弗

(具足無我、我所、慢隨眠之解脫) 

《雜阿含 983 經》(大 2.255c)、

*偈--參照《經集》Sn.v.1106.-7. 

(A.3.33.)4-4. Nidanasuttam因緣(貪、瞋、

癡是業集之緣) 

 

(A.3.34.)4-5. Hatthakasuttam(阿羅毘)訶

哆(王子,問安樂而寐) 

《增壹阿含 28.3 經》(大

2.650a)、偈--參照《相應部》

S10.8./.I,212.；《律藏》《小品》

Cv.p.156. 

(A.3.35.)4- 6. Devadutasuttam天使(身惡

行，語惡行，意惡行) 

《中部》Devaduta 天使經

M.130./III,179.、《中阿含 64

經》天使經(大正 1.503.)、《鐵

城泥梨經》(大正 1.826.)、《閻

羅王五使者經》(大正 1.828.)、

《增壹阿含 32.4 經》大子經(大

正 2.674.)、偈--參照《雜阿含

1244 經》(大 2.341b) 

(A.3.36.)4-7. Catumaharajasuttam四大王

(天,巡視) (1) 

《增壹阿含 24-3.6 經》(大

2.624b)、《雜阿含 1117 經》、

《別譯雜阿含 46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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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7.)4-8.Dutiyacatumaharajasuttam四

大王(天,巡視)(2) 

《雜阿含 1117 經》(大

2.295c)、《別譯雜阿含 46 經》

(大 2.389a)、《增壹阿含 24.6

經》前分、偈--cf. Thig.v.31.、

cf. Sn.v.402. 

(A.3.38.)4-9. Sukhumalasuttam精致的(不

能避免老病死) 

《中阿含 117 經》 (大 1.607c) 

(PTS：A.3.39.Mada自負(壯年、無病、活

命)) 

《增壹阿含 22.8 經》(大 2.608b) 

(A.3.40.)4-10. Adhipateyyasuttam(自、

世、法)主權 

《集異門足論》六(大 26.390b) 

5. Culavaggo小品  

(A.3.41.)5-1. Sammukhibhavasuttam(生

多福：信、施物、應供養者)現前 

《增壹阿含 24-3.7 經》(大

2.626a) 

(A.3.42.)5-2. Tithanasuttam三處(欲會有

戒者,欲聽正法,離慳而施) 

 

(A.3.43.)5-3. Atthavasasuttam理由(凡說

法人、聽法人、說及聽法人領解義法) 

 

(A.3.44.)5-4. Kathapavattisuttam論轉(凡

說法人、聽法人、說及聽法人領解義法) 

 

(A.3.45.)5-5. Panditasuttam明智的(布

施、出家、供事父母) 

 

(A.3.46.)5-6. Silavantasuttam具戒(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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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住處,人人由身語意生多福) 

(A.3.47.)5-7. Savkhatalakkhanasuttam有

為相(知生、滅、住之異) 

《增壹阿含 22.5 經》(大 2.607c) 

(PTS：A.3.47.)5-8. 

Asavkhatalakkhanasuttam無為相(生不

現，滅不現，變動不現) 

《增壹阿含 22.5 經》(大 2.607c) 

(A.3.48.)5-9. Pabbatarajasuttam山王(由

信、戒、慧增長) 

 

(A.3.49.)5-10. Atappakaraniyasuttam勇猛

(不使未生惡生、使未生善生、忍已生苦) 

 

(A.3.50.)5-11. Mahacorasuttam大賊(、惡

比丘，據險、稠林、權勢) 

 

(6) 1. Brahmanavaggo婆羅門品  

(A.3.51.)6-1. Pathamadvebrahmanasuttam

二婆羅門(克制身.語.意，是死去之護) (1) 

《雜阿含 1163 經》(大 2.310b)

《別雜阿含 86、87 經》(大

2.403b-c)、偈--cf.《相應部》

S.1.3./I,2.、S.2.19./I,55. 

(A.3.52.)6-2. Dutiyadvebrahmanasuttam

二婆羅門(克制身.語.意，是死去之護) (2) 

《雜阿含 1163 經》(大 2.310b)

《別雜阿含 86、87 經》(大

2.403b-c) 、cf. S.1.41. 

(A.3.53.)6-3. Abbatarabrahmanasuttam某

婆羅門(染.瞋.癡,思自害.他害.自他害.苦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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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4.)6-4. Paribbajakasuttam遍歷者

(染.瞋.癡,思自害.他害.自他害.苦憂) 

 

(A.3.55.)6-5. Nibbutasuttam已熄滅(染.

瞋.癡,思自害.他害.自他害.苦憂) 

 

(A.3.56.)6-6. Palokasuttam破壞(非法之

貪,互殺而多人死) 

 

(A.3.57.)6-7. Vacchagottasuttam婆蹉種

(誣只對我布施,不對他布施) 

《雜阿含 96 經》(大 2.26a)、《別

譯雜阿含 261 經》 (大

2.465c) 、一卷本《雜阿含 2 經》

(大 2.493b)、cf.《增支部》

A.3.73./I,220.、A.3.140./I,291.、

偈--cf.《增支部》

A.5.179./III,214. 

(A.3.58.)6-8. Tikannasuttam提坎那(婆羅

門,聖者律異於婆羅門眾之三明) 

《雜阿含 885 經》(大

2.223b) 、D.13.《三明經》、

D.3.《阿摩晝經》、《如是語

經》Itiv.p.98.、D.2.《沙門果經》

242、244、246(PTS：93、95、

97) 

(A.3.59.)6-9. Janussonisuttam生聞(婆羅

門,當施三明婆羅門) 

《雜阿含 885 經》(大 2.223b) 

(A.3.60.)6-10. Savgaravasuttam傷歌邏

(婆羅門,神足、記說、教誡神變) 

《中阿含 143 經》(大 1.650b)、

Tini patihariy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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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44./I,292.(CSCD：

A.3.14-12.)、D.11./I,212. 

(A.3.) (7.) 2. Mahavaggo大品  

(A.3.61.)7-1. Titthayatanadisuttam度處等

(領受樂、苦、或非苦非樂之因) 

《中阿含 13 經》(大 1.435a) 

(A.3.62.)7-2.Amataputtikani bhayani無母

子之怖畏(母子老病死,不可替代) 

《雜阿含 758 經》(大 2.199b) 

(A.3.63.)7-3. Venagapurasuttam艾那迦布

拉(之婆羅門, 梵、聖之高床大床) 

 

(A.3.64.)7-4. Sarabhasuttam舍羅步(遍歷

者,偽稱知沙門釋迦子等之法) 

《雜阿含 970 經》(大 2.250a)；

《別譯雜阿含 204 經》(大

2.449b) ，梵 Warabha(Pischel) 

(A.3.65.)7-5. Kesamuttisuttam羈ㄐ

ㄧ舍子(十

項不可隨便相信等) 

《中阿含 16 經》(大 1.438b)、

《增支部》A.4.193./.II,193. 

(A.3.66.)7-6. Salhasuttam沙羅(十項不可

隨便相信等) 

 

(A.3.67.)7-7. Kathavatthusuttam論事(依

過去世而言過去世有如是等) 

《中阿含 119 經》(大 1.609a)、

cf.《雜阿含 498 經》 

(A.3.68.)7-8. Abbatitthiyasuttam外道(問

貪瞋癡差別、特相、殊異等) 

 

(A.3.69.)7-9. Akusalamulasuttam不善根

(貪等及其所造身語意亦是不善) 

 

(A.3.70.)7-10. Uposathasuttam(牧牛、尼 《增壹阿含 24-3.6 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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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聖者)布薩 2.624b)；《中阿含 202 經》 (大

1.770) 、cf.《雜阿含 861~863

經》(大 2.219b) 

(8) 3. Anandavaggo阿難品  

(A.3.71.)8-1. Channasuttam闡那(遍歷者,

論貪.瞋.癡之過患及斷) 

《雜阿含 973 經》(大 2.251b)，

《別譯雜阿含 207 經》(大

2.451a)，cf. M.76. 

(A.3.72.)8-2. Ajivakasuttam阿時婆迦(何

人之法是善說.妙行者.完成者) 

《相應部》S.38.3./IV,253. 

(A.3.73.)8-3. Mahanamasakkasuttam釋迦

族之摩訶那摩(有學無學之戒定慧) 

《雜阿含 758 經》(大 2.238c)，

《別譯雜阿含 158 經》(大

2.433c) 

(A.3.74.)8-4. Niganthasuttam離繫若提子

(漏盡者不造新業，舊業隨受而吐出) 

《雜阿含 563 經》(大 2.147c)、

《增支部》A.9.38./IV,429. 

(A.3.75.)8-5. Nivesakasuttam住者(應勸

導於佛法僧證淨) 

《增壹阿含 21.4 經》 (大

2.603a) 

(A.3.76.)8-6. Pathamabhavasuttam有(無

欲界異熟業不得施設欲有之事等) (1) 

 

(A.3.77.)8-7. Dutiyabhavasuttam有(無欲

界異熟業不得施設欲有之事等) (2) 

 

(A.3.78.)8-8. Silabbatasuttam戒禁(、(正)

命、梵行、信行,有無果) 

 

(A.3.79.)8-9. Gandhajatasuttam薰香(順 《增壹阿含 23.5 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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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逆風、順逆風薰) 2.613b)，《雜阿含 1073 經》(大

2.278c)、偈--《法句經》Dhp.v.54. 

(A.3.80.)8-10. Culanikasuttam小(如來以

光滿三千大千世界,令有情聞聲) 

cf. S.56.46.，S.6.14.(尸棄世尊

(Sikhi Bhagava)的上首弟子之

一：名為阿毘浮(Arunavati)比

丘，立於梵天界，用音聲可令

得聞於千世界。) 

(9) 4. Samanavaggo沙門品  

(A.3.81.)9-1. Samanasuttam沙門(增上

戒、心、慧學事) 

《雜阿含 828 經》 (大正

2.212b.)、《增壹阿含 16.4 經》 

(PTS：A.3.81.)9-2. Gadrabhasuttam驢子

(增上戒、心、慧學事) 

《雜阿含 828 經》(大 2.212b)、

《增壹阿含 16.4 經》 

(A.3.82.)9-3. Khettasuttam田(增上戒、

心、慧學事) 

《雜阿含 827 經》(大 2.212a) 

(A.3.83.)9-4. Vajjiputtasuttam跋耆子(增

上戒、心、慧學事) 

《雜阿含 829 經》(大 2.212c)，

梵 Vrjiputra(Pischel) 

(A.3.84.)9-5. Sekkhasuttam有學(增上

戒、心、慧學事) 

S.48.23. Baya 知(Abbindriya)，

《雜阿含 824 經》(大 2.111c)，

《雜阿含 642 經》(大 2.182a)，

《如是語經》Itiv.62&102 

(A.3.85.)9-6. Pathamasikkhasuttam學處

(戒全分,定少分,慧少分,能盡三結)(1) 

《雜阿含 817 經》(大 2.210b) 

(A.3.86.)9-7. Dutiyasikkhasuttam學處(戒 《雜阿含 817 經》(大 2.2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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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定少分,慧少分,能盡三結)(2) 

(A.3.87.)9-8. Tatiyasikkhasuttam學處(戒

全分,定少分,慧少分,能盡三結)(3) 

 

(A.3.88.)9-9. 

Pathamasikkhattayasuttam(戒、心、慧)

三學處(1) 

《雜阿含 817 經》(大 2.210a)、

《雜阿含 832 經》(大 213c) 

(A.3.89.)9-10. 

Dutiyasikkhattayasuttam(戒、心、慧)三學

處(2) 

《雜阿含 817 經》(大 2.210a)、

《雜阿含 832 經》(大 213c) 

(A.3.90.)9-11. Savkavasuttam崩伽闍(稱

讚欲學之新學比丘,餘眾則親近彼) 

《雜阿含 830 經》(大 2.213a)、

《雜阿含 831 經》(大 2.213b)、

梵 Pavkadha(Pischel) 

( 10)  5. Lonakapallavaggo掬鹽品  

(A.3.91.)10-1. Accayikasuttam緊急的(受

增上戒、心、慧學) 

 

(A.3.92.)10-2. Pavivekasuttam(衣、乞食、

床座所生染之)遠離 

《律藏》《小品》Cv.7.1,2.；

S.2.3.9. 

(PTS：A.3.92.)10-3. Saradasuttam秋天(喻

生法眼之初果) 

 

(A.3.93.)10-4. Parisasuttam(第一、不和

合、和合)眾 

A.2.5./I,70.、A.4.256./ II,250.、

《律藏》《大品》Mv.7.15,13. 

(A.3.94.)10-5. Pathama-ajaniyasuttam駿

(具足色、力、速疾)(1) 

《雜阿含 920 經》(大 2.233c)；

《別譯雜阿含 146 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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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a)；《馬有三相經》(大

2.506c)；《增支部》

A.4.256./II,250. 

(A.3.95.)10-6. Dutiya-ajaniyasuttam駿(具

足色、力、速疾)(2) 

《雜阿含 920 經》(大 2.233c)；

《別譯雜阿含 146 經》(大

2.429a)；《增支部》

A.4.256./II,250. 

(A.3.96.)10-7. Tatiya-ajaniyasuttam駿(具

足色、力、速疾)(3) 

《雜阿含 920 經》(大 2.233c)；

《別譯雜阿含 146 經》(大

2.429a)；《增支部》

A.4.256./II,250. 

(A.3.97.)10-8. Potthakasuttam樹皮衣(、惡

比丘,色惡、麤觸、少價)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0. (CSCD Pug.3,116. 

pg.137-138) 

(PTS：A.3.98.)Kasika尸迦衣(、具戒質善

比丘,有色澤、觸滑、價值大)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1. (CSCD Pug.3,117. 

pg.138-139) 

(A.3.99.)10-9. Lonakapallasuttam一壺之

鹽(喻說業之輕重) 

《中阿含 11 經》(大 1.433a) 

(A.3.100.)10-10. Pamsudhovakasuttam塵

垢洗滌者(修增上心之比丘逐步斷垢) 

《雜阿含 1247 經》(大 2.342a) 

(PTS：A.3.100.)10-11. Nimittasuttam相

(適時作意三相：三摩地、精勤、捨) 

《雜阿含 1246 經》(大 2.3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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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Sambodhavaggo 等覺品  

(A.3.101.)11-1. Pubbevasambodhasuttam

徧覺以前(如實知味是味，患是患，離是

離) 

《相應部》S.22.26./III,27.；

S.35.13./IV,7.；S.35.14./IV,8.；

S.14.31./II,170.、《律藏》《大

品》Mv.1.6.27-29(p.11) (CSCD 

Mv.1.6.16.pg.16) 

(A.3.102.)11-2. Pathama-assadasuttam味

著(如實知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 (1) 

《相應部》

S.14.32./II,171~172.；

S.22.27./III,29.；S.35.15./ 

IV,8~9.；S.35.16./ IV,9~10. 

(PTS：A.3.102.)11-3. Dutiya-assadasuttam

味著(如實知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 (2) 

 

(PTS：A.3.102.)11-4. 

Samanabrahmanasuttam沙門.婆羅門(如

實知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 

 

(A.3.103.)11-5. Runnasuttam(歌詠是)哭

泣 

 

(A.3.104.)11-6. Atittisuttam(睡眠、飲酒、

交會)無厭足 

《增壹阿含 22.10 經》(大

2.608c) 

(A.3.105.)11-7. Arakkhitasuttam(身、語、

意業)不能護 

 

(A.3.106.)11-8. Byapannasuttam(心、身、

意業)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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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07.)11-9. Pathamanidanasuttam緣

(1) 

 

(PTS：A.3.108.)  

(A.3.109.)11-10. Dutiyanidanasuttam緣

(2) 

 

(PTS：A.3.110.)  

(12) 2. Apayikavaggo惡趣品  

(A.3.111.)12-1. Apayikasuttam(非梵行稱

梵行、謗梵行者、說欲無過失,墮)惡趣 

 

(A.3.112.)12-2. Dullabhasuttam難得的(難

遇如來、如來所說法律、知恩感恩) 

 

(A.3.113.)12-3. Appameyyasuttam(容易

被量、難量、)不可測量的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12.(CSCD Pug.3,118~120.、

Pug.3,pg.139~140) 

(A.3.114.)12-4. Anebjasuttam不動的(空

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天) 

《增支部》A.4.123-124./II,128. 

(A.3.115.)12-5. 

Vipattisampadasuttam(戒、心、見)缺損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2,9~10.(CSCD Pug. 2,61~62 

pg.124~125)，A.3.136. 

(A.3.116.)12-6. Apannakasuttam(戒、心、

見) 無缺點 

 

(A.3.117.)12-7. Kammantasuttam工作(、

活命、見,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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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18.)12-8. 

Pathamasoceyyasuttam(身、語、意)清淨

(1)  

 

(A.3.119.)12-9. 

Dutiyasoceyyasuttam(身、語、意)清淨(2) 

 

(A.3.120.)12-10. Moneyyasuttam(身、

語、意)寂默 

 

(13) 3. Kusinaravaggo拘尸那羅品  

(A.3.121.)13-1. Kusinarasuttam拘尸那羅

(受施食時不失本心) 

 

(A.3.122.)13-2. Bhandanasuttam爭論(斷

欲、恚、害尋) 

 

(A.3.123.)13-3. Gotamakacetiyasuttam瞿

曇支提(世尊覺後說法，說折伏法，說有

緣法) 

 

(A.3.124.)13-4. Bharandukalamasuttam巴

朗島卡拉馬(施設欲、色、受之徧智) 

 

(A.3.125.)13-5. Hatthakasuttam哈它卡(天

子,見世尊、聽正法、承事僧伽不厭) 

《雜阿含 594 經》(大 2.159a)、

《別譯雜阿含 188 經》(大

2.442a) 

(A.3.126.)13-6. Katuviyasuttam吐出(貪求

是吐出食，瞋恚是腥，惡不善之尋是蠅) 

《雜阿含 594 經》(大 2.283a)、

《雜阿含 1081 經》(大

2.283a)、《別譯雜阿含 188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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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380b) 

(A.3.127.)13-7. 

Pathama-Anuruddhasuttam阿那律(女人

慳吝、嫉妒、欲貪所纏,死後生惡趣)(1) 

《增壹阿含 22.9 經》(大 2.608c) 

(A.3.128.)13-8. Dutiya-Anuruddhasuttam

阿那律(斷慢、掉舉、錯誤作) (2) 

 

(A.3.129.)13-9. Paticchannasuttam隱覆

(女人、真言、邪見) 

《增壹阿含 22.4 經》(大 2.607b) 

(A.3.130.)13-10. Lekhasuttam寫作(於岩

石、地上、水上)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3,9.(CSCD 

Pug.3,113~115.pg.137.) 

(14) 4. Yodhajivavaggo戰士品  

(A.3.131.)14-1. Yodhajivasuttam戰士(、

比丘，能遠射、不誤射、破大集團) 

《增支部》A.4.181./II,170. 

(A.3.132.)14-2. Parisasuttam(啟蒙、深

究、完整訓練)眾會 

 

(A.3.133.)14-3. Mittasuttam友(難施能

施，難作能作，難忍能忍) 

 

(A.3.134.)14-4. Uppadasuttam(如來出世

或不)出世(彼界法住性、法決定性而住) 

《相應部》S.12.20./II,25.、《雜

阿含 296 經》(大 2.84b) 

(A.3.135.)14-5. Kesakambalasuttam阿耆

多‧枳舍欽婆羅(無業、無業果論) 

D.I,53 f. Makkhali’s views and 

his followers are also referred to 

at M.I,231, 238, 483, 5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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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66, 68; III,211; IV,398; 

A.I,33f., 286; III,276, 384; also 

J.I,493, 509; S.III,69 

(A.3.136.)14-6. Sampadasuttam(信、戒、

慧)俱足 

A.3.115.Vipattisampadasuttam(

戒、心、見)缺損 

(A.3.137.)14-7. Vuddhisuttam(信、戒、慧)

增長 

《雜阿含 917 經》(大 2.232b)、

《別譯雜阿含 143 經》(大

2.428b) 

(A.3.138.)14-8. Assakhaluvkasuttam未調

馬(、人, 具速疾、不美、不高壯等) 

《雜阿含 918 經》(大 2.232c)、

《別譯雜阿含 144 經》(大

2.428c)、《增支部》

A.9.22./IV,398. 

(PTS：A.3.138.)14-9. Assaparassasuttam

良馬良馬(、人, 具速疾、不美、不高壯

等) 

《雜阿含 918 經》(大 2.232c)，

《別譯雜阿含 144 經》(大

2.428c) 

(A.3.139.)14-10. Assajaniyasuttam駿馬

(、人, 具速疾、美、高壯等) 

《雜阿含 919 經》(大 2.233b)

《別譯雜阿含 145 經》(大

2.429a)，cf.A.3.94. 

(A.3.140.)14-11. 

Pathamamoranivapasuttam孔雀飼育處

(無學之戒蘊、定蘊、慧蘊) (1) 

 

(PTS：A.3.140.)14-12. 

Dutiyamoranivapasuttam孔雀飼育處(神

 



 513 

通、記說、教誡神變) (2) 

(PTS：A.3.140.)14-13. 

Tatiyamoranivapasuttam孔雀飼育處(正

見、正智、正解脫) (3) 

 

(15) 5. Mavgalavaggo吉祥品  

(A.3.141.)15-1. Akusalasuttam不善(身

業、語業、意業) 

 

(A.3.142.)15-2. Savajjasuttam可責備的

(身業、語業、意業) 

 

(A.3.143.)15-3. Visamasuttam不平等(身

業、語業、意業) 

 

(A.3.144.)15-4. Asucisuttam不爭(身業、

語業、意業) 

 

(A.3.145.)15-5. Pathamakhatasuttam連根

拔起(身業、語業、意業) (1) 

 

(A.3.146.)15-6. Dutiyakhatasuttam連根拔

起(身業、語業、意業) (2) 

 

(A.3.147.)15-7. Tatiyakhatasuttam連根拔

起(身業、語業、意業) (3) 

 

(A.3.148.)15-8. Catutthakhatasuttam連根

拔起(身業、語業、意業) (4) 

 

(A.3.149.)15-9. Vandanasuttam禮敬(身

業、語業、意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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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50.)15-10. Pubbanhasuttam晨朝

(身、語、意妙行) 

 

(16) (A.3.151.) 6. Acelakavaggo 裸形品 S.2.17./V,141. 

(A.3.152.-162) (17) 7. 

Kammapathapeyyalam業道廣說 

 

(A.3.163.) (18) 8. Ragapeyyalam染廣說 《增壹阿含 24-3.10 經》(大

2.630b) 

Catukkanipatapali 四集  

(1). Bhandagamavaggo班達迦瑪品  

(A.4.1.)1-1. Anubuddhasuttam隨覺(戒，三

摩地，聖慧，聖解脫) 

D.16./II,122~123.(《大般涅槃

經》第四誦品第二~三節)、《長

阿含 2 經》遊行經(大正 1.13 

a)、A.7.62. 

(A.4.2.)1-2. Papatitasuttam(不成就四法,

由法律)墮落 

偈--《增支部》A.2.12-5./I,89.、

Thag.v.63. 

(A.4.3.)1-3. Pathamakhatasuttam已沒德

行(不細究,漫加讚譽) (1) 

《增支部》A.2.12-5./I,89.；

A.3.9./I,105.；偈--《經集》Sn.vv. 

658-660；《相應部》

S.6.9-10./I,149.；《增支部》

A.10.89./V,170. 

(A.4.4.)1-4. Dutiyakhatasuttam已沒德行

(於母、父、如來、如來弟子施邪行) (2) 

 

(A.4.5.)1-5. Anusotasuttam順流(、逆流、《集異門足論》九(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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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已渡到彼岸) 26.404a)，《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 4,27. (CSCD 

Pug.3,188.pg.171-2.)，《如是語

經》It.109. 

(A.4.6.)1-6. Appassutasuttam少學(、多

學，未達成、已達成)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8. (CSCD Pug.3,189.pg.172.) 

(A.4.7.)1-7. Sobhanasuttam莊嚴(僧團的

四眾：聰明.調伏.無畏.多聞.持法) 

《增壹阿含 27.7 經》(大正藏

2.645c) 

(A.4.8.)1-8. Vesarajjasuttam(如來四種)無

所畏 

《增壹阿含 27.6 經》 (大正藏

2.645b) 

(A.4.9.)1-9. Tanhuppadasuttam(衣、食、

床座、更好物)渴愛生起 

《增壹阿含 29.8 經》 (大正藏

2.658a) 

(A.4.10.)1-10. Yogasuttam(欲、有、見、

無明,四)軛 

《如是語經》It.96.，《集異門

足論》八(大正藏 26.399a、b) 

(2). Caravaggo行  

(A.4.11.)2-1. Carasuttam(精進不精進)行 《如是語經》It.110. 

(A.4.12.)2-2. Silasuttam(精進於)戒 《如是語經》It.111. 

(A.4.13.)2-3. Padhanasuttam(四正)勤 《增壹阿含 261.1 經》(大正藏

2.635b)、《集異門足論》六(大

正藏 26.391c)、Mahavyutpatti 

XXXIX.；cf. 《雜阿含 875-6

經》(大正藏 2.221b) 

(A.4.14.)2-4. Samvarasuttam(律儀、斷、 《雜阿含 879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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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隨護,四)防護 2.221b) ；cf. A.4.69. 

(A.4.15.)2-5. Pabbattisuttam(四者為最上

之)施設 

 

(A.4.16.)2-6. Sokhummasuttam(洞察)微

細(名色之智) 

 

(A.4.17.)2-7. Pathama-agatisuttam(貪

欲、瞋恚、愚癡、怖畏)不應行(1) 

《集異門足論》八(大正藏

26.401a) 

(A.4.18.)2-8. Dutiya-agatisuttam(貪欲、瞋

恚、愚癡、怖畏)不應行(2) 

 

(A.4.19.)2-9. Tatiya-agatisuttam(貪欲、瞋

恚、愚癡、怖畏)不應行(3) 

 

(A.4.20.)2-10. Bhattuddesakasuttam (貪

欲、瞋恚、愚癡、怖畏)配食 

 

(3). Uruvelavaggo優樓比螺品  

(A.4.21.)3-1. Pathama-uruvelasuttam優樓

比螺(說恭敬戒、定、慧、解脫)(1) 

《相應部》S.6.2./I,139.、《雜

阿含 1188 經》(大正藏

2.321c) 、《別譯雜阿含 101 經》 

(A.4.22.)3-2. Dutiya-uruvelasuttam優樓

比螺(說恭敬戒、定、慧、解脫) (2) 

 

(A.4.23.)3-3. Lokasuttam(如來覺了)世間 《如是語經》It.112.，《中阿含

137 經》(大正藏 1.645b) 

(A.4.24.)3-4. Kalakaramasuttam(沙計多)

伽拉伽園(如來自說見.聞.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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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5.)3-5. Brahmacariyasuttam(詭騙、

說服、利養等,不住)梵行 

 

(A.4.26.)3-6. Kuhasuttam詭詐(、頑強、聊

天、猥褻、傲慢、散亂, 非近如來) 

《如是語經》It.108. 

(A.4.27.)3-7. Santutthisuttam滿足(於小而

易得、無罪之資具) 

《如是語經》It.101. 

(A.4.28.)3-8. Ariyavamsasuttam(四)聖種

(滿足四資具) 

《集異門足論》六(大正藏

26.329b) 

(A.4.29.)3-9. Dhammapadasuttam(四)法

跡(無貪、無瞋、正念、正定)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295a) 

(A.4.30.)3-10. Paribbajakasuttam遍歷者

(無貪、無瞋、正念、正定) 

 

(4). Cakkavaggo輪品  

(A.4.31.)4-1. Cakkasuttam(成就天、人,有

四)輪 

No.150.《七處三觀 7 經》 (大

正藏 2.877a) 

(A.4.32.)4-2. Savgahasuttam(四)攝事(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 

《雜阿含 669 經》(大正藏

2.185a)、《集異門足論》、九(大

正藏 26.402c) 

(A.4.33.)4-3. Sihasuttam(如來)獅子(吼) 《雜阿含 669 經》(大正藏

2.185a)、《集異門足論》九(大

正藏 26.402c)、《相應部》

S.22.78./III,84. 

(A.4.34.)4-4. Aggappasadasuttam第一信 《增壹阿含 21.1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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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如佛、八支聖道、離欲、僧伽) 2.601c)、《雜阿含 902 經》(大

正藏 2.225c) 

(A.4.35.)4-5. Vassakarasuttam作雨者(問

成就四法為大慧大士) 

 

(A.4.36.)4-6. Donasuttam頭那(婆羅門見

世尊足痕具千輻) 

《雜阿含 101 經》(大正藏

2.28a)、《別譯雜阿含 267 經》

(大正藏 2.467a)、《增壹阿含

38.3 經》(大正藏 2.717c) 

(A.4.37.)4-7. Aparihaniyasuttam(成就四

法之比丘)無退墮 

 

(A.4.38.)4-8. Patilinasuttam(遣除見取，捨

愛，身行輕安，名為)遠離 

 

(A.4.39.)4-9. Ujjayasuttam(鬱闍耶)婆羅

門(問祭祀) 

《雜阿含 89 經》(大正藏

2.22c)、《別譯雜阿含 89 經》(大

正藏 2.404a)，偈--《相應部》

S.3.9 

(A.4.40.)4-10. Udayisuttam優陀夷(婆羅

門) (問祭祀) 

《雜阿含 90 經》(大正藏

2.23a)、《別譯雜阿含 90 經》(大

正藏 2.404b) 

(5). Rohitassavaggo赤馬品  

(A.4.41.)5-1. Samadhibhavanasuttam修定

(得現法樂住、獲得知見、正念正知、漏

盡) 

《集異門經》七(大正藏

26.39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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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2.)5-2. Pabhabyakaranasuttam(一

向、反詰、捨置、分別)記說 

《集異門足論》八(大正藏

26.401b)，偈--《增支部》

A.3.32.，《經集》Sn.v.1048. 

(A.4.43.)5-3. Pathamakodhagarusuttam重

於忿(、覆、利養、恭敬,不重正法)(1) 

 

(A.4.44.)5-4. Dutiyakodhagarusuttam重於

忿(、覆、利養、恭敬,不重正法) (2) 

 

(A.4.45.)5-5. Rohitassasuttam赤馬(天子

問世界之邊) 

《相應部》S.2.26./I,61.、《雜

阿含 1307 經》(大正藏

2.359a)、《別譯雜阿含 306 經》

(大正藏 2.477b)、《增壹阿含

43.1 經》(大正藏 2.756a) 

(A.4.46.)5-6. Dutiyarohitassasuttam赤馬

(天子問世界之邊) (2) 

《相應部》S.2.26./I,61.、《雜

阿含 1307 經》(大正藏

2.359a)、《別譯雜阿含 306 經》

(大正藏 2.477b)、《增壹阿含

43.1 經》(大正藏 2.756a) 

(A.4.47.)5-7. Suvidurasuttam(天與地、海

之此彼岸、日之出沒、善士不善士法) 

 

(A.4.48.)5-8. Visakhasuttam(半闍羅子具

壽)毘舍佉(說法圓滿) 

《相應部》S.21.7./II,280.、《雜

阿含 1069 經》(大正藏

2.277b)、《別譯雜阿含 8 經》(大

正藏 2.37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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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9.)5-9. Vipallasasuttam(常樂我淨

四種)顛倒 

 

(A.4.50.)5-10. Upakkilesasuttam(日月、沙

門之四種)翳 

《增壹阿含 28.2 經》 

(6) 1. Pubbabhisandavaggo福生品  

(A.4.51.)6-1. 

Pathamapubbabhisandasuttam(施食衣住

藥)生福(1) 

《增支部》A.5.45. 

Pubbabhisandasuttam 生福(施

衣、食、住、床、藥) 

(A.4.52.)6-2. 

Dutiyapubbabhisandasuttam(施食衣住藥)

生福(2)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393b)，偈--《相應部》

S.11.14./ I,231.；

S.55.26./V,384.；《雜阿含 1223

經》，《別譯雜阿含 51 經》 

(A.4.53.)6-3. Pathamasamvasasuttam(屍

男屍女.屍男天女.天與屍女.天與天女)同

居(1) 

 

(A.4.54.)6-4. Dutiyasamvasasuttam(屍男

屍女.屍男天女.天與屍女.天與天女)同居

(2) 

 

(A.4.55.)6-5. Pathamasamajivisuttam(那

拘羅父夫妻)共命(1) 

 

(A.4.56.)6-6. Dutiyasamajivisuttam(同信.

同戒.同捨.同慧,兩人)共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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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7.)6-7. Suppavasasuttam尸婆瓦沙

(拘利女,施食：與壽.色.樂.力) 

 

(A.4.58.)6-8. Sudattasuttam給孤獨長者

(施食：與壽.色.樂.力) 

 

(A.4.59.)6-9. Bhojanasuttam食物(施食：

與壽.色.樂.力) 

 

(A.4.60.)6-10. Gihisamicisuttam在家人友

善(施衣食住藥) 

 

(7) 2. Pattakammavaggo適切業品  

(A.4.61.)7-1. Pattakammasuttam適切業

(如法得財、親友稱譽、長壽、命終生善

趣) 

cf. A.5.41. Adiyasuttam 得(財五

因:妻子奴僕.朋友擁護,防災.獻

供.依沙門而遠離放逸) 

(A.4.62.)7-2. Ananyasuttam無債樂(、擁有

樂、受用樂、無罪樂) 

 

(A.4.63.)7-3. Brahmasuttam梵天(=父母

之稱) 

A.3.31./ I,132.，It.106. 

(A.4.64.)7-4. Nirayasuttam(殺、盜、邪

欲、妄語,下)地獄 

 

(A.4.65.)7-5. Rupasuttam色(為量；聲、

麤、法為量，而滿足) 

 

(A.4.66.)7-6. Saragasuttam有貪(、瞋、

癡、慢, 四補特伽羅) 

 

(A.4.67.)7-7. Ahirajasuttam(慈心對待)蛇 S.35.69-70.Upasena 優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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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那；律藏《小品》〈第五 小事

犍度〉Ahi-paritta Vin. 

Cv.5.6./II,109-110; CSCD 

pg.245-6；《增支部》

A.4.67./II,72-73.Ahirajasuttam

蛇王）；《本生經》J.203.；梵

Upasena 優波先那(Stein, 

Hoernle)；大正 No.505《佛說

隨勇尊者經》(大正藏

14.773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

柰耶》卷第六(大正 23.656-7) 

(A.4.68.)7-8. Devadattasuttam提婆達多

(為利養、恭敬、名聞所害) 

《相應部》S.17.36. Ratha 五車﹐

《律藏》《小品》Cv.VII,2.5,

《雜阿含 1064 經》(大正藏

2.276b)﹐《別譯雜阿含 3 經》，

《增壹阿含 12.7 經》 

(A.4.69.)7-9. Padhanasuttam(四)勤(防

護、斷、修、隨護) 

《雜阿含 878 經》(大正藏

2.221b、c) ；《增支部》A.4.14. 

Samvarasuttam(律儀、斷、修、

隨護,四)防護 

(A.4.70.)7-10. Adhammikasuttam(國王

行)非法 

《增壹阿含 17-2.10 經》(大正

藏 2.586c) 

(8) 3. Apannakavaggo無戲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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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1.)8-1. Padhanasuttam精進(具戒、

多聞、有慧, 行無戲論道) 

 

(A.4.72.)8-2. Sammaditthisuttam正見(出

離尋、無恚尋、不害尋, 行無戲論道) 

 

(A.4.73.)8-3. Sappurisasuttam善人(不善

士-暴露不暴露自他之德) 

 

(A.4.74.)8-4. Pathama-aggasuttam(戒、

定、慧、解脫)第一(1) 

 

(A.4.75.)8-5. Dutiya-aggasuttam(色、受、

想、有)第一(2) 

 

(A.4.76.)8-6. Kusinarasuttam拘尸那揭羅

(城,為決比丘疑) 

D.16./II,154.ff.(《大般涅槃經》

第六誦品第五節)、《長阿含 5

經》(大正藏 1.26b) 

(A.4.77.)8-7. Acinteyyasuttam(諸佛境

界、定境界、業異熟、世界之思惟)不應

思議 

《增壹阿含 29.6 經》(大正藏

2.657a) 

(A.4.78.)8-8. Dakkhinasuttam施物(施

者、受者，淨不淨) 

 

(A.4.79.)8-9. Vanijjasuttam貿易(布施與

營商成敗) 

 

(A.4.80.)8-10. Kambojasuttam(不令女人

坐法庭、從事產業、往)劍蒲闍 

 

(9) 4. Macalavaggo不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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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1.)9-1. Panatipatasuttam殺生(、不

與取、行邪淫、妄語) 

A.4.64./ II,71. 

(A.4.82.)9-2. Musavadasuttam虛誑語(、

離間語、麤惡語、雜穢語) 

 

(A.4.83.)9-3. Avannarahasuttam不可讚譽

(不經查究而擅加讚譽)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5. (CSCD 

Pug.4,165.pg.157.)；cf. 《相應

部》S.4.83. 

(A.4.84.)9-4. Kodhagarusuttam重忿懣(、

覆蔽、利養、恭敬，不重於正法) 

 

(A.4.85.)9-5. Tamotamasuttam闇趣闇(、

闇趣明、明趣闇、明趣明) 

《增壹阿含 261.5 經》(大正藏

2.636a)、《相應部》S.3.21. 

Puggala 諸人、《雜阿含 1146

經》、《別譯雜阿含 69 經》、

《集異門足論》九(大正藏

26.405a)《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 4,19. (CSCD 

Pug.4,168.pg.159~160.) 

(A.4.86.)9-6. Onatonatasuttam於下趣下

(、於下趣上、於上趣下、於上趣上)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0. (CSCD Pug.4,169.pg.160.) 

(A.4.87.)9-7. Puttasuttam子(不動、白蓮、

紅蓮、柔軟沙門) 

《增壹阿含 28.7 經》(大正藏

2.653c) 

(A.4.88.)9-8. Samyojanasuttam結(不動、 《增壹阿含 28.7 經》(大正藏



 525 

白蓮、紅蓮、柔軟沙門) 2.653c)、《人施設論》

Puggalapabbatti 4,29. (CSCD 

Pug.4,190. pg.173.) 

(A.4.89.)9-9. Sammaditthisuttam正見(不

動、白蓮、紅蓮、柔軟沙門) 

 

(A.4.90.)9-10. Khandhasuttam蘊(不動、白

蓮、紅蓮、柔軟沙門) 

 

(10) 5. Asuravaggo阿修羅品  

(A.4.91.)10-1. Asurasuttam阿修羅(以阿

修羅為眷族等) 

 

(A.4.92.)10-2. Pathamasamadhisuttam(得

止,未得觀等)三摩地(1)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6.(CSCD Pug.4,187.pg.171.) 

(A.4.93.)10-3. Dutiyasamadhisuttam(得

止,未得觀等)三摩地(2) 

 

(A.4.94.)10-4. Tatiyasamadhisuttam(得

止,未得觀等)三摩地(3) 

 

(A.4.95.)10-5. Chavalatasuttam(不自利不

利他,如)火葬的污木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3.(CSCD 

Pug.4,173.pg.162-163.) 

(A.4.96.)10-6. Ragavinayasuttam調伏貪

(勸他調伏貪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3.(CSCD 

Pug.4,173.pg.162-163.) 

(A.4.97.)10-7. Khippanisantisuttam(善法 《集異門足論》九(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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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法,有無)速諦察忍 26.404c) 

(A.4.98.)10-8. Attahitasuttam自利(不利

他等) 

 

(A.4.99.)10-9. Sikkhapadasuttam學處(自

離殺,不勸他離殺等) 

 

(A.4.100.)10-10. Potaliyasuttam(遍歷者)

晡多利(應毀說毀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7. (CSCD 

Pug.4,166.pg.157-158.) 

(11) 1. Valahakavaggo雲品  

(A.4.101.)11-1. 

Pathamavalahakasuttam(四種)雲(鳴不雨,

雨不鳴,不鳴不雨,鳴又雨)(1)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8. (CSCD 

Pug.4,157.pg.148-149.) 

(A.4.102.)11-2. Dutiyavalahakasuttam(四

種)雲(鳴不雨,雨不鳴,不鳴不雨,鳴又

雨)(2) 

《增壹阿含 25.10 經》(大正藏

2.635a) 

(A.4.103.)11-3. Kumbhasuttam(四種)瓶

(空而閉,盈而開,空而開,盈而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1. (CSCD 

Pug.4,160.pg.152-153.) 

(A.4.104.)11-4. Udakarahadasuttam(四種)

湖水(淺見深,深見淺,淺見淺,深見深)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2. (CSCD 

Pug.4,161.pg.153-154.) 

(A.4.105.)11-5. Ambasuttam(四種)菴羅

(生有熟色等) 

《增壹阿含 25.7 經》(大正藏

2.6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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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06.)11-6. Dutiya-ambasuttam(四種)

菴羅(生有熟色等) (2) 

《增壹阿含 25.7 經》(大正藏

2.634a) 

(A.4.107.)11-7. Musikasuttam(四種)鼠(挖

穴不住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9. (CSCD 

Pug.4,158.pg.149-150.) 

(A.4.108.)11-8. Balibaddasuttam(四種)牛

(自群牛性暴,於他牛不暴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3. (CSCD 

Pug.4,162.pg.154-155.) 

(A.4.109.)11-9. Rukkhasuttam(四種)樹

(不堅以不堅為眷族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21. (CSCD Pug.4,170.pg.161.) 

(A.4.110.)11-10. Asivisasuttam(四種)蛇

(出毒而非劇毒等) 

《人施設論》Puggalapabbatti 

4,14. (CSCD Pug. 

4,163.pg.155-156.) 

(12) 2. Kesivaggo只尸品  

(A.4.111.)12-1. Kesisuttam(騎御師)只尸

(軟、硬、或軟硬兼施調馬) 

《雜阿含 923 經》(大正藏

2.234b) 

(A.4.112.)12-2. Javasuttam駿馬(正直、快

速、堪忍、柔和) 

 

(A.4.113.)12-3. Patodasuttam刺棒(驚悚

不驚悚) 

《雜阿含 922 經》(大正藏

2.234a)、《別譯雜阿含 148 經》

(大正藏 2.429b) 

(A.4.114.)12-4. Nagasuttam(能聞、殺、

忍、行,王者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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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15.)12-5. Thanasuttam(四)處(有處

作時非可意,能生無利等) 

 

(A.4.116.)12-6. Appamadasuttam(斷身惡

行,修身妙行等)不放逸 

 

(A.4.117.)12-7. Arakkhasuttam(心念之)

守護(於可貪物不貪等) 

 

(A.4.118.)12-8. Samvejaniyasuttam(四大

聖地)震撼 

D.16./II,141.(《大般涅槃經》第

五誦品八節)、《長阿含 2 經》

遊行經(大正藏 1.26a) 

(A.4.119.)12-9. 

Pathamabhayasuttam(生、老、病、死,四)

畏(1) 

 

(A.4.120.)12-10. Dutiyabhayasuttam(生、

老、病、死,四)畏(2) 

 

(13) 3. Bhayavaggo怖畏品  

(A.4.121.)13-1. Attanuvadasuttam自責

(、他責、刑罰、惡趣)怖畏 

《增支部》A.2.1-1. 

(A.4.122.)13-2. Umibhayasuttam浪(、鱷

魚、漩渦、短吻鱷)怖畏 

《增支部》A.2.1-1./ I,47. 

(A.4.123.)13-3. 

Pathamananakaranasuttam(凡聖之梵天)

差異(1) 

《中部》M.120.，《中阿含 168

經》意行經(大正藏 1.700b)，《中

部 120 經》

Savkharupapattisuttam (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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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cf. 《增支部》A.3.114. 

Nagasuttam(能聞、殺、忍、行,

王者之)象 

(A.4.124.)13-4. 

Dutiyananakaranasuttam(凡聖之梵天)差

異(2) 

 

(A.4.125.)13-5. Pathamamettasuttam(修)

慈(生天,盡壽,亦往生惡趣)(1) 

 

(A.4.126.)13-6. Dutiyamettasuttam慈(生

天,盡壽,亦往生惡趣) (2) 

 

(A.4.127.)13-7. 

Pathamatathagata-acchariyasuttam如來--

未曾有法(1) 

《增壹阿含 25.3 經》 

(A.4.128.)13-8. 

Dutiyatathagata-acchariyasuttam如來--未

曾有法(2)  

cf. 《中阿含 32 經》 

(A.4.129.)13-9. Ananda-acchariyasuttam

阿難--未曾有法(1) 

《大般涅槃經》

Mahaparinibbanasuttam 

D.16./II,145-146(第五誦品第一

六節)，《長阿含 2 經》遊行經﹐

大正 1.25 下 

(A.4.130.)13-10. 

Cakkavatti-acchariyasuttam阿難--未曾有

《大般涅槃經》

Mahaparinibbanasuttam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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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 /II,146 (第五誦品第一七節)，

《長阿含 2 經》遊行經﹐大正

1.25 下 

(14) 4. Puggalavaggo補特伽羅品  

(A.4.131.)14-1. Samyojanasuttam(下分

結、生得結、有得結,四種人的)結 

 

(A.4.132.)14-2. Patibhanasuttam(相應辯

而非捷辯等,四種人的)機智 

《人施設論》Pug.IV.6.(CSCD 

Pug.4.152-155.pg.147-148) 

(A.4.133.)14-3. Ugghatitabbusuttam略聞

即知者(等, 四種補特伽羅) 

《人施設論》Pug.IV.5.(CSCD 

Pug.148-151 pg.147) 

(A.4.134.)14-4. Utthanaphalasuttam精勤

果活(等, 四種補特伽羅) 

《人施設論》Pug.IV.18.(CSCD 

Pug.4.167.pg.158-159) 

(A.4.135.)14-5. Savajjasuttam有罪(等, 

四種補特伽羅) 

《人施設論》Pug.IV.4. (CSCD 

Pug. 4.144-147 pg.146-147) 

(A.4.136.)14-6. Pathamasilasuttam戒(、

定、慧圓滿不圓滿)(1) 

《人施設論》Pug.III,15. (CSCD 

Pug. 3.127-129 pg.142.) 

(A.4.137.)14-7. Dutiyasilasuttam戒(、定、

慧圓滿不圓滿)(2) 

 

(A.4.138.)14-8. Nikatthasuttam(四種補特

伽羅的身心)鄰近關係 

 

(A.4.139.)14-9. Dhammakathikasuttam(話

少不稱要等,四種)說法師《人施設論》

Pug.IV.7.(CSCD Pug. 4.156. pg.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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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40.)14-10. Vadisuttam(義失文不失

等,四種)論師 

 

(15) 5. Abhavaggo光品  

(A.4.141.)15-1. Abhasuttam(月、日、火、

慧,四種)光 

 

(A.4.142.)15-2. Pabhasuttam(月、日、火、

慧,四種)光明 

 

(A.4.143.)15-3. Alokasuttam(月、日、火、

慧,四種)明 

 

(A.4.144.)15-4. Obhasasuttam(月、日、

火、慧,四種)照 

 

(A.4.145.)15-5. Pajjotasuttam (月、日、

火、慧,四種)熾 

 

(A.4.146.)15-6. Pathamakalasuttam(四種)

時宜(聽法、談法、修止、修觀) (1) 

 

(A.4.147.)15-7. Dutiyakalasuttam(四種)

時宜(聽法、談法、修止、修觀) (2) 

 

(A.4.148.)15-8. Duccaritasuttam(妄、離

間、麤、雜穢,四種)惡(語)行 

 

(A.4.149.)15-9. Sucaritasuttam(諦、不離

間、柔軟、聰慧語,四種)妙(語)行 

 

(A.4.150.)15-10. Sarasuttam(戒、定、慧、

解脫,四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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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 Indriyavaggo根品  

(A.4.151.)16-1. Indriyasuttam(信、精進、

念、定)根 

 

(A.4.152.)16-2. Saddhabalasuttam信力(、

精進力、念力、定力) 

《雜阿含 667 經》 (大正藏

2.184c)；cf.一卷本《雜阿含 18

經》 (大正藏 2.497b) 

(A.4.153.)16-3. Pabbabalasuttam慧力(、精

進力、無罪力、能攝力) 

《雜阿含 670~672 經》 (大正

藏 2.185b) 

(A.4.154.)16-4. Satibalasuttam念力(、定

力、無罪力、能攝力) 

 

(A.4.155.)16-5. Patisavkhanabalasuttam簡

擇力(、修力、無罪力、能攝力) 

 

(A.4.156.)16-6. Kappasuttam(成住壞空,

四種)劫 

 

(A.4.157.)16-7. Rogasuttam (二種、四種)

病 

 

(A.4.158.)16-8. Parihanisuttam退轉(不退

轉) 

 

(A.4.159.)16-9. Bhikkhunisuttam(裝病,請

具壽阿難瞻病之)比丘尼 

《雜阿含 564 經》 (大正藏

2.148a) 

(A.4.160.)16-10. Sugatavinayasuttam(四

法能令正法住世或忘失)善逝律 

《增支部》A.2.2-10. 

(17) 2. Patipadavaggo(苦遲通行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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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品 

(A.4.161.)17-1. Samkhittasuttam(苦遲通

行等,四種行)略說 

 

(A.4.162.)17-2. Vittharasuttam(苦遲通行

等,四種行)廣說 

 

(A.4.163.)17-3. Asubhasuttam (苦遲通行

等,四種行)不淨觀 

 

(A.4.164.)17-4. Pathamakhamasuttam堪

忍行(等,四種行)(1)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6.395b)，《增支部》A.3.16. 

(A.4.165.)17-5. Dutiyakhamasuttam堪忍

行(等,四種行)(2)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6.395b)，《增支部》A.3.16. 

Apannakasuttam無缺點的(護諸

根、食知量、覺寤) 

(A.4.166.)17-6. Ubhayasuttam兩種(劣行,

兩種妙行) 

 

(A.4.167.)17-7. 

Mahamoggallanasuttam(具壽)摩訶目犍

連(依苦速通行解脫) 

 

(A.4.168.)17-8. Sariputtasuttam(具壽)舍

利弗(依樂速通行解脫) 

 

(A.4.169.)17-9. Sasavkharasuttam有行(般

涅槃) 

 

(A.4.170.)17-10. Yuganaddhasuttam和諧 《雜阿含 560 經》(大正 2.14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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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止觀(等,證阿羅漢果) 

(18) 3. Sabcetaniyavaggo有思品  

(A.4.171.)18-1. Cetanasuttam(由身行,因

身行故有)思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403c) 

(A.4.172.)18-2. Vibhattisuttam(四)類(無

礙解) 

《增壹阿含 261.9 經》(大正藏

2.639a) 

(A.4.173.)18-3. Mahakotthikasuttam(具

壽)摩訶拘絺羅(問滅後有無餘物) 

《雜阿含 249 經》(大正藏

2.59c) 

(A.4.174.)18-4. Anandasuttam(具壽)阿難

(說滅後,戲論寂) 

《增支部》A.9.13. 

Kotthikasuttam(具壽大)拘絺羅

(為知‘此是苦’等,住梵行)，cf.

《增支部》A.4.173. 

Mahakotthikasuttam(具壽)摩訶

拘絺羅(問滅後有無餘物) 

(A.4.175.)18-5. Upavanasuttam(具壽)優

和洹(問盡輪迴苦) 

《中部》M.43. 

Mahavedallasuttam 有明大

經，《中阿含 211 經》大拘絺

羅經，《雜阿含 251 經》(大正

2.60b) 

(A.4.176.)18-6. Ayacanasuttam(有信心四

眾弟子之)希求 

《增支部》A.2.12-1~4.同 

(A.4.177.)18-7. Rahulasuttam(世尊告具

壽)羅睺羅(厭四大界由慧而離貪) 

《雜阿含 465 經》(大正

2.118c)；cf.《相應部》S.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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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saya 使，cf.《相應部》

S.22.91. Rahulo 羅睺羅 (1) 

(A.4.178.)18-8. Jambalisuttam骯髒的池 《雜阿含 492 經》(大正藏

2.128b) 

(A.4.179.)18-9. Nibbanasuttam(何因緣於

現法不般涅槃或般)涅槃 

 

(A.4.180.)18-10. Mahapadesasuttam四大

教法(辨認正法律) 

《大般涅槃經》

D.16./II,124-126.(第四誦品第

八~十一節)、《增壹阿含 28.5

經》(大正藏 2.652b) 

(19) 4. Brahmanavaggo婆羅門品  

(A.4.181.)19-1. Yodhajivasuttam(成就四

技之)戰士 

《增支部》A.3.131. Batasuttam 

已衆所周知(勸修隨順身業、語

業、法) 

(A.4.182.)19-2. Patibhogasuttam保證(不

老.病.死、不惡報不可能) 

 

(A.4.183.)19-3. Sutasuttam所聞(應語不

應語一切所見等) 

 

(A.4.184.)19-4. Abhayasuttam(離愛樂

欲、身、不作惡.作福、於正法無疑,臨終)

無恐懼 

 

(A.4.185.)19-5. Brahmanasaccasuttam婆

羅門真諦(不殺、欲無常、有無常、無我) 

《雜阿含 972 經》(大正藏

2.251a)，《別譯雜阿含 206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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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2.450c)，《增壹阿含

26.8 經》(大正藏 2.639a) 

(A.4.186.)19-6. Ummaggasuttam浮現(賢

明,問世界為何者所引導) 

《中阿含 172 經》(大正藏

1.709a)、《佛說意經》(大正

1.901b) 

(A.4.187.)19-7. Vassakarasuttam作雨者

(婆羅門問知不知善不善士) 

 

(A.4.188.)19-8. Upakasuttam(王舍城)優

波迦(問非難不成立,應訶等) 

 

(A.4.189.)19-9. Sacchikaraniyasuttam應

證法(八解脫、宿住、天眼、漏盡)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395a) 

(A.4.190.)19-10. Uposathasuttam布薩日

(說天住、梵住、不動住、聖住) 

 

(20) 5. Mahavaggo大品  

(A.4.191.)20-1. Sotanugatasuttam傾聽

(等,可望於四種勝利) 

 

(A.4.192.)20-2. Thanasuttam(由)四處(同

住、長時、作意、慧而知) 

《相應部》S.3.11. 結髮行者 

(Sattajatila)，雜 1148，別 71，

Ud.6.2. 

(A.4.193.)20-3. Bhaddiyasuttam(毘舍

離，離車人)跋提(十不可信)  

《增支部》A.3.65. 

Kesamuttisuttam 羈舍子 

(A.4.194.)20-4. Samugiyasuttam沙布迦

(之拘利子=虎路) (戒、心、見、解脫清

《雜阿含 565 經》(大正藏

2.14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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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A.4.195.)20-5. Vappasuttam(釋迦種)惒

破(尼乾之弟子) 

《中阿含 12 經》惒破經(大正

藏 1.434a) 

(A.4.196.)20-6. Salhasuttam(毘舍離離車

人)沙留(問戒清淨、苦行越瀑流) 

 

(A.4.197.)20-7. Mallikadevisuttam(波斯

匿王之)末利夫人(問女人美醜貧富因緣) 

 

(A.4.198.)20-8. Attantapasuttam自苦(、令

他苦、不自苦、不令他苦) 

《中部》M.51. Kandarakasuttam 

乾達羅迦經；《人施設論》

Pug.4,23.pp.56-61(CSCD4,174-

177 pg.163-166)；《集異門足論》

九(大正藏 26.406a) 

(A.4.199.)20-9. Tanhasuttam渴愛(百八愛

行) 

《雜阿含 984 經》(大正藏

2.256a) 

(A.4.200.)20-10. Pemasuttam愛(生愛、生

憎，憎生愛、生憎) 

《雜阿含 985 經》(大正藏

2.256b) 

(21) 1. Sappurisavaggo善士品  

(A.4.201.)21-1. Sikkhapadasuttam學處

(善士不善士) 

《人施設論》

Pug.4,1.pp.38-39(CSCD 

Pug.4.132-139 pg.143)；《雜阿

含 1055 經》(大正藏 2.275a) 

(A.4.202.)21-2. Assaddhasuttam (信-比善

士更善士)不信(-比不善士更不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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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03.)21-3. Sattakammasuttam七業

(比不善士更不善士，比善士更善士) 

 

(A.4.204.)21-4. Dasakammasuttam十業

(比不善士更不善士,比善士更善士) 

 

(A.4.205.)21-5. Atthavgikasuttam八業(比

不善士更不善士，比善士更善士) 

 

(A.4.206.)21-6. Dasamaggasuttam十道(比

不善士更不善士，比善士更善士) 

 

(A.4.207.)21-7. 

Pathamapapadhammasuttam惡法(比惡更

惡等)(1) 

《人施設論》Pug.IV.2. (CSCD 

Pug. 4.132-139 pg.144-145) ；

《雜阿含 1053 經》(大正藏

2.274c) 

(A.4.208.)21-8. 

Dutiyapapadhammasuttam惡法(比惡更惡

等)(2) 

《人施設論》Pug.IV.2. (CSCD 

Pug. 4.132-139 pg.144-145) ；

《雜阿含 1053 經》(大正藏

2.274c) 

(A.4.209.)21-9. Tatiyapapadhammasuttam

惡法(比惡更惡等)(3) 

《人施設論》Pug.IV.2&3. 

(CSCD Pug. 4.140-143 

pg.144-145)，《雜阿含 1053 經》

(大正藏 2.274c) 

(A.4.210.)21-10. 

Catutthapapadhammasuttam惡法(比惡更

惡等)(1) 

《人施設論》Pug.IV.2&3. 

(CSCD Pug. 4.140-143 

pg.145) ；《雜阿含 1053 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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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藏 2.274c) 

(22) 2. Parisavaggo眾品  

(A.4.211.)22-1. Parisasuttam(穢淨之四)

眾 

 

(A.4.212.)22-2. Ditthisuttam(惡行、惡

語、惡意、)邪見 

 

(A.4.213.)22-3. Akatabbutasuttam(惡行、

惡語、惡意、)不知恩 

 

(A.4.214.)22-4. Panatipatisuttam殺生(、

不與取、邪淫、妄語) 

 

(A.4.215.)22-5. Pathamamaggasuttam(邪

見、邪思惟、邪語、惡業)道(1) 

 

(A.4.216.)22-6. Dutiyamaggasuttam(邪

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道(2) 

 

(A.4.217.)22-7. 

Pathamavoharapathasuttam(不見言見等)

表達(1) 

 

(A.4.218.)22-8. 

Dutiyavoharapathasuttam(見言不見等)表

達(2) 

 

(A.4.219.)22-9. Ahirikasuttam無慚  

(A.4.220.)22-10. Dussilasuttam破戒  

(23) 3. Duccaritavaggo惡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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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1.)23-1. Duccaritasuttam惡行(妄

語、離間語、麤惡語、雜穢語) 

 

(A.4.222.)23-2. Ditthisuttam(惡行、惡

語、惡意、)邪見 

 

(A.4.223.)23-3. Akatabbutasuttam(惡行、

惡語、惡意、)不知恩 

 

(A.4.224.)23-4. Panatipatisuttam殺生(、

不與取、邪淫、妄語) 

 

(A.4.225.)23-5. Pathamamaggasuttam(邪

見、邪思惟、邪語、惡業)道(1) 

 

(PTS：A.4.225.)23-6. 

Dutiyamaggasuttam(邪命、邪精進、邪

念、邪定)道(2) 

 

(A.4.226.)23-7. 

Pathamavoharapathasuttam(不見言見等)

表達(1) 

 

(A.4.227.)23-8. 

Dutiyavoharapathasuttam(見言不見等)表

達(2) 

 

(A.4.228.)23-9. Ahirikasuttam無慚  

(A.4.229.)23-10. Duppabbasuttam(不信、

破戒、懈怠、)無慧 

 

(A.4.230.)23-11. Kavisuttam(思、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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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詩人 

(24) 4. Kammavaggo業品  

(A.4.231.)24-1. Samkhittasuttam精簡(黑

有黑異熟業等)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396a) 

(A.4.232.)24-2. Vittharasuttam詳說(黑有

黑異熟業等) 

《集異門足論》七(大正藏

26.396a) 

(A.4.233.)24-3. Sonakayanasuttam邵那卡

亞那(童子) (黑有黑異熟業等) 

 

(A.4.234.)24-4. Pathamasikkhapadasuttam

學處(1) (黑有黑異熟業等) 

 

(A.4.235.)24-5. Dutiyasikkhapadasuttam

學處(2) (黑有黑異熟業等) 

 

(PTS：A.4.235.)24-6. Ariyamaggasuttam

聖道 

 

(A.4.236.)24-7. Bojjhavgasuttam覺支(黑

有黑異熟業等) 

 

(A.4.237.)24-8. Savajjasuttam有罪(身

業、語業、意業、見) 

 

(A.4.238.)24-9. Abyabajjhasuttam無傷害

的(身業、語業、意業、見) 

 

(A.4.239.)24-10. Samanasuttam(唯教中

有)沙門《大般涅槃經》D.16./II,151.-152. 

 

(A.4.240.)24-11. Sappurisanisamsasut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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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士的(四種)勝利 

(25) 5. Apattibhayavaggo畏罪品  

(A.4.241.)25-1. Savghabhedakasuttam(四

種因力惡比丘樂於)破僧 

 

(A.4.242.)25-2. Apattibhayasuttam(犯波

羅夷等,四種毀犯之)畏罪 

 

(A.4.243.)25-3. Sikkhanisamsasuttam學

處的勝利(、最上慧、堅固解脫、增上念) 

 

(A.4.244.)25-4. Seyyasuttam(仰臥、左脅

臥、右脅臥、如來臥四種)臥法 

 

(A.4.245.)25-5. Thuparahasuttam(四類人

適宜造)塔 

《大般涅槃經》

D.16./II,142-143. 

(A.4.246.)25-6. Pabbavuddhisuttam(親近

善士等,四法能)增慧 

 

(PTS：A.4.246.)25-7. Bahukarasuttam(親

近善士等,四法做人)大益 

 

(A.4.247.)25-8. Pathamavoharasuttam(不

見言見等,非聖者之)言說(1) 

《集異門足論》一 O(大正藏

26.410b) 

(A.4.248.)25-9. Dutiyavoharasuttam(不見

言不見等,聖者之)言說(2) 

《集異門足論》一 O(大正藏

26.410c) 

(A.4.249.)25-10. Tatiyavoharasuttam(非

聖者之)言說(3) 

《集異門足論》一 O(大正藏

26.411a) 

(A.4.250.)25-11. Catutthavoharasuttam(非 《集異門足論》一 O(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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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者之)言說(4) 26.411b) 

(26) 6. Abhibbavaggo通慧品  

(A.4.251.)26-1. Abhibbasuttam(應徧知、

應斷、應修、應作證,四法)通慧 

 

(A.4.252.)26-2. Pariyesanasuttam(非聖與

聖)尋求 

《中部》M.26.Pasarasisuttam 

聖求經/I,l63.、《中阿含 204 經》

羅摩經(大正 1.775.)、《本事經》

四(大正藏 17.679b) 

(A.4.253.)26-3. Savgahavatthusuttam(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四種)攝事 

《增支部》A.4.32. 

Savgahasuttam(四)攝事(布施、

愛語、利行、同事) 

(A.4.254.)26-4. Malukyaputtasuttam摩路

枳耶子(斷衣食住藥四愛) 

 

(A.4.255.)26-5. Kulasuttam(大富)族姓子

(四因長續不長續) 

 

(A.4.256.)26-6. 

Pathama-ajaniyasuttam(具足色.力.速.高

大之)善良馬(1) 

《增支部》A.3.93~94.，《雜阿

含 921 經》(大 2.234a) ，《別

譯雜阿含 147 經》(大 2.429a) 

(A.4.257.)26-7. Dutiya-ajaniyasuttam(具

足色.力.速.高大之)善良馬(2) 

參閱《增支部》A.3.93~95. ，

《別譯雜阿含 147 經》(大

2.429a) 

(A.4.258.)26-8. Balasuttam(精進、念、

定、慧,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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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59.)26-9. Arabbasuttam(欲、恚、害

尋，無慧空待)阿蘭若 

 

(A.4.260.)26-10. Kammasuttam(身業、語

業、意業、見,四)法 

 

(27) 7. Kammapathavaggo業道品 《增支部》A.3.53.以下十章 

(A.4.261.)27-1. Panatipatisuttam殺生(自

殺.勸他殺.贊同殺生.說殺生功德) 

 

(A.4.262.)27-2. Adinnadayisuttam不與取

(自偷，勸他偷，贊同偷，說偷功德) 

 

(A.4.263.)27-3. Micchacarisuttam邪淫(自

邪淫.勸他邪淫.贊同邪淫.說邪淫功德) 

 

(A.4.264.)27-4. Musavadisuttam妄語(自

妄語，勸他妄語，贊同妄語，說妄語功

德) 

 

(A.4.265.)27-5. Pisunavacasuttam離間語

(自離間語.勸他離間語.贊同離間語.說離

間語功德) 

 

(A.4.266.)27-6. Pharusavacasuttam麤惡

語(自麤語.勸他麤語.贊同麤語.說麤語功

德) 

 

(A.4.267.)27-7. Samphappalapasuttam雜

穢語(自綺語，勸他綺語，贊同綺語，說

綺語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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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68.)27-8. Abhijjhalusuttam貪(自

貪，勸他貪，贊同貪，說貪功德) 

 

(A.4.269.)27-9. Byapannacittasuttam瞋

(自瞋，勸他瞋，贊同瞋，說瞋功德) 

 

(A.4.270.)27-10. Micchaditthisuttam邪見

(自邪見，勸他邪見，贊同邪見，說邪見

功德) 

 

(28) 8. Ragapeyyalam染廣說  

(A.4.271.)28-1. Satipatthanasuttam(身受

心法,四)念住 

cf. 《增支部》A.3.151-2、《增

支部》A.3.163. 

(PTS：A.4.271.)28-2. 

Sammappadhanasuttam正勤 

 

(PTS：A.4.271.)28-3. Iddhipadasuttam神

足 

 

(PTS：A.4.271.)28-4- 30. Paribbadisuttani

徧知等 

 

(PTS：A.4.271.)28-31- 510. 

Dosa-abhibbadisuttani瞋徧知 

 

Pabcakanipatapali 五集  

1. Sekhabalavaggo學力品  

(A.5.1.)1-1. Samkhittasuttam略說(有學五

力) 

《雜阿含 677、678 經》(大正

2.185c) 

(A.5.2.)1-2. Vitthatasuttam詳說(有學五 《雜阿含 679 經》(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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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186a)，《增壹阿含 32.1 經》 

(A.5.3.)1-3. Dukkhasuttam(成就五法之比

丘於現法)苦 

 

(A.5.4.)1-4. Yathabhatasuttam(成就五法

之比丘)如實(墮地獄) 

 

(A.5.5.)1-5. Sikkhasuttam (棄)學(,以五種

語適當責難) 

《雜阿含 681~683 經》(大正藏

2.186) 

(A.5.6.)1-6. Samapattisuttam三摩缽地

(信、愧、精進、慧) 

 

(A.5.7.)1-7. Kamasuttam(一切唯名之為)

欲 

 

(A.5.8.)1-8. Cavanasuttam(不信、無慚、

無慚、惡慧)退沒(於正法等) 

 

(A.5.9.)1-9. Pathama-agaravasuttam(不

信、無慚、無慚、惡慧)無敬崇(1) 

 

(A.5.10.)1-10. Dutiya-agaravasuttam(不

信.無慚.無慚.惡慧)無敬崇(2) 

 

2. Balavaggo力品  

(A.5.11.)2-1. Ananussutasuttam未隨聞(-

如來五力：信.慚.愧.進.慧) 

 

(A.5.12.)2-2. Kutasuttam重閣(-有學五

力：信.慚.愧.進.慧) 

 

(A.5.13.)2-3. Samkhittasuttam略說(五 《雜阿含 673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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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精進、念、定、慧) 2.185b)，《相應部》S.50.1. 

(A.5.14.)2-4. Vitthatasuttam詳說(五力：

信、精進、念、定、慧) 

《相應部》S.48.9. vibhavga 分

別 (1)，《增支部》A.5.15. 

Datthabbasuttam (五力何處)可

見，《雜阿含 675 經》(大正藏

2.185c) 

(A.5.15.)2-5. Datthabbasuttam (五力何

處)可見 

《相應部》S.48.8~9.，《增支

部》A.5.14. 詳說(五力：信、

精進、念、定、慧)，《雜阿含

675 經》(大正藏 2.185c) 

(A.5.16.)2-6. Punakutasuttam(慧力如)重

閣(之屋頂) 

 

(A.5.17.)2-7. Pathamahitasuttam(戒、定、

慧、解脫、解脫智見)利(1) 

 

(A.5.18.)2-8. Dutiyahitasuttam(戒、定、

慧、解脫、解脫智見)利(2) 

 

(A.5.19.)2-9. Tatiyahitasuttam(戒、定、

慧、解脫、解脫智見)利(3) 

 

(A.5.20.)2-10. Catutthahitasuttam(戒、

定、慧、解脫、解脫智見)利(4) 

 

3. Pabcavgikavaggo五支品  

(A.5.21.)3-1. Pathama-agaravasuttam無恭

敬(不能可圓滿戒定慧) (1)《中阿含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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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經》恭敬經(上~下) (大正藏

1.486c~487a) 

(A.5.22.)3-2. Dutiya-agaravasuttam無恭

敬(不能可圓滿戒定慧) (2)《中阿含49、

50經》恭敬經(上~下) (大正藏

1.486c~487a) 

 

(A.5.23.)3-3. Upakkilesasuttam(黃金、心,

五)銹 

 

(A.5.24.)3-4. Dussilasuttam無戒(正定、如

實智見之因破等) 

 

(A.5.25.)3-5. Anuggahitasuttam攝受(戒.

聞.論.止.觀五支之正見) 

 

(A.5.26.)3-6. Vimuttayatanasuttam(親近

師或同梵行者,得五)解脫處 

《等誦經》

D.33.2.1.25./III,241.，《集異門

足論》一四(大正藏 26.424a) 

(A.5.27.)3-7. Samadhisuttam三摩地(生現

在樂當來樂等,五智) 

 

(A.5.28.)3-8. Pabcavgikasuttam(正定聖)

五支(四禪及以智觀察相等) 

 

(A.5.29.)3-9. Cavkamasuttam經行(五勝

利：堪遠行.堪精勤.無病.消食.得定久住) 

No.150.《七處三觀 20 經》(大

正藏 2.879a) ，《十誦律》卷

第五十一(大正 23.371 中)，《四

分律》卷第五十九(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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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5 下) 

(A.5.30.)3-10. Nagitasuttam(具壽)那祇多

(得無欲樂無艱難) 

《雜阿含 1250 經》(大正藏

2.343b)，《增支部》A.6.42.一、

二節，《增支部》A.8.86. 

4. Sumanavaggo須摩那品  

(A.5.31.)4-1. Sumanasuttam須摩那(公主

問布施不布施差別)  

《中阿含 148 經》(大正藏

1.660b)，前六句，《雜阿含 94

經》(大正藏 2.25c)，《別譯雜

阿含 260 經》(大正藏 2.465b) 

(A.5.32.)4-2. Cundisuttam准提(公主問歸

依、五戒) 

偈--《增支部》A.4.34. 

(A.5.33.)4-3. Uggahasuttam(敏達迦之孫

女)郁迦(成就五法之女死後生可意天) 

cf.《增支部》A.8.46-48. 

(A.5.34.)4-4. Sihasenapatisuttam師子將

軍(布施:受讚揚.受敬仰.增善名.入眾無

畏無赧) 

《增壹阿含 32.10 經》(大正藏

2.680c)，《增壹阿含 52.6 經》

(大正藏 2.826a) 

(A.5.35.)4-5. Dananisamsasuttam布施(:

受讚揚.善士所愛.增善名.不破在家義務.

死後生善趣) 

 

(A.5.36.)4-6. Kaladanasuttam應時之施

(施來者.去者.病人.飢荒.新穀食先供具

戒者) 

《增壹阿含 32.12 經》(大正藏

2.681b)，No.150.《七處三觀 15

經》(大正藏 2.878a) 

(A.5.37.)4-7. Bhojanasuttam食(施=壽、 《增壹阿含 32.11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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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樂、力、辯) 2.681a)，No.132.《佛說食施獲

五福報經》(大正藏 2.854c) 

(A.5.38.)4-8. Saddhasuttam信(唯憐憫.相

識.攝受.說法於信者,死後生善趣) 

  

(A.5.39.)4-9. Puttasuttam子(當養育父母.

作父母之公務.承續家族.繼承遺產.祭祖

靈) 

 

(A.5.40.)4-10. Mahasalaputtasuttam大婆

羅樹(依止雪山王,依枝.葉.芽.皮.心增長) 

《增壹阿含 50.7 經》(大正藏

2.812b)；《增支部》

A.3.48.Pabbatarajasuttam 山王

(由信、戒、慧增長) 

5. Mundarajavaggo文荼王品  

(A.5.41.)5-1. Adiyasuttam得(財五因:妻

子奴僕.朋友擁護,防災.獻供.依沙門而遠

離放逸) 

《增支部》

A.4.61.Pattakammasuttam 適切

業(如法得財、親友稱譽、長

壽、命終生善趣)，《中阿含 126

經》行欲經，No.150.《七處三

觀 13 經》(大正 2.877c) 

(A.5.42.)5-2. Sappurisasuttam善士(為多

人.父母.妻子.僱僕.朋友.沙門利益) 

No.150.《七處三觀 13 經》(大

正藏 2.877c) 

(A.5.43.)5-3. Itthasuttam可愛(長壽、美

麗、快樂、稱譽、天界) 

No.150.《七處三觀 13 經》(大

正藏 2.877c) 

(A.5.44.)5-4. Manapadayisuttam施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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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得可意(果)) 

(A.5.45.)5-5. Pubbabhisandasuttam生福

(施衣、食、住、床、藥) 

《增支部》A.4.51. 

Pathamapubbabhisandasuttam 

(施食衣住藥)生福(1)；cf.《相

應部》S.55.41~42. Abhisanda 

潤澤 (1~2) 

(A.5.46.)5-6. Sampadasuttam(信、戒、

聞、捨、慧)圓足 

 

(A.5.47.)5-7. Dhanasuttam(信、戒、聞、

捨、慧)財 

偈--《增支部》A.4.52.，及《相

應部》S.55.26.、S.55.51. 

(A.5.48.)5-8. Alabbhaniyathanasuttam不

能得處(老、病、死、盡、滅) 

《增壹阿含 34.6 經》(大正藏

2.697a) 

(A.5.49.)5-9. Kosalasuttam憍薩羅(王波

斯匿,不得老.病.死.盡.滅) 

 

(A.5.50.)5-10. Naradasuttam(具壽)那羅

陀(文荼王夫人死) 

《增壹阿含 32.7 經》(大正藏

2.679a) 

(6) 1. Nivaranavaggo蓋品  

(A.5.51.)6-1. Avaranasuttam(五蓋是)障  

(A.5.52.)6-2. Akusalarasisuttam不善(為

五蓋) 

《增壹阿含 32.2 經》(大正藏

2.674a)、《雜阿含 767 經》(大

正藏 2.200b) 

(A.5.53.)6-3.Padhaniyavgasuttam(信如來.

無病.無諂.精進.具慧,五)勤行支 

D.33./III,237.(CSCD pg. 

3.0232)《等誦經》第二誦品一



 552 

之一六 

(A.5.54.)6-4. Samayasuttam時(老.病.饑

饉.盜賊.僧伽破裂不堪精勤) 

 

(A.5.55.)6-5. Mataputtasuttam母子(女人

之色等) 

 

(A.5.56.)6-6. Upajjhayasuttam親教師(護

諸根，食知量，醒寤瑜伽) 

  

(A.5.57.)6-7. 

Abhinhapaccavekkhitabbathanasuttam屢

屢觀察(可老.病.死等)  

《中阿含 117 經》柔軟經，cf. 

《增支部》A.3.39. Mada 自負

(壯年、無病、活命) 

(A.5.58.)6-8. Licchavikumarakasuttam栗

遮毘童子(供養父母.妻子僕傭.比鄰農人.

諸天.沙門) 

 

(A.5.59.)6-9. 

Pathamavuddhapabbajitasuttam老年出家

(難得聰敏.好行爲.多聞.說法.持律)(1) 

 

(A.5.60.)6-10. 

Dutiyavuddhapabbajitasuttam老年出家

(難得好教.善攝持.持右遶禮.說法.持

律)(2) 

 

(7) 2. Sabbavaggo想品  

(A.5.61.)7-1. Pathamasabbasuttam(不

淨、死、過患、食違逆、一切世界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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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1) 

(A.5.62.)7-2. Dutiyasabbasuttam(無常、無

我、死、食違逆、一切世界無樂)想(2) 

 

(A.5.63.)7-3. Pathamavaddhisuttam(信.戒.

聞.捨.慧)增長(1) 

《增支部》A.10.74. 

Vaddhisuttam(十種)增長，《相

應部》S.37.34. Vaddhi 增長 

(A.5.64.)7-4. Dutiyavaddhisuttam(信.戒.

聞.捨.慧)增長(2) 

 

(A.5.65.)7-5. Sakacchasuttam(自具足戒.

定.慧.解脫.解脫智見堪)論議 

 

(A.5.66.)7-6. Sajivasuttam(自具足戒.定.

慧.解脫.解脫智見堪)共住 

 

(A.5.67.)7-7. 

Pathama-iddhipadasuttam(修欲.勤.心.觀,

增上精進)神足(1) 

 

(A.5.68.)7-8. Dutiya-iddhipadasuttam(修

欲.勤.心.觀,增上精進)神足(2) 

 

(A.5.69.)7-9. Nibbidasuttam(不淨、食違

逆、一切世界無樂、無常、死想)厭離 

 

(A.5.70.)7-10. Asavakkhayasuttam(不

淨、食違逆、一切世界無樂、無常、死)

漏盡 

 

(8) 3. Yodhajivavaggo戰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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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71.)8-1. 

Pathamacetovimuttiphalasuttam(不淨.食

違逆.一切世界無樂.無常.死)心解脫果

(1) 

 

(A.5.72.)8-2. 

Dutiyacetovimuttiphalasuttam(無常.無常

苦.苦無我.斷.離貪想)心解脫果(2) 

 

(A.5.73.)8-3. 

Pathamadhammaviharisuttam(不廢獨居,

精進於寂止)法住(1) 

 

(A.5.74.)8-4. 

Dutiyadhammaviharisuttam(通達法,解其

義)法住(2) 

 

(A.5.75.)8-5. 

Pathamayodhajivasuttam(五)戰士(1) 

《增壹阿含 33.3 經》(大正藏

2.686c) 

(A.5.76.)8-6. Dutiyayodhajivasuttam(五)

戰士(2) 

《增壹阿含 33.4 經》(大正藏

2.687b) 

(A.5.77.)8-7. 

Pathama-anagatabhayasuttam(五種)未來

怖畏(1) 

 

(A.5.78.)8-8. 

Dutiya-anagatabhayasuttam(五種)未來怖

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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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79.)8-9. 

Tatiya-anagatabhayasuttam(五種)未來怖

畏(3) 

 

(A.5.80.)8-10. 

Catuttha-anagatabhayasuttam(五種)未來

怖畏(4) 

 

(9) 4. Theravaggo長老品  

(A.5.81.)9-1. Rajaniyasuttam(貪貪、瞋

瞋、迷迷、憤憤、憍憍)可染(等) 

 

(A.5.82.)9-2. Vitaragasuttam離染((已離

貪.瞋.癡,無覆、無惱)) 

 

(A.5.83.)9-3. Kuhakasuttam詭詐(虛談者.

現相者.掩飾瞞騙者.假利求利) 

 

(A.5.84.)9-4. Assaddhasuttam不信(、無

慚、無愧、懈怠、無慧) 

 

(A.5.85.)9-5. Akkhamasuttam(於色、聲、

香、味、觸)不堪忍 

 

(A.5.86.)9-6. Patisambhidapattasuttam得

義無礙解(等) 

 

(A.5.87.)9-7. Silavantasuttam具戒(等)  

(A.5.88.)9-8. Therasuttam (正見邪見之)

上座(等) 

 

(A.5.89.)9-9. Pathamasekhasuttam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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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退還等)(1) 

(A.5.90.)9-10. Dutiyasekhasuttam有學(比

丘退還等)(2) 

 

(10) 5. Kakudhavaggo迦俱羅品  

(A.5.91.)9-1. Pathamasampadasuttam(信.

戒.聞.捨.慧)具足(1) 

 

(A.5.92.)9-2. Dutiyasampadasuttam (戒.

定.慧.解脫.解脫智見)具足(2) 

 

(A.5.92.)9-3. Byakaranasuttam記說(遲

鈍、惡欲、憍醉、散亂、增上慢) 

 

(A.5.93.)9-4. Phasuviharasuttam(初禪至

第四禪,及漏盡)樂住 

 

(A.5.94.)9-5. Akuppasuttam(得義.法.詞.

辯無礙解、觀察如解脫心,不久證)不動 

 

(A.5.96.)9-6. Sutadharasuttam多聞而受持

(等) 

 

(A.5.97.)9-7. Kathasuttam論(述趣向離

蓋) 

 

(A.5.98.)9-8. Arabbakasuttam住阿蘭若

(遠離社區) 

 

(A.5.99.)9-9. Sihasuttam師子(如來於眾

中說法,慇懃說法) 

 

(A.5.100.)9-10. Kakudhatherasuttam迦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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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戒、活命、說法、智見清淨) 

(11) 1. Phasuviharavaggo樂住品  

(A.5.101.)11-1. Sarajjasuttam(無信.戒.聞.

勤.慧為有學)有畏 

 

(A.5.102.)11-2. Ussavkitasuttam(親近娼

婦等)怪異(之不動法者) 

 

(A.5.103.)11-3. Mahacorasuttam大賊(、惡

比丘) 

 

(A.5.104.)11-4. 

Samanasukhumalasuttam(受用多衣.食.床

座等)精致的沙門 

 

(A.5.105.)11-5. Phasuviharasuttam(慈所

起之身業等,現前不現前)樂住 

 

(A.5.106.)11-6. Anandasuttam(具壽)阿難

(自戒圓滿,樂住四禪) 

 

(A.5.107.)11-7. Silasuttam戒(、定、慧、

解脫、解脫智見具足) 

 

(A.5.108.)11-8. Asekhasuttam無學(戒、

定、慧、解脫、解脫智見蘊) 

 

(A.5.109.)11-9. Catuddisasuttam(成就戒

等,無礙走)四方 

 

(A.5.110.)11-10. Arabbasuttam遠離地(具

戒、多聞等,坐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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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Andhakavindavaggo阿那伽頻頭

(村)品 

 

(A.5.111.)12-1. Kulupakasuttam常往來一

家庭的人(可愛非可愛) 

 

(A.5.112.)12-2. Pacchasamanasuttam(跟

行太遠、太近等,不可作)隨後沙門 

 

(A.5.113.)12-3. Sammasamadhisuttam(堪

忍色.聲.香.味.觸,能具足)正定 

 

(A.5.114.)12-4. Andhakavindasuttam阿那

伽頻頭(村) (新出家令住戒等五法) 

 

(A.5.115.)12-5. Maccharinisuttam慳吝

(住.家[之供給].所得.稱讚.法等) 

 

(A.5.116.)12-6. Vannanasuttam稱讚(不可

稱讚者等) 

 

(A.5.117.)12-7. Issukinisuttam嫉妒(不查

證,稱讚不應稱讚者) 

 

(A.5.118.)12-8. Micchaditthikasuttam邪

見(不查證,稱讚不應稱讚者) 

 

(A.5.119.)12-9. Micchavacasuttam邪語

(不查證,稱讚不應稱讚者) 

 

(A.5.120.)12-10. Micchavayamasuttam邪

精進(不查證,稱讚不應稱讚者) 

 

(13) 3. Gilanavaggo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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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21.)13-1. Gilanasuttam病(不淨.食

厭逆.一切不樂.一切行無常.死想) 

 

(A.5.122.)13-2. Satisupatthitasuttam念善

安住(生滅慧等) 

 

(A.5.123.)13-3. 

Pathama-upatthakasuttam(成就五法難、

易)看護(1) 

《增壹阿含 32.8 經》(大正

2.680b) 

(A.5.124.)13-4. 

Dutiya-upatthakasuttam(成就五法難、易)

看護(2) 

《增壹阿含 32.9 經》(大正藏

2.680c) 

(A.5.125.)13-5. 

Pathama-anayussasuttam(作不適當事等)

損壽(1) 

 

(A.5.126.)13-6. 

Dutiya-anayussasuttam(作不適當事等)損

壽(2) 

 

(A.5.127.)13-7. Vapakasasuttam(不滿足

衣.食.床座.藥.多欲,不宜)引離(僧伽而

住) 

 

(A.5.128.)13-8. Samanasukhasuttam沙門

之樂(滿足衣.食.床座.藥.樂梵行) 

 

(A.5.129.)13-9. Parikuppasuttam爛熟(而

不可治療之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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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30.)13-10. Byasanasuttam喪親(破

財、病失，戒失、見失) 

D.33./III,235.(CSCD 

pg.3.0196)(《等誦經》第二誦品

一之二) 

(14) 4. Rajavaggo王品  

(A.5.131.)14-1. 

Pathamacakkanuvattanasuttam轉輪(知義.

法.量.時.眾) (1) 

 

(A.5.132.)14-2. 

Dutiyacakkanuvattanasuttam轉輪(知義.

法.量.時.眾) (2) 

 

(A.5.133.)14-3. Dhammarajasuttam法王

(唯依法) 

 

(A.5.134.)14-4. Yassamdisamsuttam無論

何方(皆自己之領域) 

 

(A.5.135.)14-5. 

Pathamapatthanasuttam(成就五法)求(王

位、漏盡)(1) 

 

(A.5.136.)14-6. Dutiyapatthanasuttam(成

就五法)求(王位、漏盡)(2) 

 

(A.5.137.)14-7. Appamsupatisuttam(女望

男.男望女.賊望盜.臣勤王事.比丘望離

繫)少睡多覺 

 

(A.5.138.)14-8. Bhattadakasuttam(王象)  



 561 

多食食物(等) 

(A.5.139.)14-9. Akkhamasuttam(王象)不

堪於色(聲等) 

 

(A.5.140.)14-10. Sotasuttam (王象為)聞

者(、殺者等) 

No.150.《七處三觀 26 經》(大

正 2.879c) 

(15) 5. Tikandakivaggo底甘陀(林)品  

(A.5.141.)15-1. Avajanatisuttam(施已而)

輕蔑(等) 

 

(A.5.142.)15-2. Arabhatisuttam確立(犯

錯,不如實知解脫) 

 

(A.5.143.)15-3. Sarandadasuttam婆羅達

達塔(五寶難得出現) 

 

(A.5.144.)15-4. Tikandakisuttam(沙計多

之)底甘陀(林,於不違逆起違逆想) 

 

(A.5.145.)15-5. Nirayasuttam(殺生等,墮)

地獄 

 

(A.5.146.)15-6. Mittasuttam(作農等,不可

親近為)友 

 

(A.5.147.)15-7. Asappurisadanasuttam非

善士之施(不慇懃.不恭敬.不親自.丟棄.

不信) 

 

(A.5.148.)15-8. Sappurisadanasuttam善士

之施(信.慇懃.應時.無執著.不害自他) 

No.150.《七處三觀 16 經》(大

正藏 2.8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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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49.)15-9. 

Pathamasamayavimuttasuttam(樂於作業

等)時解脫(退失)(1) 

 

(A.5.150.)15-10. 

Dutiyasamayavimuttasuttam(樂於作業等)

時解脫(退失)(2) 

 

(16) 1. Saddhammavaggo正法品  

(A.5.151.)16-1. 

Pathamasammattaniyamasuttam (輕視所

說、說者不入)正性(決定) (1) 

 

(A.5.152.)16-2. 

Dutiyasammattaniyamasuttam (輕視所

說、說者不入)正性(決定) (2) 

 

(A.5.153.)16-3. 

Tatiyasammattaniyamasuttam(輕視所

說、說者不入)正性(決定) (3) 

No.150.《七處三觀 17 經》(大

正 2.878b) 

(A.5.154.)16-4. 

Pathamasaddhammasammosasuttam(不恭

敬聽法等,令忘失)正法(1) 

 

(A.5.155.)16-5. 

Dutiyasaddhammasammosasuttam(不熟

練契經等,令忘失)正法(2) 

 

(A.5.15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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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yasaddhammasammosasuttam(誤解契

經等,令忘失)正法(3) 

(A.5.157.)16-7. Dukkathasuttam(不信、無

戒、少聞、慳吝、無慧)難說 

 

(A.5.158.)16-8. Sarajjasuttam(不信.無戒.

少聞.懈怠.無慧入)貪染 

 

(A.5.159.)16-9. Udayisuttam (具壽)優陀

夷(次第說法等) 

 

(A.5.160.)16-10. Duppativinodayasuttam 

(已生之貪等)難除 

 

(17) 2. Aghatavaggo嫌恨品  

(A.5.161.)17-1. 

Pathama-aghatapativinayasuttam除去嫌

恨(修慈等)(1) 

 

(A.5.162.)17-2. 

Dutiya-aghatapativinayasuttam除去嫌恨

(身不淨,語淨等)(2) 

《中阿含 25 經》水喻經(大正

藏 1.454a) 

(A.5.163.)17-3. Sakacchasuttam(具戒等,

足與同梵行者)論議 

 

(A.5.164.)17-4. Sajivasuttam(具戒,足與

同梵行者)共住 

 

(A.5.165.)17-5. Pabhapucchasuttam(鈍癡

故而問等)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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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66.)17-6. Nirodhasuttam(戒定慧具

足,能出入想受)滅 

《中阿含 22 經》成就戒經(大

正藏 1.449c) 

(A.5.167.)17-7. Codanasuttam(適時語,非

非時語等)諫誨 

《雜阿含 497 經》(大正藏

2.129b) 

(A.5.168.)17-8. Silasuttam戒(破壞,正定

之基則毀等) 

 

A.10.4-5. Upanisa所依(2-3)﹐A.11.4-5. 

Upanisa所依 (2-3) 

《中阿含 48 經》戒經(大正

1.486 下)﹐《雜阿含 495 經》(大

正藏 2.129a) 

(A.5.169.)17-9. Khippanisantisuttam速了

知(於於義善巧等) 

 

(A.5.170.)17-10. Bhaddajisuttam(具壽)跋

陀耆(見.聞.樂.想.有最上) 

《雜阿含 484 經》(大正藏

2.123b) 

(18) 3. Upasakavaggo優婆塞品  

(A.5.171.)18-1. Sarajjasuttam(殺生等墮)

有畏 

 

(A.5.172.)18-2. Visaradasuttam(成就五

戒)無畏 

 

(A.5.173.)18-3. Nirayasuttam(殺生等墮)

地獄 

 

(A.5.174.)18-4. Verasuttam(殺生等,不斷

五種怖、)怨 

 

(A.5.175.)18-5. Candalasuttam(無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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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瑞相等,優婆塞之)旃陀羅 

(A.5.176.)18-6. Pitisuttam(沒有欲所引

苦、憂，樂、)喜 

《雜阿含 482 經》(大正藏

2.122c) 

(A.5.177.)18-7. Vanijjasuttam(刀、眾生、

肉、酒、毒,不可)買賣 

 

(A.5.178.)18-8. Rajasuttam國王(不捕斷

殺生者等) 

 

(A.5.179.)18-9. Gihisuttam在家(護五戒,

不難得禪.證初果) 

《中阿含 128 經》優婆塞經(大

正藏 1.616a)，偈--同《增支部》

A.3.57. 

(A.5.180.)18-10. Gavesisuttam(迦葉佛時

之)迦毘尸(優婆塞) 

 

(19) 4. Arabbavaggo阿蘭若品  

(A.5.181.)19-1. Arabbikasuttam住樹林者 No.150.《七處三觀 21 經》(大

正藏 2.879a) 

(A.5.182.)19-2. Civarasuttam(糞掃)衣 No.150.《七處三觀 21 經》(大

正藏 2.879a) 

(A.5.183.)19-3. Rukkhamulikasuttam樹下

坐行者 

No.150.《七處三觀 21 經》(大

正藏 2.879a) 

(A.5.184.)19-4. Sosanikasuttam塚間坐行

者 

 

(A.5.185.)19-5. Abbhokasikasuttam迴處

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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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86.)19-6. Nesajjikasuttam常坐行者  

(A.5.187.)19-7. Yathasanthatikasuttam隨

得座行者 

 

(A.5.188.)19-8. Ekasanikasuttam一食行

者 

 

(A.5.189.)19-9. 

Khalupacchabhattikasuttam不後食行者 

 

(A.5.190.)19-10. Pattapindikasuttam(鈍、

癡等)乞食行者 

 

(20) 5. Brahmanavaggo婆羅門品  

(A.5.191.)20-1. Sonasuttam狗(喻古今五

種婆羅門性) 

 

(A.5.192.)20-2. Donabrahmanasuttam頭

那婆羅門(五種婆羅門) 

《中阿含 158 經》頭那經(大正

藏 1.680b) 

(A.5.193.)20-3. Savgaravasuttam傷歌邏

(婆羅門纏於欲染等不得辯才) 

 

(A.5.194.)20-4. Karanapalisuttam(讚歎世

尊)迦羅那(婆羅門) 

 

(A.5.195.)20-5. Pivgiyanisuttam賓闍尼

(婆羅門)(五寶出現難得) 

cf. J.1.p.116.，偈-- S.3.12./I,81. 

(A.5.196.)20-6. Mahasupinasuttam(如來

成等覺前,五)大夢 

 

(A.5.197.)20-7. Vassasuttam雨(之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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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A.5.198.)20-8. Vacasuttam語(成就五支

是善說) 

 

(A.5.199.)20-9. Kulasuttam(有戒之出家

者,近於)家族 

 

(A.5.200.)20-10. Nissaraniyasuttam出離

(欲.瞋.害.色.有身) 

D.33./III,239-240(《等誦經》第

二誦品一~二四以下) 

(21) 1. Kimilavaggo金毘羅品  

(A.5.201.)21-1. Kimilasuttam(具壽)金毘

羅(問如來滅後正法久不久住) 

 

(A.5.202.)21-2. Dhammassavanasuttam聽

法(五利) 

《增壹阿含 36.1 經》(大正藏

2.702c) 

(A.5.203.)21-3. Assajaniyasuttam良馬(直

行、速疾、柔軟、忍辱、淨性) 

 

(A.5.204.)21-4. Balasuttam(信、慚、愧、

勤、慧)力 

 

(A.5.205.)21-5. Cetokhilasuttam(於師困

惑等,五)心荒蕪 

D.33./III,238-239.(CSCD pg. 

3.0198-199)(《等誦經》第二誦

品一~二 O)，

M.16.Cetokhilasuttam 心荒蕪

經，《中阿含 206 經》心穢經(大

正 1.780.)，《增支部》A.9.71、

A.10.14. ，《增壹阿含 51.4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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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817.) 

(A.5.206.)21-6. Vinibandhasuttam(於欲不

離貪等,五)心縛 

 

(A.5.207.)21-7. Yagusuttam粥(之五利益) 《律藏》〈大品〉藥犍度

Vin.I,221.(CSCD pg.315)；《四

分律》卷第五十九(大正

22.1005 下) 

(A.5.208.)21-8. Dantakatthasuttam(嚼)楊

枝(之五利益) 

《增壹阿含 36.3 經》(大正藏

2.703a) ，《四分律》卷第五十

九(大正 22.1005 下) 

(A.5.209.)21-9. Gitassarasuttam拉長歌音

(而誦法之失, 己愛其音等) 

《律藏》〈小品〉小事犍度

Vin.II,108.(CSCD pg.243) 

(A.5.210.)21-10. Mutthassatisuttam失念

(入睡,夢苦等) 

 

(22) 2. Akkosakavaggo罵詈品  

(A.5.211.)22-1. Akkosakasuttam罵詈(梵

行者或謗聖,必招五失) 

No.150.《七處三觀 25 經》(大

正藏 2.879b) 

(A.5.212.)22-2. Bhandanakarakasuttam輕

弄(,招致未得不得等) 

 

(A.5.213.)22-3. Silasuttam(具)戒(五利益) Mv.I,227-8 

(A.5.214.)22-4. Bahubhanisuttam多談(人

之五失) 

 

(A.5.215.)22-5. Pathama-akkhantisuttam No.150.《七處三觀 24 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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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之五失)(1) 正藏 2.879b) 

(A.5.216.)22-6. Dutiya-akkhantisuttam不

忍(之五失)(2) 

 

(A.5.217.)22-7. Pathama-apasadikasuttam

不端正(之五失)(1) 

 

(A.5.218.)22-8. Dutiya-apasadikasuttam

不端正(之五失)(2) 

 

(A.5.219.)22-9. Aggisuttam火(之五失)  

(A.5.220.)22-10. Madhurasuttam摩偷羅

(國之五失) 

 

(23) 3. Dighacarikavaggo長遊行品  

(A.5.221.)23-1. 

Pathamadighacarikasuttam長遊行(之五

失) (1) 

《增壹阿含 33.7 經》(大正藏

2.688c) 

(A.5.222.)23-2. Dutiyadighacarikasuttam

長遊行(之五失) (2) 

 

(A.5.223.)23-3. Atinivasasuttam久住(之

五失) 

 

(A.5.224.)23-4. Maccharisuttam(久住五)

慳 

 

(A.5.225.)23-5. Pathamakulupakasuttam

到俗家(之五失)(1) 

 

(A.5.226.)23-6. Dutiyakulupakasuttam到  



 570 

俗家(之五失)(2) 

(A.5.227.)23-7. Bhogasuttam財富(之五

失) 

 

(A.5.228.)23-8. Ussurabhattasuttam午後

食(之五失) 

 

(A.5.229.)23-9. 

Pathamakanhasappasuttam黑蛇(、女人之

五失)(1) 

 

(A.5.230.)23-10. Dutiyakanhasappasuttam

黑蛇(、女人之五失)(2) 

 

(24) 4. Avasikavaggo舊住品  

(A.5.231.)24-1. Avasikasuttam舊住(比丘,

五法不可崇敬) 

 

(A.5.232.)24-2. Piyasuttam(舊住比丘五

法)可愛 

 

(A.5.233.)24-3. Sobhanasuttam(舊住比丘

五法)莊嚴(住處) 

 

(A.5.234.)24-4. Bahupakarasuttam(舊住

比丘五法)多益(住處) 

 

(A.5.235.)24-5. Anukampasuttam(舊住比

丘五法)悲愍(在家) 

 

(A.5.236.)24-6. 

Pathama-avannarahasuttam不查詢(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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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五法墮地獄)(1) 

(A.5.237.)24-7. Dutiya-avannarahasuttam

不查詢(舊住比丘,五法墮地獄)(2) 

 

(A.5.238.)24-8. Tatiya-avannarahasuttam

不查詢(舊住比丘,五法墮地獄)(3) 

 

(A.5.239.)24-9. 

Pathamamacchariyasuttam(舊住比丘五)

慳(墮地獄)(1) 

 

(A.5.240.)24-10. 

Dutiyamacchariyasuttam(舊住比丘五)慳

(墮地獄)(2) 

 

(25) 5. Duccaritavaggo惡行品  

(A.5.241.)25-1. Pathamaduccaritasuttam

惡行(1) 

No.150.《七處三觀 22 經》(大

正 2.879a) 

(A.5.242.)25-2. 

Pathamakayaduccaritasuttam身惡行(1) 

No.150.《七處三觀 22 經》(大

正 2.879a) 

(A.5.243.)25-3. 

Pathamavaciduccaritasuttam語惡行(1) 

No.150.《七處三觀 22 經》(大

正 2.879a) 

(A.5.244.)25-4. 

Pathamamanoduccaritasuttam意惡行(1) 

No.150.《七處三觀 22 經》(大

正 2.879a) 

(A.5.245.)25- 5. Dutiyaduccaritasuttam惡

行(2) 

 

(A.5.24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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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yakayaduccaritasuttam身惡行(2) 

(A.5.247.)25-7. 

Dutiyavaciduccaritasuttam語惡行(2) 

 

(A.5.248.)25-8. 

Dutiyamanoduccaritasuttam意惡行(2) 

 

(A.5.249.)25-9. Sivathikasuttam塚間(之

五失) 

 

(A.5.250.)25-10. Puggalappasadasuttam愛

補特伽羅(之五失) 

 

(26) 6. Upasampadavaggo具足(戒)品  

(A.5.)26-1. Upasampadetabbasuttam應受

具足(戒) 

 

(A.5.)26-2. Nissayasuttam依止  

(A.5.)26-3. Samanerasuttam沙彌  

(A.5.)26-4. Pabcamacchariyasuttam五慳  

(A.5.)26-5. Macchariyappahanasuttam斷

慳 

 

(A.5.)26-6. Pathamajhanasuttam初禪  

(A.5.)26-7-13. 

Dutiyajhanasuttadisattakam第二禪經等 

 

(A.5.)26-14. Aparapathamajhanasuttam另

外的初禪 

 

(A.5.)26-15- 21.  



 573 

Aparadutiyajhanasuttadisattakam另外的

第二禪經等 

(A.5.)26-21- 1. Sammutipeyyalam一般意

見廣說 

 

(A.5.)26-21-1-1. Bhattuddesakasuttam培

養弘法者 

 

(A.5.)26-21-1-12~14. 

Senasanapabbapakasuttaditerasakam施設

床座人經等 

 

(A.5.)26-21-2. Sikkhapadapeyyalam學處

廣說 

 

(A.5.)26-21-2-1. Bhikkhusuttam比丘經  

(A.5.)26-21-2-2- 7. 

Bhikkhunisuttadichakkam比丘尼經等 

 

(A.5.)26-21-2-8. Ajivakasuttam邪命[外

道] 

 

(A.5.)26-21-2-9- 17. 

Niganthasuttadinavakam離繫經等 

 

(A.5.)26-21-3. Ragapeyyalam染廣說  

Chakkanipatapali六集  

1. Ahuneyyavaggo應請品  

(A.6.1.)1-1. Pathama-ahuneyyasuttam(眼

見色等,不喜不憂)應請(1) 

《集異門足論》第十五(大正藏

26.4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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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1-2. Dutiya-ahuneyyasuttam(領受

各種神通等)應請(2) 

《增壹阿含 37-1.5 經》(大正藏

2.712a)，《集異門足論》第十

六(大正藏 26.432b) 

(A.6.3.)1-3. Indriyasuttam(六)根(成就之

比丘是世間無上福田) 

 

(A.6.4.)1-4. Balasuttam(六)力(成就之比

丘是世間無上福田) 

 

(A.6.5.)1-5. Pathama-ajaniyasuttam(成就

六支王之)良馬(1) 

 

(A.6.6.)1-6. Dutiya-ajaniyasuttam(成就六

支王之)良馬(2) 

 

(A.6.7.)1-7. Tatiya-ajaniyasuttam(成就六

支王之)良馬(3) 

 

(A.6.8.)1-8. Anuttariyasuttam(見、聞、

利、學、行、念)無上 

《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藏

26.433b) 

(A.6.9.)1-9. Anussatitthanasuttam(佛.法.

僧.戒.捨.天)隨念處 

《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藏

26.433b) 

(A.6.10.)1-10. Mahanamasuttam摩訶男

(聖弟子多住於佛.法.僧.戒.捨.天) 

《雜阿含 931 經》(大正藏

2.237c)，《別譯雜阿含 156 經》

(大正藏 2.432b)，《集異門足論》

第十六(大正藏 26.433a)，《法

蘊足論》第八(大正藏 26.492c) 

2. Saraniyavaggo可念品  



 575 

(A.6.11.)2-1. Pathamasaraniyasuttam可念

(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1) 

D.33./III,248.，《集異門足論》

第十五(大正藏 26.430b) 

(A.6.12.)2-2. Dutiyasaraniyasuttam可念

(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 (2) 

D.33./III,248.，《集異門足論》

第十五(大正藏 26.430b)，《增

壹阿含 37.1 經》 

(A.6.13.)2-3. Nissaraniyasuttam出離界

(慈離瞋,悲離害,喜離不樂,捨離貪,無相

離一切相,離疑我慢斷) 

D.33./III,248.，《集異門足論》

第十五(大正藏 26.430b) 

(A.6.14.)2-4. Bhaddakasuttam賢者(不好

事業.談說.睡眠.伴侶.雜鬧.戲論) 

 

(A.6.15.)2-5. Anutappiyasuttam(好事業.

談說.睡眠.伴侶.雜鬧.戲論,命終時)後悔 

 

(A.6.16.)2-6. Nakulapitusuttam那拘羅之

父(罹病,那拘羅母安撫) 

 

(A.6.17.)2-7. Soppasuttam睡覺(不護根

門,食不知量,不勤覺醒,不觀善法,不諸漏

已盡) 

 

(A.6.18.)2-8. Macchabandhasuttam漁夫

(身壞命終生於惡處) 

 

(A.6.19.)2-9. 

Pathamamaranassatisuttam(於入息出息

間)念死(1) 

A.8.73. Maranasati (入息已出

息、出息已入息)念死(1)，《增

壹阿含 40-2.8 經》(大正藏

2.7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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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0.)2-10. 

Dutiyamaranassatisuttam(死緣多)念死(2) 

 

3. Anuttariyavaggo無上品  

(A.6.21.)3-1. Samakasuttam (在釋迦族)

舍摩迦(好事業.談說.睡眠.伴侶,惡言.惡

友) 

 

(A.6.22.)3-2. Aparihaniyasuttam不退法

(不好事業.談說.睡眠.伴侶,柔和.善友) 

《增支部》A.6.31. Sekhasuttam 

(好事業.談說.睡眠.伴侶,不護

根門.不知食量)令有學(退

失)、A.7.22. 

Dutiyasattakasuttam 七(不衰

法)(2)，《長部》D.16.《大般

涅槃經》(七不衰法) 

(A.6.23.)3-3. Bhayasuttam怖(是欲之增上

語) 

 

(A.6.24.)3-4. Himavantasuttam(成就六法

之比丘能壞)雪山王 

 

(A.6.25.)3-5. Anussatitthanasuttam (佛.

法.僧.戒.捨.天)隨念處 

 

(A.6.26.)3-6.Mahakaccanasuttam(具壽)

摩訶迦旃延(說六隨念處) 

《雜阿含 550 經》(大正藏

2.143b) 

(A.6.27.)3-7. Pathamasamayasuttam (謁

見修意比丘之)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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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8.)3-8. Dutiyasamayasuttam (謁見

修意比丘之)時(2) 

 

(A.6.29.)3-9. Udayisuttam(具壽)優陀夷

(第三禪,光明想,32身分,不淨觀,第四禪,

正念正知) 

 

(A.6.30.)3-10. Anuttariyasuttam(見、聞、

利、學、行,六)無上 

《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藏

26.433b) 

4. Devatavaggo天品  

(A.6.31.)4-1. Sekhasuttam (好事業.談說.

睡眠.伴侶,不護根門.不知食量)令有學

(退失) 

《增支部》A.6.21.、A.6.22.、

A.7.22.；D.16./II,78.(CSCD pg. 

2.0066) 

(A.6.32.)4-2. 

Pathama-aparihanasuttam(恭敬師.法.僧.

學.不放逸.承迎,六)不退(1) 

《集異門足論》第十五(大正藏

26.429c)，*偈--《增支部》A.7.31. 

(A.6.33.)4-3. Dutiya-aparihanasuttam(恭

敬師.法.僧.學.慚.愧,六)不退(2) 

 

(A.6.34.)4-4. Mahamoggallanasuttam摩

訶目犍連(查天人預流之智) 

 

(A.6.35.)4-5. Vijjabhagiyasuttam(無常.無

常苦.苦無我.斷.離貪.滅想)順明分之法 

《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藏

26.432c) 

(A.6.36.)4-6. Vivadamulasuttam(不敬

師、法、僧、學等,六)諍根 

《集異門足論》第十五(大正藏

26.431a)，參照 D.33./III,246.，

M.104. Samagamasuttam 舍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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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經，《中阿含 196 經》周那

經(大正 1.752.) 

(A.6.37.)4-7. Chalavgadanasuttam六支具

足之施(施者:施前.正施.施已意悅；受者:

離貪.瞋.癡) 

 

(A.6.38.)4-8. Attakarisuttam自作(、他作) 《雜阿含 459 經》(大正藏

2.117c) 

(A.6.39.)4-9. Nidanasuttam(貪、瞋、癡,

集業之三)緣 

 

(A.6.40.)4-10. Kimilasuttam(具壽)金毘羅

(問如來滅後正法久不久住) 

 

(A.6.41.)4-11. Darukkhandhasuttam(具神

通可令)木堆(變地.水.火.風.淨.不淨) 

《雜阿含 494 經》(大正藏

2.128c) 

(A.6.42.)4-12. Nagitasuttam(具壽)那祇多

(棄利養.恭敬.名聞等,可住林中) 

《雜阿含 1250 經》(大正藏

2.343b)，《增支部》A.5.30.之

初，A.8.86. 

5. Dhammikavaggo曇彌品  

(A.6.43.)5-1. Nagasuttam(不作不善事之

人皆稱為)象 

《中阿含 118 經》龍象經(大正

藏 1.608b)。同頌文是《長老偈》

Theragatha vv.689-704 

(A.6.44.)5-2. Migasalasuttam鹿住優婆夷

家(問梵行與非梵行者後世生於同一趣) 

《雜阿含 991 經》(大正藏

2.258a) 

(A.6.45.)5-3. Inasuttam債務 《中阿含 125 經》貧窮經(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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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1.614a) 

(A.6.46.)5-4. Mahacundasuttam(具壽)摩

訶周那(法相應比丘與靜慮比丘) 

 

(A.6.47.)5-5. 

Pathamasanditthikasuttam(有貪知有貪,無

貪知無貪等)現見(1) 

 

(A.6.48.)5-6. Dutiyasanditthikasuttam(有

貪知有貪,無貪知無貪等)現見(2) 

 

(A.6.49.)5-7. Khemasuttam (具壽)差摩

(解脫者不念:我勝.我等.我劣) 

 

(A.6.50.)5-8. Indriyasamvarasuttam護根

(具足戒之所依等) 

 

(A.6.51.)5-9. Anandasuttam(具壽)阿難(:

比丘聞未聞之法等) 

 

(A.6.52.)5-10. Khattiyasuttam剎帝利(等,

近行﹑所托﹑思慕﹑究竟) 

《增壹阿含 37.8 經》(大正

2.714b)，《中阿含 149 經》何

欲經(大正藏 1.660c) 

(A.6.53.)5-11. Appamadasuttam不放逸

(能完成現法利及未來利) 

 

(A.6.54.)5-12. Dhammikasuttam(王舍城

具壽)曇彌(謾罵) 

《中阿含 130 經》教曇彌經(大

正藏 1.618b) 

6. Mahavaggo大品  

(A.6.55.)6-1. Sonasuttam(精進第一具壽) 《中阿含 123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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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籠那 1.611c)，《雜阿含 254 經》(大

正藏 2.62b)，《增壹阿含 23.3

經》(大正藏 2.612a)，《四分律》

三八(大正藏 22.844b)，

Mahavagga V,I,I-192 等。 

(A.6.56.)6-2. Phaggunasuttam (具壽)叵求

那(常研法義六利) 

《雜阿含 1023 經》(大正藏

2.266c) 

(A.6.57.)6-3. Chalabhijatisuttam(外道富

蘭那迦葉施設)六生類 

《集異門足論》第一六(大正藏

26.434a) 

(A.6.58.)6-4. Asavasuttam(一切)漏(以律

儀斷,則以律儀斷等) 

《中部》M. 2. Sabbasavasuttam 

一切漏經，《中阿含 10 經》漏

盡經(大正 1.431.)，《一切流攝

守因經》(大正 1.813.)，《增壹

阿含 40.6 經》淨諸漏(大正

2.740.) 

(A.6.59.)6-5. Darukammikasuttam木材商

之居士(應訶責、應稱讚之比丘) 

 

(A.6.60.)6-6. Hatthisariputtasuttam(具壽)

質多羅‧象舍利子(棄學,再度出家,證果) 

《中阿含 82 經》支離彌梨經(大

正藏 1.557c) 

(A.6.61.)6-7. Majjhesuttam在中間(or 

Parayana波羅延) 

《雜阿含 1164 經》(大正藏

2.310b)，偈--《經集》Suttanipata 

v.1042. 

(A.6.62.)6-8. Purisindriyabanasuttam(如 《中阿含 112 經》阿奴波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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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心觀心了知)人根之智 正藏 1.600c)，《佛說阿耨風經》

(大正 1.853c) 

(A.6.63.)6-9. Nibbedhikasuttam決擇(法之

法門：應知欲.受.想.漏.業.苦之緣起、差

別、異熟、滅、趣滅之道) 

《中阿含 111 經》達梵行經(大

正藏 1.599b)，《佛說漏分布經》

(大正 1.851b)，偈-- S.1.37.，《雜

阿含 752 經》(大正藏 2.199a)，

《法蘊足論》卷六(大正藏

26.482b)，《俱舍論》卷八(大

正藏 29.41c) 

(A.6.64.)6-10. Sihanadasuttam(如來六力

能作)師子吼 

《雜阿含 686、687 經》(大正

藏 2.187) 

7. Devatavaggo天神品  

(A.6.65.)7-1. Anagamiphalasuttam(斷不

信.無慚.無愧.懈怠.失念.無慧能證)不還

果 

 

(A.6.66.)7-2. Arahattasuttam(斷惛忱.睡

眠.掉舉.惡作.不信.放逸能證)阿羅漢果 

 

(A.6.67.)7-3. Mittasuttam(以惡人為)友

(而不得圓滿上進之法等) 

 

(A.6.68.)7-4. Savganikaramasuttam喜歡

交際(不得遠離、獨處等) 

 

(A.6.69.)7-5. Devatasuttam天人(說敬師.

法.僧.學.善言.有善友,令比丘不退) 

《集異門足論》第十五(大正藏

26.4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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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0.)7-6. Samadhisuttam(依)三摩地

(受用神通) 

 

(A.6.71.)7-7. Sakkhibhabbasuttam(不知順

退分法等)不能親證 

 

(A.6.72.)7-8. Balasuttam(不善巧入三摩

地等,不堪得)力 

 

(A.6.73.)7-9. Pathamatajjhanasuttam不斷

愛、瞋、惛眠、掉悔、疑、諸欲六法,不

得初禪(1) 

 

(A.6.74.)7-10. Dutiyatajjhanasuttam(不斷

欲尋、恚尋、害尋、欲想、恚想、害想,

不得初)禪(1) 

 

8. Arahattavaggo阿羅漢果品  

(A.6.75.)8-1. Dukkhasuttam(欲.恚.害尋，

欲.恚.害想之比丘死後墮)苦 

 

(A.6.76.)8-2. Arahattasuttam(不斷慢.卑

慢.過慢.增上慢.傲慢.卑卑慢,不能證)阿

羅漢果 

 

(A.6.77.)8-3. 

Uttarimanussadhammasuttam(不斷失念

等六法,不能證)過人法 

 

(A.6.78.)8-4. Sukhasomanassasuttam (樂

法.修.斷.遠離.無惱害.無戲論,多)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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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9.)8-5. Adhigamasuttam(成就六法)

獲得(未得,增大已得善法) 

 

(A.6.80.)8-6. Mahantattasuttam(成就六法

比丘,不久於諸法得)大廣性 

 

(A.6.81.)8-7. Pathamanirayasuttam)(殺生

等,墮)地獄(1) 

 

(A.6.82.)8-8. Dutiyanirayasuttam(妄語等,

墮)地獄(2) 

 

(A.6.83.)8-9. Aggadhammasuttam(不信

等,不能證)最上法 

 

(A.6.84.)8-10. Rattidivasasuttam夜晝(來

皆唯預期善法退失) 

 

9. Sitivaggo清涼品  

(A.6.85.)9-1. Sitibhavasuttam(成就六法

之比丘,不堪證無上)清涼性 

 

(A.6.86.)9-2. Avaranasuttam業障(等,雖聞

法亦不堪入正性決定) 

 

(A.6.87.)9-3.Voropitasuttam剝奪(母命、

父命等,不堪入正性決定) 

 

(A.6.88.)9-4. Sussusatisuttam好聽(等,堪

入正性決定) 

 

(A.6.89.)9-5.Appahayasuttam不棄(薩迦

耶見等,不堪入正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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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90.)9-6. Pahinasuttam斷(薩迦耶見

等,見具足之補特伽羅) 

 

(A.6.91.)9-7. Abhabbasuttam不生(薩迦耶

見等,見具足之補特伽羅) 

 

(A.6.92.)9-8. 

Pathama-abhabbatthanasuttam(不敬師等,

見具足補特伽羅)不住處(1) 

 

(A.6.93.)9-9. 

Dutiya-abhabbatthanasuttam(不住思一切

行為常等)不住處(2) 

 

(A.6.94.)9-10. 

Tatiya-abhabbatthanasuttam (不住殺母

等)不住處(3) 

 

(A.6.95.)9-11. 

Catuttha-abhabbatthanasuttam (不住自作

苦樂之見等)不住處(4) 

 

10. Anisamsavaggo勝利品  

(A.6.96.)10-1. Patubhavasuttam出現(如

來等難得) 

 

(A.6.97.)10-2. Anisamsasuttam(證預流果

之六種)勝利 

 

(A.6.98.)10-3. Aniccasuttam(觀一切行是)

常(之比丘,不成就隨順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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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99.)10-4. Dukkhasuttam(觀一切行)

苦(之比丘,成就隨順忍) 

 

(A.6.100.)10-5. Anattasuttam(觀一切行)

無我(之比丘,成就隨順忍) 

 

(A.6.101.)10-6. Nibbanasuttam (觀)涅槃

(是苦之比丘,不成就隨順忍) 

 

(A.6.102.)10-7. Anavatthitasuttam(觀一切

行)不住(當盡等,善生無常想) 

 

(A.6.103.)10-8. Ukkhittasikasuttam(觀一

切行起涅槃想,如)拔刀(劊子手,善生苦

想) 

 

(A.6.104.)10-9. Atammayasuttam(觀一切

世間,無)彼類(善生無我想) 

 

(A.6.105.)10-10. Bhavasuttam(欲有、色

有、無色有,三)有(應斷) 

 

(A.6.106.)10-11. Tanhasuttam(欲愛、有

愛、無有愛,三)愛(應斷) 

 

11. Tikavaggo三法品  

(A.6.107.)11-1. Ragasuttam (貪、瞋、癡,

三)染(應斷) 

 

(A.6.108.)11-2. Duccaritasuttam(身、語、

意,三)惡行(應斷) 

 

(A.6.109.)11-3. Vitakkasuttam(欲、恚、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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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尋(應斷) 

(A.6.110.)11-4. Sabbasuttam(欲、恚、害,

三)想(應斷) 

 

(A.6.111.)11-5. Dhatusuttam (欲、恚、害,

三)界(應斷) 

 

(A.6.112.)11-6. Assadasuttam常(見、隨我

見、邪見應斷) 

 

(A.6.113.)11-7. Aratisuttam不樂(、害、非

法行應斷) 

 

(A.6.114.)11-8. Santutthitasuttam喜足(、

正知、少欲應修) 

 

(A.6.115.)11-9. Dovacassatasuttam惡言

(、惡友性、心亂應斷) 

 

(A.6.116.)11-10. Uddhaccasuttam掉舉(、

不律儀、放逸應斷) 

 

12. Samabbavaggo沙門品  

(A.6.117.)12-1. Kayanupassisuttam(不斷

欲愛.談愛.眠愛.眾愛.不護根門.不知食

量,不堪)隨觀身 

 

(A.6.118.)11-2. Dhammanupassisuttam 

(不斷六法,不堪)隨觀法 

 

(A.6.119.)12-3. Tapussasuttam提謂(居士

成就佛證淨等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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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20.)12-4- 23. Bhallikadisuttani波利

(居士成就佛證淨等六法) 

 

(A.6.)12-13. Ragapeyyalam染廣說  

(A.6.121.) 《集異門足論》十六(大正藏

26.433b) 

(A.6.122.)  

(A.6.123.)  

(A.6.124.)  

Sattakanipatapali七集  

1. Dhanavaggo財品  

(A.7.1.)1-1. Pathamapiyasuttam(不欲利

養.尊敬.名譽,慚.愧.少欲.有正見)所愛(1) 

 

(A.7.2.)1-2. Dutiyapiyasuttam (不欲利養.

尊敬.名譽,慚.愧,不嫉妒.不慳吝)所愛(2) 

 

(A.7.3.)1-3. Samkhittabalasuttam簡說

(信、精進、慚、愧、念、三昧、慧,七)

力 

《雜阿含 688~690 經》(大正

2.187~188)；cf. 《增支部》

A.7.4~5. 

(A.7.4.)1-4. Vitthatabalasuttam詳說(信、

精進、慚、愧、念、三昧、慧,七)力 

《雜阿含 688~690 經》(大正

2.187~188)；cf. 《增支部》

A.7.3、A.7.5. 

(A.7.5.)1-5. Samkhittadhanasuttam簡說

(信、戒、慚、愧、聞、捨、慧,七)財 

《雜阿含 688~690 經》(大正

2.187~188)；cf. 《增支部》

A.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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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6.)1-6. Vitthatadhanasuttam詳說

(信、戒、慚、愧、聞、捨、慧,七)財 

 

(A.7.7.)1-7. Uggasuttam郁伽(大臣問財

富) 

 

(A.7.8.)1-8. Samyojanasuttam(隨貪、瞋、

見、疑、慢、有貪、無明,七)結 

 

(A.7.9.)1-9. Pahanasuttam斷(七)結  

(A.7.10.)1-10. Macchariyasuttam(隨貪、

瞋、見、疑、慢、嫉、)慳 

 

2. Anusayavaggo隨眠品  

(A.7.11.)2-1. Pathama-anusayasuttam(欲

染.瞋.見.疑.慢.有染.無明)隨眠(1) 

 

(A.7.12.)2-2. Dutiya-anusayasuttam(欲染.

瞋.見.疑.慢.有染.無明)隨眠(2) 

 

(A.7.13.)2-3. Kulasuttam(不喜迎.問訊.與

座,秘藏真實等之)家族 

 

(A.7.14.)2-4. Puggalasuttam(俱分.慧.身

證.見至.信解.隨法.隨信)補特伽羅 

 

(A.7.15.)2-5. Udakupamasuttam (七種於)

水中之補特伽羅 

 

(A.7.16.)2-6. Aniccanupassisuttam無常隨

觀 

 

(A.7.17.)2-7. Dukkhanupassisuttam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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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PTS：A.7.17.)2-8. Anattanupassisuttam

無我隨觀 

 

(PTS：A.7.17.)2-9. Nibbanasuttam涅槃  

(A.7.18.)2-10. Niddasavatthusuttam(七種)

無十事 

 

3. Vajjisattakavaggo跋耆品  

(A.7.19.)3-1. Sarandadasuttam薩蘭達(塔) D.16. Mahaparinibbanasuttam

大般涅槃經 

(A.7.20.)3-2. Vassakarasuttam造雨者(大

臣婆羅門) 

D.16./II,77-78. (CSCD pg. 

2.0066) 

(A.7.21.)3-3. Pathamasattakasuttam七(不

衰法)(1) 

D.16./II,77-78. (CSCD pg. 

2.0066) 

(A.7.22.)3-4. Dutiyasattakasuttam七(不衰

法)(2) 

D.16./II,77-78. (CSCD pg. 

2.0066) 

(A.7.23.)3-5. Tatiyasattakasuttam七(不衰

法)(3) 

D.16./II,77-78. (CSCD pg. 

2.0066) 

(A.7.24.)3-6. Bojjhavgasuttam(七)覺支 D.16./II,79. (CSCD pg. 2.0067) 

(A.7.25.)3-7. Sabbasuttam(無常)想 D.16./II,79. (CSCD pg. 2.0067) 

(A.7.26.)3-8. Pathamaparihanisuttam(七

法導致)衰減(1) 

 

(A.7.27.)3-9. Dutiyaparihanisuttam(七法

導致優婆塞)衰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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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28.)3-10. Vipattisuttam(優婆塞之七

種)不幸 

 

(A.7.29.)3-11. Parabhavasuttam不幸  

4. Devatavaggo天品  

(A.7.30.)4-1. Appamadagaravasuttam尊

敬不放逸 

 

(A.7.32.)4-2. Hirigaravasuttam尊敬慚(愧

等) 

 

《增支部》A.6.33.  

(A.7.33.)4-3. Pathamasovacassatasuttam

柔和(1) 

 

《增支部》A.6.33.  

(A.7.34.)4-4. Dutiyasovacassatasuttam柔

和(2) 

 

(A.7.35.)4-5. Pathamamittasuttam(成就七

支之比丘可親近為)友(1) 

 

(A.7.36.)4-6. Dutiyamittasuttam(成就七

支之比丘可親近為)友(2) 

 

(A.7.37.)4-7. Pathamapatisambhidasuttam

四無礙解(1) 

 

(PTS：A.7.37.)4-8. 

Dutiyapatisambhidasuttam四無礙解(2) 

 

(A.7.38.)4-9. Pathamavasasuttam成就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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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比丘心欲則如意而轉(1) 

(PTS：A.7.38.)4-10. Dutiyavasasuttam成

就七法之比丘心欲則如意而轉(2) 

 

(A.7.39.)4-11. Pathamaniddasasuttam無十

(之比丘)(1) 

 

(A.7.40.)4-12. Dutiyaniddasasuttam無十

(之比丘)(2) 

 

5. Mahayabbavaggo大供犧品  

(A.7.41.)5-1. Sattavibbanatthitisuttam七

識住 

《集異門足論》第十七(大正藏

26.437c) 

(A.7.42.)5-2. Samadhiparikkharasuttam七

個定的資糧 

 

(A.7.43.)5-3. Pathama-aggisuttam(七)火

(1) 

 

(A.7.44.)5-4. Dutiya-aggisuttam(七)火(2) 《雜阿含 93 經》(大正藏

2.24b)，《別譯雜阿含 259 經》

(大正藏 2.464b) 

(A.7.45.)5-5. Pathamasabbasuttam七想(1) 

七想：不淨想、死想、食不淨想、一切

世間不可樂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

無我想。 

《長部》等誦經 D.33./III,253.，

《長阿含 9 經》眾集經(大正藏

1.49) 

(A.7.46.)5-6. Dutiyasabbasuttam七想(2)  

(A.7.47.)5-7. Methunasuttam行婬 《增壹阿含 37.9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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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8.)5-8. Samyogasuttam結  

(A.7.49.)5-9. Danamahapphalasuttam施有

大果 

 

(A.7.50.)5-10. Nandamatasuttam難陀母

(優婆夷) 

 

6. Abyakatavaggo無記品  

(A.7.51.)6-1. Abyakatasuttam無記 《中阿含 220 經》見經、《邪

見經》(大正藏 1.917) 

(A.7.52.)6-2. Purisagatisuttam(七種之)人

趣 

《中阿含 6 經》善人往經 

(A.7.53.)6-3. Tissabrahmasuttam(帝須)比

丘 

 

(A.7.54.)6-4. Sihasenapatisuttam師子將

軍 

 

(A.7.55.)6-5. Arakkheyyasuttam(如來之

四)不護 

 

(A.7.56.)6-6. Kimilasuttam(具壽)金毘羅

(問正法得久不久住) 

《增支部》A.6.40. 

Kimilasuttam(具壽)金毘羅(問

如來滅後正法久不久住) 

(A.7.57.)6-7. Sattadhammasuttam七法

(信、具戒等) 

 

(A.7.58.)6-8. Pacalayamanasuttam(具壽

目犍連)打瞌睡 

《長老偈》

Thag.vv.114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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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S.22.96.，《中阿含 83 經》

長老上尊睡眠經，《佛說離睡

經》(大正 1.837a) 

(PTS：A.7.58.)6-9. Mettasuttam(修七年

之)慈 

S.22.96. Gomaya 牛糞；《中阿

含 61 經》牛糞喻經（大正 1.496

中）；《中阿含 138 經》福經（大

正 1.645 下）；《增壹阿含 10.7

經》（大正 2.565 中~下）；《雜

阿含 264 經》；《如是語經》

It.22.Pubba(福) 

(A.7.59.)6-10. Bhariyasuttam (七種男子

之)妻 

《增壹阿含 51.9 經》，No.141.

《佛說阿遬達經》(大正

2.863)，No.142《佛說玉耶女經》

(大正 2..863)，No.142.《玉耶女

經》(大正 2.864)，No.143.《玉

耶經》(大正 2.865) 

(A.7.60.)6-11. Kodhanasuttam (七種)瞋

恚 

《中阿含 129 經》怨家經 

7. Mahavaggo大品  

(A.7.61.)7-1. Hiri-ottappasuttam慚愧 《中阿含 45、46 經》慚愧經(上

~下)，cf. 《增支部》A.8.81. 

Satisampajabbasuttam 正念正知

(具足慚愧之所依等)、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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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 Pathama- 

upanisasuttam(破戒者害不悔

之)所依(1) 

(A.7.62.)7-2. Sattasuriyasuttam七個太陽 《長部》D.27. Aggabba，《中阿

含 8 經》七日經，《薩鉢多酥

哩踰捺野經》(大正 1.811c)，《增

壹阿含 40.1 經》 

(A.7.63.)7-3. Nagaropamasuttam城喻  

(A.7.64.)7-4. Dhammabbusuttam知法  

(A.7.65.)7-5. Paricchattakasuttam(忉利天

之)波利闍多伽(樹) 

《增壹阿含 39.2 經》，《中阿含

2 經》晝度樹經，No.28.《佛說

園生樹經》 

(A.7.66.)7-6. Sakkaccasuttam尊敬  

(A.7.67.)7-7. Bhavanasuttam修習  

(A.7.68.)7-8. Aggikkhandhopamasuttam

大火堆喻 

S.35.194.Adittena 燃燒(緬甸版

Adittapariyaya)；《增壹阿含

51.6 經》；《中阿含 5 經》木積

喻經；《雜阿含 241 經》 

(A.7.69.)7-9. Sunettasuttam妙眼(外道師) 《中阿含 160 經》阿蘭那經 

(A.7.70.)7-10. Arakasuttam阿羅迦(外道

師) 

《中阿含 160 經》阿蘭那經 

8. Vinayavaggo律品  

(A.7.71.)8-1. Pathamavinayadharasut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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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律者(1) 

(A.7.72.)8-2. Dutiyavinayadharasuttam持

律者(2) 

 

(A.7.73.)8-3. Tatiyavinayadharasuttam持

律者(3) 

 

(A.7.74.)8-4. Catutthavinayadharasuttam

持律者(4) 

 

(A.7.75.)8-5. 

Pathamavinayadharasobhanasuttam持律

者莊嚴(1) 

 

(A.7.76.)8-6. 

Dutiyavinayadharasobhanasuttam持律者

莊嚴(2) 

 

(A.7.77.)8-7. 

Tatiyavinayadharasobhanasuttam持律者

莊嚴(3) 

 

(A.7.78.)8-8.Catutthavinayadharasobhana

suttam持律者莊嚴(4) 

 

(A.7.79.)8-9. Satthusasanasuttam(大)師之

教 

 

(A.7.80.)8-10. Adhikaranasamathasuttam

滅諍 

 

9. Samanavaggo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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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A.7.81.) 9-1. Bhikkhusuttam比丘  

(CSCD：A.7.82.) 9-2. Samanasuttam沙門  

(CSCD：A.7.83.) 9-3. Brahmanasuttam婆

羅門 

 

(CSCD：A.7.84.) 9-4. Sottiyasuttam吉祥

者 

 

(CSCD：A.7.85.) 9-5. Nhatakasuttam洗浴

者 

 

(CSCD：A.7.86.) 9-6. Vedagusuttam極智

者 

 

(CSCD：A.7.87.) 9-7. Ariyasuttam聖者  

(CSCD：A.7.88.) 9-8. Arahasuttam阿羅漢  

(CSCD：A.7.89.) 9-9. Asaddhammasuttam

無信法 

 

(CSCD：A.7.90.) 9-10. Saddhammasuttam

信法 

 

(CSCD：A.7.91.) (A.7.) 10. 

Ahuneyyavaggo可崇拜品 

 

(CSCD：A.7.92.) (A.7.) 11. 

Ragapeyyalam染廣說 

 

Atthakanipatapali八集  

1. Mettavaggo慈品  

(A.8.1.)1-1. Mettasuttam慈(則可求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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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覺樂、不見惡夢等,八種功德) 

(A.8.2.)1-2. Pabbasuttam(依止師等,八因

緣令得)慧 

 

(A.8.3.)1-3. Pathama-appiyasuttam(成就

八法之比丘受或不受)敬愛(1) 

 

(A.8.4.)1-4. Dutiya-appiyasuttam(成就八

法之比丘受或不受)敬愛(2) 

 

(A.8.5.)1-5. Pathamalokadhammasuttam

八世間法(利.衰.稱.譏.毀.譽.樂.苦)(1) 

《增壹阿含 43.8.經》世法(大正

藏 2.764b) 

(A.8.6.)1-6. Dutiyalokadhammasuttam八

世間法(利.衰.稱.譏.毀.譽.樂.苦) (2) 

《增壹阿含 43.8.經》世法(大正

藏 2.764b) 

(A.8.7.)1-7. Devadattavipattisuttam提婆

達多(利.衰.稱.譏.毀.譽.樂.苦) 

 

(A.8.8.)1-8. Uttaravipattisuttam(具壽)鬱

多羅(比丘應常觀自失他失、自得他得) 

 

(A.8.9.)1-9. Nandasuttam(具壽)難陀(大

力.端正.愛欲重,護根門.食知量.警寤.正

念正知) 

《雜阿含 275 經》(大正藏

2.73a) ，《增支部》A.9.4. 

(A.8.10.)1-10. Karandavasuttam(見他罪

時,乃知沙門之污、稃、)莠 

《中阿含 122 經》瞻波經(大正

藏 1.610c)，《增支部》A.8.20. 

2. Mahavaggo大品  

(A.8.11.)2-1. Verabjasuttam鞞蘭若(婆羅

門)沙門瞿曇(samano gotamo)是不敬老

《中阿含 157 經》黃蘆園經(大

正藏 1.679b)，《律藏》〈波羅



 598 

者(na jinne abhivadeti)、無色味者

(arasarupo)、無受用者(nibbhogo)、非作

業論者(akiriyavado)、斷滅論者

(ucchedavado)、厭嫌者(jegucchi)、調伏

者(venayiko)、苦行者(tapassi)、離胎者

(apagabbho)。 

夷〉Vin.vol.3.1. (CSCD pg.1) 

(A.8.12.)2-2. Sihasuttam(尼犍之弟子)師

子(將軍) 

《中阿含 18 經》師子經(大正

1.440c)，《律藏》〈大品〉

Vin.vol.1.233.(CSCD pg.328) 

(A.8.13.)2-3. Assajaniyasuttam(成就八分

王之)良馬 

《雜阿含 925 經》(大正藏

2.235b)，《別譯雜阿含 150 經》﹐

大正 No.115.馬有八態譬人經 

(A.8.14.)2-4. Assakhaluvkasuttam(八種)

未調馬 

《雜阿含 924 經》(大正藏

2.235a)，《別譯雜阿含 149

經》，大正 No.115 馬有八態

譬人經 

(A.8.15.)2-5. Malasuttam(八種)垢穢 

不讀誦者、無起業者、懈怠者、放逸者、

行為不檢者、慳吝者、惡不善法者、無

明者 

《法句經》Dhp.vv.241~243.前

半 

(A.8.16.)2-6. Duteyyasuttam(能聞.說.受.

持.解.與解.善助人.不諍)適於受命 

《律藏》Vin.vol.2.201. (CSCD 

pg.365) 

(A.8.17.)2-7.Pathamabandhanasuttam(女 《增阿含 44.5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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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色.笑.說.歌.啼.儀態.華果.觸)繫縛

(男子) (1) 

2.765c) 

(A.8.18.)2-8. Dutiyabandhanasuttam(女人

色.笑.說.歌.啼.儀態.華果.觸)繫縛(男

子)(2) 

 

(A.8.19.)2-9. Paharadasuttam波呵羅(阿

修羅王,大海、法律有八種希有法) 

《增阿含 42.4 經》(大正藏

2.752c)，《中阿含 35 經》阿修

羅經(大正藏 1.475c)，《施設論》

(大正藏 26.526c)，《律藏》

Vin.vol.2.237.(CSCD pg.419) 

(A.8.20.)2-10. Uposathasuttam布薩(坐中

有人破戒) 

《中阿含 37 經》瞻波經(大正

藏 1.478b)，《增壹阿含 48.2

經》(大正藏 2.786a)，

Vin.vol.2.236. (CSCD pg.418) 

3. Gahapativaggo居士品  

(A.8.21.)3-1. Pathama-uggasuttam郁伽

(優婆塞成就八種希有法)(1) 

《中阿含 38 經》郁伽長者(大

正藏 1.479c) 

(A.8.22.)3-2. Dutiya-uggasuttam郁伽(優

婆塞成就八種希有法) (2) 

《中阿含 38 經》郁伽長者(大

正藏 1.479c) 

(A.8.23.)3-3. Pathamahatthakasuttam呵哆

(優婆塞,有信.戒.慚.愧.多聞.捨.慧. 善不

欲人知) (1) 

《中阿含 41 經》手長者(大正

藏 1.484b) 

(A.8.24.)3-4. Dutiyahatthakasuttam呵哆 《中阿含 40 經》手長者(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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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婆塞,有信.戒.慚.愧.多聞.捨.慧. 善不

欲人知) (2) 

藏 1.482c) 

(A.8.25.)3-5. Mahanamasuttam(釋迦族)

摩訶男(問成為優婆塞、具戒、自利利他) 

《雜阿含 929 經》(大正

2.236c)，《別譯雜阿含 154 經》

(大正 2.431c) 

(A.8.26.)3-6. Jivakasuttam耆婆(問成為優

婆塞、具戒、自利利他) 

《雜阿含 929 經》(大正

2.236c)，《別譯雜阿含 154 經》

(大正 2.431c) 

(A.8.27.)3-7. Pathamabalasuttam(小兒

啼，婦女瞋等,八種)力(1) 

《增壹阿含 38-1.1 經》(大正藏

2.717b)，《雜阿含 692、693

經》(大正藏 2.188b) 

(A.8.28.)3-8. Dutiyabalasuttam((善觀諸

行無常、欲如火坑、心趣離等,八種)力(2) 

《雜阿含 694~698 經》(大正藏

2.188) 

(A.8.29.)3-9. Akkhanasuttam(梵行住有

八) 難ㄋ

ㄢˊ 

《增壹阿含 42.1 經》(大正藏

2.747a)，《中阿含 124 經》八

難(大正藏 1.613a) 

(A.8.30.)3-10. 

Anuruddhamahavitakkasuttam(具壽)阿那

律(八大人念) 

《增阿含 42.6 經》(大正藏

2.754a)，《中阿含 74 經》八念

(大正藏 1.540c) 

4. Danavaggo布施品  

(A.8.31.)4-1. Pathamadanasuttam(八種)

布施(1) 

《集異門足論》(大正藏

26.441a)，《長部》D.III,258. 

(A.8.32.)4-2. Dutiyadanasuttam布施(2) 《論事》Kathā-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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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p.341. 

(A.8.33.)4-3. Danavatthusuttam(八種)布

施事 

 

(A.8.34.)4-4. Khettasuttam(八分成就之)

田 

 

(A.8.35.)4-5. Danupapattisuttam(八種)布

施受生 

《集異門足論》(大正藏

26.442c)，《長部》III,258. 

(A.8.36.)4-6. 

Pubbakiriyavatthusuttam(施、戒、修三種)

福業事 

《長部》D.III,218.，《如是語

經》Iti.51. 

(A.8.37.)4-7. Sappurisadanasuttam善士

(八種施)(1) 

《增壹阿含 42.9 經》(大正藏

2.755b)，《增支部》A.5.147-148. 

(A.8.38.)4-8. Sappurisasuttam善士(八種

施)(2) 

 

(A.8.39.)4-9. Abhisandasuttam等流(=結

果) 

 

(A.8.40.)4-10. Duccaritavipakasuttam惡

行之果報 

 

5. Uposathavaggo布薩品  

(A.8.41.)5-1. Savkhittuposathasuttam略說

(八分成就之)布薩 

《增壹阿含 43.2 經》八關齋法

(大正藏 2.756c)，《增支部》

A.3.70./I,211. 

(A.8.42.)5-2. Vitthatuposathasuttam詳說 《中阿含 202 經》持齋經(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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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成就之)布薩 藏 1.770a)，偈--《增支部》

A.3.70./I,214-5. 

(A.8.43.)5-3. Visakhasuttam毘舍佉(鹿母

優婆夷,八分成就之布薩)(1) 

《中阿含 202 經》持齋經(大正

藏 1.770a)，*偈--《增支部》

A.3.70./I,214-5. 

(A.8.44.)5-4. Vasetthasuttam婆私吒(優婆

塞,八分成就之布薩) 

 

(A.8.45.)5-5. Bojjhasuttam菩闍(優婆夷,

八分成就之布薩) 

 

(A.8.46.)5-6. Anuruddhasuttam(具壽)阿

那律(成就八法之女,命終生可意眾天) 

《增支部》A.5.33. 

Uggahasuttam(敏達迦之孫女)

郁迦(成就五法之女死後生可

意天) 

(A.8.47.)5-7. Dutiyavisakhasuttam毘舍佉

(鹿母優婆夷,成就八法之女,命終生可意

眾天)(2) 

cf.《增支部》A.5.33. 

Uggahasuttam(敏達迦之孫女)

郁迦(成就五法之女死後生可

意天) 

(A.8.48.)5-8. Nakulamatasuttam那拘羅母

(成就八法之女,命終生可意眾天) 

cf.《增支部》A.5.33. 

Uggahasuttam(敏達迦之孫女)

郁迦(成就五法之女死後生可

意天) 

(A.8.49.)5-9. Pathama-idhalokikasuttam此

世(成就四法,有此世之勝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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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50.)5-10. Dutiya-idhalokikasuttam此

世(成就四法,有此世之勝伏) (2) 

 

(6) 1. Gotamivaggo瞿曇彌品  

(A.8.51.)6-1. Gotamisuttam瞿曇彌(求出

家) 

《律藏》〈小品〉

Vin.II,253.(CSCD pg.442. )，

《中阿含 116 經》瞿曇彌經(大

正藏 1.605a)，《瞿曇彌記果經》

(大正藏 1.856)，《四分律》48(大

正藏 22.922)，《五分律》(大正

藏 22.185)。 

(A.8.52.)6-2. Ovadasuttam(成就八法之比

丘)教誡(比丘尼) 

 

(A.8.53.)6-3. Samkhittasuttam(為瞿曇彌)

略說 

《律藏》Vin.II,258.(CSCD 

pg.449.) 

(A.8.54.)6-4. Dighajanusuttam長膝(=虎

路子,策起.守護.善友.等命,信.戒.捨.慧) 

《雜阿含 91 經》(大正藏

2.23a)，A.8.55. 

(A.8.55.)6-5. Ujjayasuttam鬱闍迦(婆羅

門,策起.守護.善友.等命,信.戒.捨.慧) 

《雜阿含 91 經》(大正藏

2.23a)，《別譯雜阿含 91 經》(大

正藏 2.404a)，A.8.54. 

(A.8.56.)6-6. Bhayasuttam怖畏(等,乃諸

欲之增上語) 

No.150.《七處三觀 28 經》(大

正藏 2.879c) 

(A.8.57.)6-7. Pathama-ahuneyyasuttam(成

就八法之比丘)應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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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58.)6-8. Dutiya-ahuneyyasuttam(成

就八法之比丘)應請(2) 

 

(A.8.59.)6-9. Pathamapuggalasuttam(向預

流果等,八種)補特伽羅(1) 

《人施設論》第八 Pug.Ch.8. 

(A.8.60.)6-10. Dutiyapuggalasuttam(向預

流果等,八種)補特伽羅(2) 

 

(7) 2. Bhumicalavaggo地震品  

(A.8.61.)7-1. Icchasuttam(起利養之)欲 A.8.77. Icchasuttam(利養之)欲 

(A.8.62.)7-2. Alamsuttam(於自於他)有能 《增支部》A.2.97.，《增支部》

A.8.78. 

(A.8.63.)7-3. Samkhittasuttam略說(慈悲

喜捨等) 

 

(A.8.64.)7-4. Gayasisasuttam(世尊住)伽

耶(八轉之依天智見) 

《中阿含 73 經》天經(大正藏

1.539b) 

(A.8.65.)7-5. Abhibhayatanasuttam(八)勝

處 

《增支部》A.10.29.，《集異門

足論》(大正藏 26.445b) 

(A.8.66.)7-6. Vimokkhasuttam(八)解脫 《集異門足論》(大正藏

26.443a)，cf.《增支部》A.8.94. 

(A.8.67.)7-7.Anariyavoharasuttam(不見

言見等,非聖者之)言說(1) 

《增支部》A.4.247、A.4.249. 

(A.8.68.)7-8. Ariyavoharasuttam(不見言

不見等,聖者之)言說(2) 

《增支部》A.4.248、A.4.250. 

(A.8.69.)7-9. Parisasuttam(剎帝利眾等, 《增壹阿含 42.7 經》(大正藏



 605 

八種)眾 2.754)，《集異門足論》(大正

藏 26.442.c)，《長部》

D.16./II,109.(三章二一~二三

節) 

(A.8.70.)7-10. Bhumicalasuttam(八種)地

震 

《增壹阿含 42.5 經》(大正

2.753c)，《中阿含 36 經》地動

經(大正藏 1.477b)，《長部》

D.16./II,106-109.(三章一 0-二 0

節)，《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

自說經(Ud.6.1)。 

(8) 3. Yamakavaggo雙品  

(A.8.71.)8-1. Pathamasaddhasuttam信(之

比丘)(1) 

 

(A.8.72.)8-2. Dutiyasaddhasuttam信(之比

丘)(2) 

 

(A.8.73.)8-3. 

Pathamamaranassatisuttam(入息已出

息、出息已入息)念死(1) 

《增壹阿含 40.8 經》(大正藏

2.741c)，《增支部》A.9.19.天

人(追悔不追悔) 

(A.8.74.)8-4. Dutiyamaranassatisuttam 

(多死之緣)念死(2) 

《增支部》A.6.20. 

Dutiyamaranassatisuttam(死緣

多)念死(2) 

(A.8.75.)8-5. Pathamasampadasuttam(在

家人八種)具足(1) 

《增支部》A.8.54.長膝(=虎路

子,策起.守護.善友.等命,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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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慧) 

(A.8.76.)8-6. Dutiyasampadasuttam(在家

人八種)具足(2) 

《增支部》A.8.54. 長膝(=虎路

子,策起.守護.善友.等命,信.戒.

捨.慧)，《增支部》A.8.75. 

Pathamasampadasuttam(在家人

八種)具足(1) 

(A.8.77.)8-7. Icchasuttam(利養之)欲 《增支部》A.8.61. 

Icchasuttam(起利養之)欲 

(A.8.78.)8-8. Alamsuttam(比丘於自於他)

有能 

《增支部》A.8.62. 

Alamsuttam(於自於他)有能 

(A.8.79.)8-9. Parihanasuttam(八法令有學

比丘)退失 

《增支部》A.6.14. 

Bhaddakasuttam 賢者(不好事

業.談說.睡眠.伴侶.雜鬧.戲論) 

(A.8.80.)8-10. 

Kusitarambhavatthusuttam(八種)懈怠

事、(八種)精進事 

《長部》等誦經 D.33./III,255.，

《集異門足論》卷十八(大正藏

26.441c) 

(9) 4. Sativaggo念品  

(A.8.81.)9-1.Satisampajabbasuttam正念

正知(具足慚愧之所依等) 

《中阿含 44 經》(大正藏

1.485c)，《中阿含 45~46 經》

慚愧經(上、下)(大正藏

1.486a)，《增支部》A.7.61. 

Hiri-ottappasuttam 慚愧 

(A.8.82.)9-2. Punniyasuttam(具壽)弗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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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何故如來有時說法,有時不說) 

(A.8.83.)9-3. Mulakasuttam(一切諸法以

何為)根本 

《中阿含 113 經》諸法本經(大

正藏 1.602b) 

(A.8.84.)9-4. Corasuttam(成就八種法之)

賊 

 

(A.8.85.)9-5. Samanasuttam沙門(等,是如

來之增上語) 

 

(A.8.86.)9-6. Yasasuttam (瞿曇有善)名稱 《雜阿含 1250 經》，《增支部》

A.5.30.、《增支部》A.6.42. 

Nagitasuttam(具壽)那祇多(棄

利養.恭敬.名聞等,可住林中) 

(A.8.87.)9-7. Pattanikujjanasuttam(成就

八分之優婆塞,僧伽可作)覆缽 

《律藏》

Vin.II(Culavaggapali),125.(CSC

D pg.263.) 

(A.8.88.)9-8. 

Appasadapavedaniyasuttam(成就八分之

比丘,優婆塞可說)不喜 

 

(A.8.89.)9-9. Patisaraniyasuttam下意(羯

磨) 

《律藏》〈小品〉

Vin.II(Culavaggapali),18-20.( C

SCD pg.37.) 

(A.8.90.)9-10. Sammavattanasuttam(受覓

罪相羯磨之比丘, 八種)正行 

《律藏》〈小品〉

Vin.II(Culavaggapali),86.( CSC

D pg.206.)，《中部》M.II,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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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10) 5. Samabbavaggo沙門品  

(A.8.) (11). Ragapeyyalam染廣說  

Navakanipatapali 九集  

1. Sambodhivaggo等覺品  

(A.9.1.)1-1. Sambodhisuttam等覺(善友、

具戒、離蓋論、具慧等) 

《中阿含 57 經》(大正藏

1.492a) 

(A.9.2.)1-2. Nissayasuttam依止(於信等,

而斷不善) 

 

(A.9.3.)1-3. Meghiyasuttam(具壽)彌醯

(善友、具戒、離蓋論、具慧等) 

《中阿含 56 經》(大正藏

1.491a)，《自說經》Ud.4.1 

(A.9.4.)1-4. Nandakasuttam(具壽)難陀

(時而聽法，時而談法五功德) 

《雜阿含 275 經》(大正藏

2.73a)，《增支部》A.8.9. 

(A.9.5.)1-5. Balasuttam(慧、精進、無罪、

能攝等)力 

 

(A.9.6.)1-6. Sevanasuttam(人.衣.食.坐臥

具.村落.國土可與不可)親近 

《增壹阿含 45.3 經》(大正藏

2.771c) 

(A.9.7.)1-7. Sutavasuttam須達凡(漏盡比

丘不可能殺生等) 

 

(A.9.8.)1-8. Sajjhasuttam莎闍(漏盡比丘

不可能殺生等) 

 

(A.9.9.)1-9. Puggalasuttam(阿羅漢等,九

種)補特伽羅 

 

(A.9.10.)1-10. Ahuneyyasuttam(阿羅漢 《增壹阿含 44.8 經》(大正藏



 609 

等,九種補特伽羅)應請 2.767b) 

2. Sihanadavaggo師子吼品  

(A.9.11.)2-1. Sihanadasuttam師子吼(一

比丘誣告具壽舍利弗) 

 

(A.9.12.)2-2. Sa-upadisesasuttam有餘依

(九種補特伽羅命終解脫惡趣) 

 

(A.9.13.)2-3. Kotthikasuttam(具壽大)拘

絺羅(為知‘此是苦’等,住梵行)  

《中阿含 29 經》大拘絺羅經(大

正藏 1.461b) ，《增支部》

A.4.174. Anandasuttam(具壽)阿

難(說滅後,戲論寂)；cf.《雜阿

含 344 經》 

(A.9.14.)2-4. Samiddhisuttam(具壽)三彌

提(思覺以名色為所緣等)《增支部》

A.8.84.17 

 

(A.9.15.)2-5. Gandasuttam癰(有九瘡口)  

(A.9.16.)2-6. Sabbasuttam(修習九)想 《增支部》A.7.45. 

Pathamasabbasuttam 七想(1)  

(A.9.17.)2-7. Kulasuttam(悅而不迎等,九

分成就之)家 

《增支部》A.7.13. 

Kulasuttam(不喜迎.問訊.與座,

秘藏真實等之)家族 

(A.9.18.)2-8. Navavguposathasuttam九分

布薩(含慈) 

《增支部》A.7.41. 

Sattavibbanatthitisuttam 七識住 

(A.9.19.)2-9. Devatasuttam天人(追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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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悔) 

(A.9.20.)2-10. Velamasuttam毘羅摩(婆羅

門,布施功德之較量) 

《增壹阿含 27.3 經》(大正藏

2.644b)，《中阿含 155 經》(大

正藏 1.677a)，《雜阿含 155

經》，No.72.《佛說三歸五戒慈

心厭離功德經》，No.73.《佛說

須達經》，No.74.《佛說長者施

報經》 

3. Sattavasavaggo有情居品  

(A.9.21.)3-1. Tithanasuttam(北俱盧人依)

三處(勝等) 

 

(A.9.22.)3-2.Assakhaluvkasuttam(具速.不

美.不高等,三種)未調馬 

《雜阿含919、920經》(大正藏

2.233b-c)。《增支部》

A.3.138.Assakhaluvkasuttam未

調馬 (PTS：A.3.138.) 

Assaparassasuttam良馬良馬 

A.3.139. Assajaniyasuttam 駿馬 

(A.9.23.)3-3. Tanhamulakasuttam渴愛(而

有尋求等)《長部》D.34./III,289. 

 

(A.9.24.)3-4. Sattavasasuttam(九種)有情

居 

《長部》D.III,263、D.III,288.，

《增壹阿含 44.1 經》(大正藏

2.764c)、《增壹阿含 44.11 經》

(大正藏 2.7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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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5.)3-5. Pabbasuttam(善積習)慧  

(A.9.26.)3-6. Silayupasuttam石柱(不震不

動不搖) 

《雜阿含 499 經》(大正 2.131.a) 

(A.9.27.)3-7. Pathamaverasuttam(成就五

怖畏,止息)怨讎(1) 

 

(A.9.28.)3-8. Dutiyaverasuttam(成就五怖

畏,止息)怨讎(1) 

 

(A.9.29.)3-9. Aghatavatthusuttam(九種)

嫌恨(1) 

《長部》D.III,262、D.III,289. 

(A.9.30.)3-10. Aghatapativinayasuttam(九

種)嫌恨(2) 

《長部》D.III,262、D.III,289. 

(A.9.31.)3-11. 

Anupubbanirodhasuttam(九種)次第滅 

《長部》D.III,266、D.III,290. 

4. Mahavaggo大品  

(A.9.32.)4-1. Anupubbaviharasuttam(九

種)次第住 

 

(A.9.33.)4-2. 

Anupubbaviharasamapattisuttam(九種)次

第住三摩缽地 

 

(A.9.34.)4-3. Nibbanasukhasuttam涅槃是

樂 

 

(A.9.35.)4-4. Gavi-upamasuttam(知與不

知水草之)牛喻 

《清淨道論》Vism.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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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6.)4-5. Jhanasuttam(諸漏盡依止於)

靜慮 

 

(A.9.37.)4-6. Anandasuttam(具壽)阿難

(說有想而不領受彼處) 

《雜阿含 557 經》(大正藏

2.146a) 

(A.9.38.)4-7. Lokayatikasuttam順世婆羅

門(論達世間邊等) 

 

(A.9.39.)4-8. Devasurasavgamasuttam諸

天與阿修羅之戰 

 

(A.9.40.)4-9. Nagasuttam大象(遠離而獨

住喻) 

 

(A.9.41.)4-10. Tapussasuttam多梨富沙

(居士,九次第等至) 

《增支部》A.9.34. 

Nibbanasukhasuttam 涅槃是樂 

5. Samabbavaggo沙門的身份品  

(A.9.42.)5-1. Sambadhasuttam般闍羅健

(天子)48 

偈--《相應部》S2.7./I,48. 

(A.9.43.)5-2. Kayasakkhisuttam身證者

(以身觸九定乃至漏盡) 

 

(A.9.44.)5-3. Pabbavimuttasuttam慧解脫

者(證九定乃至漏盡) 

 

(A.9.45.)5-4. Ubhatobhagavimuttasuttam

俱分解脫者(證九定乃至漏盡) 

 

(A.9.46.)5-5. Sanditthikadhammasuttam現

見法(證九定乃至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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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7.)5-6. Sanditthikanibbanasuttam現

見涅槃 

 

(A.9.48.)5-7. Nibbanasuttam涅槃  

(A.9.49.)5-8. Parinibbanasuttam般涅槃  

(A.9.50.)5-9. Tadavganibbanasuttam暫時

涅槃 

 

(A.9.51.)5-10. 

Ditthadhammanibbanasuttam現法涅槃 

 

(6) 1. Khemavaggo安穩品  

(A.9.52.)6-1. Khemasuttam安穩  

(A.9.53.)6-2. Khemappattasuttam獲得安

穩者 

 

(A.9.54.)6-3. Amatasuttam不死  

(A.9.55.)6-4. Amatappattasuttam獲得不

死者 

 

(A.9.56.)6-5. Abhayasuttam無畏  

(A.9.57.)6-6. Abhayappattasuttam獲得無

畏者 

 

(A.9.58.)6-7. Passaddhisuttam輕安  

(A.9.59.)6-8. Anupubbapassaddhisuttam

次第輕安 

 

(A.9.60.)6-9. Nirodhasuttam滅盡  

(A.9.61.)6-10. Anupubbanirodhasuttam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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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滅盡 

(A.9.62.)6-11. Abhabbasuttam(未斷九種

法)不能(現證阿羅漢性) 

 

(7) 2. Satipatthanavaggo念處品  

(A.9.63.)7-1. Sikkhadubbalyasuttam(五)

學處之弱處 

 

(A.9.64.)7-2. Nivaranasuttam(五)蓋  

(A.9.65.)7-3. Kamagunasuttam(五種)欲  

(A.9.66.)7-4. 

Upadanakkhandhasuttam(五)取蘊 

 

(A.9.67.)7-5. Orambhagiyasuttam(五)順

下分結 

 

(A.9.68.)7-6. Gatisuttam(五)趣  

(A.9.69.)7-7. Macchariyasuttam(五)慳  

(A.9.70.)7-8. Uddhambhagiyasuttam(五)

順上分結 

 

(A.9.71.)7-9. Cetokhilasuttam(五)心荒蕪 《增支部》A.5.205. 

Cetokhilasuttam(於師困惑等,

五)心荒蕪，《增支部》

A.10.14.，cf. D.33./III,238.，cf. 

M.16. 

(A.9.72.)7-10. Cetasovinibandhasuttam(五

種)心縛《增支部》A.5.206.，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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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III,238.，cf. M.16. 

( 8) 3. Sammappadhanavaggo正勤品  

(A.9.73.~81.)8-1. Sikkhasuttam(五種)學

處(之弱處)  

《增支部》A.9.73~82.、〈第八

正勤品〉似〈第七念處品〉，

〈第九神足品〉。 

(A.9.82.)8-10. Cetasovinibandhasuttam(五

種)心縛 

 

(9) 4. Iddhipadavaggo神足品  

(A.9.83.~91.)9-1. Sikkhasuttam (五種)學

處(之弱處) 

 

(A.9.92.)9-10. Cetasovinibandhasuttam 

(五種)心縛 

 

(A.9.93.~  )9-(10) 5. Ragapeyyalam染廣

說 

 

Dasakanipatapali 十集  

1. Anisamsavaggo利益品  

(A.10.1.)1-1. Kimatthiyasuttam何義(善戒

以不悔為義為功德等) 

《中阿含 42 經》(大正藏

1.485a)，A.11.1./V,310-312. 

(A.10.2.)1-2. Cetanakaraniyasuttam應思

(具戒者不悔等) 

《中阿含 43 經》(大正藏

1.485b)，A.11.2./V,312. 

(A.10.3.)1-3. Pathama-upanisasuttam(破

戒者害不悔之)所依(1) 

《中阿含 47 經》戒經(上) (大

正藏 1.486b)，A.11.3./V,313. 

(A.10.4.)1-4. Dutiya-upanisasuttam(破戒 《雜阿含 495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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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害不悔之)所依(2)  2.129a)，A.5.168./III,200. Sila，

A.11.4. Upanisa (破戒者害不悔

之所依等)所依(2) ，《中阿含

48 經》戒經(下)(大正 1.486 下) 

(A.10.5.)1-5. Tatiya-upanisasuttam(破戒

者害不悔之)所依(3) 

《增支部》A.11.5./V,316.，《中

阿含48經》戒經(下)(大正1.486

下) 

(A.10.6.)1-6. Samadhisuttam(於地無地想

等)三昧 

《增支部》A.11.7./V,318. 

(A.10.7.)1-7. Sariputtasuttam舍利弗(於地

無地想等) 

《增支部》A.11.8./V,319.(後半

是不同) 

(A.10.8.)1-8. Jhanasuttam禪那(有信有戒,

多聞而法說等) 

《增支部》A.8.71./IV,314. 

(A.10.9.)1-9. Santavimokkhasuttam寂靜

解脫(有信無戒等) 

《增支部》A.8.72./IV,315. 

(A.10.10.)1-10. Vijjasuttam明(有信無戒

等) 

 

2. Nathavaggo救護品  

(A.10.11.)2-1. Senasanasuttam(五分成就

之)坐臥處 

《增支部》A.5.135./III,152. 

(A.10.12.)2-2. Pabcavgasuttam(捨棄五

分，成就)五分 

 

(A.10.13.)2-3. Samyojanasuttam(五順下 《增支部》A.9.67./IV,459.，《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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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結與五順上分)結 支部》A.9.70./IV,460. 

(A.10.14.)2-4. Cetokhilasuttam(未斷五)

心荒蕪(、未截五心縛) 

《增支部》

A.5.205-206./III,248-250.，《增

支部》A.9.71-72./IV,460-461.，

cf. M.16. 

(A.10.15.)2-5. Appamadasuttam不放逸

(為諸善法之根) 

 

(A.10.16.)2-6. Ahuneyyasuttam(十種補特

伽羅)應請 

《增支部》A.7.14./IV,10.，《增

支部》A.9.10./IV,373. 

(A.10.17.)2-7. Pathamanathasuttam救護

(而可住,不救護而住是苦等)(1) 

《中阿含 95 經》(大正藏

1.577b) 

(A.10.18.)2-8. Dutiyanathasuttam救護(而

可住,不救護而住是苦等) (2) 

《中阿含 95 經》(大正藏

1.577b) 

(A.10.19.)2-9. 

Pathama-ariyavasasuttam(十)聖居(斷五

支,成六支等) (1) 

《增壹阿含 46.2 經》(大正藏

2.775c)，《舍利弗阿毘曇論》

卷第八 (大正 28.588 中)，《瑜

伽師地論》(大正 30.385 下)及

《雜阿含經》71、388 經，《長

部》《等誦經》D.33./III,269.、

《增支部》A.10.19-20.，《增

壹阿含 46.2 經》(大正藏 2.775c) 

(A.10.20.)2-10. 

Dutiya-ariyavasasuttam(十)聖居(斷五支,

《增壹阿含 46.2 經》(大正藏

2.775c)，《舍利弗阿毘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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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支等) (2) 卷第八 (大正 28.588 中)，《瑜

伽師地論》(大正 30.385 下)及

《雜阿含經》71、388 經，《長

部》《等誦經》D.33./III,269.、

《增支部》A.10.19-20.，《增

壹阿含 46.2 經》(大正藏 2.775c) 

3. Mahavaggo大品  

(A.10.21.)3-1. Sihanadasuttam師子(如來

十力) 

《無礙解道》Ps.pp.174-176(〈俱

存品第九〉力論)( (CSCD 

Ps.pg.356-358))，《增支部》

A.6.64./ III,417.，《增壹阿含

46.4 經》(大正藏 2.776b)，《雜

阿含 684 經》(大正藏 2.186b) 

(A.10.22.)3-2. Adhivuttipadasuttam深解

語句(如來十力) 

 

(A.10.23.)3-3. Kayasuttam身(、語皆不可

斷,以慧作觀乃可斷) 

 

(A.10.24.)3-4. Mahacundasuttam摩訶周

陀(知不知貪,及其威不威伏等) 

《中阿含 90 經》(大正藏

1.572c) 

(A.10.25.)3-5. Kasinasuttam(十種)遍處 《集異門足論》卷二十(大正藏

26.447a)，《梵漢對譯佛教辭典》

72．1~12. 

(A.10.26.)3-6. Kalisuttam(優婆夷)迦梨 《雜阿含 549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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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a) ，偈--《相應部》

S.4.25./I,126. 

(A.10.27.)3-7. Pathamamahapabhasuttam

大問(一法至十法) (1) 

《增壹阿含 46.8 經》(大正藏

2.778b) 

(A.10.28.)3-8. Dutiyamahapabhasuttam大

問(一法至十法) (2) 

 

(A.10.29.)3-9. Pathamakosalasuttam拘薩

羅(王波斯匿亦有變異) (1) 

《中阿含 215 經》(大正藏

1.799b)，《增支部》A.8.65. 

Abhibhayatanasuttam(八)勝

處、A.8.93.，《中部》M.77.，

cf. D.16.，cf.《相應部》S.35.96. 

(A.10.30.)3-10. Dutiyakosalasuttam拘薩

羅(王知恩報恩,於世尊作最勝禮) (2) 

 

4. Upalivaggo優波離品  

(A.10.31.)4-1. Upalisuttam優波離(十種

義趣制學處) 

《增壹阿含 46.1 經》(大正藏

2.775c) 

(A.10.31.)4-2. Patimokkhatthapanasuttam

遮波羅提木叉 

 

(A.10.32.)4-3. Ubbahikasuttam(具十法之

比丘,可選為)斷事人 

《律藏》〈小品〉

Vin.vol.2.pp.95-96.(CSCD 

Vin.2.pg.223) 

(A.10.33.)4-4. Upasampadasuttam(具十

法之比丘,可授)具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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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4.)4-5. Nissayasuttam(具十法之比

丘,可與)依止 

 

(A.10.34.)4-6. Samanerasuttam(具十法之

比丘,可畜)沙彌 

 

(A.10.35.)4-7. Savghabhedasuttam(說非

法為法,說法為非法等)破僧 

《律藏》〈小品〉

Vin.vol.2.p.204.(CSCD 

Vin.2.pg.368.) 

(A.10.36.)4-8. Savghasamaggisuttam(說

非法為非法,說法為法等)和合僧 

《律藏》〈小品〉

Vin.vol.2.pp.204-205.(CSCD 

Vin.2.pg.368-369.) 

(A.10.37.)4-9. Pathama-anandasuttam(說

非法為法,說法為非法等)阿難(1) 

 

(PTS)(A.10.38.) (積一劫煮於地獄之罪) 《律藏》〈小品〉

Vin.vol.2.pp.204-205.(CSCD 

Vin.2.pg.368-369.) 

(A.10.39.)4-10. Dutiya-anandasuttam(說

非法為非法,說法為法等)阿難(2) 

《律藏》〈小品〉

Vin.vol.2.p.204.(CSCD 

Vin.2.pg.368.) 

(PTS)(A.10.40.) (使破僧和合,於天上受

樂一劫) 

《律藏》〈小品〉

Vin.vol.2.pp.204-205.(CSCD 

Vin.2.pg.368-369.) 

5. Akkosavaggo罵詈品  

(A.10.41.)5-1. Vivadasuttam諍論(說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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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說法為非法等) 

(A.10.42.)5-2. Pathamavivadamulasuttam

諍根(說非法為法,說法為非法等) (1) 

 

(A.10.43.)5-3. Dutiyavivadamulasuttam諍

根(說無罪為罪,說罪為無罪等) (2) 

《增支部》A.1.12./I,20. 

(A.10.44.)5-4. Kusinarasuttam拘尸那羅

(欲難詰人,內觀五法) 

《律藏》〈小品〉

Vin.vol.2.pp.248-249. (CSCD 

Vin.2.pg.436-438.)，《律藏》

Vin.vol.5.p.190. (CSCD 

Vin.5.pg.283f.、329f.) 

(A.10.45.)5-5. 

Rajantepurappavesanasuttam入後宮(十種

過失) 

《律藏》〈波逸提 83〉

Vin.vol.4.pp.159-160.(CSCD 

Vin.vol.4.pp.207-209.)，《增壹

阿含 46.6 經》(大正藏 2.777a) 

(A.10.46.)5-6. Sakkasuttam釋氏(時行時

不行布薩) 

《雜阿含 1121 經》(大正藏

2.297b) 

(A.10.47.)5-7. Mahalisuttam摩訶離(以貪

為因緣作惡業) 

 

(A.10.48.)5-8. Pabbajita-abhinhasuttam出

家者時時(觀察十法)  

《增支部》A.10.101. 

Samanasabbasuttam(多修三)沙

門想(棄已得.命依他.須改行)，

説沙門能修「三沙門想」(前三

項)，則圓滿能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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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49.)5-9. 

Sariratthadhammasuttam(冷.煖.饑.渴等,

十法住)於身 

 

(A.10.50.)5-10. Bhandanasuttam訴訟(十

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 

 

(6) 1. Sacittavaggo己心品  

(A.10.51.)6-1. Sacittasuttam己心(當為善

能) 

《中阿含 109 經》(大正藏

1.598c) 

(A.10.52.)6-2. Sariputtasuttam舍利弗(於

己心當為善能) 

 

(A.10.53.)6-3. Thitisuttam(不讚歎善法)

止住 

《中阿含 95 經》住法經(大正

藏 1.577b) 

(A.10.54.)6-4. Samathasuttam(得寂止,但

不得增上慧等)奢摩他 

《中阿含 109 經》(大正藏

1.578b) 

(A.10.55.)6-5. Parihanasuttam(不聞未聞

法,忘失已聞法等)衰退 

《中阿含 96 經》(大正藏

1.577c) 

(A.10.56.)6-6. Pathamasabbasuttam(不淨

想等,十)想(1) 

《增壹阿含 46.9 經》(大正藏

2.780a) 

(A.10.57.)6-7. Dutiyasabbasuttam(無常想

等,十)想(2) 

《增壹阿含 46.9 經》(大正藏

2.780a) 

(A.10.58.)6-8. Mulakasuttam(諸法之)根

本 

《中阿含 113 經》諸法本經，

《諸法本經》(大正 1.855c)；《增

支部》A.8.83.、《增支部》A.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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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9.)6-9. Pabbajjasuttam出家(以出

家法積我心等) 

 

(A.10.60.)6-10. Girimanandasuttam耆利

摩難(比丘,無常想等) 

 

(7) 2. Yamakavaggo雙品  

(A.10.61.)7-1. Avijjasuttam無明(本際不

了知) 

《中阿含 52 經、53 經》食經

(上、下)(大正藏 1.487c~489c)，

cf.《中阿含 51 經》(大正藏

1.487b) 

(A.10.62.)7-2. Tanhasuttam有愛(本際不

了知) 

《中阿含 52 經、53 經》食經

(上、下)(大正藏 1.487c~489c)，

cf.《中阿含 51 經》(大正藏

1.487b)，《本相猗致經》(大正

1.819c)，《緣本致經》(大正

1.820b)，《人施設論》Pug.Ch.10. 

(A.10.63.)7-3. Nitthavgatasuttam究竟(見

圓滿等) 

《人施設論》Pug.Ch.10. 

(A.10.64.)7-4. Aveccappasannasuttam證

淨(五者此世究竟,五者後世究竟) 

《人施設論》Pug.Ch.10. 

(A.10.65.)7-5. Pathamasukhasuttam(轉生

為苦,不轉生為)樂(1) 

 

(A.10.66.)7-6. Dutiyasukhasuttam(不欣喜

為苦,欣喜為)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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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67.)7-7. Pathamanalakapanasuttam

那羅伽波寧(於布薩之日) (1) 

 

(A.10.68.)7-8. Dutiyanalakapanasuttam那

羅伽波寧(於布薩之日) (2) 

 

(A.10.69.)7-9. 

Pathamakathavatthusuttam(少欲、知足等,

十)論事(1) 

《增阿含 47.4 經》(大正藏

2.781b) 

(A.10.70.)7-10. 

Dutiyakathavatthusuttam(少欲、知足等,

十)論事(2) 

 

( 8)  3. Akavkhavaggo願品  

(A.10.71.)8-1. Akavkhasuttam願(戒具足

等) 

《中部》M.6./I,33. 

(A.10.72.)8-2. Kantakasuttam(十種)刺：十

種刺：眾會、淨相、觀劇、與女相交、

聲、尋伺、喜、入出息、想受、貪瞋癡 

《中阿含 84 經》(大正藏

1.560b)  

(A.10.73.)8-3. Itthadhammasuttam(不懈

怠等,十種)可愛 

 

(A.10.74.)8-4. Vaddhisuttam(十種)增長 《增支部》A.5.63. 

Pathamavaddhisuttam(信.戒.聞.

捨.慧)增長(1)、A.5.64. 

Dutiyavaddhisuttam(信.戒.聞.

捨.慧)增長(2)、《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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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7.34.Vaddhi 增長)。十種增

長：田地、財穀、妻子、奴僕、

四足、信、戒、聞、捨、慧 

(A.10.75.)8-5. Migasalasuttam鹿住(優婆

夷,梵行與非梵行,後世生同趣) 

《增支部》A.6.44. 

Migasalasuttam 鹿住優婆夷家

(問梵行與非梵行者後世生於

同一趣)，《雜阿含 990 經》(大

正藏 2.257b) 

(A.10.76.)8-6. Tayodhammasuttam三法

(世間若無,如來不出世) 

《雜阿含 760 經》(大正藏

2.199c)、《雜阿含 346 經》(大

正藏 2.95c) ，梵 Tripathi 

(A.10.77.)8-7. Kakasuttam鴉(傲倨、凶

暴、強欲等) 

 

(A.10.78.)8-8. Niganthasuttam尼犍子(不

信、破戒、無慚、無愧等) 

 

(A.10.79.)8-9. Aghatavatthusuttam(彼已

作不饒益於我等,十)嫌恨事 

《增支部》A.9.29. 

Aghatavatthusuttam(九種)嫌恨

(1) 

(A.10.80.)8-10. 

Aghatapativinayasuttam(彼不饒益我,有

何相干等)嫌恨之調伏 

《增支部》A.9.30. 

Aghatapativinayasuttam(九種)

嫌恨(2) 

(9) 4. Theravaggo長老品  

(A.10.81.)9-1. Vahanasuttam婆醯迦(解脫  



 626 

色.受.想.行.識.生.老.死.苦.煩惱) 

(A.10.82.)9-2. Anandasuttam阿難(無信而

於此法律不增長等) 

 

(A.10.83.)9-3. Punniyasuttam芬那(如來

有時思有時不思說法) 

《雜阿含 966 經》(大正

2.248a)，《別譯雜阿含 200 經》

(大正 2.447c)，《增支部》A.8.82. 

Punniyasuttam(具壽)弗尼耶(問

何故如來有時說法,有時不

說)，梵 Purnika(Pischel) 

(A.10.84.)9-4. Byakaranasuttam記說(生

已盡,與事實不符) 

 

(A.10.85.)9-5. Katthisuttam誇(證得初禪

等) 

 

(A.10.86.)9-6. Adhimanasuttam悟了(不

捨十法,不於法律中增長) 

 

(A.10.87.)9-7. Nappiyasuttam鬥諍(鬧事,

不稱讚止諍等) 

《中阿含 94 經》(大正藏

1.576a) 

(A.10.88.)9-8. Akkosakasuttam侮辱的人

(罵同梵行者、誹謗聖者墮十難之一) 

《增支部》A.11.6. 

Byasanasuttam(罵同梵行者.謗

聖者)不幸 

(A.10.89.)9-9. Kokalikasuttam拘迦利(謗

舍利弗、目犍連)  

《雜阿含 1278 經》，《別譯雜

阿含 276 經》，《增壹阿含 21.5

經》，《經集》Sn.3.10. (拘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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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耶經) 

(A.10.90.)9-10. Khinasavabalasuttam漏盡

之力(善觀諸行無常等) 

《增支部》A.8.3. 

Pathama-appiyasuttam(成就八

法之比丘受或不受)敬愛(1)、

《雜阿含 694 經》(大正藏

2.188b) 

(10) 5. Upalivaggo優婆離品  

(A.10.91.)10-1. Kamabhogisuttam行欲人

(非法無道而追求財物等) 

《中阿含 126 經》行欲經(大正

1.615a)、《佛說伏婬經》(大正

1.863b) 

(A.10.92.)10-2. Bhayasuttam恐懼(五種)

恐懼(止息,成就四預流支) 

《增支部》A.9.27./IV,405.，《雜

阿含 968 經》(大正 2.248a)，《別

譯雜阿含 202 經》(大正

2.448b)，梵 Drsti(Pischel) 

(A.10.93.)10-3. Kimditthikasuttam見云何

(諸緣所生者無常等) 

《雜阿含 968 經》(大正

2.248a)，《別譯雜阿含 202 經》

(大正 2.448b)，梵 Drsti(Pischel) 

(A.10.94.)10-4. Vajjiyamahitasuttam跋耆

(若苦行,增惡損善,則不可苦行) 

 

(A.10.95.)10-5. Uttiyasuttam鬱低迦(十無

記) 

《雜阿含 965 經》(大正藏

2.247c)、《別譯雜阿含 199 經》

(大正藏 2.447b) 

(A.10.96.)10-6. Kokanudasuttam(修行者) 《雜阿含 967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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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迦那(問十無記) 2.248b)、《別譯雜阿含 201 經》

(大正藏 2.448a) 

(A.10.97.)10-7. Ahuneyyasuttam應請(具

戒等) 

 

(A.10.98.)10-8. Therasuttam長老(具戒等,

安穩而住) 

 

(A.10.99.)10-9. Upalisuttam優波離(欲親

近阿蘭若) 

 

(A.10.100.)10-10. Abhabbasuttam不(不斷

貪.瞋.癡.忿.恨.覆.惱.嫉.慳.慢)不能(證阿

羅漢果) 

 

(11) 1. Samanasabbavaggo沙門想品  

(A.10.101.)11-1. Samanasabbasuttam(多

修三)沙門想(棄已得.命依他.須改行) 

 

(A.10.102.)11-2. Bojjhavgasuttam(多修

七)覺支(圓滿三明) 

 

(A.10.103.)11-3. Micchattasuttam邪性(有

失無得) 

《雜阿含 787 經》(大正 2.204a) 

(A.10.104.)11-4. Bijasuttam(邪見)種子 《雜阿含 787、788 經》(大正

藏 2.204b) 

(A.10.105.)11-5. Vijjasuttam明(為先,成

就慚愧、正見等) 

 

(A.10.106.)11-6. Nijjarasuttam(有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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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邪見)滅 

(A.10.107.)11-7. Dhovanasuttam洗滌(有

正見,則洗滌邪見等) 

 

(A.10.108.)11-8. Tikicchakasuttam醫生

(、聖之瀉藥) 

 

(A.10.109.)11-9. Vamanasuttam(醫生、聖

之)嘔吐藥 

 

(A.10.110.)11-10. 

Niddhamaniyasuttam(邪見等)應瀉 

 

(A.10.111.)11-11. 

Pathama-asekhasuttam(成就)無學(之正

見)(1) 

《雜阿含 748 經》(大 2.198b)，

《相應部》S.45.55. 

(A.10.112.)11-12. 

Dutiya-asekhasuttam(成就)無學(之正

見)(2) 

 

(12)  2. Paccorohanivaggo捨法品  

(A.10.113.)12-1. 

Pathama-adhammasuttam(當知)非法(非

義、法.義) (1) 

 

(A.10.114.)12-2. 

Dutiya-adhammasuttam(當知)非法(與法,

非義與義)(2) 

 

(A.10.115.)12-3. 《中阿含 188 經》〈阿夷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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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ya-adhammasuttam(當知)非法(與法,

非義與義) (3) 

之後半(大正藏 1.734a) 

(A.10.116.)12-4. Ajitasuttam(出家者)阿

夷那(當知非法與法、非義與義) 

《中阿含 188 經》〈阿夷那經〉

之前半(大正藏 1.734a) 

(A.10.117.)12-5. Savgaravasuttam(婆羅

門)傷歌邏(邪見者此岸,正見者彼岸) 

《雜阿含 771 經》(大正藏

2.201a)，《法句經》

Dhp.vv.85-89，《相應部》

S.45.34. ，《增支部》A.10.118. 

Orimatirasuttam(正見是)此

岸、A.10.170. Orimasuttam(殺

生是此岸，離殺生是彼)岸 

(A.10.118.)12-6. Orimatirasuttam(正見

是)此岸 

《雜阿含 771 經》(大正藏

2.201a)，《法句經》

Dhp.vv.85-89，《相應部》

S.45.34. 

(A.10.119.)12-7. 

Pathamapaccorohanisuttam(聖之)捨法(1) 

《雜阿含 1040 經》(大正藏

2.272a) 

(A.10.120.)12-8. 

Dutiyapaccorohanisuttam(聖之)捨法(2) 

《雜阿含 1040 經》(大正藏

2.272a) 

(A.10.121.)12-9. Pubbavgamasuttam(諸善

法之)先驅 

 

(A.10.122.)12-10. Asavakkhayasuttam(正

見等十法資於)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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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Parisuddhavaggo清淨品  

(A.10.123.)13-1. Path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1) 

 

(A.10.124.)13-2. Dutiyasuttam(正見等)清

淨(2) 

 

(A.10.125.)13-3. Tatiyasuttam(正見等)清

淨(3) 

 

(A.10.126.)13-4. Catutthasuttam(正見等)

清淨(4) 

 

(A.10.127.)13-5. Pabc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5) 

 

(A.10.128.)13-6. Chatthasuttam(正見等)

清淨(6) 

 

(A.10.129.)13-7. Satt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7) 

 

(A.10.130.)13-8. Atth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8) 

 

(A.10.131.)13-9. Nav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9) 

 

(A.10.132.)13-10. Dasamasuttam(正見等)

清淨(10) 

 

(A.10.133.)13-11. Ekadasamasuttam(正見

等)清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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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 Sadhuvaggo妥善品  

(A.10.134.)14-1. Sadhusuttam(正見等)妥

善 

 

(A.10.135.)14-2. Ariyadhammasuttam(正

見等)聖法 

 

(A.10.136.)14-3. Akusalasuttam(邪見等)

不善 

 

(A.10.137.)14-4. Atthasuttam(正見等)義

利 

 

(A.10.138.)14-5. Dhammasuttam(正見等)

法 

 

(A.10.139.)14-6. Sasavasuttam(邪見等)有

漏 

 

(A.10.140.)14-7. Savajjasuttam(正見等)

無過 

 

(A.10.141.)14-8. Tapaniyasuttam(邪見等)

煩苦 

 

(A.10.142.)14-9. Acayagamisuttam(正見

等)積集 

 

(A.10.143.)14-10. Dukkhudrayasuttam(邪

見等)引苦 

 

(A.10.144.)14-11. 

Dukkhavipakasuttam(邪見等)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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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 Ariyavaggo聖道品  

(A.10.145.)15-1. Ariyamaggasuttam(正見

等)聖道 

 

(A.10.146.)15-2. Kanhamaggasuttam(邪

見等)黑道 

 

(A.10.147.)15-3. Saddhammasuttam(正見

等)正法 

 

(A.10.148.)15-4. 

Sappurisadhammasuttam(正見等)善士法 

 

(A.10.149.)15-5. Uppadetabbasuttam(正

見等)應起 

 

(A.10.150.)15-6. Asevitabbasuttam(正見

等)應練習 

 

(A.10.150.)15-7. Bhavetabbasuttam(正見

等)應修習 

 

(A.10.152.)15-8. Bahulikatabbasuttam(正

見等)應多修 

 

(A.10.153.)15-9. Anussaritabbasuttam(正

見等)應隨念 

 

(A.10.154.)15-10. 

Sacchikatabbasuttam(正見等)應現證 

 

(16) 1. Puggalavaggo人品  

(A.10.155.)16-1. Sevitabbasuttam(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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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應依附 

(A.10.156~166.)16-2- 12. 

Bhajitabbadisuttani(正見等)應親近等 

 

(17) 2. Janussonivaggo生聞品  

(A.10.167.)17-1. 

Brahmanapaccorohanisuttam婆羅門捨法

(異於聖律捨法) 

《雜 1040 經》(大 2.272a)，《增

支部》A.10.119. 

(A.10.168.)17-2. 

Ariyapaccorohanisuttam(離殺生等,聖之)

捨法 

《增支部》A.10.120. 

Dutiyapaccorohanisuttam(聖之)

捨法(2) 

(A.10.169.)17-3. Savgaravasuttam(婆羅

門)傷歌邏(殺生是此岸,離殺生是彼岸) 

《雜阿含 1051 經》(大正藏

2.274c)。《增支部》

A.10.117.127. 

(A.10.170.)17-4. Orimasuttam(殺生是此

岸，離殺生是彼)岸 

《雜阿含 1051 經》(大正藏

2.274c)。《增支部》

A.10.117.127. 

(A.10.171.)17-5. 

Pathama-adhammasuttam(殺生等)非法

(1) 

 

(A.10.172.)17-6. Dutiya-adhammasuttam

非法(與法，非義與義) (2) 

《增支部》A.10.115. 

Tatiya-adhammasuttam(當知)非

法(與法,非義與義) (3) 

(A.10.173.)17-7. Tatiya-adhammasut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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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與法,非義與義) (3) 

(A.10.174.)17-8. Kammanidanasuttam(貪.

瞋.癡)業因等 

《雜阿含 1049 經》(大正藏

2.274b) 

(A.10.175.)17-9. Parikkamanasuttam(法

有.無)出離 

《雜阿含 1050 經》(大正藏

2.274c) 

(A.10.176.)17-10. Cundasuttam(金匠)淳

陀(十善業道) 

《雜阿含 1039 經》(大正藏

2.271b) 

(A.10.177.)17-11. Janussonisuttam生聞

(婆羅門,十善業道) 

《雜阿含 1041 經》(大正藏

2.272b) 

(18) 3. Sadhuvaggo妥善品  

(A.10.178.)18-1. Sadhusuttam妥善(離殺

生等) 

 

(A.10.179.)18-2. Ariyadhammasuttam聖

法(離殺生等) 

 

(A.10.180.)18-3. Kusalasuttam善(離殺生

等) 

 

(A.10.181.)18-4. Atthasuttam義利(離殺

生等) 

 

(A.10.182.)18-5. Dhammasuttam法(離殺

生等) 

 

(A.10.183.)18-6. Asavasuttam漏(殺生等)  

(A.10.184.)18-7. Vajjasuttam過失(殺生

等) 

 



 636 

(A.10.185.)18-8. Tapaniyasuttam煩苦(殺

生等) 

 

(A.10.186.)18-9. Acayagamisuttam積集

(殺生等) 

 

(A.10.187.)18-10. Dukkhudrayasuttam引

苦(殺生等) 

 

(A.10.188.)18-11. Vipakasuttam(殺生苦

報、離殺生樂報等)果報 

 

(19) 4. Ariyamaggavaggo聖道品  

(A.10.189.)19-1. Ariyamaggasuttam聖道

(離殺生等) 

 

(A.10.190.)19-2. Kanhamaggasuttam黑道

(殺生等) 

 

(A.10.191.)19-3. Saddhammasuttam正法

(殺生等) 

《雜阿含 1052 經》(大正藏

2.274c)，《雜阿含 1060 經》(大

正藏 2.275c) 

(A.10.192.)19-4. Sappurisadhammasuttam

善士法(離殺生等) 

《雜阿含 1054 經》(大正藏

2.275a) 

(A.10.193.)19-5. 

Uppadetabbadhammasuttam應起法(離殺

生等) 

 

(A.10.194.)19-6. 

Asevitabbadhammasuttam應習法(離殺生

 



 637 

等) 

(A.10.195.)19-7. 

Bhavetabbadhammasuttam應修習(離殺

生等) 

 

(A.10.196.)19-8. Bahulikatabbasuttam應

多修(離殺生等) 

 

(A.10.197.)19-9. Anussaritabbasuttam應

隨念(離殺生等) 

 

(A.10.198.)19-10. Sacchikatabbasuttam應

現證(離殺生等) 

《雜阿含 1060、1061 經》(大

正藏 2.275c) 

(20) 5. Aparapuggalavaggo另外的人品  

(A.10.199.)20-Nasevitabbadisuttani不應

依附等(殺生等) 

《雜阿含 1045 經》(大正藏

2.273c) 

(21) 1. Karajakayavaggo業所生身品  

(A.10.200.)21-1. 

Pathamanirayasaggasuttam(成就十法入)

地獄--天界(1) 

 

(A.10.201.)21-2. 

Dutiyanirayasaggasuttam(成就十法入)地

獄、天界(2) 

 

(A.10.202.)21-3. Matugamasuttam(成就

十法之)婦女 

 

(A.10.203.)21-4. Upasikasuttam(成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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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優婆夷 

(A.10.204.)21-5. Visaradasuttam(成就十

法)無畏 

 

(A.10.205.)21-6. Samsappaniyasuttam(以

業為所有.相續.胎.親族.歸趣)蛇行法 

《雜阿含 1046 經》(大正藏

2.273c) 

(A.10.206.)21-7.Pathamasabcetanikasutta

m所思(.所作.所積集之業不受報,則不消

滅) (1) 

《雜阿含 1047、1048 經》(大

正藏 2.274a)，《增壹阿含 48.1

經》(大正藏 2.785c) 

(A.10.207.)21-8. Dutiyasabcetanikasuttam

所思(.所作.所積集之業不受報,則不消

滅) (2) 

《中阿含 15 經》思經(大正藏

1.437b) 

(A.10.208.)21-9. Karajakayasuttam業所

生身(.所作.所積集之業不受報,則不消

滅) 

《中阿含 15 經》思經(大正藏

1.437b) 

(A.10.209.)21-10. Adhammacariyasuttam

非法行(有何因緣,命終生惡趣等) 

 

(A.10.)(22) 2. Samabbavaggo指示品  

(A.10.210.)Dasa dhamma(成就殺生.離殺

生等)十法 

《雜阿含 1055 經》(大正藏

2.275a) 

(A.10.211.) Visatiya dhammehi(自殺生,

勸他離殺生等)二十法 

《增壹阿含 47.1 經》(大正藏

2.780c)、《雜阿含 1057 經》(大

正藏 2.275b) 

(A.10.212.) Timsaya dhammehi(自殺,勸 《雜阿含 1058 經》(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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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殺,許可殺等)三十法 2.275b) 

(A.10.213.)Cattarisaya dhammehi(自殺,

勸他殺,許可殺, 讚歎殺等)四十法 

《雜阿含 1059 經》(大正藏

2.275c) 

(A.10.214.) khata(成就十法.二十法.三十

法.四十法)損害 

 

(A.10.215.) apaya(成就十法.二十法.三十

法.四十法)惡生 

 

(A.10.216.) balo pandito(成就十法.二十

法.三十法.四十法)賢愚 

 

(A.10.)21-23. Ragapeyyalam染廣說  

(A.10.217.) Asubhasabba不淨想(等,了知

染) 

 

(A.10.218.) Sammaditthi正見(等,了知染)  

(A.10.219.) paribbaya徧知(徧盡.斷.盡.

滅.離.滅盡.寂滅.棄捨.定棄染) 

 

Ekadasakanipatapali 十一集  

1. Nissayavaggo依止品  

(A.11.1.)1-1. Kimatthiyasuttam何義(善戒

者以不悔為義為功德) 

cf.《增支部》A.10.1./V,1. 

(A.11.2.)1-2. Cetanakaraniyasuttam應思

(具戒者得不悔等) 

cf.《增支部》A.10.2./V,2-4. 

(A.11.3.)1-3. Pathama-upanisasuttam(破

戒者害不悔之所依等)所依(1) 

cf.《增支部》A.10.3./V,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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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4.)1-4. Dutiya-upanisasuttam(破戒

者害不悔之所依等)所依(2)  

cf. A.5.168. Sila 戒﹐

A.10.4.Upanisa 所依(2)﹐《中

阿含 48 經》(戒經)(大正 1.486

下)，《雜阿含 495 經》 

(A.11.5.)1-5. Tatiya-upanisasuttam(破戒

者害不悔之所依等)所依(3)  

cf.《增支部》A.5.168. Sila 戒﹐

A.10.5. Upanisa 所依(3)﹐《中

阿含 48 經》(戒經)(大正 1.486

下) ，《雜阿含 495 經》 

(A.11.6.)1-6. Byasanasuttam(罵同梵行者.

謗聖者)不幸 

《增支部》A.10.88. 

Akkosakasuttam 侮辱的人(罵同

梵行者、誹謗聖者墮十難之一) 

(A.11.7.)1-7. Sabbasuttam(於地無地想

等)想(1) 

《增支部》A.10.6. 

Samadhisuttam(於地無地想等)

三昧 

(PTS)(A.11.8.) Sabbasuttam(於地無地想

等)想(2)  

《增支部》A.10.7. 

Sariputtasuttam 舍利弗(於地無

地想等) (南傳大藏經第二十四

卷 173 頁)，但後半異。 

(A.11.9.)1-8. Manasikarasuttam(眼不作

意，色不作意等)作意 

 

(A.11.10.)1-9. Saddhasuttam詵陀(具壽)

詵陀(作良馬之靜慮) 

《雜阿含 926 經》(大正藏

2.235c)，《別譯雜阿含 151 經》

(大正藏 2.430c)偈頌--《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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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I,91. 

(A.11.11.)1-10. Moranivapasuttam孔雀林

(畢竟究竟:無學之戒定慧蘊)  

《中阿含 154 經》(大正藏

1.676c)，《雜阿含 1191 經》(大

正藏 2.322c)，《別譯雜阿含 104

經》(大正藏 2.411a) 

2. Anussativaggo憶念品  

(A.11.12.)2-1. Pathamamahanamasuttam

摩訶男(六念法) (1) 

《雜阿含 932 經》(大正藏

2.238b)，《別譯雜阿含 157 經》

(大正藏 2.433b) 

(A.11.13.)2-2. Dutiyamahanamasuttam摩

訶男(六念法) (2) 

《雜阿含 933 經》(大正藏

2.238c) 

(A.11.14.)2-3. Nandiyasuttam難提(六念

法,又繫念五法) 

《雜阿含 858 經》(大正藏

2.218b)，《佛說難提釋經》(大

正藏 2.505) 

(A.11.15.)2-4. Subhutisuttam須菩提(具戒

等乃信之譬喻) 

 

(A.11.16.)2-5. Mettasuttam慈(十一種之

功德) 

《增阿含 49.10 經》(大正藏

2.806a)，《增支部》A. 

8.1./IV.150.，《律藏》〈附隨〉

第六 增一法 [十一法]-- 

Vinaya, Parivara, p.140.﹐

Visuddhimagga (清淨道論) 

pp.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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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7.)2-6. Atthakanagarasuttam(八城

之居士)第十(求一寶,得十一寶) 

《中部》M.52. 

Atthakanagarasuttam 八城經，

《中阿含 217 經》八城經(大正

藏 1.802a)，《十支居士八城人

經》(大正 1.916.) 

(A.11.18.)2-7. Gopalasuttam(成就十一支

之)放牛者 

《中部》M.33. 

Mahagopalakasuttam 牧牛者大

經，《雜阿含 1249 經》(大正

2.342.)，《增壹阿含 49.1 經》(大

正 2.794.)，《牧牛經》(大正

2.546.) 

(A.11.19.)2-8. Pathamasamadhisuttam(於

地無地想等)三昧(1) 

《增支部》A.11.7. 

Sabbasuttam(於地無地想等)想

(1) 

(A.11.20.)2-9. Dutiyasamadhisuttam(於地

無地想等)三昧(2) 

 

(A.11.21.)2-10. Tatiyasamadhisuttam(於

地無地想等)三昧(3) 

 

(A.11.22.)2-11. 

Catutthasamadhisuttam(於地無地想等)三

昧(4) 

 

(A.11.22.) 3. Samabbavaggo (沙門品)  

(A.11.23.)4. Ragapeyyalam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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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精舍流通書目 

1. 觀禪手冊（雷迪大師著） 

2. 禪修之旅（Jotika 禪師著） 

3. 寧靜的森林水池（阿姜查 講述） 

4. 回到當下（Joseph Goldstein 著）生活的佛法（阿姜查述） 

5. NO AJHAN CHA（不存在的阿姜查） 

6. 毗婆舍那禪（恰宓禪師著） 

7. 炎夏飄雪（Jotika 禪師 著） 

8. 就在今生－佛陀的解脫之道（班迪達尊者 講述） 

9. 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Ayya Khema 著） 

10.何謂毗婆舍那＆簡單的毗婆舍那 

11. 法句經故事集（達摩難陀長老 著） 

12. 拯救下一代（蔡禮旭老師 講述） 

13.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蔡禮旭老師 講述） 

14. 小故事大智慧（蔡禮旭老師 講述） 

15. 佛國之旅－斯里蘭卡見聞記（果儒 著） 

16. 中文巴利文對照課誦本 果儒編纂 

17. 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  果儒編纂 

18. 清淨道論  覺音論師著   19.佛遺教三經（附無常經 

20. 顯如法師文集           21.長阿含經（修訂版） 

22. 中阿含經（果儒校注）   23.增一阿含經（果儒校注）

24. 健康元素               25.健康新視角（齊國力教授） 

26.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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