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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經、封滯經、優陀那經比對 

 

林崇安編校 

（內觀雜誌，91 期，pp. 2-25，2013.03） 

 
【說明】 

此處比對下列經論： 

A1.《雜阿含 39 經》：種子經（內 84） 

A2.《雜阿含 40 經》：封滯經（內 85） 

A3.《雜阿含 64 經》：優陀那經（內 54） 

a1《攝事分》「芽門」（內 84-85） 

a2《攝事分》「見大染門」（內 84-85） 

a3《攝事分》「聖教門」（內 54） 

B1.《相應部》蘊相應 22.54：種子 

B2.《相應部》蘊相應 22.53：封滯 

B3.《相應部》蘊相應 22.55：優陀那 

 
 
A1《雜阿含 39 經》：種子經（內 84） 
 

(0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種種子，何等為五？謂根種子，莖種

子，節種子，自落種子，實種子。 

a 此五種子，不斷不壞，不腐.不中風【不壞於風熱】，新熟堅實，

有地界而無水界，彼種子不生長.增廣。 

b 若彼種新熟堅實，不斷不壞，不腐.不中風，有水界而無地界，彼

種子亦不生長.增廣。 

c 若彼種子新熟堅實，不斷不壞，不腐不中風，有地、水界，彼種

子生長增廣。 

(03)比丘！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界者，

譬貪喜。 

(04)四取攀緣識住。何等為四？ 

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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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行，貪喜潤澤，生長增廣。 

比丘！識於中若來若去，若住若沒，若生長.增廣。 

比丘！若離色受想行識，有若來若去，若住若生者，彼但有言數問

已不知，增益生癡，以非境界故。 

(05)色界離貪，離貪已，於色封滯，意生縛斷；於色封滯，意生縛斷

已，攀緣斷；攀緣斷已，識無住處，不復生長增廣。 

受想行界離貪，離貪已，於受想行封滯，意生縛斷，於受想行封滯，

意生縛斷已，攀緣斷；攀緣斷已，彼識無所住，不復生長增廣。 

(06)不生長故，不作行，不作行已住，住已知足，知足已解脫；解脫

已，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著，無所取.無所著已，自覺涅槃：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07)我說彼識不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所至趣，唯見法，欲入涅

槃，寂滅.清涼，清淨.真實。」 

(08)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A2《雜阿含 40 經》：封滯經（內 85） 
 

(0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封滯者不解脫，不封滯則解脫。 

(3a) 云何封滯不解脫？ 

(3b) 比丘！攀緣四取陰識住。云何為四？色封滯識住，受、想、行封

滯識住，乃至非境界故。是名封滯故不解脫。 

(4a) 云何不封滯則解脫？ 

(4b) 於色界離貪，〔受、想、行界〕離貪，乃至清涼、真實。是則不

封滯則解脫。」 

(05)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A3《雜阿含 64 經》：優陀那經（內 54） 
 

(0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 

(02)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起，出講堂，於堂陰中大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歎優陀那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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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 

比丘解脫此，則斷下分結。 

(03)時，有一比丘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

云何無吾我，亦無有我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脫此，

則斷下分結？」 

(04)佛告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計色是我，異我，相在；受想行識是

我，異我，相在。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

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亦非知者，亦非見者。 

此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 

色是苦，受想行識是苦。 

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 

此色非當有，受想行識非當有。 

此色壞有，受想行識壞有，故非我.非我所，我.我所非當有。 

如是解脫者，則斷五下分結。」 

(05)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斷五下分結已，云何漏盡，無漏心解

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作，自知不受後有？」 

(06)佛告比丘：「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於無畏處而生恐畏。愚癡凡夫

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我所，二俱非當生，攀緣四識住。何等為

四？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於受想行識住，

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 

比丘！識於此處，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增進廣大生長。 

若作是說：更有異法，識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滅，若增進.廣大.

生長者，但有言說，問已不知，增益生疑，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 

(07)比丘！離色界貪已，於色意，生縛亦斷，於色意生縛斷已，識攀

緣亦斷，識不復住，無復增進.廣大生長。 

受想行界，離貪已，於受想行意，生縛亦斷；受想行意，生縛斷已，

攀緣亦斷。識無所住，無復增進.廣大生長。 

(08)識無所住，故不增長；不增長，故無所為作；無所為作故則住，

故知足，知足故解脫，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

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

不受後有。 

(09)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除欲，見法涅槃，

滅盡寂靜.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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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a1《攝事分》「芽門」（內 84-85） 
 

一、出因緣（分二） 

  丑一標 

復次，一因、二緣，令後有芽當得生長。 

  丑二釋（分二） 

    寅一因 

謂五品行中，煩惱種子所隨逐識，說名為因。 

    寅二緣（分二） 

      卯一識住 

與〔田〕相似四種識住，說名為緣。 

      卯二喜、貪 

又由喜、貪滋潤其識，令於彼彼當受生處，結生相續，感薩迦耶，亦

名為緣。 

二、辨種類（分二） 

  丑一舉不生（分三） 

    寅一因、緣皆具 

此中有一，由四識住攝受所依，由喜、貪故，於現法中新新造集及以

增長。 

彼於後時成阿羅漢，令識種子悉皆腐敗，一切有芽永不得生。 

    寅二緣闕喜、貪 

又復有一，具一切縛，勤修正行，欣樂涅槃，遍於一切諸受生處，起

厭逆想。彼具縛故，種子不壞，識住和合，然於諸有起厭逆想故無喜、

貪。彼由如是修正行故，於現法中堪般涅槃，其後有芽亦不得生。 

    寅三緣餘上貪 

又復有一，住於學地，得不還果，唯有非想非非想處諸行為餘，於有

頂定具足安住。彼識種子猶未一切悉皆滅盡，然於識住能遍了知，能

遍通達。彼由忘念增上力故，上地貪愛猶殘少分，是不還者，當來下

地一切有芽不復更生。 

  丑二例生長 

與此相違，當知一切諸後有芽，皆得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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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攝事分》「見大染門」（內 84-85） 
 

一、出二雜染（分二） 

  丑一標列 

復次，雜染有二： 

一、見雜染；二、餘煩惱雜染。 

  丑二隨釋（分二） 

    寅一見雜染 

見雜染者，謂於諸行計我、我所邪執而轉薩迦耶見。 

由此見故，或執諸行以為實我，或執諸行為實我所，復有所餘此為根

本諸外見趣。 

    寅二餘煩惱雜染 

其餘貪等所有煩惱，當知是名第二雜染。 

二、校量勝劣（分四） 

  丑一標 

又見雜染得解脫時，亦能於餘畢竟解脫，非餘雜染得解脫時，即能解

脫諸見雜染。 

  丑二徵 

所以者何？ 

  丑三釋（分二） 

    寅一由有退還（分二） 

      卯一無餘雜染 

由生此者，依世間道，乃至能離無所有處所有貪欲，於諸下地其餘煩

惱心得解脫，而未能脫薩迦耶見。 

      卯二有見雜染 

由此見故，於下上地所有諸行和雜自體，不觀差別，總計為我，或計

我所。由此因緣，雖昇有頂而復退還。 

    寅二由無退還 

若於如是一切自體，遍知為苦，由出世道，先斷一切薩迦耶見，後能

永斷所餘煩惱。由此因緣，無復退轉。 

  丑四結 

是故當知唯見雜染是大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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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攝事分》「聖教門」（內 54） 
 

一、簡善惡說（分二） 

  丑一標明所為 

復次，是處世尊依自聖教，為欲顯示善說發起；依他邪教，為欲顯示

惡說失墜自有所說。後結集者，於法門中，稱為世尊嗢柁南說。 

  丑二釋其因緣（分二） 

    寅一辨得失（分二） 

      卯一略標 

由二因緣，善說法律，名為發起大果大利，惡說法律即為唐捐。 

      卯二別釋（分二） 

        辰一於善說 

一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一切眾苦永離可得，謂三種苦性； 

二者、一切諸結永斷可得，謂下、上分結。 

        辰二於惡說 

於惡說法毘奈耶中，如是二事皆不可得。 

    寅二廣所由（分二） 

      卯一依他邪教（分二） 

        辰一約苦苦辨（分二） 

          巳一出彼勝解（分二） 

            午一初二相 

彼由依止薩迦耶見，於諸行中，心厭苦苦，欲樂為依，起茲勝解：「願

於當來無有苦我，我無有苦。」 

            午二後二相 

或復已斷，即彼苦因及彼當果，於未來世，由二種相而生勝解：謂苦

未來當離於我，及我未來當無有苦。 

          巳二明未永越 

雖由如是四種行相，樂斷為依，離欲界欲，生初靜慮，次第乃至於彼

非想非非想處，若定、若生，由是因緣，超越苦苦而未能斷下分諸結。

未斷彼故，當知苦苦未永超越。 

        辰二約壞苦行苦辨 

彼於壞、行二苦斷中，尚不生樂，何況能斷？由彼隨順所未斷故，當

知於順上分諸結，亦未能斷。 

      卯二依自聖教（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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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一發正勝解（分二） 

          巳一厭離三苦 

住內法者，初修觀時，雖於欲界未得離欲，有情勝故，而於三苦深心

厭離。依樂斷欲，於諸行中，用無我見以為依止，發其勝解：「願於

未來無三苦我，我無三苦。」 

          巳二永斷苦苦 

彼初修習如是行已，於欲界欲而得遠離，永斷苦苦。如前復生如是勝

解：「當無彼我，我當無彼。」 

        辰二證永解脫 

如是行者，於其苦苦究竟解脫，亦永超越順下分結。即於此道次第進

修，乃至能得阿羅漢果。 

二、廣明識住（分二） 

  丑一流轉攝（分三） 

    寅一出愚相（分二） 

      卯一標由怖畏 

若諸愚夫，薩迦耶見以為依止，於永超越壞、行二苦，及永斷滅隨順

上分一切結中，謂我當無，於不應怖妄生怖畏，尚不起樂，況當能斷！ 

      卯二釋不應怖 

又於是處，由二因緣不應生怖： 

謂唯有心，住四識住，有轉有染； 

又唯有心，斷四識住，無轉無染。 

    寅二明轉染（分二） 

      卯一約種種辨（分二） 

        辰一釋因緣（分二） 

          巳一略標列（分二） 

            午一長行（分六） 

              未一果攝（分二） 

                申一列種種（分五） 

                  酉一四依 

復有四依，謂色、受、想、行。 

                  酉二四取 

復有四取，謂於欲、見、戒禁、我語所有欲貪。 

                  酉三二緣 

復有二緣：謂若所緣，及若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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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四六識 

復有六識，謂眼識等。 

                  酉五二識住 

復有二識住，謂煩惱纏住；及彼隨眠住。 

                申二攝略義 

此中諸取增上力故，以不如理分別為先，由我、我所邪境界取，由緣

自相境界之取，由俱有依，此三因緣令諸識轉，及令染污。 

              未二因攝 

復由三種： 

謂於現法趣集諦故； 

緣未來苦，我當如是如是愛故； 

於彼先因所生現苦而安住故。 

              未三受攝 

復由三種： 

謂趣樂位故；緣苦位故；安住不苦不樂位故。 

              未四世攝 

復由三種： 

謂趣來世故；緣去世故；住現世故。 

              未五愛攝 

復由三種： 

謂由後有愛，趣後有故； 

由彼彼喜樂愛，緣未來境界故； 

由喜貪俱行愛，住現在已得境界故。 

              未六繫攝 

復由三種： 

由貪欲身繫，趣向隨順貪處事故； 

由瞋恚身繫，緣彼事故； 

由戒禁、此實二取身繫，住彼事故。 

午二中嗢柁南 

中嗢柁南曰：「果因與受，世愛及繫。」 

          巳二隨難釋 

喜愛滋潤，如前應知，謂如諸行因中宣說。 

        辰二釋邊際（分二） 

          巳一生邊際（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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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一標列 

又即彼識如是轉時，於二生處，當知結生相續、增廣：一、於有色；

二、於無色。 

            午二料簡 

於有色處，依止中有而有去來；於無色處，唯有徙生。 

          巳二住邊際（分二） 

            午一標於兩處 

即於兩處乃至壽盡相續而住，故名為住。 

            午二別顯人中 

當知此住，欲界人中有三分位： 

謂初入胎；識所滋潤，胎分圓滿；自胎而出。 

      卯二約三界辨 

當知此三復有差別：欲、色、無色，如其次第。 

    寅三斥餘說（分三） 

      卯一由義無別 

若有棄捨如來所說識流轉道，而作是言：我當更作別異施設。當知是

人所施設者，其文有異，其義無別，但有言事。 

      卯二由不知答 

或餘智者，於其異文，先示道理，後方詰問：汝所施設，別異者何？

彼於爾時，茫然不了。 

      卯三由後覺非 

或於後時，自得達鑑，於前所立，如理諦觀，反生愚昧；由愚昧故，

自覺無知：我本受持，為惡非善。 

  丑二寂止攝（分二） 

    寅一出因緣（分三） 

      卯一廣依緣 

又十色界，名為色界；當知復有六種受界、想界、行界。 

      卯二明斷位（分二） 

        辰一略標列 

又於三位，當知諸識解脫煩惱： 

謂於諸行深見過患，能令諸纏遠分離故； 

於見地中，一切外道諸繫、隨眠永斷滅故； 

依止修道，得究竟故。 

        辰二釋身繫（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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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一辨相（分三） 

            午一貪、瞋身繫（分二） 

              未一顯差別 

又諸外道，於所妄計一切生處，謂大自在、那羅衍拏、及眾主等無量

品類，樂生彼故，名貪身繫。 

於他諸見異分法中，深憎嫉故，名瞋身繫。 

              未二結雜染 

依於邪願修梵行故，於同梵行可樂法中起憎背故，由此二緣，於增上

戒學能為雜染。 

            午二戒禁取身繫 

當知即彼由「戒禁取」，於增上心學能為雜染。 

            午三此實執取身繫 

由「此實執取身繫」故，於增上慧學能為雜染。 

          巳二釋名（分二） 

            午一名身繫 

如是四法，能於色身、名身趣向所緣安立事中，令心繫縛，故名身繫。 

            午二名意所成 

又彼在意地故，意分別故，意相應故，意隨眠故，染污意故，名意所

成。 

      卯三釋彼斷 

又彼斷者，謂緣彼境諸煩惱斷，非彼所緣，即於彼境無倒解故。 

    寅二明邊際（分二） 

      卯一滅因緣 

又由（能生）後有諸業煩惱之所攝持（能生）後有（之）「種識」，當

知〔不〕於此依止建立。彼無有故，當來三種，如前所說差別理趣，

生長、〔增進〕、廣大，當知一切悉皆盡滅。 

      卯二得對治（分二） 

        辰一總標 

又即由彼無所住（之）識，因分（因之自性）、果分（果之自性）不

復生長。 

        辰二別釋（分四） 

          巳一解脫所依 

（凡是）諸道所攝而得生長，又（是）彼空解脫門為依止故，名無所

為；無願解脫門為依止故，名為喜足；無相解脫門為依止故，說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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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巳二解脫究竟（分三） 

            午一逮得恒住 

於彼愛樂數修習故，得善解脫。一切隨眠永滅盡故，心善解脫，從是

已後，逮得恆住，雖住諸行而無所畏。 

            午二滅不更生 

已得諸蘊任運而滅，餘因斷故無復更生。 

            午三遍無所趣 

彼有漏識由永滅已，遍於十方皆無所趣，唯除如影諸受，與彼識蘊識

樹，當知如燈皆歸寂滅。 

          巳三解脫異名 

即於有餘涅槃界中，依初纏斷，說名寂靜； 

依第二斷，說名清涼； 

依第三斷，說名宴默。 

          巳四解脫因緣 

又由三緣，識趣、識住皆無所有： 

一、由自然非染污故； 

二、由所餘不染污故； 

三、由餘識助伴無故。 

 

 

B1《相應部》蘊相應 22.54：種子 
 

一~二、[爾時，世尊]在舍衛城……乃至…… 

三、「諸比丘！有五種之種子。以何為五耶？[謂：]根之種子，莖之

種子，枝之種子，節之種子，種子之種子是。 

四、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不壞、不腐、不害於風熱，有堅核，雖

善貯藏，若無地、無水者，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得生長增廣

耶？」 

「大德！不也。」 

五、「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壞、腐、害於風熱，核不堅，不善貯

藏，若有地、有水者，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得生長增廣耶？」 

「大德！不也。」 

六、「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不壞……乃至……善貯藏，若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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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者，諸比丘！此五種之種子，得生長增廣耶？」 

「大德！是也。」 

七、「諸比丘！地界者，譬如可見四識住。諸比丘！水界者，譬如可

見喜貪。諸比丘！五種之種子者，譬如可見識與食。 

 

【說明】種子不得生長增廣有二情況：第一情況是種子壞、腐，第二

情況是種子不壞、不腐，但無地、無水。 

法義是：識不得生長增廣有二情況：第一情況是識壞、腐，第二

情況是識不壞、不腐但無四識住、無喜貪。 

 

八、諸比丘！於色封滯而住識者，以色為所緣，止住於色，近依喜而

住，生長、增廣。 

九、諸比丘！於受封滯而住識者，乃……近依喜而住，生長、增廣。 

一○、諸比丘！於想封滯……乃至…… 

一一、諸比丘！於行封滯而住識者，以行為所緣，而止住於行，近倚

喜而住，生長、增廣。 

一二、諸比丘！如說「我離於色、離於受、離於想、離於行，而施設

於識之來往、死生、長益、廣大」者，無有是處。 

一三、諸比丘！比丘若於色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之所

緣、依止。 

一四~一六、諸比丘！比丘若於受界……想界……行界…… 

一七、若於識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之所緣、依止。 

一八、於識無依止、無增益，無現行而解脫。以解脫故住，以住故而

知足，知足故不恐怖，不恐怖而自般涅槃，知：生已盡……乃

至……不受後有。」 

 

【說明】此處說：「識無依止、無增益，無現行而解脫」，可知是種子

不得生長增廣的第二情況：識不壞、不腐但無四識住、無喜貪。 

 

 

B2《相應部》蘊相應 22.53：封滯 
 

一~二、[爾時，世尊]在舍衛城……乃至…… 

三、「諸比丘！封滯者不解脫，不封滯者，則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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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諸比丘！於色封滯而住於識者，以色為所緣，止住於色，近倚喜

而住，令生長增廣。……乃至……以行為所緣，止住於行，近倚

喜而住，令生長增廣。 

五、諸比丘！如說「我離於色，離於受，離於想，離於行，而施設於

識之來往、死生、長益、廣大」者，無有是處。 

六~一○、諸比丘！比丘若於色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

之所緣、依止。諸比丘！比丘若於受界，……於想界……於行

界……於識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之所緣、依止。 

一一、識無依止、無增長、無現行而解脫。以解脫故住，以住故知足，

知足故無恐怖，無恐怖而自般涅槃。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 

 
 
B3《相應部》蘊相應 22.55：優陀那 
 

一、[爾時，世尊]在舍衛城………乃至…… 

二、於此，世尊為唱優陀那曰： 

非我非我所，應無我我所，若如是勝解，則斷下分結。 

三、如是說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大德！以何為非我、非我所，

應無我、無我所。比丘若如是勝解者，為得斷[五]下分結耶？」 

四、「比丘！此處有無聞凡夫，不見聖人……乃至……不順善知識，

見色是我，我以色有，我中有色，色中有我，受……想……行……

識是我，識以我有，我中有識，識中有我。 

五、彼不如實知色是無常為色無常，不如實知受是無常為受無常，不

如實知想是無常……乃至……行是無常為行無常，不如實知識是

無常為識無常。 

六、不如實知色是苦是為色是苦，不如實知受是……苦，想是……苦，

行是……苦，識是苦是為識苦。 

七、不如實知色是無我為色無我，不如實知受是無我為受無我。不如

實知想…行是無我為行無我，不如實知識是無我為識無我。 

八、不如實知色是有為為色有為，不如實知受是有為……想是有

為……行是有為……識是有為是識有為。 

九、不如實知色是應壞，不如實知受是應壞……想是應壞……行是應

壞……識是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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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諸比丘！有聞之聖弟子，見聖人，知聖人之法，善順聖人之法，

見善知識，知善知識之法，善順善知識之法。不觀色是我，乃至

不觀受……想……行……識是我。 

一一、彼如實知色是無常是為色無常，如實知受是無常……想是……

行是……行是無常……識是無常是為識無常。 

一二、色是苦……乃至……識是苦…… 

一三、色無我……乃至……識無我…… 

一四、色有為……乃至……識有為…… 

一五、如實知色應壞，如實知受……想……行……識應壞。 

一六、於彼色壞、受壞、行壞、識壞故，如是比丘，非我、非我所，

應無我、無我所，比丘若如是勝解者，則斷[五]下分結。」 

一七、[時，彼比丘白世尊曰：] 

「大德！比丘如是勝解者，則斷[五]下分結。大德！又如何知？

如何見？以得無間諸漏盡耶？」 

一八、「比丘！此處有無聞凡夫，於無畏之處，生起恐畏。比丘！無

聞凡夫於非我、非我所，應無我、應無我所者，生恐畏。 

一九、比丘！有聞之聖弟子，於無畏之處，不生怖畏。比丘！有聞之

聖弟子，於非我、非我所，應無我、應無我所者，不生怖畏。 

二○、比丘！於色封滯而住識者，則以色為所緣，止住於色，近倚於

喜而住，生長、增廣。 

二一~二二、比丘！於受封滯……於想封滯…… 

二三、於行封滯而住於識者，則以行為所緣，止住於行，近倚於喜而

住，生長、廣大。 

二四、比丘！如彼說「我離於色、離於受、離於想、離於行，而施設

於識之來往、死生、長益、廣大」者，無有是處。 

二五、比丘！比丘若於色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之所緣、

依止。 

二六、比丘！比丘若於受界…… 

二七、比丘！比丘若於想界…… 

二八、比丘！比丘若於行界…… 

二九、比丘！比丘若於識界斷貪者，以斷貪故有分斷，無有識所緣、

依止。 

三○、 於識無依止，無增長，無現行而解脫。以解脫故住，以住故

而知足，知足故無恐怖，無恐怖則自般涅槃。知：生己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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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受後有。 

三一、比丘！如是知，如是見者，則得無間諸漏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