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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輪王七寶經》比對 

 

林崇安編校 

（內觀雜誌，93 期，pp.2-12，2013.05） 

 

說明： 

南北佛教所傳的《轉輪王七寶經》，有短、長二種經。長經中詳述轉

輪王七寶。以下列出短、長的七種《轉輪王七寶經》，最後是《瑜伽

師地論》的解釋七寶。 

【經】 

1a.《增一阿含 351 經》［39.7］轉輪王七寶經(1)：短經 

1b.《增一阿含 352 經》［39.8］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 

02.《相應部》46.42 轉輪王七寶經：短經 

3a.《雜阿含 721 經》轉輪王七寶經(1)：短經 

3b.《雜阿含 722 經》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 

04.《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短經 

05.《佛說輪王七寶經》（施護譯）：長經 

【論】 

06.《瑜伽師地論》的解釋七寶：寶喻門 

 

 

1a.《增一阿含 351 經》 
 

（1）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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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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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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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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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增一阿含 352 經》 
 

（1）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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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車][王*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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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寶樹兼生其間，然彼樹復有七種色，金、銀、水精、琉璃、

[王*車][王*渠]、瑪瑙、琥珀，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門，皆悉牢

固，亦七寶所造，銀門以金間施其間，金門以銀間錯其間，水精

門以琉璃間錯其間，琉璃門以水精間錯其間，瑪瑙門以琥珀間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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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水池凍，便成銀

寶，金池水凍，便成金寶，然轉輪聖王以此為用。爾時，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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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彼眾生無有寒溫，亦無飢渴，亦無疾病。然轉輪聖王在世遊化，

成就此七寶及四神足，無有缺減，終無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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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閻浮里

地不以刀杖化彼國。」 

（a）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輪寶？」 

世尊告曰：「是時，轉輪聖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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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地七刃，漸漸至王前住，轉輪聖王見已，便作是說：

吾從舊人邊聞，轉輪王十五日沐浴頭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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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金缽盛碎銀，銀缽盛碎金，奉上轉輪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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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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地七刃而住。 

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輪寶也。」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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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而挍飾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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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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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毛朱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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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比丘白佛言：「復以何緣成就珠寶乎？」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是時珠寶從東方

來，而有八角，四面有火光，長一尺六寸，轉輪聖王見已，便作

是念，此珠寶極為殊妙，吾今當試之。是時，轉輪聖王夜半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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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光已，各各自相謂言：日今已出，

可理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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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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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轉輪聖王出現世時，自然有此玉女寶

現，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不長不短，不白不黑，體性柔和，

不行卒暴，口氣作憂缽華香，身作栴檀香，恒侍從聖王左右，不

失時節，常以和顏悅色，視王顏貌，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

此玉女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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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王云何成就居士寶？」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居士寶出

現世間，不長不短，身體紅色，高才智達，無事不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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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須寶，隨時給施。是時，轉輪聖王

欲試彼居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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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時水中七寶踊出。是時，轉輪聖王語彼長者：止！止！

居士！更不須寶。如是，比丘！轉輪聖王成就此居士寶也。」 

（g）是時，比丘白佛言：「轉輪聖王云何成就典兵之寶？」 

世尊告曰：「於是，比丘！轉輪聖王出現世時，便有此寶，自然

來應，聰明蓋世，豫知人情，身體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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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集兵眾，在王左右。

是時，轉輪聖王欲試典兵寶。是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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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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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轉輪聖王顏貌端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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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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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神足，復次，比丘！轉輪聖王受命極長，

壽不可計。爾時人之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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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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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千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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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十善之法，復教他人使行十善，比丘當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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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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不免三惡之趣，地獄、畜生、餓鬼之道，所以然者，轉輪聖王

不得四禪、四神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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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不可遭，所演法教，亦復如是，解脫、

四諦及四非常，實不可得聞，轉輪聖王於此四法，亦不得究竟。 

（3）若比丘！如來出現世時，便有此七寶出現世間，如來七覺意寶，

至邊究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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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閑靜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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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比丘便成羅漢。 

（4）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02.《相應部》［46.42］轉輪王七寶 
 

（2）「諸比丘！轉輪王出現時，則現七寶。以何為七耶？現：輪寶、

象寶、馬寶、摩尼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諸比丘！轉

輪王出現時，現此等七寶。 

（3）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出現時，則現七覺支寶。以何為

七耶？現：念覺支寶、[擇法覺支寶、精進覺支寶、喜覺支寶、

輕安覺支寶、定覺支寶、]乃至現捨覺支寶。 

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出現時，現此等七覺支寶。」 

 

3a.《雜阿含 721 經》轉輪王七寶經(1) 
 

（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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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出世之時，有七寶現於世間：

金輪寶、象寶、馬寶、神珠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 

（3）如是如來出世，亦有七覺分寶現。 

（a）齋戒，處樓觀上，大臣圍遶，有金輪寶從東方出，輪有千輻，

齊轂圓輞，輪相具足。『有此吉瑞，必是轉輪聖王，我今決定為

轉輪王。』即以兩手承金輪寶，著左手中，右手旋轉而說是言：

『若是轉輪聖王金輪寶者，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於是輪寶

即發，王.蕃前隨，而於東方乘虛而逝，向於東方，遊古聖王正

直之道。王隨輪寶，四兵亦從；若所至方，輪寶住者，王於彼住，

四兵亦住。東方諸國，處處小王，見聖王來，悉皆歸伏。 

如來出興於世，有七覺分現於世間：所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

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4）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比對】 

與前後諸經比對，可以看出段落（a）不完整，應修正為短經見後。 

 

3b.《雜阿含 722 經》轉輪王七寶經(2) 
 

（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出於世時，有七寶現於世間。 

（a）云何轉輪聖王出於世時，金輪寶現？有時剎利灌頂聖王，月十

五日，沐浴清淨，受持齋戒，於樓閣上，大臣圍遶。有金輪寶從

東方出，輪有千輻，齊轂圓輞，輪相具足，天真金寶。王作是念：

『古昔傳聞，剎利灌頂大王月十五日布薩時，沐浴清淨，受持福

善，有輪寶現，今既如古，有斯吉瑞，當知我是轉輪聖王。』即

以兩手承金輪寶，著左手中，右手旋轉而作是言：『若是轉輪聖

王金輪寶者，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作是語訖，於是輪寶即

從王前乘虛而逝，向於東方，遊古聖王正直之道，王及四兵，隨

輪去住，東方諸國，處處小王，見聖王來，皆稱：『善哉！善來

大王！此是王國，此國安穩，人民豐樂，願於中止，教化國人，

我則隨從。』聖王答言：『諸聚落主！汝今但當善化國人，有不

順者，當來白我。當如法化，莫作非法，亦令國人善化非法；若

如是者，則從我化。』於是聖王從東海度，乘古聖王道至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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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古聖王之道，度於南海，至西海；乘於古昔聖王之道，度於西

海，至於北海。南、西、北方諸小國王，奉迎啟請，亦如東方廣

說。於是金輪寶，聖王隨從，度於北海，還至王宮正治殿上，住

虛空中，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金輪寶現於世間。 

（b）云何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白象寶現於世間？若剎利、灌頂大

王純白之象，其色鮮好，七支拄地，聖王見已，心則欣悅。『今

此寶象來應於我，告善調象師，令速調此寶象，調已送來。』象

師受命，不盈一日，象即調伏，一切調伏相悉皆具足，猶如餘象

經年調者，今此象寶一日調伏亦復如是。調已，送詣王所，上白

大王：『此象已調，唯王自知時。』爾時，聖王觀察此象調相已

備，即乘寶象，於晨旦時周行四海，至日中時，還歸王宮，是名

轉輪聖王出興于世，如此象寶現於世間。 

（c）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馬寶現於世間？轉輪聖王所有馬寶，

純一青色，烏頭.朱尾，聖王見馬，心生欣悅。『今此神馬來應我

故，付調馬師，令速調之，調已送來。』馬師奉教，不盈一日，

其馬即調，猶如餘馬經年調者，馬寶調伏亦復如是。知馬調已，

還送奉王，白言：『大王！此馬已調。』爾時，聖王觀察寶馬調

相已備，於晨旦時，乘此寶馬，周行四海，至日中時，還歸王宮，

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馬寶現於世間。 

（d）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摩尼珠寶現於世間？若轉輪聖王所

有寶珠，其形八楞，光澤明照，無諸纇隙，於王宮內常為燈明。

轉輪聖王察試寶珠，陰雨之夜，將四種兵入於園林，持珠前導，

光明照耀面一由旬，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摩尼寶珠現於世間。 

（e）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賢玉女寶現於世間？轉輪聖王所有

玉女，不黑不白，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不肥不瘦，肢體端正，

寒時體暖，熱時體涼，身體柔軟，如迦陵伽衣，身諸毛孔，出栴

檀香，口鼻出息，作優鉢羅香，後臥先起，瞻王意色，隨宜奉事，

軟言愛語，端心正念，發王道意，心無違越，況復身口，是為轉

輪聖王寶女。 

（f）云何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現於世間？謂轉輪聖王主藏大臣，本

行施故，生得天眼，能見伏藏，有主無主，若水若陸，若遠若近，

悉能見之。轉輪聖王須珍寶，即便告敕，隨王所須，輒以奉上。

於是聖王有時試彼大臣，觀其所能，乘船遊海，告彼大臣：『我

須寶物。』臣白王言：『小住岸邊，當以奉上。』王告彼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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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須岸邊之寶，且須畫時與我。』於是大臣即於水中，出四金

瓮，金寶滿中，以奉聖王。王所須即取用之，若取足已，餘則還

歸水中。聖王出世，則有如此主藏之臣現於世間。 

（g）云何聖王出興於世，有主兵之臣現於世間？謂有主兵臣，聰明

智辯，譬如世間善思量成就者。聖王所宜，彼則悉從，宜去宜住，

宜出宜入，聖王四種兵行，道里頓止，不令疲倦。悉知聖王宜所

應作，現法.後世功德之事，以白聖王。轉輪聖王出興于世，有

如是主兵之臣。 

（3）如是如來、應供、等正覺，出興於世，有七覺分現於世間。何

等為七？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

覺分、捨覺分。」 

（4）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比對】 

《雜阿含 721 經》和《雜阿含 722 經》相連二經，相當於《增一阿含

351 經》和《增一阿含 352 經》相連短長二經，經由比對《相應部》

46.42 轉輪王七寶經，可知《雜阿含 721 經》應修正為短經如下： 

 

（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出世之時，有七寶現於世間：

金輪寶、象寶、馬寶、神珠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 

（3）如是如來出世，［亦有七覺分寶現於世間］：所謂念覺分、擇法

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4）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04.《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 
 

(1)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便有七寶出世。 

云何為七？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

是謂為七。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 

(3)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覺支寶出於世

間。云何為七？念覺支寶、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息覺

支、定覺支、捨覺支寶，是謂為七。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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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時，當知有此七覺支寶出於世間。」 

(4)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比對】 

原先《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是一短經，由於《中阿含經》的經文長

度為「中」，故應補足經文長度，成為長經，使之類同《增一阿含 352

經》或《雜阿含 722 經》。 

 

05.《佛說輪王七寶經》（No. 38，施護譯） 

 

（1）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大芻苾眾俱。 

（2）是時佛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有剎帝利大灌頂王，已受灌頂

得輪王位，威德自在人所尊重出現世間，其王出時有七寶現，何

等為七？所謂輪寶、象寶、馬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摩尼寶、

女寶，如是七寶隨王出現。 

（a）何名輪寶？所謂千輻金輪最上殊妙，諸相圓滿有大威力，其金

輪寶從空而下住王宮門，是時彼剎帝利大灌頂輪王，見是輪寶出

已心大歡喜，即告侍臣言：汝今速嚴四兵當出遊幸，是時侍臣受

王命已，即嚴四兵既嚴整已，即詣王所而白王言：四兵已嚴王出

遊幸，今正是時。爾時彼剎帝利大灌頂輪王，即從座起整其衣服

出於宮門，彼千輻輪導於王前，從王右手順次而轉。是時彼王遊

於四海，於少時間即還王宮，以其輪寶功能勝故。諸苾芻！此名

剎帝利大灌頂輪王出時第一輪寶出現。 

（b）復次，諸苾芻！彼剎帝利大灌頂輪王出時，復有象寶出現，其

相殊妙純白無雜，猶如大龍，七處具足圓滿而住，從於北方乘空

而來住王宮門，是時臣寮見是事已，即馭王所具，以其事而白於

王。彼大灌頂輪王見是象寶出已，心大歡喜內自思惟，甚為賢善

最大殊勝，我有所用而必當取，是時彼王謂諸臣言：象寶出現，

汝等宜應專勤守護備吾所用。是時侍臣受王命已，於長時中專勤

守護，善巧調習無少損失備王所用。 

佛告諸苾芻：往昔有剎帝利大灌頂輪王出世，是時亦有象寶出

現。其王於晨朝時乘彼象寶，遊於四海即時還宮。汝等當知！象

寶有是勝妙功能，諸苾芻！此名大灌頂輪王出時第二象寶出現。 

（c）復次，諸苾芻！大灌頂輪王出時，復有馬寶出現，其數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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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分圓滿而各有其上妙色相，所謂青黃赤白，項頸妙好猶如謨

囉，行步迅疾而復調善，是四馬寶出現宮門。爾時臣寮見是馬寶

希有妙好，即馭王所。彼大灌頂輪王見是四馬寶已，心大歡喜內

自思惟，馬寶出現甚為賢善，我有所用必當如意，彼大灌頂輪王

而復宣言：汝等諸臣，於長時中當勤守護善巧調習，我有所用而

必當取，是時臣寮受王命已，長時守護備王所用。諸苾芻！往昔

有大灌頂輪王出世，是時亦有馬寶出現，其王於晨朝時乘是馬

寶，遊於四海即復還宮。汝等當知！馬寶有是殊勝功能，諸苾芻，

此名大灌頂輪王出時第三馬寶出現。 

（d）復次，諸苾芻！輪王出時復有主藏臣寶出現。是時有大寶藏，

堅牢具足大財大富彼臣所主。時主藏臣，即詣王所作是白言：有

大寶藏一切殊妙珍寶具足，所謂金等一切寶物王有所用，我當授

王一切如意無少闕失。是時輪王見是主藏臣寶出已，心大歡喜，

又聞其言金等諸寶一切具足獲大如意，時王即謂彼主藏臣寶言：

汝今有如是色相神通威力，能主地中廣大伏藏，金等諸寶一切具

足，觀如是事甚為希有最上賢善，汝善主持，我有所欲汝當供給，

餘非欲者亦善主持。諸苾芻！汝等當知！此地伏藏，人所不見非

人即見，輪王出時有主藏臣而自出現，為王守護一切供給，此名

輪王出時第四主藏臣寶出現。 

（e）復次，諸苾芻！輪王出時復有主兵臣寶出現，是時彼臣有大智

略勇猛威德，大力色相一切具足，善御兵眾護王國界不令侵擾。

時主兵臣詣於王所，白如是言：大王當知，我善主兵守護王境，

若時非時諸有所作，當如王意無少闕失。是時彼王見是主兵臣寶

出現已，心大歡喜即謂彼言：汝今有大智略勇猛威德大力色相，

若時非時一切能作，善御兵眾，守護國界，甚為賢善，汝當長時

親輔於我，諸有所為汝善方便，汝今於王是大守護。諸苾芻！此

名輪王出時第五主兵臣寶出現。 

（f）復次，諸苾芻！輪王出時復有大摩尼寶出現，彼摩尼寶最上色

相妙好殊勝，有大光明圓滿具足，其光廣大普照一切有大功能，

於王宮中，若有是寶而彼夜暗非燈所照，寶出光明自然照曜猶如

日光。諸苾芻！往昔有大輪王出世，是時亦有大摩尼寶出現有大

光明，彼王爾時欲驗其能，即勅臣寮速嚴四兵，當於夜分出遊園

林，是時臣寮受王命已，即嚴四兵速詣王所白如是言：四兵已集

王出遊幸今正是時。爾時彼王，即以大摩尼寶置旌旗上引導王



11 

 

前，於夜分中出遊園林，其寶光明照一由旬，其王四兵皆悉光明

互相映曜，如天光明等無有異。諸苾芻！此名輪王出時第六大摩

尼寶出現。 

（g）復次，諸苾芻！輪王出時復有女寶出現，最上色相諸分圓滿妙

好第一，諸世間人無有等者，輕妙柔軟如幹唧梨，身諸毛孔出諸

妙香，譬如盛香寶器，於一切時香氣常在，又復女寶所有出入之

息，一一皆如青蓮華香人所愛樂，如王所行女寶從後，諸有所作

適悅自在，性行貞正不受邪染，常出愛語人所樂聞，面有光明人

所喜見。諸苾芻！此名輪王出時第七女寶出現。 

佛告諸苾芻：如是名為輪王出時七寶出現。 

（3）汝等當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時，宣說七覺支法，何等為七？

所謂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

捨覺支，如是名為七覺支法，唯除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世宣說，

如前七寶亦如是，唯除大灌頂輪王出時其寶出現。 

汝等當知！如來所說七覺支法，令諸眾生如理修行，一切皆得安

樂利益，汝等當勤如是修學。 

 

06.《瑜伽師地論》的解釋七寶：寶喻門 
 

一、總標 

如轉輪王，於四洲渚得大自在，所獲七寶。 

如是心王，於四聖諦得大自在，所獲真淨七覺支寶，當知亦爾。 

二、別辨（分七） 

  卯一、輪寶喻念覺支 

謂於奢摩他、毘缽舍那雙品運轉，降伏一切煩惱勝怨，由此義故，初

念覺支，猶如輪寶。 

  卯二、象寶喻擇法覺支 

所知境相其量無邊，能知智體亦隨廣大，由此義故，擇法覺支猶如象

寶。 

  卯三、馬寶喻精進覺支 

依此速能乃至往彼，所行所得殊異勝處，由此義故，精進覺支猶如馬

寶。 

  卯四、女寶喻喜覺支 

悅意無罪，最為殊勝，由此義故，其喜覺支猶如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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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五、神珠寶喻輕安覺支 

身心映徹，有所堪能，由此義故，輕安覺支如神珠寶。 

  卯六、藏臣寶喻定覺支 

能辦一切所欣求事，由此義故，其定覺支如藏臣寶。 

  卯七、軍將寶喻捨覺支 

能摧一切染污法軍，能率一切清淨法軍，能趣無相安隱住處，由此義

故，其捨覺支如軍將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