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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教材系列 S3 

編 序 
 

釋尊時期所教導的佛法可歸為九分教，即【1】契經、【2】應頌、

【3】記說、【4】諷誦、【5】自說、【6】本事、【7】本生、【8】方廣、

【9】希法。佛滅當年的第一結集由九分教集出《四阿含經》。佛滅百

年時的第二結集，將第一結集未編入的諷誦、自說、本事編集成《雜

藏》，稱之為《小部》，所集的項目是：（1）「諷誦」方面：將《尸路

偈》、《牟尼偈》、《眾義品＝八頌經品》、《波羅延那＝彼岸道品》，編

入《小部‧經集》；將《諸上座所說偈》和《比丘尼所說偈》分別編

入《小部‧諸上座所說偈》和《小部‧比丘尼所說偈》。（2）「自說」

方面：編出《小部‧憂陀那》和《小部‧法句經》。（3）「本事」方面：

將《本事經》，編入《小部‧如是語》。本書選集了： 

（a）北傳《本事經＝增一式如是語》，內含 138 經，由唐‧玄奘

法師由梵譯漢（648AD），此經收錄在《大正藏‧經集部》第 17 冊，

編號是 No.765。 

（b）北傳《義足經》，由吳‧支謙譯漢（222-253AD），收錄在《大

正藏‧本緣部》第 4 冊，編號是 No.198，此經的偈頌＝南傳《經集》

中的《八頌經品》。 

（c）零星的北傳頌釋，如《波羅延那》等。 

（d）南傳《經集》第四品的「八頌經品」（＝義足經＝眾義品＝

義品）和第五品的「彼岸道品」（＝波羅延那＝波羅延），而未選入第

一蛇品、第二小品、第三大品。 

此處所編的【內觀教育版】，是將經文重新分段標點並編上號碼，

使其段落分明，便於誦讀、分析與比對。 

願此工作，有助於學佛者在義理和實踐上的增進。 

林崇安 2004.5 

於桃園縣[中壢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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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經》 
 

玄奘法師譯 

林崇安編，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 

【內觀教育版】2004 

 

1 本版（內觀教育版）將每一經文分段編號，便於閱讀、比對。 

2 凡是對舊譯經論有所更正的字句，都用括號〔〕標出。 

 
一法品 

  
第１經  蓋（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覆障群生，馳騁流轉生死長

途，如無明蓋。所以者何？ 

（03）世間群生，由無明蓋所覆障故，馳騁流轉生死長途。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起慧明，破無明蓋，出貪愛

網？ 

（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別有一法，覆障諸群生，馳流生死途，如無明蓋者， 

無明大愚闇，由斯久流轉，彼此有往來，昇沈高下趣， 

若破無明蓋，解脫貪愛網，不處生死流，以無彼因故。 

 

第２經  結（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繫縛群生，馳騁流轉生死長

途，如貪愛結。所以者何？ 

（03）世間群生，由貪愛結所繫縛故，馳騁流轉生死長途。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瑩慧刀，斷貪愛結，破大闇

聚？ 

（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別有一法，繫縛諸群生，馳流生死途，如貪愛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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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愛大繫縛，由斯久流轉，彼此有往來，昇沈高下趣， 

若斷貪愛縛，破大黑闇聚，不處生死流，以無彼因故。 

 

第３經  劫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一有情，於一劫中，流轉生死所受身骨，假使有

能積聚不爛，其聚高廣，如王舍城毘補羅山。 

（03）況彼有情，無初後際，馳騁流轉生死長途，所受身骨而可測量。

所以者何？ 

（04）苾芻當知！我說有情，於四聖諦不了知故，不照見故，不現觀

故，不通達故，不審察故，馳騁流轉生死長途，受諸骨身。 

（05）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於四聖諦，了知照見，現觀通

達，審察究竟？ 

（06）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有情一劫，受身骨不爛，其聚量高廣，如毘補羅山， 

況無初後際，久流轉生死，所受諸骨身，其量而可測， 

受是大苦聚，由不見聖諦，故應修妙智，正觀四真實， 

所謂苦聖諦，苦因及苦滅，能滅苦苦因，八支真聖道， 

此補特伽羅，極七有流轉，定斷一切結，能盡諸苦邊。 

 

第４經  心（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以佛眼，遍觀世間諸有業果，皆緣心意。 

（03）一類有情，心意所使，行如是行，履如是道，身壞命終，如捨

重擔，墮諸惡趣，生地獄中。所以者何？ 

（04）彼諸有情，心意染污，由此為因，身壞命終，墮諸惡趣，生地

獄中。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類諸有情，心意起染污，我今當為汝，記別其所生， 

彼身壞命終，如捨於重擔，必墮諸惡趣，生於地獄中， 

應知惡慧者，由心意染污，因斯染污故，當生地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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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經  心（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以佛眼，遍觀世間諸有業果，皆緣心意。  

（03）一類有情，心意所使，行如是行，履如是道，身壞命終，如捐

重擔，昇諸善趣，生於天中。所以者何？ 

（04）彼諸有情，心意清淨，由此為因，身壞命終，昇諸善趣，生天

界中。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類諸有情，心意起清淨，我今當為汝，記別其所生， 

彼身壞命終，如捐於重擔，必昇諸善趣，生於天界中， 

應知善慧者，由心意清淨，因斯清淨故，當生天界中。 

 

第６經  業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有情，皆由自業，業為伴侶，業為生門，業為

眷屬，業為依趣，業能分定一切有情，下、中、上品。 

（03）是故汝等，應當善知諸業自性、諸業因緣、諸業品類、諸業異

熟、諸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苾芻汝等，如我所說，應正

了知。 

（04）云何應知諸業自性？業自性者，謂或思業，或思已業。如是應

知諸業自性。 

（05）既正了知業自性已，云何應知諸業因緣？業因緣者，謂諸貪愛。

如是應知諸業因緣。 

（06）既正了知諸業自性、業因緣已，云何應知諸業品類？業品類者，

謂別品類業，趣地獄身。別品類業，趣傍生身。別品類業，趣鬼

界身。別品類業，趣阿素洛界身。別品類業，趣人界身。別品類

業，趣天界身。如是應知諸業品類。 

（07）既正了知諸業自性、諸業因緣、業品類已，云何應知諸業異熟？

業異熟者，謂於此生造作諸業，即此生中，能感諸有，或受未受。

如是應知諸業異熟。 

（08）既正了知諸業自性、諸業因緣、諸業品類、業異熟已，云何應

知諸業盡滅？業盡滅者，謂愛滅故，諸業盡滅。如是應知諸業盡

滅。 

（09）既正了知諸業自性、諸業因緣、諸業品類、諸業異熟、業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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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云何應知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者，謂八支

聖道，即是正見、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精進、正念、

正定。如是應知趣業滅道因緣資具。 

（10）苾芻當知！諸有沙門，或婆羅門，若能正知諸業自性、諸業因

緣、諸業品類、諸業異熟、諸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即能

信我法毘奈耶。 

（11）若能信我法毘奈耶，即能入我法毘奈耶。 

（12）若能入我法毘奈耶，即能達我法毘奈耶，修行梵行。 

（13）若能達我法毘奈耶，修行梵行，即能究竟正盡諸業。所以者何？ 

（14）是諸沙門，或婆羅門，既正了知諸業自性、諸業因緣、諸業品

類、諸業異熟、諸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已，即於諸業，能

厭、離、滅，究竟解脫，得善解脫。 

（15）既善解脫，即能獨立；既能獨立，即具善修；既具善修，彼身

壞已，法爾無有一切施設。 

（1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有情，居前中後際，皆屬於自業，業為其伴侶， 

業為彼生門，業為其眷屬，業為所依趣，業能定三品， 

隨業彼彼生，不定如輪轉，或處天人中，或居四惡趣， 

世間諸有情，皆隨業力轉，非國財妻子，隨從往餘生， 

彼於命終時，所有皆頓捨，獨隨業而往，故皆由自業， 

當來諸有情，雖受如是業，若能依佛教，正信而出家， 

彼於愚癡類，無師開導中，名能善修行，不愚正法者， 

故汝等苾芻，精勤勿放逸，應善知諸業，相續正修行， 

為盡業自性，及業因緣等，修八支聖道，速令得圓滿。 

 

第７經  意為前導（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間所有惡不善法，於生起時，諸不善品、諸不善

類，一切皆由意為前導。所以者何？ 

（03）意生起已，惡不善法，皆隨後生。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不善法生，為因能感苦，皆意為前導，與煩惱俱生， 

意為前導法，意尊意所使，由意有染污，故有說有行， 

苦隨此而生，如輪因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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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經  意為前導（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間所有白淨善法，於生起時，善品、善類，一切

皆由意為前導。所以者何？ 

（03）意生起已，白淨善法，皆隨後生。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淨善法生，為因能感樂，皆意為前導，與善法俱生， 

意為前導法，意尊意所使，由意有清淨，故有說有行， 

樂隨此而生，如影隨形轉。 

 

第９經  僧破（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不利益、為不

安樂，引諸世間天人大眾，作無義利，感大苦果。 

（03）云何一法？是謂破僧。所以者何？ 

（04）苾芻當知！僧若破壞，一切大眾，互興諍論，遞相訶責，遞相

陵蔑，遞相罵辱，遞相毀呰，遞相怨嫌，遞相惱觸，遞相反戾，

遞相誹謗，遞相棄捨。 

（05）當於爾時，一切世間，未敬信者，轉不敬信；已敬信者，還不

敬信。 

（06）苾芻當知！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不利益、

為不安樂，引諸世間天人大眾，作無義利，感大苦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有一法生，能起無量惡，所謂僧破壞，愚癡者隨喜， 

能破壞僧苦，破壞眾亦苦，僧和合令壞，經劫無間苦。 

 

第１０經  僧和（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大利益、為大

安樂，引諸世間，天人大眾，作大義利，感大樂果。 

（03）云何一法？是謂僧和。所以者何？ 

（04）苾芻當知！僧若和合，一切大眾，互無諍論，不相訶責，不相

陵蔑，不相罵辱，不相毀呰，不相怨嫌，不相惱觸，不相反戾，

不相誹謗，不相棄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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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當於爾時，一切世間，未敬信者，便生敬信；已敬信者，轉增

敬信。 

（06）苾芻當知！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大利

益，為大安樂，引諸世間，天人大眾，作大義利，感大樂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有一法生，能起無量福，所謂僧和合，慧利者隨喜， 

能和合僧樂，和合眾亦樂，僧破壞令和，經劫受天樂。 

 

第１１經  斷我慢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間有情，一結斷時，餘一切結，皆亦隨斷。 

（03）云何一結？是謂我慢。所以者何？ 

（04）諸所有結，細、中、麤品，一切皆以我慢為根，從我慢生，我

慢所長，是故我慢一結斷時，餘一切結，皆亦隨斷。 

（05）譬如世間樓觀中心，普為樓觀眾分依止，中心若墜，餘亦隨墮。 

（06）如是我慢，諸結所依，我慢若斷，餘亦隨滅。 

（07）若諸苾芻，已斷我慢，當知即是已斷餘結。 

（08）若諸苾芻，已斷餘結，當知即是已盡苦邊、已修正智、心善解

脫、慧善解脫、無復後有。 

（09）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樓觀中心，眾分所依止，中心若墜墮，餘分皆墮落， 

如是我慢結，眾結之所依，我慢結斷時，諸結皆隨滅， 

苾芻斷我慢，餘結悉隨斷，餘結既已斷，即得盡苦邊， 

既得盡苦邊，名已修正智，心慧善解脫，後有畢竟無。 

 

第１２經  修不放逸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法，若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利，令至

圓滿，謂現法利，令至圓滿，及後法利，令至圓滿，能成現法利

益安樂、能成後法利益安樂、能成現後利益安樂。 

（03）云何一法？謂於所修諸善法中，修不放逸。所以者何？ 

（04）若於所修諸善法中，於不放逸，能善修習、善多修習，便能攝

持二種義利，令至圓滿，廣說乃至能成現後利益安樂。 

（05）是名一法，若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利，廣說乃至能成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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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利益安樂。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有多聞人，能捨貪財位，勤修不放逸，證常樂涅槃， 

智人無放逸，能攝持二利，謂現法當來，俱令至圓滿， 

諸有善能成，現後俱利樂，前後眾賢聖，皆稱為智人。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蓋、結、劫、兩心，業、二意前行， 

僧破、及僧和，斷慢、修不逸。 

 

第１３經  貪（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貪。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貪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貪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貪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１４經  瞋（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瞋。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瞋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瞋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瞋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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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經  癡（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癡。所以者何？一切有情，由癡染故，數數

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4）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5）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癡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癡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１６經  覆（d）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覆。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覆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覆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覆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１７經  惱（e）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惱。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惱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惱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惱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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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經  忿（f）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忿。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忿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忿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忿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１９經  恨（g）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恨。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恨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恨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恨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０經  嫉（h）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嫉。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嫉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嫉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嫉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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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經  慳（i）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慳。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慳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慳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慳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２經  耽（j）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耽。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耽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耽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耽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３經  慢（k）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慢。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慢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慢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慢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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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４經  害（l）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一法？謂是於害。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害染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害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害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貪欲、瞋恚、癡，覆藏、惱、及忿， 

怨恨、嫉、與慳，耽嗜、慢、將害。 

 

第２５經  念佛（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佛。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佛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佛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佛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６經  念法（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法。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法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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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諸有情，由不念法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法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７經  念聖眾（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聖眾。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聖眾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聖眾，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聖眾，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８經  念戒（d）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戒。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戒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戒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戒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２９經  念施（e）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施。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施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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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諸有情，由不念施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施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３０經  念天（f）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天。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天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天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天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３１經  念休息（g）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休息。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休息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休息，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休息，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３２經  念安般（h）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安般。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安般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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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諸有情，由不念安般，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安般，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３３經  念身（i）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身。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身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身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身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第３４經  念死（j）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永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3）云何為一法？謂是念死。所以者何？ 

（04）一切有情，由不念死故，數數還來，墮諸惡趣，受生死苦。 

（05）若能常念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不復還來生此世間。 

（06）是故我說：若諸有情能念一法，我證彼定得不還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有情，由不念死故，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念於死者，定得不還果，不來生此間。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念佛、法、聖眾，念戒、念施、天。 

念休息、安般，念身、念於死。］ 

 

本事經卷第二  

 

第３５經  貪（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貪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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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離貪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貪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貪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貪，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偈言：  

若於貪未知，彼去涅槃遠，於貪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貪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貪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３６經  瞋（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瞋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瞋故， 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

不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瞋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瞋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瞋，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瞋未知，彼去涅槃遠，於瞋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瞋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瞋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３７經  癡（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癡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癡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癡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癡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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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樂。 

（04）是故於癡，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癡未知，彼去涅槃遠，於癡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癡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癡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３８經  覆（d）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覆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覆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覆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覆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覆，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覆未知，彼去涅槃遠，於覆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覆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覆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３９經  惱（e）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惱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惱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惱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惱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惱，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16



若於惱未知，彼去涅槃遠，於惱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惱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惱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０經  忿（f）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忿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忿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忿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忿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忿，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忿未知，彼去涅槃遠，於忿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忿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忿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１經  恨（g）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恨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恨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恨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恨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恨，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恨未知，彼去涅槃遠，於恨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恨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恨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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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２經  嫉（h）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嫉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嫉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嫉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嫉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嫉，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嫉未知，彼去涅槃遠，於嫉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嫉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嫉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３經  慳（i）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慳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慳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慳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慳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慳，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慳未知，彼去涅槃遠，於慳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慳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慳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４經  耽（j）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耽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耽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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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耽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耽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耽，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耽未知，彼去涅槃遠，於耽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耽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耽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５經  慢（k）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慢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慢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慢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慢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04）是故於慢，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慢未知，彼去涅槃遠，於慢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慢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慢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６經  害（l）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於害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害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不

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於害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害

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

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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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是故於害，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說頌曰： 

若於害未知，彼去涅槃遠，於害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害之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害者，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第４７經  一切（m）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於一切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

心，未離一切故，不能通達，不能遍知，不能等覺，不能涅槃，

不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於一切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離一

切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

上安樂。 

（04）故於一切，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

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一切未知，彼去涅槃遠，一切已知者，去涅槃不遙， 

我觀諸有情，由一切所染，還來墮惡趣，受生死輪迴。 

 ［若能正了知，永斷此一切，得上沙門果，畢竟不受生。］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貪、恚、及愚癡，覆藏、惱、忿、恨， 

嫉、慳、與耽嗜，慢、害、將一切。 

 

第４８經  修慈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修習福業事中，慈心解脫最為第一。所以者何？

慈心解脫，威德熾盛，映蔽一切諸福業事，以彼諸事所有威德，

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六分中，亦不及一。 

（03）苾芻當知！譬如小大諸國王中，轉輪聖王最為第一。所以者何？

轉輪聖王，威德熾盛，映蔽一切小大諸王，以彼諸王所有威德，

比轉輪王，十六分中，亦不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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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諸福業事，亦復如是，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六分中，亦不及

一。 

（05）又如小大諸星之中，其滿月輪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是滿月輪，

威光熾盛，映蔽一切小大諸星，以彼諸星所有威光，比滿月輪，

十六分中，亦不及一。 

（06）諸福業事，亦復如是，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六分中，亦不及

一。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切福業事，比慈心解脫，於十六分中，亦不能及一， 

於一有情所，能修慈善心，其福尚無邊，何況於一切， 

諸有大國王，威伏於大地，世間祠施會，一切無不為， 

如是祠施福，比所修慈心，於十六分中，亦不能及一， 

如轉輪聖帝，威德蔽諸王，亦如滿月輪，其光映諸宿， 

如是諸所修，一切福業事，皆為慈善心，威德之所覆， 

修慈心解脫，若人若非人，一切諸有情，皆不能為害。 

 

第４９經  外強緣（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為諸有學未得心者，希求無

上安樂果時，作外強緣，如善知識。所以者何？ 

（03）彼諸有情，因善知識，所求皆遂，謂斷眾惡，修習諸善，得無

雜染真淨之身。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我觀諸世間，無別有一法，學未得心者，求無上果時， 

為作外強緣，如彼善知識，親近善知識，所求無不成， 

恭敬受其教，無放逸奉行，速證於涅槃，離怖常安樂。 

 

第５０經  內強緣（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為諸有學未得心者，希求無

上安樂果時，作內強緣，如正作意。所以者何？ 

（03）彼諸有情，因正作意，所求皆遂，謂斷眾惡，修習諸善，得無

雜染真淨之身。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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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諸世間，無別有一法，學未得心者，求無上果時， 

為作內強緣，如彼正作意，修習正作意，所求無不成， 

如理審觀察，無放逸修行，速證於涅槃，離怖常安樂。 

 

第５１經  惠施（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能知惠施所感果報，明了現前，如我知

者，必無慳吝纏染其心，設彼唯有所食一摶，要分施他，然後自

食。 

（03）以不知故，為諸慳吝纏染其心，雖有無量飲食財寶，而不施他

唯自食用。所以者何？ 

（04）惠施果報，生人天中，無量往返，受諸快樂。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有情，若了知惠施，能感大果報，明見似如來， 

其心必不為，慳吝所纏染，唯有食一摶，而亦能分施， 

由不知施果，明見似如來，雖有多財食，慳吝不能捨， 

若於凡聖田，三時心喜施，感人天果報，往返量無邊。 

 

第５２經  犯戒（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能知所感果報，明了現前，如我知者，

行住坐臥，皆不能安，言笑飲食，都無思念，其心驚惶，狂亂吐

血，身形萎悴，如彼刈蘆。 

（03）以不知故，安然無畏。所以者何？ 

（04）諸犯戒罪，能感惡趣，增上猛利，諸苦果報。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有情，若了知犯戒，能感苦果報，明見似如來， 

四威儀不安，不思言笑等，心驚狂吐血，身悴如刈蘆， 

由不知犯戒，能感惡趣苦，明見似如來，安然不驚懼， 

諸有犯戒人，定墮於惡趣，受增上猛利，苦果報無邊。 

 

第５３經  持戒（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能知持戒所感果報，明了現前，如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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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彼於自身，深生厭離，欣樂當來，堅持禁戒。 

（03）以不知故，樂著自身，毀犯禁戒。所以者何？ 

（04）諸持戒福，能感善趣，增上猛利，諸樂果報。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有情，若了知持戒，能感樂果報，明見似如來， 

便於不淨身，深能生厭離，求當來勝果，堅持淨尸羅， 

由不知持戒，能感善趣樂，明見似如來，故毀犯淨戒， 

諸有持戒人，得生於善趣，受天諸妙樂，證無上涅槃。 

 

第５４經  妄語（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知而妄語，無慚無愧，無改悔心，我說

彼於惡不善業無不能造。 

（0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知而故妄語，無慚愧悔心，如是諸有情，無惡而不造。 

  ［精勤不放逸，如說正修行，得無上涅槃，永離諸怖畏。］ 

 

第５５經  妄語（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有情，知而妄語，深生慚愧，有改悔心，我說

彼於白淨善法無不能造。 

（0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知而故妄語，有慚愧悔心，如是諸有情，無善而不造。 

精勤不放逸，如說正修行，得無上涅槃，永離諸怖畏。 

 

第５６經  聖慧（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一最勝補特伽羅，彼於世間，若不出現，無量有

情，退失聖慧。 

（03）云何為一補特伽羅？所謂如來、應、正等覺。所以者何？ 

（04）若諸如來、應、正等覺，不現世間，無能宣說修聖慧法，故諸

有情退失聖慧。 

（05）苾芻當知！諸有退失親友財位，名小退失；退失聖慧，名大退

失。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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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若諸有情，退失聖慧，於現法中，多諸憂苦，無喜樂住，有災

有患，有惱有燒，及於當來長夜受苦，及受種種猛利災害，增長

血滴，常遊死路，數墮地獄、餓鬼、傍生、阿素洛趣，數受人天

生死憂苦。所以者何？ 

（07）由彼有情，於其聖慧，未能隨覺，未能通達，故於六趣，生死

輪迴。 

（08）若諸有情，證得聖慧，便能出離，正盡苦邊。 

（09）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習聖慧，令不退失？我當云

何於諸聖慧，隨覺通達？ 

（10）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來不出現，世間諸有情，無救無歸依，皆退失聖慧， 

失親友財位，是名小退失，若失真聖慧，是名大退失， 

我觀諸世間，失無上聖慧，輪轉於生死，受諸名色身， 

彼於現法中，有苦無上樂，於當來長夜，久生死輪迴， 

若欲求聖慧，正盡眾苦邊，當願諸如來，數出現於世。 

 

第５７經  聖慧（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一最勝補特伽羅，彼於世間，若出現者，無量有

情，增長聖慧。 

（03）云何為一補特伽羅？所謂如來、應、正等覺。所以者何？ 

（04）若諸如來、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能宣說修聖慧法，令諸有

情增長聖慧。 

（05）苾芻當知！諸有增長親友財位，名小增長；增長聖慧，名大增

長。所以者何？ 

（06）若諸有情，增長聖慧，於現法中，多諸喜樂，無憂苦住，無災

無患，無惱無燒，不於當來長夜受苦，不受種種猛利災害，不增

血滴，不遊死路，不墮地獄、餓鬼、傍生、阿素洛趣，不受人天

生死憂苦。所以者何？ 

（07）由彼有情，於其聖慧，已能隨覺，已能通達，不於六趣生死輪

迴。 

（08）若諸有情，未增聖慧，無能出離正盡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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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習聖慧，令其增長？我當云

何於諸聖慧，隨覺通達？ 

（10）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來若出現，世間諸有情，有救有歸依，皆增長聖慧， 

得親友財位，是名小增長，若得真聖慧，是名大增長， 

我觀諸世間，得無上聖慧，不流轉生死，定取於涅槃， 

彼於現法中，離苦常安樂，於當來長夜，離生死輪迴， 

若欲增聖慧，正盡眾苦邊，當願佛世尊，長久住於世。 

 

第５８經  邪見（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長時，令諸有情愚癡增益，顛倒堅

固，垢穢隨增，惡趣成滿，與多眾生為不利益，為不安樂，令諸

世間人天大眾，無義無利，增長憂苦。 

（03）云何一法？所謂邪見。所以者何？ 

（04）由邪見故，令諸有情愚癡增益，顛倒堅固，垢穢隨增，惡趣成

滿，與多眾生為不利益，為不安樂，令諸世間人天大眾，無義無

利，增長憂苦。 

（05）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長時，令諸有情愚癡增益，廣說乃

至令諸世間人天大眾，無義無利，增長憂苦。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邪見生長時，令愚癡增益，及顛倒堅固，諸垢穢隨增， 

成滿諸惡趣，為無利樂等，邪見害愚夫，如火燒眾物。 

 

第５９經  正見（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長時，令諸有情愚癡損減，顛倒除

滅，淨法隨增，脫諸惡趣，善趣成滿，與多眾生為大利益，為大

安樂，令諸世間人天大眾，有義有利，增長喜樂。 

（03）云何一法？所謂正見。所以者何？ 

（04）由正見故，令諸有情愚癡損減，顛倒除滅，淨法隨增，脫諸惡

趣，善趣成滿，與多眾生為大利益，為大安樂，令諸世間人天大

眾，有義有利，增長喜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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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長時，令諸有情愚癡損減，廣說乃

至令諸世間人天大眾，有義有利，增長喜樂。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正見生長時，令愚癡損減，及顛倒除滅，諸淨法隨增， 

脫惡滿善趣，為有利樂等，正見現在前，速證涅槃樂。 

  

第６０經  心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速疾迴轉，猶如其心。所以

者何？ 

（03）是心於境，速疾迴轉，世、出世間，無可為喻，汝等應取如是

心相。善取相已，應善思惟；善思惟已，應善觀察；善觀察已，

應善安住；善安住已，若不覺有內貪欲纏，汝等復應審諦觀察：

我今為有內貪欲纏，而不覺耶？我今為無內貪欲纏而不覺耶？ 

（04）審觀察已，復應作意思惟隨一可愛境相，如是作意思惟隨一可

愛相時，若心隨順趣向喜樂可愛境相，當知此心，隨順諸欲，違

背出離。 

（05）汝等爾時，應自覺了：我今猶有內貪欲纏而不能覺，非為無有；

我今未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未有差別，我今猶未證所修果。 

（06）譬如有人，於駛流水，牽重船筏，逆上而行，此人爾時，多用

功力，若暫懈慢，便順下流。 

（07）如是汝等，思惟隨一可愛相時，若心隨順趣向喜樂可愛境相，

當知此心，隨順諸欲，違背出離。 

（08）汝等爾時，應自覺了：我今猶有內貪欲纏而不能覺，非為無有，

我今未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未有差別，我今猶未證所修果。 

（09）汝等作意思惟隨一可愛相時，若心隨順趣向喜樂出離之相，當

知此心，隨順出離，違背諸欲。 

（10）汝等爾時，應自覺了：我今無有內貪欲纏，非彼猶有而不能覺，

我今已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已有差別，我今已能證所修果。 

（11）如以筋羽投置火中，便即焦卷而不舒緩。 

（12）如是汝等，思惟隨一可愛相時，若心隨順趣向喜樂出離之相，

當知此心，隨順出離，違背諸欲。 

（13）汝等爾時，應自覺了：我今無有內貪欲纏，非彼猶有而不能覺，

我今已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已有差別，我今已能證所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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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善轉自心，令其調伏，違背諸

欲，隨順出離？ 

（1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1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 

無別有一法，性躁動如心，難調御難防，大仙之所說， 

譬如有智人，以火等眾具，調直於利箭，令遠有所中， 

如是諸苾芻，應善學方便，調直於心性，令速證涅槃。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修慈、修二緣，施、犯戒、持戒， 

二妄、二聖慧，邪見、正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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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品 
 

第６１經  根門（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成就二分，於現法中，多諸憂苦，無喜

樂住，有災有患，有惱有燒，有罪有責，為諸有情同梵行者之所

訶毀，身壞命終，生諸惡趣。 

（03）云何為二？一、於根門不能守護，二、於飲食不善知量。 

（04）諸有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多諸憂苦，無喜樂住，有災

有患，有惱有燒，有罪有責，為諸有智同梵行者之所訶毀，身壞

命終，生諸惡趣。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不能守護，眼等六根門，飲食不知量，成不信懈怠， 

彼於現法中，身心多受苦，及有災有患，有惱有燒然， 

行住與坐臥，若覺若夢中，由彼二因緣，恒有罪有責， 

居聚落空閑，眾中及靜處，有智常訶責，當生惡趣中。 

 

第６２經  根門（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成就二分，於現法中，多諸喜樂，無憂

苦住，無災無患，無惱無燒，無罪無責，為諸有智同梵行者之所

稱讚，身壞命終，生諸善趣。 

（03）云何為二？一、於根門能自守護，二、於飲食能善知量。 

（04）諸有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多諸喜樂，無憂苦住，無災

無患，無惱無燒，無罪無責，為諸有智同梵行者之所稱讚，身壞

命終，生諸善趣。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自能守護，眼等六根門，飲食善知量，成就信精進， 

彼於現法中，身心多受樂，及無災無患，無惱無燒然， 

行住與坐臥，若覺若夢中，由彼二因緣，恒無罪無責， 

居聚落空閑，眾中及靜處，有智常稱讚，當生善趣中。 

 

第６３經  焦惱（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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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苾芻當知！有二種法，能生焦惱。 

（03）云何為二？謂有一類補特伽羅，唯造眾惡，唯作凶狂，唯起雜

穢，不修眾善，不習調柔，不救怖畏。 

（04）彼於後時，身嬰重疾，遍體發生增上猛利，嚴切苦受，楚毒垂

終，不可醫療，受此苦時，呻吟怨歎，作是念言：我從昔來，唯

造眾惡，唯作凶狂，唯起雜穢，不修眾善，不習調柔，不救怖畏。

若諸有情，唯造眾惡，唯作凶狂，唯起雜穢，不修眾善，不習調

柔，不救怖畏，彼之所趣，我定當往。 

（05）彼由唯造眾惡等故，心生焦惱，及以不修眾善等故，心生焦惱。 

（06）如是名為：有二種法，能生焦惱。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有二法能生，愚者心焦惱，謂唯作罪業，及不修福因， 

後遭病苦時，呻吟而怨歎，恨有罪無福，心悔惱焦然， 

有罪無福人，所生諸惡趣，我亦當隨往，決定無有疑。 

 

第６４經  焦惱（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種法，心不焦惱。 

（03）云何為二？謂有一類補特伽羅，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

畏，不造眾惡，不作凶狂，不起雜穢。 

（04）彼於後時，身嬰重疾，遍體發生增上猛利，嚴切苦受，楚毒垂

終，不可醫療，受此苦時，雖有呻吟，而無怨歎，作是念言：我

從昔來，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不造眾惡，不作凶狂，

不起雜穢。若諸有情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不造眾惡，

不作凶狂，不起雜穢，彼之所趣，我定當往。 

（05）彼由唯修眾善等故，心不焦惱，及以不造眾惡等故，心不焦惱。 

（06）如是名為：有二種法，心不焦惱。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有二法能生，智者心歡喜，謂唯修福業，及不作罪因， 

後遭病苦時，呻吟無怨歎，慶有福無罪，不悔惱焦然， 

有福無罪人，所生諸善趣，我亦當隨往，決定無有疑。 

 

第６５經  行（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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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苾芻當知！為汝略說二速通行。 

（03）云何為二？一者樂行，二者苦行。 

（04）謂由樂行證彼速通，及由苦行證彼速通。 

（05）所修加行，無澀難故，所得諸根，皆猛利故，是則名為樂速通

行。 

（06）所修加行，有澀難故，所得諸根，皆猛利故，是則名為苦速通

行。 

（07）是名略說二速通行。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今為汝略說，二種速通行，謂樂行苦行，因斯證速通， 

無澀難加行，有猛利諸根，由是大仙尊，名樂速通行， 

有澀難加行，有猛利諸根，由是大仙尊，名苦速通行。 

 

第６６經  行（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為汝略說二遲通行。 

（03）云何為二？一者樂行，二者苦行。 

（04）謂由樂行證彼遲通，及由苦行證彼遲通。 

（05）所修加行，無澀難故，所得諸根，皆羸鈍故，是則名為樂遲通

行。 

（06）所修加行，有澀難故，所得諸根，皆羸鈍故，是則名為苦遲通

行。 

（07）是名略說二遲通行。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今為汝略說，二種遲通行，謂樂行苦行，因此證遲通， 

無澀難加行，有羸鈍諸根，由是大仙尊，名樂遲通行， 

有澀難加行，有羸鈍諸根，由是大仙尊，名苦遲通行。 

 

第６７經  戒見（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二法，不能發生白淨善法；

設已發生，不能決定；設已決定，不能圓滿。彼於如是白淨善法，

能為障礙，能作衰損，能生憂悔，身壞命終，如棄重擔，墮於地

獄，受諸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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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云何為二？一者惡戒，二者惡見。 

（04）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如是所說二法，定不能生白淨善法，

設復已生，不能決定，廣說乃至身壞命終，如棄重擔，墮於地獄，

受諸劇苦。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成就二法，謂惡戒惡見，彼人終不能，生白淨善法， 

雖生而不定，設定不圓滿，於白淨善法，能衰損障礙， 

彼臨命終時，有憂悔悲惱，如棄捨重擔，定生地獄中。 

 

第６８經  戒見（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二法，定能發生白淨善法；

若先已生，能令決定；若先已定，能令圓滿。彼於如是白淨善法，

不為障礙，不作衰損，不生憂悔，身壞命終，如棄重擔，生天趣

中，受諸快樂。 

（03）云何為二？一者善戒，二者善見。 

（04）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如是所說二法，決定能生白淨善法，

若先已生，能令決定，廣說乃至身壞命終，如棄重擔，生天趣中，

受諸快樂。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成就二法，謂善戒善見，彼人終定能，生白淨善法， 

若生而決定，決定必圓滿，於白淨善法，不衰損障礙， 

彼臨命終時，無憂悔悲惱，如棄捨重擔，定生天趣中。 

 

第６９經  作、不作（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二法，臨命終時，能生憂

悔，身壞命終，墮諸惡趣，生地獄中。 

（03）云何為二？謂作、不作。 

（04）云何為作？謂身惡行，語惡行，意惡行，是名為作。 

（05）云何不作？謂身妙行，語妙行，意妙行，是名不作。 

（06）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如是所說二法，臨命終時，能生憂悔，

身壞命終，墮諸惡趣，生地獄中。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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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有愚癡人，作三種惡行，不作三妙行，引餘過令生， 

彼臨命終時，決定有憂悔，死墮諸惡趣，生於地獄中。 

 

第７０經  作、不作（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二法，臨命終時，不生憂

悔，身壞命終，昇於善趣，生天界中。 

（03）云何為二？謂作、不作。 

（04）云何為作？謂身妙行，語妙行，意妙行，是名為作。 

（05）云何不作？謂身惡行，語惡行，意惡行，是名不作。 

（06）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如是所說二法，臨命終時，不生憂悔，

身壞命終，昇於善趣，生天界中。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有智慧人，作三種妙行，不作三惡行，引餘德令生， 

彼臨命終時，決定無憂悔，死昇諸善趣，生於天界中。 

 

第７１經  二智（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妙智，應修令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

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理，能獲甘露，能證涅槃。 

（03）云何為二？一者法智，二者類智。 

（04）法智生時，便能無倒遍知有為；於有為法，既遍知已，便能令

彼感後有因，不得生起、增長、廣大。 

（05）類智生時，便能如實斷滅無明，滅無明故，便無戲論；無戲論

故，便無尋伺；無尋伺故，便無樂欲；無樂欲故，便無愛憎；無

愛憎故，便無慳嫉；無慳嫉故，便無種種執持刀杖，違害鬥諍，

互相罵辱，不真實語，相離間語，諸雜穢語，及餘無量惡不善法。

無彼諸惡不善法故，感後有業，便不增長；感後有業不增長故，

諸業滅盡；業滅盡故，眾苦滅盡；苦滅盡故，生死路絕。此路絕

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06）如是名為：有二妙智，應修令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

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理，能獲甘露，能證涅槃。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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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種妙智，應修習令生，能得未得等，謂法智類智， 

若法智生時，遍知有為法，便能令後有，因不生不增， 

若類智生時，無明便斷滅，由此展轉法，絕生死輪迴， 

自知我生盡，及梵行已立，所作皆已辦，更不受後有。 

 

第７２經  二智（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妙智，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察，能得

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理，

能獲甘露，能證涅槃。 

（03）云何為二？謂世間智，及出世智。 

（4a）世間智者，謂於色蘊，能正了知此為色蘊。於受、想、行及識

蘊中，亦復如是。 

（4b）於其地界，能正了知此為地界。於水、火、風及空識界，亦復

如是。 

（4c）於其眼界，能正了知此為眼界。於其色界及眼識界，亦復如是。 

（4d）於其耳界，能正了知此為耳界。於其聲界及耳識界，亦復如是。 

（4e）於其鼻界，能正了知此為鼻界。於其香界及鼻識界，亦復如是。 

（4f）於其舌界，能正了知此為舌界。於其味界，及舌識界，亦復如

是。 

（4g）於其身界，能正了知此為身界。於其觸界及身識界，亦復如是。 

（4h）於其意界，能正了知此為意界。於其法界及意識界，亦復如是。 

（4i）於如此等世俗法中，如是如是如實了知，智見通慧，現觀等覺，

周遍照了，名世間智。 

（4j）諸聖弟子，於此所說世間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

察：此世間智，正修習時，為能令彼生法有情永脫生不？為能令

彼老法有情永脫老不？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

不安隱法，亦復如是。 

（4k）既審察已，能正了知，此世間智，正修習時，不能令彼生法有

情永脫於生，不能令彼老法有情永脫於老，病法、死法，愁法、

歎法，憂法、苦法，不安隱法，亦復如是。所以者何？ 

（4l）此世間智，非賢聖法，非能永出，非趣涅槃，非能永厭，非能

永離，非能永滅，非能永寂，非真通慧，非正等覺，不證涅槃，

是感生法，是感老法、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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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隱法。 

（4m）彼於如是尋思、稱量、審觀察時，於世間法，住怖畏想，於出

世法，住安靜想。以於世間生怖畏故，都無執受；無執受故，不

生渴愛；不渴愛故，便自內證究竟涅槃；證涅槃已，便自了知：

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是名於此世間智中

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察。 

（5a）出世智者，謂於一切蘊界處中，能正了知如是諸法，是無常性、

苦性、病性、癰性、箭性、惱性、害性、怖性、熱性、壞性、滅

性、災性、橫性、有疫癘性、虛性、偽性、空性、妄性、無實我

性、難保信性，於如是等諸法性中，如實了知，智見通慧，現觀

等覺，周遍照了，名出世智。 

（5b）諸聖弟子於此所說出世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察：

此出世智正修習時，為能令彼生法有情永脫生不？為能令彼老法

有情永脫老不？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不安隱

法，亦復如是。 

（5c）既審察已，能正了知此出世智正修習時，定能令彼生法有情永

脫於生，定能令彼老法有情永脫於老。病法、死法、愁法、歎法、

憂法、苦法、不安隱法，亦復如是。所以者何？ 

（5d）此出世智，是賢聖法，是能永出，是趣涅槃，是能永厭，是能

永離，是能永滅，是能永寂，是真通慧，是正等覺，能證涅槃，

非感生法，非感老法、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

不安隱法。 

（5e）彼於如是尋思、稱量、審觀察時，於出世法生珍寶想，於世間

法生下賤想。以於出世生珍寶故，便生歡喜；生歡喜故，其心安

適；心安適故，身得輕安；身輕安故，便受悅樂；受悅樂故，心

得寂定；心寂定故，能實知見；實知見故，能深厭背；深厭背故，

能正離欲；正離欲故，能得解脫。 

（5f）得解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

後有。是名於此出世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察。 

（06）如是名為：有二妙智，應正尋思，應善稱量，應審觀察，能得

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理，

能獲甘露，能證涅槃。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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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種妙智，知者應尋思，謂世出世間，能正盡眾苦， 

應觀世間智，發生怖畏想，都無有執受，展轉證涅槃， 

應觀出世智，發生珍寶想，由此生歡喜，便得身輕安， 

輕安故悅樂，悅樂故心定，由心得定故，便能生覺支， 

覺支觀聖諦，永斷諸疑網，無疑無所取，永脫眾苦邊。 

 

重攝前經嗢柁南曰： 

二根、二焦惱，二行、二戒見， 

二作及不作，二智有二種。 

 

第７３經  為通達（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為欲矯誑諸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

為求利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不名真實於如來所修行梵行。 

（03）若有苾芻，為通達故、為遍知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來所

修行梵行。所以者何？ 

（04）是諸苾芻，為通達故、為遍知故而出家已，便能如實通所通達、

知所遍知；既能如實通所通達、知所遍知，便能如實斷所應斷、

修所應修、證所應證。既能如實斷、修、證已，便自了知：我生

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如是若有為通達故、為

遍知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來所修行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為矯誑名譽，利養及恭敬，非真修梵行，是虛妄出家， 

為通達遍知，速證最上義，是真修梵行，非虛妄出家。 

 

第７４經  為律儀（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為欲矯誑諸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

為求利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不名真實於如來所修行梵行。 

（03）若有苾芻，為律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來所

修行梵行。所以者何？ 

（04）是諸苾芻，為律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已，便能如實守護六根，

不虧禁戒及能速證最上正斷。既能如實守護六根，不虧禁戒及能

速證最上正斷，便能如實斷所應斷，修所應修，證所應證。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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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斷、修、證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

不受後有。如是若有為律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

如來所修行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為矯誑名譽，利養及恭敬，非真修梵行，是虛妄出家， 

為正斷律儀，速證最上義，是真修梵行，非虛妄出家。 

 

第７５經  為厭背（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為欲矯誑諸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

為求利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不名真實於如來所修行梵行。 

（03）若有苾芻，為求厭背、為求離欲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來所

修行梵行。所以者何？ 

（04）是諸苾芻，為厭背故、為離欲故而出家已，便能如實厭背、離

欲；既離欲已，便得解脫。既解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

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如是，若有為厭背故、為離欲故

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來所修行梵行。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為矯誑名譽，利養及恭敬，非真修梵行，是虛妄出家， 

為厭背離欲，速證最上義，是真修梵行，非虛妄出家。 

 

第７６經  知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如來、應、正等覺所說法門略有二種。 

（03）云何為二？一者於惡應正了知，二者於惡應深厭背。 

（04）一切如來、應、正等覺，略說如是二種法門。所以者何？諸修

行者，於諸惡法應正了知；既於惡法正了知已，便能厭背；既厭

背已，便能離欲；既離欲已，便得解脫。得解脫已，便自了知：

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如是行者，永斷諸

愛及眾結縛，無倒現觀，正盡苦邊。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當知諸如來，應正等覺者，哀愍眾生故，說二種法門， 

於眾惡正知，及厭背離欲，心解脫自在，正盡眾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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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７經  不淨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種法，若修、若習、若多修習，能斷二法。 

（03）云何二法，若修、若習、若多修習，能斷二法？謂不淨觀及慈

悲觀，能斷貪欲及與瞋恚。所以者何？ 

（04）一切已貪、現貪、當貪，皆由作意思惟淨相。一切已瞋、現瞋、

當瞋，皆由作意思惟怨相。一切已斷、現斷、當斷所有貪欲，皆

由作意修不淨觀。一切已斷、現斷、當斷所有瞋恚，皆由作意修

慈悲觀。 

（05）於不淨觀，若修、若習、若多修習，決定能斷一切貪欲；於慈

悲觀，若修、若習、若多修習，決定能斷一切瞋恚。 

（06）若欲決定斷貪欲者，當勤精進修不淨觀；若欲決定斷瞋恚者，

當勤精進修慈悲觀。 

（07）修不淨觀，無有貪欲而不能斷；修慈悲觀，無有瞋恚而不能斷。 

（08）如是名為：有二種法，若修、若習、若多修習，能斷二法。 

（09）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修習多修習，二法斷二法，謂不淨慈悲，斷貪欲瞋恚， 

是故有智者，當觀自饒益，修不淨慈悲，斷貪欲瞋恚。 

 

第７８經  涅槃界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其涅槃界，略有二種。 

（03）云何為二？一者有餘依涅槃界，二者無餘依涅槃界。 

（04）云何名為：有餘依涅槃界？ 

（5a）謂諸苾芻，得阿羅漢，諸漏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已捨

重擔，已證自義，已盡有結，已正解了，心善解脫，已得遍知。 

（5b）宿行為緣所感諸根，猶相續住，雖成諸根，現觸種種好醜境界

而能厭捨，無所執著，不為愛恚纏繞其心，愛恚等結，皆永斷故。 

（5c）彼於諸色，求欲見時，雖復以眼觀於諸色，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眼及好醜色，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

恚等結，皆永斷故。 

（5d）彼於諸聲，求欲聞時，雖復以耳聽於諸聲，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耳及好醜聲，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

恚等結，皆永斷故。 

 37



（5e）彼於諸香，求欲嗅時，雖復以鼻嗅於諸香，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鼻及好醜香，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

恚等結，皆永斷故。 

（5f）彼於諸味，求欲嘗時，雖復以舌嘗於諸味，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舌及好醜味，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

恚等結，皆永斷故。 

（5g）彼於諸觸，求欲覺時，雖復以身覺於諸觸，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身及好醜觸，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

恚等結，皆永斷故。 

（5h）彼於諸法，求欲知時，雖復以意知於諸法，而不發起貪、瞋、

癡等；［雖復有意及好醜法，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

愛恚等結，皆永斷故。 

（5i）乃至其身相續住世，未般涅槃，常為天人瞻仰禮拜、恭敬供養。 

（06）是名有餘依涅槃界。 

（07）云何名為無餘依涅槃界？ 

（8a）謂諸苾芻，得阿羅漢，諸漏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已捨

重擔，已證自義，已盡有結，已正解了，已善解脫，已得遍知。 

（8b）彼於今時，一切所受，無引因故，不復希望，皆永盡滅，畢竟

寂靜，究竟清涼，隱沒不現，惟由清淨，無戲論體。如是清淨，

無戲論體，不可謂有，不可謂無，不可謂彼亦有亦無，不可謂彼

非有非無，惟可說為不可施設究竟涅槃。 

（09）是名無餘依涅槃界。 

（10）苾芻當知！如是名為：略有二種涅槃之界。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漏盡心解脫，任持最後身，名有餘涅槃，諸行猶相續， 

諸所受皆滅，寂靜永清涼，名無餘涅槃，眾戲論皆息， 

此二涅槃界，最上無等倫，謂現法當來，寂靜常安樂。 

 

第７９經  纏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由二纏故，令諸天人，一類怯劣，一類勇猛。有慧

眼者能正觀察。 

（03）云何二纏？謂有見纏、無有見纏。 

（4a）云何天人一類怯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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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謂有天人，愛有、樂有、欣有、喜有，為滅有故，說正法時，

不能恭敬，攝耳聽受，亦復不能住奉教心，不能隨順修如實見，

惟生怯劣，退轉驚怖：我等爾時當何所有？我等爾時當如何有？ 

（4c）如是天人一類怯劣。 

（5a）云何天人一類勇猛？ 

（5b）謂有天人，怖有、厭有、欣求無有，彼彼苦法所逼切故，攝受、

執著如是如是諸惡見趣，作是念言：我若斷壞，隱沒不現，爾時

乃名寂靜微妙。 

（5c）如是天人一類猛盛。 

（6a）云何名為有慧眼者，能正觀察？ 

（6b）謂聖聲聞如實觀察，既觀察已，不於如實而生憍慢，不依如實

而生憍慢，不因如實而生憍慢，不恃如實而生憍慢。如實見已，

便生厭背；既厭背已，便能離欲；既離欲已，便得解脫；得解脫

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6c）作是思惟：世尊為彼喜樂諸有阿賴耶者、恒為常見所繫縛者，

令滅有故，所說正法微細甚深、難見難悟、寂靜勝妙、非諸尋思

所行境界、是諸審諦慧者所證、一切世間真實對治，謂能除滅憍

慢渴愛，害阿賴耶，斷諸徑路，證真空性，［離諸貪欲，證得究

竟寂滅涅槃。］ 

（6d）作是思惟：世尊為彼怖畏諸有阿賴耶者、恒為斷見所繫縛者，

令知業果無失壞故，所說正法現見、應時、易見饒益、智者內證、

一切世間真實對治，謂能除滅憍慢渴愛，害阿賴耶，斷諸徑路，

證真空性，離諸貪欲，證得究竟寂滅涅槃。 

（6e）如是名為有慧眼者，能正觀察。 

（07）如是名為：由二纏故，令諸天人，一類怯劣，一類勇猛。有慧

眼者能正觀察。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由二纏所纏，令諸天人眾，一類有怯劣，一類有勇猛。 

有慧眼聲聞，能如實觀察，能除慢厭離，究竟證涅槃， 

復如實了知，佛所說正法，能滅斷常見，及二愛無餘， 

有慧眼龍王，能普雨法雨，滅諸煩惱焰，令證大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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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經卷第四  

 

第８０經  覺悟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減省睡眠，具念正知，心常安住，悅豫清

淨，於諸善法善觀時宜而正修習。 

（03）如是苾芻，減省睡眠，具念正知，心常安住，悅豫清淨，於諸

善法善觀時宜而正修習，於二果中，隨證一果，謂於現法或證有

餘依涅槃界，或不還果。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覺悟能聞法，修行得勝果，耽著於睡眠，都無有所得， 

減省睡眠者，具正念正知，善安住其心，常悅豫清淨， 

於諸善法中，知時宜修習，能究竟超越，生老病死苦， 

是故應勤修，減省睡眠法，常委觀寂靜，得二果無疑， 

或斷下分結，證得不還果，或斷上分結，度生老病死。 

 

第８１經  宴坐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於空閑處，常樂宴坐，勤修內心奢摩他

定，不離靜慮，成就明淨毘缽舍那，守護自心，令無散亂，於諸

善法，修集無厭，如是苾芻，於二果中，我說定能隨證一果，謂

於現法或證有餘依涅槃界，或不還果。 

（0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樂空閑宴坐，具正念正知，善安住其心，離虛妄分別， 

善防護自心，速斷無明闇，及諸欲煩惱，無憂悔歸真， 

常寂定其心，具正念靜慮，無所執解脫，永盡諸有貪， 

常樂不放逸，見放逸生怖，諸見能永斷，速證般涅槃。 

 

 

第８２經  愧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無慚、無愧，彼人決定不能通達，不能

遍知，不證等覺，不證涅槃，不能證得無上安樂。 

（03）若有苾芻，有慚、有愧，彼人決定能得通達，能得遍知，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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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覺，能證涅槃，能證究竟無上安樂。 

（0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慚無愧者，懈怠不精進，多惛沈睡眠，去結盡為遠， 

有慚有愧者，常無有放逸，樂靜慮深定，去涅槃不遙， 

彼能斷眾結，及生老病死，速證三菩提，得無上安樂。 

 

第８３經  所應作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出家者略有二種所應作事，若能正作，得所未得，

觸所未觸，證所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觸如理，能得甘

露，能證涅槃。 

（03）云何為二？一者靜慮，二者聽說。 

（04）云何靜慮？謂諸苾芻，遠離諸欲、惡不善法，有尋有伺，離生

喜樂，具足安住最初靜慮。尋伺靜息，內淨一趣，無尋無伺，定

生喜樂，具足安住第二靜慮。離喜、住捨，正念、正知，身受快

樂，眾聖所說，有捨有念，安住快樂，具足安住第三靜慮。斷苦

斷樂，先滅憂喜，不苦不樂，捨念清淨，具足安住第四靜慮。 

（05）云何聽說？謂諸苾芻，於佛所說，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

滿清白梵行之法，所謂契經、應頌、記別、伽他、自說、本事、

本生及與方廣、未曾有法，於如是法，受誦聽習，令其通利，宣

暢解釋，是名聽說。 

（06）如是名為諸出家者略有二種所應作事，若能正作，得所未得，

觸所未觸，證所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觸如理，能得甘

露，能證涅槃。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出家有二種，正所應作事，謂靜慮聽說，速證於涅槃， 

靜慮慧為因，慧必由靜慮，有靜慮有慧，速證於涅槃， 

百千啞羊僧，無慧修靜慮，設經百千歲，無一得涅槃， 

勤修智慧人，樂聽法說法，歛念須臾頃，能速證涅槃。 

 

第８４經  尋求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尋求有二，更無第三。 

（03）云何為二？謂聖尋求、非聖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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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云何名為非聖尋求？ 

（05）謂有一類，已有老法，尋求老法；已有病法，尋求病法；已有

死法，尋求死法；已有愁法，尋求愁法；已有染法，尋求染法。 

（06）云何老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雞、

猪、田宅，金、銀、財、穀，是名老法。如是老法，是諸有情生

死苦本，愚夫異生於此守護、染愛、耽著，由此不能解脫生死，

故名老法。 

（07）云何病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說乃至由此不能解脫

生死，故名病法。 

（08）云何死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說乃至由此不能解脫

生死，故名死法。 

（09）云何愁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說乃至由此不能解脫

生死，故名愁法。 

（10）云何染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雞、

猪、田宅，金、銀、財、穀，是名染法。如是染法，是諸有情生

死苦本，愚夫異生於此守護、染愛、耽著，由此不能解脫生死，

故名染法。 

（11）若有於此愛樂尋求，當知是名非聖尋求。 

（12）如是尋求，如來終不稱揚讚歎，唯勸導之，令知、捨離。何緣

如是非聖尋求，如來終不稱揚讚歎，唯勸導之令知、捨離？由此

尋求，非賢聖法，非能出離，非趣涅槃，非厭非離，非滅非靜，

非得通慧，非成等覺，非證涅槃。由此尋求，能引一切生、老、

病、死、愁、歎、憂、苦、諸熱惱法，是故如是非聖尋求，如來

終不稱揚讚歎，唯勸導之，令知、捨離。 

（13）云何名為是聖尋求？謂有一類，已有老法，能自了知我有老法，

能如實知老法過患，尋求畢竟無老、無上安樂涅槃。 

（14）已有病法，能自了知：我有病法，能如實知病法過患，尋求畢

竟無病、無上安樂涅槃。 

（15）已有死法，能自了知：我有死法，能如實知死法過患，尋求畢

竟無死、無上安樂涅槃。 

（16）已有愁法，能自了知：我有愁法，能如實知愁法過患，尋求畢

竟無愁、無上安樂涅槃。 

（17）已有染法，能自了知：我有染法，能如實知染法過患，尋求畢

竟無染、無上安樂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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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是名為是聖尋求。 

（19）如是尋求，一切如來稱揚讚歎。何緣如是是聖尋求，一切如來

稱揚讚歎？ 

由此尋求，是賢聖法，能永出離，能趣涅槃，能厭能離，能滅能

靜，能得通慧，能成等覺，能證涅槃，由此尋求，能超一切生、

老、病、死、愁、歎、憂、苦、生死熱惱，是故如是是聖尋求，

一切如來稱揚讚歎。 

（20）如是名為尋求有二，更無第三。 

（21）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遠離如是非聖尋求，修行如是

是聖尋求？ 

（22）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2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切有情類，有二種尋求，更無有第三，謂聖與非聖， 

不知老病死，愁染法過患，希求深愛著，名非聖尋求， 

此增長眾苦，出離未為期，從生復至生，或高或下趣， 

善知老病死，愁染法過患，希求彼寂滅，名真聖尋求， 

此損減眾苦，速證於涅槃，永安樂清涼，常無漏無怖， 

彼非聖尋求，諸佛所呵毀，是生死根本，智者當遠離， 

此真聖尋求，諸佛所稱讚，是趣涅槃道，有智者應修。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為通達、律儀，厭、知、不淨、界， 

纏、覺悟、宴坐，愧、所作、尋求。 

 

第８５經  善法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略有二種白淨善法，能護世間。 

（03）云何為二？謂慚與愧。 

（04）若無此二白淨善法，世間有情皆成穢雜，猶如牛羊雞猪狗等，

不識父母兄弟姊妹，不識軌範、親教、導師、似導師等。 

（05）由有此二白淨善法，世間有情離諸穢雜，非如牛羊雞猪狗等，

了知父母兄弟姊妹，了知軌範、親教、導師、似導師等。 

（06）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成就如是二種最勝、第一慚愧

白淨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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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二白淨善法，能護諸世間，令不失人天，謂慚及與愧， 

若無此二法，都不識尊卑，穢雜似牛羊，雞猪狗等類， 

由有此二法，能了別尊卑，非如牛羊等，行諸雜穢事， 

諸有智慧人，成就二白法，常守人天趣，終不墮三塗。 

 

第８６經  尋思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為如來、應、正等覺，未成佛時，居菩薩位，多

分安住二種尋思。 

（03）云何為二？一者、如來居菩薩位，多分安住不害尋思，欣喜悅

樂，如是安住不害尋思，欣喜悅樂，是名第一多分尋思。由住如

是修習行跡，於諸有情都無損捐害，由此尋思，證得無量圓滿梵

住。 

（04）二者、如來居菩薩位，多分安住永斷尋思，欣喜悅樂，如是安

住永斷尋思，欣喜悅樂，是名第二多分尋思。由住如是修習行跡，

於不善法，能正永斷，由此尋思，證得善根圓滿勝道。 

（05）我於爾時，安住如是二種尋思，精進勇猛，乃至自身一切血肉，

悉皆枯竭，唯餘身肉骨筋皮纏裹，亦不放逸，乃至未知、未見、

未得、未解、未證，所應知、見、得、解、證法，於其中間住不

放逸，精進勇猛，曾無懈廢。由不放逸，精進勇猛無懈廢故，速

證無上正等菩提，速證無上清涼涅槃，速證無上一切智見。 

（06）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安住不害欣喜悅樂多分尋思、安

住永斷欣喜悅樂多分尋思？ 

（07）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佛為菩薩時，多安住二法，謂不害永斷，欣喜悅樂思， 

不害諸有情，修慈悲喜捨，證無量梵住，圓滿不為難， 

永斷不善法，一切煩惱纏，證得諸善根，圓滿殊勝道， 

常精進勇猛，無放逸而住，證無上菩提，清涼涅槃等。 

 

第８７經  力輪法輪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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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苾芻當知！諸婆羅門、長者、居士、剎帝利等，多有所作，謂

施汝等，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房舍資具。 

（03）汝等苾芻，多有所作，謂能為彼宣說正法，初、中、後善，文

義巧妙，純滿清白梵行之法。 

（04）由此俱能解脫生法、老病死法、愁歎憂苦、熱惱之法，汝等與

彼力輪、法輪，展轉相依，於如來所勤修梵行，速至無上般涅槃

城。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出家與居家，展轉互相依，由力法二輪，速至涅槃樂， 

出家依在俗，得如法資具，在俗依出家，獲微妙正法， 

二眾互相依，受人天快樂，度生老病死，至清涼涅槃。 

 

第８８經  依住尸羅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依住尸羅，能修二法。 

（03）云何為二？謂奢摩他、毘缽舍那。 

（04）謂修行者，依住尸羅，修奢摩他，既修如是奢摩他已，修心令

滿。為何事故修習其心？修習心者，為斷貪故。 

（05）諸修行者，依住尸羅，精勤修習毘缽舍那，既修如是毘缽舍那

已，修慧令滿。為何事故修習其慧？修習慧者，為斷癡故。 

（06）貪染污心，令不解脫；癡染污慧，令不明照。若永離貪，心善

解脫；若永離癡，慧善解脫。 

（07）若於如是二種解脫，已能正知見得觸證，我說彼為心善解脫，

慧善解脫，獨一修習最上丈夫。 

（08）諸聖弟子，正證如是心解脫者，若他罵詈、訶責、輕弄、毀辱

等時，不由此緣發生種種不忍、不信、害、恨等心。所以者何？

以能照見他罵詈等，於彼有罪，於己無損。 

（09）諸聖弟子，正證如是心解脫者，若他讚美、恭敬、禮拜、供養

等時，不由此緣發生種種歡喜、踊躍、悅豫等心。所以者何？以

能照見他讚美等，於彼有福，於己無益。 

（10）若能如是，名於世法得心平等，無慼無欣，安隱自在。 

（11）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依住尸羅，修奢摩他、毘缽舍

那？ 

（12）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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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依住淨尸羅，修無罪止觀，密護根及意，證甘露涅槃， 

修止令心調，心調離貪欲，離欲證解脫，證解脫心平， 

修觀令慧明，慧明滅癡闇，滅闇證解脫，證解心平等， 

故汝等苾芻，精進勿放逸，常依住尸羅，修無罪止觀。 

 

第８９經  學勝利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修學勝利，於如來所修行梵行，慧為上首，解脫堅

固，念最尊勝。 

（03）若有成就，修學勝利，於如來所修行梵行，慧為上首，解脫堅

固，念最尊勝。彼終不為味著色貪纏擾其心，亦復不為味著聲、

香、味、觸、法貪纏擾其心。 

（04）心不為貪所纏擾故，無隨味著色相貌識，無隨味著聲、香、味、

觸、法相貌識。於二果中隨證一果，謂於現法證有餘依般涅槃界，

或不還果。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修學勝利人，依佛修梵行，慧為其上首，及解脫堅牢， 

念最居尊勝，二果隨證一，謂現法涅槃，及永不還果， 

由慧為上首，貪不擾其心，無隨色等緣，相貌所生識， 

學勝利圓滿，生勝定上慧，盡生老死邊，證有餘依界， 

故汝等苾芻，應勤修戒定，生微妙勝慧，盡生老病死， 

住我法律中，能無放逸者，定壞魔軍力，永盡眾苦邊。 

 

第９０經  無明、慧明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世間惡不善法，皆以無明為其前導而得生長，

以無慚愧為其後助而不損減。所以者何？ 

（03）諸趣有生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一切皆用無明為根而

得生長，既生長已，依之復能生起一切惡不善法。惡法既生，由

無慚愧，都無悔變，無悔變故，而不損減。 

（04）一切世間善清淨法，皆以慧明為其前導而得生長，以慚與愧為

其後助而不損減。所以者何？ 

（05）明處其前，慚愧為後，能永斷滅諸趣有生生老病死，能超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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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歎憂苦、熱惱等法，能觸如理，能得甘露，能證涅槃。 

（06）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永斷無明，發起慧明，永斷一

切諸趣有生生老病死，永超一切愁歎憂苦、熱惱等法，觸於如理，

得於甘露，證於涅槃？ 

（07）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此世及後生，生老病死等，貪愛等煩惱，皆無明為根， 

無明為大愚，令久處生死，此世與他世，高下趣往還， 

最初有無明，最後無慚愧，生長諸惡法，墮眾惡趣中， 

故應勤精進，離貪愛愚癡，發起智慧明，斷生死苦本。 

 

第９１經  斷除無明有愛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如來、應、正等覺，憐愍世間，出興於世，為

欲永斷、除捨二法，轉於賢聖無上法輪。一切世間，所有沙門，

或婆羅門、天、魔、梵等，曾未有能如法轉者。 

（03）云何二法？一者無明，二者有愛。 

（04）一切如來、應、正等覺，憐愍世間，出興於世，皆為永斷、除

捨此二，轉於賢聖無上法輪，廣說乃至曾未有能如法轉者。若能

永斷、除捨一切所有無明及諸有愛，令其永盡，無有遺餘，便能

永斷一切煩惱諸雜染法，是則名為：出諸坑塹，越諸垣牆，破諸

關鍵，摧伊師迦，是真賢聖，是正法幢，是大沙門，是婆羅門，

是真聰慧，是真沐浴，是真智者，是真調順，至調順地，名世福

田。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上正等覺，商主世間尊，大雄大丈夫，拔眾毒箭者， 

哀愍諸世間，為斷除二法，謂無明有愛，轉無上法輪， 

是苦是苦因，是眾苦永滅，是八支聖道，趣滅苦涅槃， 

智者聞斯法，信解等堅牢，達諸法正真，斷無明有愛， 

無明有愛除，諸雜染皆滅，至善調順地，名世良福田。 

 

第９２經  苦事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苦事，最為難忍，一剃鬚髮，二常乞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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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 

（03）世間怨嫌，興咒詛者，作是願言：願彼貧窮，剃除鬚髮，服故

弊衣，手持瓦器，從家至家，行乞自活。 

（04）諸有淨信善男子等，受持此法而出家者，非為王、賊、債主怖

畏之所逼切，非恐不活而捨居家，但為超度生老病死，愁歎憂苦，

熱惱等法，但為滅除純大苦蘊。 

（05）我諸弟子，求如是事，正信出家，為利自他，受持此法。或有

如是，而出家已，未經幾時則便寬慢，放逸懈怠，下劣精進，亡

失正念，無有正知，心亂不定，縱任諸根，多欲貪著，心懷瞋忿，

愚鈍無知，耽染諸欲，虛妄思惟，毀諸禁戒。實非沙門，自稱沙

門；實非梵行，自稱梵行。內朽順流，如穢蝸螺，貝音狗行，覆

藏己惡，詐現自善，或就種種惡不善法。 

（6a）譬如有人，從闇入闇，從坑墮坑，從怨至怨。 

（6b）我說如是癡出家人，亦復如是。 

（7a）又如有木，兩頭火燃，中塗糞穢，若在聚落及與空閑，皆無復

用。 

（7b）我說如是癡出家人，亦復如是。 

（08）失在家法，復非沙門，世、出世間，皆無勝分。 

（09）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出家而破戒，二俱無所成，謂失在家儀，及壞沙門法， 

寧吞熱鐵丸，洋銅而灌口，不受人信施，而毀犯尸羅， 

諸毀犯尸羅，無悔無慚愧，多受人信施，定當生地獄， 

諸有智慧人，應堅持淨戒，勿受人信施，而毀犯尸羅。 

 

第９３經  毀謗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羅，攝受增益惡趣地獄，惡不善法。 

（03）云何二種補特伽羅？一者、一類補特伽羅，毀犯淨戒，實非沙

門，自稱沙門，實非梵行，自稱梵行，內朽順流，如穢蝸螺，貝

音狗行，覆藏己惡，詐現自善，如朽隧級，無所復用，唯增惡趣。 

（04）二者、一類補特伽羅，於具淨戒、無所毀犯、精進修行、清白

梵行有德苾芻，以諸無根、非梵行法，誹謗毀辱，令失威光。 

（05）如是二種補特伽羅，攝受增益惡趣地獄，惡不善法。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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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特伽羅，生長惡趣業，謂毀犯淨戒，及誹謗賢良， 

如是二種人，俱名為下賤，現在人所鄙，受苦在當來， 

是故諸苾芻，常應不放逸，受持清淨戒，勿毀謗他人。 

 

第９４經  報恩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羅，恩深難報。 

（03）云何為二？所謂父、母。 

（04）假使有人，一肩荷父，一肩擔母，盡其壽量，曾無暫捨，供給

衣食，病緣醫藥，種種所須，猶未能報父母深恩。所以者何？ 

（05）父母於子，恩極深重，所謂產生，慈心乳哺，洗拭將養，令其

長大，供給種種資身眾具，教示世間所有儀式，心常欲令離苦得

樂，曾無暫捨，如影隨形。父母於子既有如是所說深恩，當云何

報？ 

（06）若彼父母，於佛法僧，無清淨信，其子方便示現、勸導、讚勵、

慶慰，令生淨信。 

（07）若彼父母，無清淨戒，其子方便示現、勸導、讚勵、慶慰，令

其受持清淨禁戒。 

（08）若彼父母，無有多聞，其子方便示現、勸導、讚勵、慶慰，令

其聽聞諸佛正法。 

（09）若彼父母，為性慳貪，不樂布施，其子方便示現、勸導、讚勵、

慶慰，令行布施。 

（10）若彼父母，為性闇鈍，無有勝慧，其子方便示現、勸導、讚勵、

慶慰，令修勝慧。 

（11）其子如是，乃名真實報父母恩。 

（12）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二補特伽羅，恩深重難報，所謂父及母，能生長世間， 

假使以兩肩，盡壽荷父母，常供養恭敬，猶未為報恩， 

父母於世間，能生育教導，慈心求利樂，如彼影隨形， 

若父母先無，信戒聞捨慧，子令其修習，名真實報恩， 

恭敬給所須，唯現世安樂，令修信戒等，究竟證涅槃。 

 

第９５經  無欺誑法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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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苾芻當知！世有二種無欺誑法。 

（03）云何為二？謂業與智。 

（04）若諸有情，已集諸業，其異熟果，若未現前，終不盡滅；若諸

有情，已生諸智，一切煩惱，若未永除，終不捨離。如是名為：

世有二種無欺誑法。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二無欺誑法，諸佛共所談，謂已集已生，諸業及諸智， 

異熟果未生，諸業終不滅，煩惱若未盡，智終不捨離， 

業是生死因，智為滅惑本，是故應修智，永盡眾苦邊。 

 

第９６經  父母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羅，應深尊重、禮拜、供養，以敬

愛心親近而住。 

（03）云何為二？所謂父、母。 

（04）若諸有情，於其父母，深心尊重、禮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

而住，生無量福，諸有智人，咸共稱歎，聲譽普聞，處眾無畏，

後不焦惱無悔，命終身壞，死後昇諸善趣，生於天中。 

（05）何緣有情應於父母深心尊重、禮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 

（06）父母於子，有深重恩，所謂產生，慈心乳哺，洗拭將養，令其

長大，供給種種資身眾具，教示世間所有儀式，心常欲令離苦得

樂，曾無暫捨，如影隨形。 

（07）是故父母，應深敬重、禮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若諸

有情敬愛父母，親近而住，父母於其深心慈愍，除無益事，授有

益事，制止眾惡，勸修眾善，為其娉娶貞良妻室，有時賜與珍寶

財穀，世間天人，咸共稱歎，恭敬供養，親近加護，令無衰惱。

是故有情，於其父母，應深尊重、禮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

住。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有樂福人，應尊重父母，禮拜修供養，敬愛親近居， 

世間聰慧人，恭敬於父母，恒時修供養，常生歡喜心， 

父母於世間，恩深重難報，除無益制惡，授利勸修善， 

與妻室資財，慈心常覆護，是故修供養，無量福聚生， 

現得勝名聞，咸供養恭敬，死生天善趣，受妙樂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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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生天人，受五欲妙樂，猶如天帝釋，當供養父母。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善、尋、輪、戒、學，無明慧、斷除， 

苦、毀謗、報恩，無欺誑、父母。 

 

本事經卷第五  

 

第９７經  施（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施有二種。 

（03）云何為二？一者財施，二者法施。 

（04）云何財施？謂有一類補特伽羅，能施種種美妙飲食，香鬘、衣、

乘、房舍、臥具，資產、燈明、病緣醫藥。捨如是等，分布惠他，

名為財施。 

（05）云何法施？謂廣為他宣說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

滿清白梵行之法，令諸有情聞已，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苦、諸

熱惱法，是名法施。 

（06）於此財、法二種施中，法施最上、勝妙、第一。 

（07）譬如世間，從牛出乳，從乳出酪，酪出生酥，從此生酥出於熟

酥，復從熟酥出於醍醐。於是種種牛諸味中，醍醐最上、勝妙、

第一。 

（08）如是財法二種施中，法施最上、勝妙、第一。 

（09）於法施中，能無顛倒行法施者，唯有如來、應、正等覺、明行

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 

（10）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於二種施中，法施為第一，能行法施者，善逝最為尊， 

受財施田中，如來為第一，行財施不定，受法施眾生， 

財施令眾生，得世安隱樂，法施令受者，究竟證涅槃。 

 

第９８經  祠（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祠祀有二。 

（03）云何為二？一財祠祀，二法祠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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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財祠祀者，謂有一類補特伽羅，祠祀種種美妙飲食，香鬘、衣、

乘，房舍、臥具，資產、燈明，如是等類，名財祠祀。 

（05）法祠祀者，謂能祠祀契經、應頌、記別、伽他、自說、本事、

本生、方廣、未曾有法，以無量門，如理宣說，施設建立，分別

開示，名法祠祀。 

（06）於此財、法二祠祀中，法祠最上、勝妙、第一。 

（07）譬如世間，從牛出乳，從乳出酪，酪出生酥，從此生酥出於熟

酥，復從熟酥出於醍醐。於是種種牛諸味中，醍醐最上、勝妙、

第一。 

（08）如是財、法二祠祀中，法祠最上、勝妙、第一。 

（09）於法祠中，能無顛倒行法祠者，唯有如來、應、正等覺、明行

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 

（10）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於二種祠中，法祠為第一，能行法祠者，善逝最為尊， 

受財祀田中，如來為第一，行財祀不定，受法祀眾生， 

財祀令眾生，得世安隱樂，法祠令受者，究竟證涅槃。 

 

第９９經  集會二事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修行者，同集會時，應作二事，一者法言，二者

宴默。 

（03）由法言故，審知有德；審知德故，便深敬信；深敬信故，便往

詣彼；往詣彼故，親近供事；親供事故，求聞正法；求聞法故，

攝耳不亂；耳不亂故，聽聞正法；聞正法故，於法通利；法通利

故，能記持法；記持法故，能觀察義；觀察義時，堪能於法審諦

思惟；堪能於法審諦思惟，便生欲樂；生欲樂已，便得勢力；得

勢力已，便能稱量；由稱量故，便能決擇；能決擇故，於諦隨覺，

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04）由宴默故，心便寂定，清淨鮮白，無有瑕釁，離隨煩惱，調順

堪任，安住不動，堪能引發。能引發故，如實了知；如實知故，

便能厭背；能厭背故，便能離欲；既離欲已，便得解脫；得解脫

已，便自了知：我已解脫，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受後有。 

（05）汝等苾芻，應說上法，應了上法，若能如是，乃名真實攝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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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非眾集會戲論語言，能正了知諸法實相，能斷諸漏，能證涅

槃。我常集會宣說上法，了知上法，故名第一攝受仙幢。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行者集會時，應修作二事，謂寂然宴默，及說正法言， 

由說正法言，及寂然宴默，知諸法實相，究竟證涅槃， 

汝等當苾芻，若說了上法，乃得名真實，攝受大仙幢， 

我常處眾中，宣說照了法，是故名第一，攝受大仙幢， 

若依正法幢，能說能修行，定速脫生死，至究竟涅槃。 

 

第１００經  不如理作意（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苾芻，於言說時，非理作意，起欲尋思，起恚

尋思，起害尋思，如是苾芻，名多惡者，行慢緩者。趣向多惡為

方便故，於斷於離，棄捨善軛，放逸懈怠，下劣精進，亡失正念，

有不正知，不定心亂，縱任諸根，無出離見，不知出離、如實正

慧，趣向惡魔、惡不善法，為諸惡魔、惡不善法之所摧伏，增長

一切惡不善法。 

（03）若諸苾芻，於宴默時，非理作意，廣說乃至增長一切惡不善法，

如是苾芻，為諸有智同梵行者之所訶毀，我亦於彼，常不稱讚，

如是苾芻，雖得出家受具足戒，而名惡慧樂有癡人。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方便斷除非理作意，方便修習

如理作意？ 

（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言說宴默時，縱諸根造惡，不奉行我教，是愚昧癡人， 

故汝等苾芻，應修不放逸，離非理作意，當如理思惟， 

汝等若正勤，語默無放逸，不久度生死，證無上涅槃。 

 

第１０１經  如理作意（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苾芻，於言說時，如理作意，出離尋思，無恚

尋思，無害尋思，如是苾芻，名多善者，無慢緩者。趣向多善為

方便故，於斷於離，不捨善軛，離諸放逸，勇猛精進，正念正知，

心定無亂，密護諸根，有出離見，能知出離、如實正慧，棄背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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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惡不善法，摧伏惡魔、惡不善法，損減一切惡不善法。 

（03）若諸苾芻，於宴默時，如理作意，廣說乃至損減一切惡不善法，

如是苾芻，為諸有智同梵行者之所稱讚，我亦於彼，恒常稱讚，

如是苾芻，名真出家受具足戒，有大智慧，不樂諸有，名不癡人。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方便修習如理作意，方便斷除

非理作意？ 

（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言說宴默時，不縱根造惡，能奉行我教，是聰慧智人， 

修出離尋思，及無恚無害，有出離正見，於如實能知， 

能摧伏惡魔，諸惡不善法，永斷諸煩惱，證究竟涅槃， 

故汝等苾芻，應修不放逸，當如理作意，離非理思惟， 

汝等若正勤，語默無放逸，不久度生死，證無上涅槃。 

 

第１０２經  學思擇力及修習力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學苾芻，有二種力。 

（03）云何為二？謂思擇力及修習力。 

（04）云何苾芻有思擇力？所謂一類有學苾芻，受用種種衣服、飲食、

房舍、臥具、病緣醫藥資生具時，皆善思擇，非不思擇而便受用。

於所未得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諸資生具，不甚希

求於所已得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諸資生具，不深

耽著。堪能忍受寒熱飢渴、風日蚊虻、蛇蝎等觸，堪能忍受他所

毀謗、罵辱等言，堪能忍受身內所生猛利辛楚，酸疼難忍，奪命

臨終難治苦受，堪能忍受一切世間極難忍事。 

（05）能善思擇諸身、語、意三種惡行，能照現法、生法、後法，不

可愛樂苦異熟果。作是思惟：我今定當斷身、語、意三種惡行，

我今定當修身、語、意三種妙行，能正了知三種惡行所有過患，

復正了知三種妙行所有功德。既正知已，勤斷勤修惡行妙行，修

治自身，令其清淨，離諸罪法，如是名為有學苾芻初思擇力。 

（06）云何苾芻有修習力？所謂一類有學苾芻所得憶念，一切皆與覺

支相順而不相違，所得擇法及精進、喜、輕安、定、捨，一切皆

與覺支相順而不相違，修念覺支，皆依止厭，皆依止離，皆依止

滅，迴向於捨，修習擇法及精進、喜、輕安、定、捨覺支，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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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厭，皆依止離，皆依止滅，迴向於捨，如是名為有學苾芻後修

習力。 

（07）是名有學苾芻二力。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有學苾芻，略有二種力，思擇及修習，能伏惡魔軍， 

見惡過能斷，知妙德能修，能忍受思惟，是名思擇力， 

依止厭離滅，及迴向於捨，而修七覺支，是名修習力。 

 

第１０３經  盡故終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由二種法，盡滅故死。 

（03）云何二法？一業，二壽。 

（04）由業盡故，及壽盡故，決定命終。若時有業，爾時有壽；若時

有壽，爾時有業。所以者何？ 

（05）如是二法，恒常和合，無不和合，如是二法，不可施設，分析

離散，此時有業，彼時有壽；此時有壽，彼時有業。若有其業即

有其壽，若有其壽即有其業；若無其業即無其壽，若無其壽即無

其業。 

（06）譬如燃燈生焰發明，若有其焰即有其明，若有其明即有其焰；

若無其焰即無其明，若無其明即無其焰。 

（07）業、壽亦爾，若有其業即有其壽，若有其壽即有其業；若無其

業即無其壽，若無其壽即無其業。如是二法，盡滅故死。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二法恒相隨，謂業及與壽，業有壽亦有，業無壽亦無， 

壽業未消亡，有情終不死，壽業若盡滅，含識死無疑。 

 

第１０４經  感壽之行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種行，世間眾生皆共造作。 

（03）云何為二？一者能感短壽之行，二者能感長壽之行。 

（04）云何能感短壽之行？謂有一類補特伽羅，常樂殺生，為性兇暴，

血塗其手，傷害物命，無有慚羞，無有慈愍，於諸眾生常行殺害，

乃至殺害折腳蟻子，是名能感短壽之行。 

（05）云何能感長壽之行？謂有一類補特伽羅，遠離殺生，棄捨殺具，

 55



慚羞、慈愍，於諸眾生常不殺害，乃至不害折腳蟻子，是名能感

長壽之行。 

（06）如是名為：有二種行，世間眾生皆共造作。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有情，略有二種行，由二行差別，感壽有短長， 

謂常樂殺生，兇暴血塗手，無慚羞慈愍，感短壽無疑， 

常樂離殺生，棄捨諸殺具，有慚羞慈愍，感長壽無疑。 

 

第１０５經  心相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由二行相應取心相。 

（03）云何為二？一者名為所緣行相，二者名為作意行相。 

（04）所有一切已取、現取、當取心相，皆由如是二種行相。 

（05）汝等苾芻，由二行相，應當正勤善取心相；取心相已，應善作

意；善作意已，應善觀察；善觀察已，應善安住；善安住已，應

同地界，正勤修習，無量無損，應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

習，無量無損。 

（06）苾芻當知！譬如地界，若於其中，安置糞穢、洟唾、膿血如是

等類淨不淨物，雖置其中，而其地界曾無違、順，欣、慼，高、

下。如是安心應同地界，正勤修習，無量無損。既同地界，正勤

修習，無量無損，雖遇種種違、順眾緣，而心都無分別、計著，

終不由此差別因緣，其心高下。 

（07）又如水界、火界、風界，若於其中，安置糞穢、洟唾、膿血如

是等類淨不淨物，雖置其中，而其水界、火界、風界，曾無違、

順，欣、慼，高、下。如是安心應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

習，無量無損。既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習，無量無損，

雖遇種種違、順眾緣，而心都無分別、計著，終不由此差別因緣，

其心高下。 

（08）由此定故，於有識身，及外一切所緣相中，我、我所執、見、

慢、隨眠，善伏善斷。於彼二種，其心超越，離一切相，寂靜安

樂，得善解脫。所有一切，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皆於其中，我、

我所執、見、慢、隨眠，善伏善斷。於彼二種，其心超越，離一

切相，寂靜安隱，得善解脫。於其所得利、譽、稱、樂，其心不

欣；於其所遭衰、毀、譏、苦，其心不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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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是名超過世間八法，其心平等，猶如世間地、水、火、風，世

間八法所不能染。 

（10）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難調躁動心，遠行無第二，能正勤取相，是謂世聰明， 

善取心相已，復作意觀察，正念住其心，勤修同四界， 

如是正安住，能棄捨諸欲，於世八法中，名善巧無染。 

 

第１０６經  共乖違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種法，雖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

間。 

（03）云何為二？謂生與死。 

（04）譬如世間光明、影闇，雖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

間。光明發時影闇便沒，影闇起時光明便謝。 

（05）生、死亦爾，恒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間。生法

有時死法便沒，死法有時生法便謝。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光明影闇，雖恒共乖違，然於二法中，未曾有間缺， 

生死亦如是，雖恒共乖違，然於二法中，未曾有間缺， 

無明根所生，愛水所滋潤，纔死生便續，中無間缺時。 

 

第１０７經  死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死有二種。 

（03）云何為二？一者不調伏死，二者調伏死。 

（04）云何名為不調伏死？ 

（5a）謂諸愚夫，無聞異生，未能親覲正見善士，未能了知善士之法，

於善士法未自調順。彼隨觀見色即是我，色屬於我，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5b）彼隨觀見受即是我，受屬於我，受在我中，我在受中。彼隨觀

見想即是我，想屬於我，想在我中，我在想中。彼隨觀見行即是

我，行屬於我，行在我中，我在行中。彼隨觀見識即是我，識屬

於我，識在我中，我在識中。 

（6a）眼見色已，執取其相，執取隨好，由是因緣，於其眼根，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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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念防守而住。發起貪憂，便有無量惡不善法，隨心流漏不可堰

塞。於其眼根不能防守，縱蕩眼根，行諸境界，貪著色味，纏擾

其心，緣此貪故，受長夜苦，受猛利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

增空曠路，無量往返生那落迦、傍生、鬼界及阿素洛、人、天趣

中，受諸劇苦，皆由眼根不調伏故。 

（6b）如是或時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了法

已，執取其相，執取隨好，由是因緣，於其意根，不能正念防守

而住，發生貪憂，便有無量惡不善法，隨心流漏不可堰塞。於其

意根不能防守，縱蕩意根，行諸境界，貪著法味，纏擾其心，緣

此貪故，受長夜苦，受猛利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增空曠路，

無量往返生那落迦、傍生、鬼界及阿素洛、人、天趣中，受諸劇

苦，皆由意根不調伏故。 

（07）如是名為：不調伏死。 

（08）云何名為調伏而死？ 

（9a）謂諸賢聖多聞弟子，已能親覲正見善士，已能了知善士之法，

於善士法已自調順。不隨觀見色即是我，色屬於我，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9b）不隨觀見受即是我，受屬於我，受在我中，我在受中。不隨觀

見想即是我，想屬於我，想在我中，我在想中。不隨觀見行即是

我，行屬於我，行在我中，我在行中。不隨觀見識即是我，識屬

於我，識在我中，我在識中。 

（10a）眼見色已，不執其相，不執隨好，由是因緣，於其眼根，善

能正念防守而住，不起貪憂，所有無量惡不善法，隨心流漏，皆

能堰塞。於其眼根，善能防守，不縱眼根，行諸境界，不貪色味

纏擾其心，不緣此貪受長夜苦，受猛利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

增空曠路，不復往返生那落迦、傍生、鬼界及阿素洛、人、天趣

中受諸劇苦，皆由眼根善調伏故。 

（10b）如是或時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了

法已，不執其相，不執隨好，由是因緣，於其意根，善能正念防

守而住，不起貪憂所有無量惡不善法，隨心流漏，皆能堰塞。於

其意根，善能防守，不縱意根，行諸境界，不貪法味，纏擾其心，

不緣此貪受長夜苦，受猛利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增空曠路，

不復往返生那落迦、傍生、鬼界及阿素洛、人、天趣中受諸劇苦，

皆由意根善調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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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是名為：調伏而死。 

（12）苾芻當知！不調伏死，沈沒無量生死苦海；調伏而死，超度無

量生死苦海。是名二死。 

（1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略說諸有情，死法有二種，調伏不調伏，更無有第三， 

若不調伏死，定於諸趣中，受諸苦輪迴，經無量往返， 

調伏而死者，終不墮惡趣，於人天趣中，能永盡眾苦。 

 

第１０８經  染淨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諸法，略有二種。 

（03）云何為二？一者雜染，二者清淨。 

（04）應正觀察由一法生。所以者何？ 

（05）若於一法能正守護，則於一切能正守護；若於一法不能守護，

則於一切不能守護。 

（06）云何一法？謂眾生心。若有於心不能守護，則不能護身、語、

意業；若不能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悉敗壞；

身、語、意業皆敗壞故，其心即有擾濁、垢穢。心有擾濁及垢穢

者，能正了知自利樂事、他利樂事、俱利樂事，無有是處；能正

了知善言說義、惡言說義，無有是處；能證一切勝上人法真聖智

見，亦無是處。所以者何？心有擾濁及垢穢故。 

（07）譬如世間所有臺觀，若一中心不善覆蔽，則椽梁壁皆被淋漏，

以椽梁壁被淋漏故，皆悉敗壞。又如世間鄰近村邑、聚落池沼，

擾濁、垢穢，有明眼人，住其岸上，作意觀察，其中所有螺、蛤、

龜、魚、礫石等類，行住普側，極難可見。所以者何？水有擾濁

及垢穢故。 

（08）如是眾生，若有於心不能守護，則不能護身、語、意業；若不

能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悉敗壞；身、語、

意業皆敗壞故，其心即有擾濁、垢穢。心有擾濁及垢穢者，能正

了知自利樂事、他利樂事、俱利樂事，無有是處；能正了知善言

說義、惡言說義，無有是處；能證一切勝上人法真聖智見，亦無

是處。所以者何？心有擾濁及垢穢故。 

（09）若有於心能善守護，則能善護身、語、意業；若能善護身、語、

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不敗壞；身、語、意業不敗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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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即無擾濁、垢穢。心無擾濁及垢穢者，能正了知自利樂事、

他利樂事、俱利樂事，斯有是處；能正了知善言說義、惡言說義，

斯有是處；能證一切勝上人法真聖智見，斯有是處。所以者何？

心無擾濁及垢穢故。 

（10）譬如世間所有臺觀，若一中心極善覆蔽，則椽梁壁皆無淋漏，

以椽梁壁無淋漏故，皆不敗壞。又如世間遠離村邑聚落池沼，無

有擾濁及諸垢穢，有明眼人，住其岸上，作意觀察，其中所有螺、

蛤、龜、魚、礫石等類，行住普側，極易可見。所以者何？水無

擾濁及垢穢故。 

（11）如是眾生，若有於心能善守護，則能善護身、語、意業；若能

善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不敗壞；身、語、

意業不敗壞故，其心即無擾濁、垢穢。心無擾濁及垢穢者，能正

了知自利樂事、他利樂事、俱利樂事，斯有是處；能正了知善言

說義、惡言說義，斯有是處；能證一切勝上人法真聖智見，斯有

是處。所以者何？心無擾濁及垢穢故。 

（12）苾芻當知！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是故

雜染、清淨二法，皆依止心，從心所起。 

（1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不護於心，隨順於諸欲，恒馳散放逸，一切無不為， 

若善護於心，不隨順諸欲，無馳散放逸，一切皆防護， 

世間聰慧人，能防身語意，令不造諸惡，名真健丈夫。 

 

第１０９經  有見無有見（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種見，令諸有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 

（03）云何為二？所謂有見，及無有見。 

（04）諸有沙門或婆羅門，攝受有見，習行有見，耽著有見，與諸愛

樂無有見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稱讚有見，最為第一。 

（05）諸有沙門或婆羅門，攝無有見，習無有見，著無有見，與其愛

樂諸有見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讚無有見，最為第一。 

（06）若有沙門或婆羅門，於此二見諸集、滅、味、過患、出離，不

以正慧如實了知，我說彼人名無智見，有貪、瞋、癡，有違有害，

無慧無明，不能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

法，不能解脫生死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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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若有沙門，或婆羅門，於此二見諸集、滅、味、過患、出離，

能以正慧如實了知，我說彼人名有智見，無貪、瞋、癡，無違無

害，有慧有明，定能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

惱等法，定能解脫生死大苦。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由二見，展轉互相違，彼此作怨讎，謂見有無有， 

諸有於此見，愛樂不能捨，是謂愚癡人，恒毀他自讚， 

若不知此見，集滅味患出，見毒箭所傷，無明闇所覆， 

具足貪瞋癡，無智見明慧，定不能解脫，生老病死等， 

若能知此見，集滅味患出，見毒箭不傷，破無明黑闇， 

遠離貪瞋癡，具智見明慧，決定能解脫，生老病死等。 

 

第１１０經  世出世正見（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二正見，應諦尋思、稱量、觀察。若諦尋思、稱

量、觀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

苦，能得如理，能觸甘露，能證涅槃。 

（03）云何為二？所謂一切世間正見、出世正見。 

（04）云何名為世間正見？謂有一類，起如是見，立如是論：決定有

施，有受有祠，有善惡業，有異熟果，有此世間，有彼世間，有

父有母，有諸有情化生種類，於其世間，有諸沙門、婆羅門等，

正至正行於此世間及彼世間，自然通達，作證領受，如是名為世

間正見。 

（05）諸聖弟子於此所說世間正見，應諦尋思、稱量、觀察，依此所

說世間正見，能令眾生畢竟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

苦、熱惱等法，不諦觀察已，便正了知，依此所說世間正見，不

令眾生畢竟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

所以者何？ 

（06）如是所說世間正見，非真聖見，非出離見，非能究竟證涅槃見，

非厭非離，非滅非靜，不證通慧，非成等覺，非得涅槃，而能感

得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 

（07）如是知已，於世間法生怖畏想，於出世法生安靜想。以於世間

生怖畏故，都無執受；無執受故，無所希求；無希求故，於內證

得究竟涅槃。如是證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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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不受後有。如是汝等，於此所說世間正見，應諦尋思、稱

量、觀察。 

（08）云何名為出世正見？謂知苦智、知苦集智、知苦滅智、知能趣

向苦滅道智，如是名為出世正見。 

（09）諸聖弟子於此所說出世正見，應諦尋思、稱量、觀察，依此所

說出世正見，能令眾生畢竟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

苦、熱惱等法，不諦觀察已，便正了知，依此所說出世正見，能

令眾生畢竟解脫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

所以者何？ 

（10）如是所說出世正見，是真聖見，是出離見，是能究竟證涅槃見，

能厭能離，能滅能靜，能證通慧，能成等覺，能得涅槃，能超一

切生、老、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 

（11）如是知已，於出世法生珍寶想，於世間法生下賤想。於出世法

生珍寶想故，便生歡喜；生歡喜故，其心安適；心安適故，身得

輕安；身輕安故，便受悅樂；受悅樂故，心得寂定；心寂定故，

能實知見；實知見故，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正離欲；正離欲

故，能得解脫。得解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

作已辦、不受後有。如是汝等，於此所說出世正見，應諦尋思、

稱量、觀察。 

（12）如是名為：二種正見，應諦尋思、稱量、觀察，能得未得，能

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得如理，能觸甘露，

能證涅槃。 

（13）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正見有二種，世間出世間，智者諦尋思，能正盡眾苦， 

諦思於世間，便生怖畏想，由無執受等，究竟證涅槃， 

諦思出世間，便生珍寶想，歡喜心安適，從此獲輕安， 

輕安故受樂，樂故心寂定，心定生覺支，知見四如實， 

見實斷諸疑，疑除無所取，解脫一切苦，證無上涅槃。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施、祠、與集會，如、不如、學、終， 

行、相、相違、死，染淨、及二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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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品 
  

第１１１經  同界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有情界，互相親近，不相乖違： 

（03）諸劣勝解種類有情，與劣勝解種類有情，更相親近，參染承事。 

（04）諸妙勝解種類有情，與妙勝解種類有情，更相親近，參染承事。 

（05）在過去世諸有情界，已相親愛，不相乖違： 

（06）諸劣勝解種類有情，與劣勝解種類有情，已相親近，參染承事。 

（07）諸妙勝解種類有情，與妙勝解種類有情，已相親近，參染承事。 

（08）在未來世諸有情界，當相親愛，不相乖違： 

（09）諸劣勝解種類有情，與劣勝解種類有情，當相親近，參染承事。 

（10）諸妙勝解種類有情，與妙勝解種類有情，當相親近，參染承事。 

（11）在現在世諸有情界，現相親愛，不相乖違： 

（12）諸劣勝解種類有情，與劣勝解種類有情，現相親近，參染承事。 

（13）諸妙勝解種類有情，與妙勝解種類有情，現相親近，參染承事。 

（14）是故尊者解憍陳如，與其同類，有六十人，恒集同修阿練若行。 

（15）摩訶迦葉，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杜多妙行。 

（16）其舍利子，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大智慧行。 

（17）大目乾連，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大神通行。 

（18）拘瑟祉羅，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無礙解行。 

（19）其滿慈子，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說正法行。 

（20）迦多衍那，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辯釋經行。 

（21）尊者善現，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無諍住行。 

（22）纈麗伐多，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諸靜慮行。 

（23）其優波離，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持律之行。 

（24）物力士子，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為僧敷設臥具等行。 

（25）尊者不滅，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同修集淨天眼行。 

（26）尊者阿難，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集樂多聞行。 

（27）其羅怙羅，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樂持戒行。 

（28）童子迦葉，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巧辯說行。 

（29）其劫比拏，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教誡教授大苾芻行。 

（30）尊者難陀，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教誡教授苾芻尼行。 

（31）優波西那，與其同類，有無量人，恒集同修具威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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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妍美難陀，與其同類，有六十人，恒集同修端嚴之行。 

（33）愚人天授，與其同類，有六十人，恒集同修勃逆惡行。 

（34）是故當知：諸有情界，互相親近，不相乖違： 

（35）諸劣勝解種類有情，與劣勝解種類有情，更相親近，參染承事。 

（36）諸妙勝解種類有情，與妙勝解種類有情，更相親近，參染承事。 

（3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草木叢林，亦如風火等，物各以類聚，有情界亦然， 

愚者狎於愚，智者親於智，體知朋侶別，應親有智人， 

如憑破浮囊，必沈於大海，親近怠慢者，定失智光明， 

故應捨怠慢，樂栖止空閑，親近有智人，速能殄眾苦。 

 

第１１２經  感後有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三因、三緣，能感後有。 

（03）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永斷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

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 

（04）業為良田、識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了、無見之

所覆蔽，識便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其中、

無色為妙。 

（05）若欲界業感異熟果，不現在前，不可施設此為欲有。由欲界業

感異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為欲有。當於爾時，業為良田、

識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了、無見之所覆蔽，識便

安住下欲有處。 

（06）若色界業感異熟果，不現在前，不可施設此為色有。由色界業

感異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為色有。當於爾時，業為良田、

識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了、無見之所覆蔽，識便

安住中色有處。 

（07）若無色業感異熟果，不現在前，不可施設為無色有。由無色業

感異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為無色有。當於爾時，業為良田、

識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了、無見之所覆蔽，識便

安住妙無色處。 

（08）苾芻當知！由遠離故，出離欲有；由無色故，出離色有；由永

滅故，出離一切有為、有起、思慮、緣生。 

（09）汝等苾芻，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離欲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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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離色有及無色有。 

（10）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離欲有？謂離諸欲惡不善法，

有尋有伺，離生喜樂，具足安住最初靜慮。能以正慧如實隨觀，

其中諸色、受、想、行、識，如是法性，皆是無常，皆是其苦，

如病如癰，如中毒箭，有惱有害，有怖有猜，有怨有敵，迅速敗

壞，多諸疾疫，多諸災橫，虛偽不實，離散無我，不可保信。如

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離欲有。 

（11）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離色有？謂正超過一切色想，

滅有對想，不復思惟種種異想，具足安住無邊虛空、空無邊處。

能以正慧如實隨觀，其中所有受、想、行、識，如是法性，皆是

無常，皆是其苦，如病如癰，如中毒箭，有惱有害，有怖有猜，

有怨有敵，迅速敗壞，多諸疾疫，多諸災橫，虛偽不實，離散無

我，不可保信。如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離色有。 

（12）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無色有？謂正了知，是為寂

靜，是為微妙，謂離憍慢，息諸渴愛，滅阿賴耶，斷諸徑路，空

無所得，愛盡離欲，寂滅涅槃。如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

出無色有。 

（13）若能如是以其正慧如實隨觀，出離三有，便於欲有、色、無色

有，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正離欲；正離欲故，能得解脫。得

解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1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以正慧隨觀，三界出離相，能止息諸行，得最上涅槃， 

已解脫諸漏，善修習瑜伽，任持最後身，降伏魔所使。 

 

第１１３經  求利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三因、三緣，令諸有情希求利養，生多過患。 

（03）云何為三？一者、貪欲為因為緣，令諸有情希求利養，生多過

患。二者、耽著為因為緣，令諸有情希求利養，生多過患。三者、

受用不見過患為因為緣，令諸有情希求利養，生多過患。 

（04）汝等苾芻，不應起此三因三緣，希求利養，生多過患。有諸苾

芻，具此所說三因三緣，往施主家，求勝利養，或時其家，忽遽

無賴，見已慼然，默不敬問，不起承迎，不延就座，不共談論，

彼見此相，便起念言：此施主家，恒相敬待，誰所詭佞，頓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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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此因緣，便於彼所，不忍不悅，起恚害心，或發身、語惡

不善業，因斯墜墮諸惡趣中，受不愛果。 

（05）苾芻當知！我觀世間諸有情類，或由利養擾亂其心，身壞命終，

墮諸惡趣，生地獄中，受不愛果。 

（06）我觀世間諸有情類，或由衰損擾亂其心，身壞命終，墮諸惡趣，

生地獄中，受不愛果。 

（07）我觀世間諸有情類，或由利養及以衰損，擾亂其心，身壞命終，

墮諸惡趣，生地獄中，受不愛果。所以者何？ 

（08）愚癡凡夫，被諸利養先破其膜；既破膜已，復破其皮；既破皮

已，復破其肉；既破肉已，復斷筋脈；斷筋脈已，復破其骨；既

破骨已，復傷髓腦，然後方住。 

（09）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不被利養擾亂其心？我當云何

不被衰損擾亂其心？我當云何不被利養及以衰損擾亂其心？獨

處空閑，勤修聖行，速證無上常樂涅槃。 

（10）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由三種因緣，希求諸利養，壞種種功德，及退失人天， 

諸有聰明人，遇利養衰損，其心善安定，不動如山王， 

常靜慮安然，正觀諸法義，修深細智見，證常樂涅槃。 

 

第１１４經  欲界勝生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欲界勝生，略有三種，於彼雖成極大福聚，而受諸

欲生死輪迴，不能出離。所以者何？彼勝生處，是欲所行境界地

故。 

（03）云何為三？一、欲住天欲界勝生，二、樂化天欲界勝生，三、

他化天欲界勝生。 

（04）如是三種欲界勝生，於彼雖成極大福聚，而受諸欲生死輪迴，

不能出離。所以者何？彼勝生處，是欲所行境界地故。 

（05）我聖弟子，於此三種欲界勝生，如實隨觀，有諸過患，故於欲

界深生厭背；生厭背故，能正離欲；正離欲故，能得解脫。得解

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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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三勝生，恒受諸欲樂，謂欲住樂化，他化自在天， 

生如是三處，雖成就大福，而生死輪迴，不能生上地， 

於此諸欲中，若能知過患，捨人天等趣，證無上涅槃。 

 

第１１５經  惡說似驢鳴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有一類諸惡苾芻，成就三法，而似驢鳴。 

（03）云何為三？謂有一類諸惡苾芻，無敬無承，無慚無愧，懈怠忘

念。如是一類諸惡苾芻，具足成就如是三法，而似驢鳴，謂實無

德而隨僧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我亦是真沙門釋子。然此一

類諸惡苾芻，無有增上戒、定、慧學，如餘清淨真苾芻僧而隨僧

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我亦是真沙門釋子。 

（04）如世有驢隨牛群後，高聲唱言：我亦是牛，宜相顧待。然此驢

身，頭、耳、蹄、喙、毛、色、音聲，皆與牛別而隨牛後，高聲

唱言：我亦是牛，宜相顧待。 

（05）如是一類諸惡苾芻，實無其德而隨僧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

我亦是真沙門釋子。然此一類諸惡苾芻，依止村城、聚落而住，

日初分時，整理裳服，執持衣缽，往入村城、聚落乞食，不能護

持身、語、意業，不住正念，不守諸根，詣於淨信諸施主家，為

利養故身處下座，為居高座白衣說法。我說此類諸惡苾芻所有言

說，皆似驢鳴。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剃髮服染衣，手執持應器，實無戒定慧，而自號沙門， 

如世間有驢，與牛形相異，而逐牛群後，自號是真牛， 

如是惡苾芻，成無敬等法，雖常廁清眾，而不證菩提。 

 

第１１６經  學有三種（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學有三種，若能於中，離諸放逸，晝夜精勤，絕諸

緣務，獨處空閑，無倒修學，未生諸漏令永不生，已生諸漏令永

盡滅。 

（03）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04）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諸苾芻，具淨尸羅，安住、守護別解脫

戒，軌範所行無不圓滿，於微小罪見大怖畏，具能受學所應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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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清淨身、語二業，成就淨命，成就淨見，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05）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諸苾芻，能正離欲惡不善法，有尋有伺，

離生喜樂，具足安住最初靜慮，廣說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靜慮，如

是名為增上心學。 

（06）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諸苾芻，如實了知：是苦聖諦、苦集聖

諦、苦滅聖諦、及能趣苦滅道聖諦，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07）如是三學，若能於中，離諸放逸，晝夜精勤，絕諸緣務，獨處

空閑，無倒修學，未生諸漏令永不生，已生諸漏令永盡滅。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戒心慧學三，智者應修學，勤精進常安，密禁守諸根， 

晝夜處空閑，絕世諸緣務，勤修戒心慧，如救自頭燃， 

名學聖學處，至所學後邊，脫所脫無遺，成清淨妙智， 

得不動解脫，已永斷諸漏，盡生死苦邊，後有更無有。 

 

第１１７經  學不空無果（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學有三種，若有勤修，不空無果，必至究竟，能得

甘露，能證涅槃。 

（03）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04）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不重等

持，定非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5）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尸羅，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三結，證預流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來，

盡諸苦際，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06）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持，定為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7）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定能盡

五下分結，證不還果，得不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涅

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08）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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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定為增上；尊重般若，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9）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般若，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諸漏，得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

住，自證通慧，能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10）若有於此所說三學勤修學者，我說必定不空無果，必至究竟，

能得甘露，能證涅槃。如是名為：學有三種，若有勤修，不空無

果，必至究竟，能得甘露，能證涅槃。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勤修增上戒，住戒住所學，能永盡三結，定證預流果， 

勤修增上心，住定住所學，能盡五下結，定證不還果， 

勤修增上慧，住慧住所學，能盡一切結，定證無生果， 

三學不唐捐，必證第一義，故尊重三學，達法性無疑。 

 

第１１８經  學修果（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學有三種，若少分修得少分果，若圓滿修得圓滿果。 

（03）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04）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不重等

持，定非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5）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尸羅，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三結，證預流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來，

盡諸苦際，或復有能令其欲界貪、恚微薄，證一來果，一來此間，

盡諸苦際，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06）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持，定為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7）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盡五下分結，證不還果，得不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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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08）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持，定為增上；尊重般若，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9）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般若，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諸漏，得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

住，自證通慧，能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10）如是名為：學有三種，若少分修得少分果，若圓滿修得圓滿果。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多住尊重戒，名於少分修，常精進熾然，便得少分果， 

多住尊重定，名於少分修，常精進熾然，亦得少分果， 

多住尊重慧，名於圓滿修，常精進熾然，便得圓滿果， 

少分圓滿修，各得同類果，知如是勝劣，應捨分修圓。 

 

第１１９經  學賢聖差別（d）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學有三種，若正修習，令諸有情成下、中、上賢聖

差別。 

（03）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04）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不重等

持，定非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5）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尸羅，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三結，證預流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來，

或成家家，或一來果，或成一間，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06）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持，定為增上，不重般若，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7）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盡五下分結，證不還果，得不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

 70



涅槃，或成中般，或成生般，或有行般，或無行般，或成上流，

趣色究竟，或趣非想非非想處而般涅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08）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諸苾芻，尊重尸羅，戒為增上，尊重等

持，定為增上，尊重般若，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

所犯即能出離。所以者何？ 

（09）我說彼人終不毀犯所制學處，不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行，

定能成辦清淨梵行，於諸學處，能住般若，能住所學。彼人定能

永盡諸漏，得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

住，自證通慧，能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10）如是名為：學有三種，若正修習，令諸有情成下、中、上賢聖

差別。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隨學因勢力，常精進熾然，下中上品修，隨得果差別， 

謂下精進修，還成下品果，中修得中果，上修亦復然， 

既知三品修，所得果差別，故應捨中下，宜遵上品修。 

 

第１２０經  戒具調（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諸苾芻，具調善戒，具調善法，具調善慧，彼於

我法、毘柰耶中，已具修行，名最上士。 

（03）云何苾芻具調善戒？謂諸苾芻，具淨尸羅，安住、守護別解脫

戒，軌範所行無不圓滿，於微小罪見大怖畏，具能受學所應學處，

成就清淨身、語二業，成就淨命，成就淨見，是名苾芻具調善戒。 

（04）既具如是調善戒已，云何苾芻具調善法？謂諸苾芻，勤修七種

菩提分法，具足安住，是名苾芻具調善法。 

（05）既具如是調善尸羅、調善法已，云何苾芻具調善慧？謂諸苾芻，

永盡諸漏，得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

住，自證通慧，能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受後有。是名苾芻具調善慧。 

（06）如是名為：若有苾芻具調善戒、具調善法、具調善慧，彼於我

法、毘柰耶中，已具修行，名最上士。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若身語意思，離諸惡不善，名具調善戒，有慚愧苾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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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善修行，七菩提分法，名具調善法，有妙定苾芻， 

若能正了知，自永盡諸漏，名具調善慧，真無漏苾芻， 

若具三調善，威德世難思，若已具修行，最上聰明士。 

 

第１２１經  戒圓滿（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有苾芻成就三分，應知是人於淨尸羅已得圓滿，

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行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行後邊。 

（03）云何為三？謂有苾芻，成就無學戒、定、慧蘊，是名苾芻成就

三分，應知是人於淨尸羅已得圓滿，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

行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行後邊。 

（04）若諸苾芻，於淨尸羅已得圓滿，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行

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行後邊，應知是人必不樂居村城、聚落，

房舍、臥具，亦不樂與諸苾芻眾、苾芻尼眾、鄔波索迦、鄔波斯

迦、勤策男等同一園林，喧雜而住，應知是人成就第一寂靜心法，

獨守空閑，依四依住，離諸垢穢，內守真實，棄捨所求，無染、

分別，不為世法之所塗染。 

（05）譬如世間嗢缽羅花、拘牟陀花、缽特摩花、奔陀利花，依水而

生，依水而長，雖從水出，而不為水之所染著。 

（06）是人亦爾，依世間生、依世間長，雖現世間而不為諸世法所染。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學三分成，尸羅究竟位，修梵行圓滿，至梵行後邊， 

如是苾芻眾，得最上瑜伽，永盡諸苦邊，證無上安樂。 

 

第１２２經  戒不缺（c）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希求三種樂事，應於淨戒不缺、不穿、不穢、

不雜，於淨尸羅，應起上品，欲勤精進，終無懈廢。 

（03）云何為三？一者、希求名譽樂事，應於淨戒不缺、不穿、不穢、

不雜，於淨尸羅，應起上品，欲勤精進，終無懈廢。 

（04）二者、希求利養樂事，應於淨戒不缺、不穿、不穢、不雜，於

淨尸羅，應起上品，欲勤精進，終無懈廢。 

（05）三者、希求生天樂事，應於淨戒不缺、不穿、不穢、不雜，於

淨尸羅，應起上品，欲勤精進，終無懈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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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是名希求三種樂事，應於淨戒不缺、不穿、不穢、不雜，於淨

尸羅，應起上品，欲勤精進，終無懈廢。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為求三種樂，智者護尸羅，謂世尚名譽，利養生天樂， 

觀如是勝樂，智者護尸羅，當遠惡親知，如避嶮惡道， 

雖不造眾惡，而親近惡人，如以吉祥茅，裹臭爛魚肉， 

親所不應親，狎所不應狎，如持鮮淨物，投糞穢深坑， 

世間樂淨人，常懼穢塗染，有智者亦爾，深怖惡親知。 

 

第１２３經  戒香（d）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三種香，唯順風熏，不能逆風。 

（03）云何為三？一者根香，二者莖香，三者花香。 

（04）如是三種，唯順風熏，不能逆風。汝等苾芻勿作是念：更無餘

香，或順風熏，或逆風熏，或復順逆，皆悉能熏。所以者何？ 

（05）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

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不珍愛。 

（06）何等名為：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

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不珍愛？所謂戒香。

由此戒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

馥，世間賢聖，無不珍愛。 

（07）如是名為：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

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不珍愛。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諸所有，根莖花等香，皆不逆風熏，以勢力微故， 

唯我佛法中，有一妙香類，順風逆風等，無不普皆熏， 

天上及人中，諸世間賢聖，一切皆珍愛，所謂淨戒香， 

若能於此香，無放逸而住，生無倒定慧，永盡眾苦邊。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同界、感後有，求利、及欲生， 

惡說似驢鳴，四學、與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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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經卷第七 

 

第１２４經  三子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於此世間，子有三種。 

（03）云何為三？一者等子，二者勝子，三者劣子。 

（04）云何等子？謂有一類父母，具戒成調善法，能離殺生，離不與

取，離欲邪行，離虛誑語，離飲諸酒生放逸處。子亦具戒，成調

善法，能離殺生，離不與取，離欲邪行，離虛誑語，離飲諸酒生

放逸處，是名等子。 

（05）云何勝子？謂有一類父母，犯戒成諸惡法，樂行殺生，行不與

取，行欲邪行，行虛誑語，行飲諸酒生放逸處。子能持戒，成調

善法，能離殺生，離不與取，離欲邪行，離虛誑語，離飲諸酒生

放逸處，是名勝子。 

（06）云何劣子？謂有一類父母，具戒成調善法，能離殺生，離不與

取，離欲邪行，離虛誑語，離飲諸酒生放逸處。其子犯戒，成諸

惡法，樂行殺生，行不與取，行欲邪行，行虛誑語，行飲諸酒生

放逸處，是名劣子。 

（07）如是名為：於此世間，子有三種。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世間聰慧人，欣樂等勝子，不欣樂劣子，勿損壞家門， 

應知三子中，一劣二為勝，佛正覺而說，諸賢聖亦然， 

二俱信尸羅，聰慧無慳吝，如晴夜滿月，處眾曜威光， 

應親近供養，諸佛所稱揚，遠離諸垢塵，所行無怖畏。 

 

第１２５經  尊重正法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若有苾芻，尊重正法、愛樂正法，欣正法樂，精進

修行，愛樂法行，如是苾芻，隨念正法，常樂永斷貪不善根，無

貪善根修令圓滿；常樂永斷瞋不善根，無瞋善根修令圓滿；常樂

永斷癡不善根，無癡善根修令圓滿。 

（03）修三善根，得圓滿已，修四念住，亦令圓滿。 

（04）修四念住，得圓滿已，修四正斷，亦令圓滿。 

（05）修四正斷，得圓滿已，修四神足，亦令圓滿。 

 74



（06）修四神足，得圓滿已，修習五根，亦令圓滿。 

（07）修習五根，得圓滿已，修習五力，亦令圓滿。 

（08）修習五力，得圓滿已，修七覺支，亦令圓滿。 

（09）修七覺支，得圓滿已，修八聖道支，亦令圓滿。 

（10）修八聖道支，得圓滿已，明及解脫，皆得圓滿。 

（11）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尊重法樂法，欣法樂法行，於法常隨念，能不退正法， 

法念修善業，不念行惡行，行法定能招，此世他世樂， 

法護行法人，如雨時大傘，行法獲法利，定不墜三塗。 

 

第１２６經  學捨親屬利養妒勝（a）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間略有三種尋思，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

安樂法時，能令退失。 

（03）云何為三？一者、親里相應尋思，二者、利養相應尋思，三者、

妒勝相應尋思。 

（04）如是略說三種尋思，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樂法時，

能令退失。 

（05）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不起親里相應尋思、不起利養

相應尋思、不起妒勝相應尋思？ 

（06）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依耽嗜尋思，略說有三種，學求無上樂，為障必無疑， 

依親里相應，利養及妒勝，去大樂大淨，結盡甚為遙， 

捨親屬利養，及妒勝尋思，攝止觀勤修，速能盡眾苦。 

 

第１２７經  學少事話眠（b）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略有三法，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樂法時，

能令退失。 

（03）云何為三？一者、苾芻喜樂事業，貪愛事業，耽著事業；二者、

苾芻喜樂談話，貪愛談話，耽著談話；三者、苾芻喜樂睡眠，貪

愛睡眠，耽著睡眠。 

（04）如是三法，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樂法時，能令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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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不樂事業、不愛事業、不著事

業？我當云何不樂談話、不愛談話、不著談話？我當云何不樂睡

眠、不愛睡眠、不著睡眠？ 

（06）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求無上果時，有三法令退，樂愛著事業，談話及睡眠， 

有學諸苾芻，若具此三法，終不能證得，最勝三菩提， 

若欲求速證，最勝三菩提，應少事話眠，正勤修止觀。 

 

第１２８經  無量福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三種法，和合現前，能令淨信諸善男子生無量福。 

（03）云何為三？一者、淨信和合現前，能令淨信諸善男子生無量福。

二者、施物和合現前，能令淨信諸善男子生無量福。三者、福田

和合現前，能令淨信諸善男子生無量福。 

（04）是名三法和合現前，能令淨信諸善男子生無量福。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三法合現前，能生無量福，謂淨信施物，及真淨福田， 

具慧具尸羅，善調伏三毒，修沙門梵行，名真淨福田， 

具慧具淨信，手持如法財，奉施良福田，必當獲大果， 

身四威儀中，於三寶四諦，正順無瑕穢，名為淨信心， 

於諸惠施中，法施為最勝，淨心演正法，諸佛所稱譽。 

 

第１２９經  堅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有智者應以三種不堅之法，貿易三堅。 

（03）云何為三？一者、應以不堅之財，貿易堅財；二者、應以不堅

之身，貿易堅身；三者、應以不堅之命，貿易堅命。 

（04）云何應以不堅之財貿易堅財？謂有淨信諸善男子或善女人，如

法精勤，勞役手足，竭力流汗，所獲珍財，應自供身，奉上父母，

賑給妻、子、奴婢、僕使、朋友、眷屬，晝夜集會，歡娛受樂，

而遇沙門，或婆羅門，具淨尸羅，成調善法，勤修梵行，除去憍

逸，忍辱、柔和，履正直路，棄諸邪道，趣涅槃城，以淨信心，

歡喜恭敬，如應如時，持用布施，遠求無上安樂涅槃，或希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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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樂果，是名應以不堅之財貿易堅財。 

（05）云何應以不堅之身貿易堅身？謂有淨信諸善男子或善女人，成

就正見，能離殺生，究竟圓滿、無犯清淨；離不與取，究竟圓滿、

無犯清淨；離欲邪行，究竟圓滿、無犯清淨；離虛誑語，究竟圓

滿、無犯清淨；離飲諸酒，生放逸處，究竟圓滿、無犯清淨。如

是等類，是名應以不堅之身貿易堅身。 

（06）云何應以不堅之命貿易堅命？謂我法中，諸聖弟子，如實了知，

是為苦諦；如實了知，是苦集諦；如實了知，是苦滅諦；如實了

知，是能趣向苦滅道諦。是名應以不堅之命貿易堅命。 

（07）如是名為：諸有智者應以三種不堅之法貿易三堅。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如世有智人，以賤而貿貴，正見者亦爾，以不堅易堅， 

知此財身命，不淨不堅牢，求清淨堅牢，世出世間樂， 

天上財身命，是世淨堅牢，證常樂涅槃，是真淨堅法。 

 

第１３０經  三根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根有三種，其性甚深，顯了甚深；其性難見，顯了

難見。 

（03）云何為三？一者、未知當知根，二者、知根，三者、具知根。 

（04）何等名為未知當知根？ 

（5a）謂我法中諸聖弟子，於未見知諸苦聖諦，為見、為知，發生樂

欲，策勵精進，攝心持心。 

（5b）於未見知苦集聖諦，為見、為知，發生樂欲，策勵精進，攝心

持心。 

（5c）於未見知苦滅聖諦，為見、為知，發生樂欲，策勵精進，攝心

持心。 

（5d）於未見知能趣苦滅真道聖諦，為見、為知，發生樂欲，策勵精

進，攝心持心。 

（06）是名未知當知根。 

（07）何等名為知根？ 

（08）謂我法中諸聖弟子，如實了知：是苦聖諦、是苦集聖諦、是苦

滅聖諦、是能趣苦滅真道聖諦。 

（09）是名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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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等名為具知根？ 

（11）謂我法中諸聖弟子，諸漏已盡，得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

脫；能正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12）是名具知根。 

（13）如是名為：根有三種，其性甚深，顯了甚深；其性難見，顯了

難見。 

（14）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於我正法中，聖弟子有學，順修正直路，是名第一根， 

正知苦聖諦，及苦集苦滅，能趣苦滅道，是名第二根， 

第三根當知，諸漏皆永盡，證得真無漏，心慧善解脫， 

知我生已盡，及梵行已立，所作皆已辦，不受後有身， 

身心常寂靜，善攝護諸根，任持最後身，降伏魔所使。 

 

第１３１經  補特伽羅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略有三種補特伽羅，為義利故，應當親近。 

（03）云何為三？一、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劣戒、劣定、劣慧；二、

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等戒、等定、等慧；三、有一類補特伽羅，

成就勝戒、勝定、勝慧。 

（04）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劣戒、劣定、劣慧。為何義利應當親

近？謂於此類補特伽羅，無所希求，唯深悲愍，勸令勝進，為此

義利應當親近。 

（05）諸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等戒、等定、等慧。為何義利應當親

近？謂於此類補特伽羅，作是思惟：彼當為我說相似戒，我當為

彼說相似戒，更互聽聞，令得相續，多有所作。作是思惟：彼當

為我說相似定，我當為彼說相似定，更互聽聞，令得相續，多有

所作。作是思惟：彼當為我說相似慧，我當為彼說相似慧，更互

聽聞，令得相續，多有所作。為此義利，應當親近。 

（06）有一類補特伽羅，成就勝戒、勝定、勝慧。為何義利應當親近？

謂於此類補特伽羅，作是思惟：我當依彼所有戒蘊，若未圓滿，

修令圓滿；若已圓滿，內攝正念，堅固任持。作是思惟：我當依

彼所有定蘊，若未圓滿，修令圓滿；若已圓滿，內攝正念，堅固

任持。作是思惟：我當依彼所有慧蘊，若未圓滿，修令圓滿；若

已圓滿，內攝正念，堅固任持。為此義利，應當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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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如是名為：略有三種補特伽羅，應當親近。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親劣為慈悲，親等為相益，親勝為已德，圓滿或堅持， 

親下士德劣，親中士德中，親上士德勝，故應親上士。 

 

第１３２經  不淨等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應於其身住不淨觀，應於其息住隨息念，應於諸行

住無常觀、苦、無我觀。 

（03）若能於身住不淨觀，便於淨界，當斷貪欲。 

（04）若能於息住隨息念，便能斷外尋思障品。 

（05）若能於行住無常觀、苦、無我觀，便於諸有能斷有愛。斷有愛

故，便於世間，無所執受；無執受故，便無怖畏；無怖畏故，便

自內證究竟涅槃。證涅槃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

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於身觀不淨，於息住隨念，觀諸行無常，及與苦無我， 

達諸行性空，得最勝寂靜，愛盡無執受，證究竟涅槃。 

 

第１３３經  怨賊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有情身，常為三種勇健怨賊隨逐切害。 

（03）云何為三？一者、衰老勇健怨賊，二者、疾病勇健怨賊，三者、

無常勇健怨賊。 

（04）如是三種勇健怨賊，常隨切害諸有情身。 

（05）有情身中，略有三法：一者、壽命，二者、煖氣，三者、心識。 

（06）如是三法，遠離身時，名為死沒，臭穢屍骸，棄在塚間，無所

復用。所以者何？ 

是身虛偽，諸法合成，其中勝者，謂壽、煖、識。而此諸法，依

因緣生，無常無強，無堅無力，迅速滅壞，老病死賊，常隨不捨，

而諸愚夫，無明所覆，寶愛耽著，無厭捨心。 

（07）我聖弟子，能於如是假合成身，如實知見多諸過患，便於一切

內外身中，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離貪欲；離貪欲故，便得解

脫。得解脫已，便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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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後有。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一切有情身，三怨賊隨害，所謂老病死，曾無暫捨時， 

眾法合成身，虛偽無堅實，若捨壽煖識，棄之於塚間， 

愚夫無所知，常寶愛耽著，賢聖有智見，厭之踰糞坑， 

修無漏聖道，斷三賊因緣，證常樂涅槃，永解脫三賊， 

世間有智者，當深厭自身，求常樂涅槃，精勤勿放逸。 

 

第１３４經  福業事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諸福業事，略有三種，應修、應習、應多修習。 

（03）云何為三？一者、施福業事，二者、戒福業事，三者、修福業

事。 

（4a）何等名為施福業事？ 

（4b）謂有淨信諸善男子或善女人，能施種種飲食、餚膳、香鬘、衣

服、車乘、臥具、堂宇、室宅、燈燭、庭燎諸資生具。 

（4c）如是名為施福業事。 

（5a）何等名為戒福業事？ 

（5b）謂有淨信諸善男子或善女人，能離殺生，究竟圓滿，無犯清淨；

離不與取，究竟圓滿，無犯清淨；離欲邪行，究竟圓滿，無犯清

淨；離虛誑語，究竟圓滿，無犯清淨；離飲諸酒，生放逸處，究

竟圓滿，無犯清淨。 

（5c）如是名為戒福業事。 

（6a）云何名為修福業事？ 

（6b）謂有淨信諸善男子或善女人，修慈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

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方維，一切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

住，令慈俱心廣大無量，無怨無害，遍滿而住。 

（6c）修悲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

下方維，一切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令悲俱心廣大無量，無

怨無害，遍滿而住。 

（6d）修喜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

下方維，一切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令喜俱心廣大無量，無

怨無害，遍滿而住。 

（6e）修捨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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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維，一切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令捨俱心廣大無量，無

怨無害，遍滿而住。 

（6f）如是名為：修福業事。 

（07）於此所說三福業事，應修、應習、應多修習。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有三法應修，應習多修習，能得三種樂，所謂施戒修， 

修施感多財，修戒得長壽，修慈悲喜捨，當生清淨天， 

世間有智人，欲求殊勝樂，應修此三福，定當得無疑。 

 

第１３５經  最勝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世間最勝，略有三種。 

（03）云何為三？一、於一切施設有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

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及與非想非非想中，佛為最勝，所謂

如來、應、正等覺、明行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

士、天人師、佛、薄伽梵。 

若於佛所，起淨信心，於諸信中，最為第一。 

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 

（04）二、於一切施設法門，世、出世間，為無、為等，諸法門中，

涅槃最勝，諸離憍慢，息諸渴愛，滅阿賴耶，斷諸徑路，愛盡、

離欲，寂靜涅槃。 

若於如是涅槃法中，起淨信心，於諸信中，最為第一。 

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 

（05）三、於一切施設徒眾、朋侶邑義諸集會中，佛聖弟子僧為最勝，

謂四向、四果八補特伽羅，諸有情中，為真、為妙，為最第一，

應奉延請，恭敬供養，稱揚讚歎，不吝身財，是諸世間人天等眾

無上福田。 

若於如是賢聖僧中，起淨信心，於諸信中，最為第一。 

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 

（06）如是名為三種最勝。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最勝有三種，所謂佛法僧，依生淨信心，能見最勝法， 

依佛生淨信，知兩足中尊，證無上菩提，天人等應供， 

依法生淨信，知離欲中尊，證無上涅槃，寂靜常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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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僧生淨信，知諸眾中尊，證無上福田，天人等應供， 

施最勝良田，生最勝功德，感最勝安樂，壽色力名聞， 

 

供養最勝人，修行最勝法，得最勝安樂，天上或人中， 

施三寶福田，名最勝施者，所在常安樂，後當證涅槃。 

 

重攝前經嗢拖南曰： 

子、尊重、二學，福、堅、根、補羅， 

不淨等、及怨，福業事、最勝。 

 

第１３６經  有三大師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三大師出現世間，利益、安樂無量眾生，哀愍世

間天人大眾，令得無量義利、安樂。 

（03）云何為三？所謂如來、應、正等覺、明行圓滿、善逝、世間解、

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現世間，為諸眾生，

開闡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行，謂

是苦諦、是苦集諦、是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 

如是名為第一大師出現世間，利益、安樂無量眾生，哀愍世間天

人大眾，令得無量義利、安樂。 

（04）復有如來、應、正等覺無學弟子，是阿羅漢，諸漏已盡，梵行

已立，所作已辨，棄諸重擔，得自義利，盡諸有結，已正奉行如

來聖教，已得解脫，已證遍知，出現世間，為諸眾生，開闡正法，

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行，謂是苦諦、是

苦集諦、是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 

如是名為第二大師出現世間，利益、安樂無量眾生，哀愍世間天

人大眾，令得無量義利、安樂。 

（05）復有如來、應、正等覺有學弟子，具修梵行，具正多聞，所謂

正聞契經、應頌、記別、伽陀、無問自說、本事、本生、方廣、

希法，善知其義，出現世間，為諸眾生，開闡正法，初、中、後

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行，謂是苦諦、是苦集諦、是

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 

如是名為第三大師出現世間，利益、安樂無量眾生，哀愍世間天

人大眾，令得無量義利、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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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如是名為：有三大師出現世間，利益、安樂無量眾生，哀愍世

間天人大眾，令得無量義利、安樂。 

（0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有三種大師，若出現於世，能利益安樂，天人等世間， 

一者謂如來，二無學弟子，三有學弟子，具淨戒多聞， 

如是三大師，天人等應供，能宣說正法，廣開甘露門， 

令無量眾生，永盡諸有結，解脫生死苦，證常樂涅槃， 

譬如善導師，能示人善道，正順而行者，得安樂無疑， 

如是三大師，示眾生四諦，修行無放逸，定超生死邊。 

 

第１３７經  諸天集會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有三時中諸天集會，歡喜詳議，更相勸勵，來降人

間。 

（3a）云何為三？謂我弟子，或少資財，或多資財，或少眷屬，或多

眷屬，或姓尊貴，或姓卑微，初發淨信，厭背家法，欣樂出家。 

（3b）爾時諸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 

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惡魔軍將興戰諍，我等宜應帥諸天眾往降

人間，冥加祐助增彼信心，令無障難。作是語已，來降人間，作

所應作。 

如是名為第一時中諸天集會，歡喜詳議，更相勸勵，來降人間。 

（4a）又我弟子，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以正信心，棄捨家法，出趣

非家，與諸苾芻同修、和敬，安住、守護別解脫戒，軌範所行無

不圓滿，於微少罪見大怖畏，受學一切所應學處，成就清淨身、

語、意業，成就淨命，成就淨見。 

（4b）爾時諸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 

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惡魔軍正興戰諍，我等宜應帥諸天眾往降

人間，冥加祐助增彼威力，令勝魔軍。作是語已，來降人間，作

所應作。 

如是名為第二時中諸天集會，歡喜詳議，更相勸勵，來降人間。 

（5a）又我弟子，諸漏永盡，證真無漏，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

法中，自證通慧，具足安住。能自了知：我生已盡、梵行已立、

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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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爾時諸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 

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惡魔軍已興戰諍，已斷魔首，已碎魔軍，

已自稱言：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我等宜

應帥諸天眾持妙香花，往降人間，禮拜、供養，稱揚、讚歎，請

說正法，度脫己身生、老、病、死。作是語已，來降人間，作所

應作。 

如是名為第三時中諸天集會，歡喜詳議，更相勸勵，來降人間。 

（06）苾芻當知！若有國土、城邑、聚落，有淨信心求出家者、有剃

鬚髮正出家者、有出家已諸漏盡者，於彼國土、城邑等中，諸大

天仙及善神等皆來降下，勤加守護，令其豐樂，風雨順時，無諸

疾疫，其中眾生慈心相向，同修善業，現在、當來長夜安隱，速

證無上常樂涅槃。 

（07）如是名為有三時中，諸天集會，歡喜詳議，更相勸勵，來降人

間。 

（08）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天於三時，歡喜共集會，詳議相勸帥，來降於人間， 

最初求出家，第二剃鬚髮，第三漏永盡，摧伏諸魔軍， 

諸天見出家，能永盡諸漏，咸恭敬供養，如是讚頌言， 

歸命殊勝人，歸命最上士，歸命摧魔眾，獲得大名聞， 

諸天歡喜心，祐助修供養，希求剃鬚髮，漏盡證無生， 

是故應正勤，繫念樂靜慮，勇猛無放逸，摧伏諸魔軍， 

於佛法律中，正信出家者，能解脫諸漏，永盡眾苦邊。 

 

第１３８經  天勝於人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略有三事，天勝於人。 

（03）云何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嚴，三者、快樂。如是三事，

天勝於人百千萬倍，不可稱計。所以者何？ 

（04）如此人間五十年量，當彼天上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數

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四天王天壽量

五百，當於人間九百萬歲。 

（05）如此人間一百年量，當彼天上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數

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三十三天壽量

千歲，當於人間三千六百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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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如此人間二百年量，當彼天上夜摩天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數

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夜摩天中壽量

二千歲，當於人間一億四千四百萬歲。 

（07）如此人間四百年量，當彼天上睹史多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數

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睹史多天壽量

四千，當於人間五億七千六百萬歲。 

（08）如此人間八百年量，當彼天上樂變化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數

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樂變化天壽量

八千，當於人間二十三億四百萬歲。 

（09）如此人間千六百年，當彼天上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

數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年，以如是年，他化自在天

壽量一萬有六千歲，當於人間九十二億一千六百萬歲。 

（10）如是名為諸天長壽，諸天端嚴，諸天快樂，人間所有，不可為

喻。 

（11）如是諸天三種勝事，一切皆是無常無恒，不可保信，變壞之法，

死力所吞，繫屬於死。彼諸天眾臨命終時，有餘天眾來詣其所，

教授、教誡言： 

諸天仙！當願汝等往生善趣，生善趣已，獲得善利，得善利已，

有所成辦。 

（12）此中諸天，往何善趣，得何善利，何所成辦？ 

（13）謂彼諸天，既命終已，來生人中，得人同分，名往善趣。 

（14）至人趣已，於佛所說法、毘柰耶，獲得正信，名得善利。 

（15）如是正信，增長廣大，根深堅固，世間沙門，或婆羅門，諸天

魔、梵，無能如法引令退轉，故名成辦。 

（16）由成辦故，於佛法中，多有所作，謂淨信心，出家受戒，修奢

摩他、毘缽舍那，觀四聖諦，永斷諸漏，證得涅槃，盡苦邊際。 

（17）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諸天三事勝，長壽端嚴樂，人中與挍量，算數甚難及， 

如是三勝事，非常亦非恒，難保變壞法，死魔力所繫， 

天將捨命時，餘天集其所，善教授教誡，令生歡喜心， 

當願汝天仙，往生於善趣，得預人同分，生中國聰明， 

於佛法律中，獲得於正信，增長根堅固，邪教不能轉， 

身語意惡行，能方便棄捨，彼所生過失，亦能方便除， 

多修身語意，三殊勝善業，如理正思惟，令無量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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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諸福業事，謂施戒多聞，於佛正法中，出家修梵行， 

正信修法行，恒忍辱柔和，或生天人中，或證涅槃樂， 

諸天常發願，善趣轉增益，令阿素洛等，退散永無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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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義足經》 
   

支謙譯 

林崇安編，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 

【內觀教育版】2004 

1 本版（內觀教育版）將每一經文分段編號，便於閱讀、比對。 

2 凡是對舊譯經論有所更正的字句，都用括號〔〕標出。 

 

【1】桀貪王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

往到田上遙見禾穟，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 

（03）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

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 

（04）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

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憒憂煩，啼哭無能止者。 

（05）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災害，啼哭甚悲，

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 

（06）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

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 

（07）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

者，何等為五？ 

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 

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不可得。 

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 

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 

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 

（08）凡人無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憒

悲哀，拍髀熱自，耗身無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 

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

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不是獨我家耗，世悉亦爾。 

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

不食，面目委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慼家事，不修計

 87



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終不復

憂也。 

（09）佛以是因緣，為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多少得前所亡，痛憂亦無所益，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不憂老病死亡，欲快者反生惱，見其華色悅好， 

 飛響不及無常，珍寶求解不死，知去不復憂追，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世人我卿亦然，遠憂愁念正行，是世憂當何益。 

 

（10）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戒，現天徑欲善，其惡

無堅固。 

（11）佛知梵志意軟向正便見四諦。 

（12）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溝港道，如染淨繒受色即好，便起頭面著

佛足，叉手言：我今見諦，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比丘

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而

去。 

（13）眾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14）佛語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

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為，便共集

議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為不正？施

行貪害萬姓，不急出國去，不者必相害傷！ 

（15）王聞大恐怖戰慄，衣毛悉豎，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卄/((女

/女)*干)]，賣以自給。 

（16）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萬姓，故王桀貪聞弟興

將為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從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

說，便從王乞一鄹，可以自給。 

（17）王即與之，愍傷其厄，得一鄹便正治，復乞兩鄹，四五至十鄹，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鄹，二百至五百鄹，便復乞半國，王即與之，

便正治。 

（18）如是久遠，桀貪生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

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

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 

（19）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號自立為大勝王。 

（20）天帝釋便試之，寧知厭足不？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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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王，被髮拄金杖，持金瓶住宮門。 

守門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 

王言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卻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

國豐樂，人民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國？ 

王言：我大欲得。 

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相待，卻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

去。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 

（21）是時王愁憂不樂，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國，如得駒

夷不堅獲，如期反不見。 

（22）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啼亦啼，王憂亦憂，王處憂未嘗

止，聞識經偈，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盛為喜，從得自在。 

 

（23）王便為眾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義者，上金錢一千。 

（24）時坐中有少年，名曰鬱多。鬱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相假

七日乃來對。 

（25）到七日白母言：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 

（26）母謂子：子且勿行！帝王難事如燃火，其教如利刀，難可親近。 

（27）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

樂，便到王所言：我今來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已放不制，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滿馬金銀，悉得不厭，有黠正行。 

如角距生，日長取增，人生亦爾，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日日復有，金山拄天，狀若須彌。 

悉得不厭，有黠正行，欲致痛冥，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厭者以黠，厭欲為尊，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不隨愛欲，如作車輪，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意稍得安，欲得道定，悉捨所欲。 

 

（28）王言知意，悉治世地盡，四海內無不至屬，是亦可為厭，乃復

遠欲貪海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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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大勝王即謂鬱多言： 

 童子若善，以尊依世，說欲甚痛，慧計乃爾。 

汝說八偈，偈上千錢，願上大德，說義甚哀。 

（30）鬱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取可自給，最後說偈， 

 意遠欲樂，家母大王，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與金錢千，令得自供。 

（31）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母。 

（32）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梵志是也。時童子鬱多者，

則我身是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

已終不復著苦。 

（33）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

明，令我經法久住，《義足經》： 

  

01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增為喜，從得自在。 

02 有貪世欲，坐貪癡人，既亡欲願，毒箭著身。 

03 是欲當遠，如附蛇頭，違世所樂，當定行禪， 

 04 田種珍寶，牛馬養者，坐女繫欲，癡行犯身。 

05 倒羸為強，坐服甚怨，次冥受痛，船破海中。 

06 故說攝意，遠欲勿犯，精進求度，載船至岸。 

 

（34）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2】優填王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時有一比丘，在句參國石間土室中，長髮鬚爪，被壞衣。 

（03）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跡山，侍者即敕治道橋，還白王：

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乘騎到我跡山，下車步上。 

（04）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間土室中，有一比丘

長鬚髮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

鬼！ 

（05）王便遙問何所在？ 

（06）美人言：近在石間土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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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王即拔劍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 

（08）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門。 

（09）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 

（10）寧有四禪耶？復言：無有也。 

（11）寧三禪二禪耶？復言：無有。 

（12）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13）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婬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

行，奈何見我美人？便敕侍者，急取斷絃截來繫是人。侍者便去。 

（14）山神念是比丘無過，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作大

豬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豬近在王邊。 

（15）王便捨比丘，拔劍逐豬。 

（16）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

末，比丘即白佛。 

（17）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

作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經》： 

  

01 繫舍多所願，住其邪所遮，以遮遠正道，欲念難可慧， 

 02 坐可繫胞胎，繫色堅雖解，不觀去來法，慧是亦斷本， 

 03 貪欲以癡盲，不知邪利增，坐欲被痛悲，從是當何依， 

 04 人生當覺是，世邪難可依，捨正不著念，命短死甚近， 

 05 展轉是世苦，生死欲溪流，死時乃念怨，從欲詆胎極， 

 06 自可受痛身，流斷少水魚，以見斷身可，三世復何增， 

 07 力欲於兩面，彼可覺莫著，莫行所自怨，見聞莫自污， 

 08 覺想觀度海，有我尊不計，力行拔未出，致使乃無疑。 

 

（18）佛說是《義足經》，比丘歡喜。 

 

【3】須陀利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

事遇不懈，飯食衣被，臥床疾藥，供所當得。 

（02）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為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侍

遇，今棄不復用，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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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便共議：今但當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以其死屍，

埋於祇樹間，爾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聞，待遇者遠離

不復敬之，學者悉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為世尊，壞

瞿曇世無能勝我曹者。 

（04）即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反以沙門瞿曇為

師，汝寧能忿為眾作利不？ 

（05）好首言：作利云何？曰：唯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 

（06）曰：汝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也。 

（07）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職當也。 

（08）眾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

樹間，悉令萬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汝，埋著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

不？ 

（09）小女即承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眾人知女如是，便取女殺埋

著祇樹間。 

（10）眾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

正，花色無雙，今生亡不知處？ 

（11）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 

（12）王言：爾者當於彼求。 

（13）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 

（14）尋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床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

遍里巷稱怨言：眾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德戒弘普無上，如何

私與女人通，殺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 

（15）食時眾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眾理家人民，遙見便罵言：

是曹沙門，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有何善，奈何復

得衣食？ 

（16）眾比丘聞如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盛藏應器，到佛所，

作禮悉住不坐，如事具說。 

（17）是時佛說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眾鬥被箭忍痛，聞凡放善惡言，比丘忍無亂意。 

（18）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 

（19）是時有清信女，字惟閻，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悉空還，甚鄙念佛

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禮，繞佛坐一邊。 

（20）佛為廣說經法，惟閻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

從我家飯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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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佛默然受之，惟閻便繞佛三匝而去，至七日。 

（22）佛告阿難：汝與眾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倒邪冥，說作身不犯，重冥行欺具，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不守怨自賊，惡言截頭本，常關守其門， 

 當尊反興毀，尊空無戒人，從口內眾憂，嫉心眾不安， 

 摶掩利人財，力欺亦可致，是悉皆可忍，是最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世六餘有五，惡有道致彼，坐意行不正， 

 欺吒有十萬。 

 

（23）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所言。 

（24）即時舍衛人民，及諸里家，皆生意言釋家子實無惡，學在釋家，

終不有邪行。 

（25）是時眾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於

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殺好首，而怨佛及弟子乎？ 

（26）大臣聞是聲，便入啟王。 

（27）王即召眾梵志問：汝曹自共殺好首不？便言實爾。 

（28）王怒曰：當重罰子曹，奈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殺害之

心，即敕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城里巷匝，逐出國界去。 

（29）佛以食時，從諸比丘，皆持應器入城。 

（30）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遙見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言：聞

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31）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緣。 

（32）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多言亦得毀，亦毀於忠言，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現在亦無有，誰盡壽見毀，難形尚敬難。 

 

（33）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 

（34）須達便為佛作禮，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

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35）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鬥，被瘡不著想，念我忍意爾，世人無喜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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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無瘡瘍，以手把毒行，無瘡毒從生，善行惡不成。 

 

（36）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維閻家，直坐正座。 

（37）維閻作禮竟，叉手言：屬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

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38）佛因為維閻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內淨外何污，愚人怨自誤，向風揚細塵。 

 

（39）維閻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坐，聽佛說經。 

（40）佛為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去。 

（41）時國王波私匿，具從事騎，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見佛

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見佛，便卻蓋解冠，卻諸侍從，脫足金

屣，便前為佛作禮就座，叉手白佛言：屬者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

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42）佛即為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解意諦說善，口直次及尊，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那捨，棄世欲自在，抱至德不亂，制欲人所詰。 

 

（43）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

聲厄？共視佛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無敢難。 

（44）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義足經》言： 

  

01 如有守戒行人，問不及先具演，有疑正非法道。 

02 欲來學且自淨，以止不拘是世，常自說著戒堅。 

03 是道法黠所信，不著綺行教世，法不匿不朽言。 

04 毀尊我不喜恐，自見行無邪漏，不著想何瞋喜， 

 05 所我有以轉捨，鮮明法正著持，求正利得必空。 

06 以想空法本空，不著餘無所有，行不願三界生。 

07 可瞑冥悉已斷，云何行有處所，所當有悉裂去。 

08 所道說無愛著，已不著亦可離，從行拔悉捨去。 

 

（45）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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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摩竭梵志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床上，共舁出於舍

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脫，今見死屍亦解脫，後

聞名者亦解脫。 

（03）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說摩竭功德如是，

食竟悉澡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竟皆就座，即為佛本末說如是。 

（04）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

久住，說是《義足經》： 

  

01 我見淨無有病，信見諦及自淨，有知是悉可度，苦斷習證前服， 

 02 見好人以為淨，有慧行及離苦，黠除凶見淨徑，斷所見證至淨， 

 03 從異道無得脫，見聞持戒行度，身不污罪亦福，悉已斷不自譽， 

 04 悉棄上莫念後，有是行度四海，直行去莫念苦，有所念意便縛， 

 05 常覺意守戒行，在上行想彼苦，念本念稍入行，不矯言審有黠， 

 06 一切法無有疑，至見聞亦所念，諦見聞行力根，誰作世是六衰， 

 07 不念身不念尊，亦不願行至淨，恩怨斷無所著，斷世願無所著， 

 08 無所有為梵志，聞見法便直取，婬不婬著污婬，已無是當著淨。 

 

（05）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5】鏡面王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

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 

（03）是時諸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

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猗行，汝道法難可

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

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

一毒報以三。 

（04）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

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悉坐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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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如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當得解？ 

（05）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

名曰鏡面，時敕使者，令行我國界無眼人，悉將來至殿下！ 

（06）使者受敕即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以白王。 

（07）王敕大臣，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廄，一一示之，令

捉象。 

（08）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脅者、背者、耳者、頭者、

牙者、鼻者，悉示已，便將詣王所。 

（09）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悉見。 

（10）王言：何類？ 

（11）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帚；得尾本者言

如杖；得腹者言如埵；得脅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

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

共諍訟象，諦如我言。 

（12）王是時說偈言： 

  

今為無眼會，空諦自謂諦，見一言餘非，坐一象相怨。 

 

（13）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

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空諍，今子曹亦冥，空諍無所益。 

（14）佛是時生是義，具撿此卷，令弟子悉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

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01 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但亂無行何時解？ 

02 常自覺得尊行，自聞見行無比，已墮繫世五宅，自可奇行勝彼， 

 03 抱癡住婬致善，已邪學蒙得度，所見聞諦受思，雖持戒莫謂可， 

 04 見世行莫悉修，雖黠念亦彼行，興行等亦敬待，莫生想不及過， 

 05 是已斷後亦盡，亦棄想獨行得，莫自知以致黠，雖見聞但行觀， 

 06 悉無願於兩面，胎亦胎捨遠離，亦兩處無所住，悉觀法得正止， 

 07 意受行所見聞，所邪念小不想，慧觀法竟見意，從是得捨世空， 

 08 自無有何法行，本行法求義諦，但守戒求為諦，度無極眾不還。 

 

（15）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96



【6】老少俱死經  

 

（01）聞如是：佛在娑掃國城外安延樹下。 

（02）時有一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轂道敗，便下道一面，悒

愁而坐。 

（03）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轂敗壞，其主下道坐，

悒愁不樂，即說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捨平就邪道，至邪致憂患，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爾，意著邪行痛，愚服死生苦，亦有壞轂憂。 

 

（04）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

年七歲亦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皆被髮，親屬啼哭悲

淚。 

（05）佛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即如事對。 

（06）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弟子悉解撿是卷，為後世作明，令

我經法久住。 

（07）時佛說是《義足經》： 

  

01 是身命甚短，減百年亦死，雖有過百年，老從何離死， 

 02 坐可意生憂，有愛從得常，愛憎悉當別，見是莫樂家。 

03 死海無所不漂，宿所貪愛有我，慧願觀諦計是，是無我我無是 

 04 是世樂如見夢，有識寤亦何見，有貪世悉亦爾，識轉滅亦何見， 

 05 聞是彼悉已去，善亦惡今不見，悉捨世到何所，識神去但名在， 

 06 既悲憂轉相嫉，復不捨貪著愛，尊故斷愛棄可，遠恐怖見安處， 

 07 比丘諦莫妄念，欲可遠身且壞，欲行止意觀意，已垂諦無止處， 

 08 無止者亦尊行，愛不愛亦嫉行，在悲憂亦嫉行，無濡沾如蓮華， 

 09 已不著亦不望，見聞邪吾不愛，亦不從求解脫，不污婬亦何貪， 

 10 不相貪如蓮華，生在水水不汙，尊及世亦爾行，所聞見如未生。 

 

（08）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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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彌勒難經  

 

（01）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 

（02）時眾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 

（03）采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隨律，

言亦無禮敬。 

（04）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

比丘有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

發道久在家生意，復念淨法，便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

精進行，附正離邪，已證為行，自知已度。 

（05）時賢者彌勒，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便就座。 

（06）彌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冥於是事，不能對。 

（07）彌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盥澡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畢就

座，以偈問佛言： 

  

01 婬欲著女形，大道解癡根，願受尊所戒，得教行遠惡！ 

〔佛言：〕 

02 意著婬女形，亡尊所教令，亡正致睡臥，是行失次第， 

 03 本獨行求諦，後反著色亂，[牛/牪]車亡正道，不存捨正耶， 

 04 坐值見尊敬，失行亡善名，見是諦計學，所婬遠捨離， 

 05 且思色善惡，已犯當何致，聞慧所自戒，痛慚卻自思， 

 06 常行與慧合，寧獨莫亂俱，著色生邪亂，無勢亡勇猛， 

 07 漏戒懷恐怖，受短為彼負，已著入羅網，便欺出奸聲， 

 08 見犯因緣惡，莫取身自負，堅行獨來去，取明莫習癡， 

 09 遠可獨自處，諦見為上行，有行莫自憍，無倚泥洹次， 

 10 遠計念長行，不欲色不色，善說得度痛，悉世婬自食。 

 

（08）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8】勇辭梵志經  

 

（01）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 

（02）是時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名勇辭，使之難佛取勝，

謝金錢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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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梵志亦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無勝己者。 

（04）佛三月竟，從眾比丘，欲到墮沙國，轉行郡縣說經，次到墮沙

猴猿溪邊高觀殿中。 

（05）諸長者子，即聞佛眾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語〕

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 

（06）梵志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者子中，

有為佛作禮者、向佛叉手者、默然者，悉就座。 

（07）梵志熟視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懾，不能復

語。 

（08）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01 自說淨法無上，餘無法明及我，著所知極快樂，因緣諦住邪學， 

 02 常在眾欲願勝，愚放言轉相燒，意念義忘本語，轉說難慧所言， 

 03 於眾中難合義，欲難義當竟句，在眾窮便瞋恚，所難解眾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自計非後意悔。 

04 語稍疑忘意想，欲邪難正不助，悲憂痛所言短，坐不樂臥喑咋。 

本邪學致辭意，語不勝轉下意， 

 05 已見是尚守口，急開閉難從生，意在難見對生，出善聲為眾光， 

 06 辭悅好生意喜，著歡喜彼自彼，自大可墮漏行，彼不學從何增， 

 07 已學是莫空諍，不從是善解脫，多倚生痛行司，行求輩欲與難， 

 08 勇從來去莫慚，令當誰與汝議，抱冥柱欲難曰：汝邪諦自守癡， 

 09 汝行花不見果，所出語當求義，越邪度轉求明，法義同從相傷， 

 10 於善法勇何言，彼善惡受莫憂，行億到求到門。 

11 意所想去諦思，與大將俱議軍，比螢火上遍明。 

 

（09）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9】摩因提女經  

 

（01）佛在句留國，縣名悉作法。 

（02）時有一梵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後國王、亦

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03）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盥澡，藏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

處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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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摩因提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色身，有三十二

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家謂婦

言：兒母寧知得所願不？今得婿踰於女。 

（05）母聞亦喜，即莊飾女，眾寶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 

（06）母見佛行跡，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婿！ 

（07）何故？婦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恚者斂指步，癡人足踝弛，是跡天人尊。 

 

（08）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婿。 

（09）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

為妾！ 

（10）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二相，瓔珞其身，如明月珠，便

婬意繫著佛。 

（11）佛知其意如火燃，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01 我本見邪三女，尚不欲著邪婬，今奈何抱屎尿，以足觸尚不可！ 

 02 我所說婬不欲，無法行不內觀，雖聞惡不受厭，內不止不計苦， 

 03 見外好筋皮裹，尊云何當受是，內外行覺觀是，於黠邊說癡行， 

 04 亦見聞不為黠，戒行具未為淨，不見聞亦不癡，不離行可自淨， 

 05 有是想棄莫受，有莫說守口行，彼五惱聞見棄，慧戒行莫婬淨， 

 06 世所見莫行癡，無戒行彼想有，可我有墮冥法，以見可誰有淨， 

 07 諦見聞爾可謂，諦意取可向道，往到彼少不想，今奈何口欺尊， 

 08 等亦過亦不及，已著想便分別，不等三當何諍，悉已斷不空計， 

 09 有諦人當何言，已著空誰有諍，邪亦正悉無有，從何言得其短， 

 10 捨欲海度莫念，於鄹縣忍行黠，欲已空止念想，世邪毒伏不生， 

 11 悉遠世求敗苦，尊言離莫與俱，如水華淨無泥，重塵土不為萎， 

 12 尊安爾無所貪，於世俗無所著，亦不轉所念想，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捨不教三世事。 

13 捨不想無有縛，從黠解終不懈，制見想餘不取，便厭聲步三界。 

 

（12）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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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異學角飛經  

 

（01）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

以飯食、衣被、臥床、疾藥，共所當得。 

（02）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卻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

稽舍今陂梨、羅謂娑加遮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

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

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

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

六，我曹作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令

達我曹所議變意。 

（03）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 

（04）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 

（05）眾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 

（06）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不信異

學所為，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 

（07）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 

（08）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眾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桓

中。 

（09）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

王所，具說其變意。 

（10）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

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

使異學無餘語。 

（11）佛語王言：卻後七日，當作變化。 

（12）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便為作十萬坐床，亦復為

不蘭等，作十萬坐床息。 

（13）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 

（14）時梵志等便各就座。 

（15）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 

（16）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聞梵志欲與佛捔道，便作[韋*風]

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 

（17）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動八方。 

（18）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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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佛現神竟，炎燃則滅。 

（20）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 

（21）佛即起師子座。 

（22）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

欲與異學俱現神。 

（23）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 

（24）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揵蘭俱往白佛：世

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捔道。 

（25）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 

（26）佛意欲使眾人得福安隱，悉愍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

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 

（27）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箕

坐猗右脅，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

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

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

葉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

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 

（28）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 

（29）是時，梵志等默然無言，皆低頭如鳩睡。 

（30）時持和夷鐵（持金剛），便飛於虛空，見炎烔然可畏，但使梵

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豎各各走。 

（31）佛便為雨眾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

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 

（32）佛以慧意，知眾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四諦。 

（33）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

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 

（34）是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鬥訟？ 

（35）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

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

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 

（36）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01 鬥訟變何從起，致憂痛轉相疾，起妄語轉相毀，本從起願說佛， 

 02 坐憂可起變訟，轉相嫉致憂痛，欲相毀起妄語，以相毀鬥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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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世可愛何從起，轉世間何所貪，從置有不復欲，從不復轉行受， 

 04 本所欲著世愛，以利是轉行苦，不捨有從是起，以故轉後復有， 

 05 隨世欲本何起，從何得別善惡，從何有起本末，所制法沙門說， 

 06 亦是世所有無，是因緣便欲生，見盛色從何盡，世人悉分別作， 

 07 所從欺有疑意，亦是法雨面受，念從何學慧跡，願解法明學說， 

 08 所有無本從何，無所親從何滅，盛亦減悉一義，願說是解現本， 

 09 有亦無著細濡，去來滅無所有，盛亦滅義從是，解現賢本盡是， 

 10 世細濡本從何，著世色從何起，從何念不計著，何因緣著可色， 

 11 名色授著細濡，本有有色便起，寧度癡得解脫，因緣色著細濡， 

 12 從何得捨好色，從眾愛從何起，所著心寧悉盡，諦行知如解脫， 

 13 不想想不色想，非無想不行想，一切斷不著者，因想本戲隨苦， 

 14 我所問悉已解，今更問願復說，行涅悉成具足，設無不勝尊德， 

 15 是極正有何邪，向徑神得果慧，尊行定樹林間，無有餘最善說， 

 16 知如是一心向，尊已著不戒行，疾行問度世間，斷世捨是彼身。 

 

（37）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11】猛觀梵志經  

 

（01）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

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之生胎滅盡。 

（02）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 

（03）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

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禮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

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 

（04）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

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05）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來見尊皆神天，今我來欲聽法，願復見無極眾。 

（06）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直學行知身正，如御者善兩轡，護眼根行覺意。 

（07）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意著止如鐵根，捨世觀淨無垢，慧眼明意而攝。 

（08）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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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以身歸明尊，終不生到邪冥，捨人形後轉生，受天身稍離患。 

（09）是時坐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眾中，意生疑信因緣。 

（10）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

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

手，以偈歎言： 

  

01 人各念彼亦知，各欲勝慧可說，有能知盡是法，遍行求莫隅解， 

 02 取如是便生變，癡計彼我善慧，至誠言云為等，一切是善言說， 

 03 不知彼有法無，冥無慧隨彼黠，冥一切痛遠黠，所念行悉彼有， 

 04 先計念卻行說，慧已淨意善念，是悉不望黠減，悉所念著意止， 

 05 我不据是悉上，愚可行轉相牽，自見謹謂可諦，自己癡復受彼， 

 06 自說法度無及，以自空貪來盜，已八冥轉相冥，學何故一不道， 

 07 一諦盡二有無，知是諦不顛倒，謂不盡諦隨意，以故學一不說， 

 08 何諦是餘不說，當信誰盡餘說，饒餘諦當何從，從何有生意識， 

 09 識無餘何說餘，從異想分別擇，眼所見為著可，識若欺盡二法， 

 10 聞見戒在意行，著欲黠變訟見，止校計觀何羞，是以癡復授彼， 

 11 癡何從授與彼，彼綺可善黠我，便自署善說已，有訟彼便生怨， 

 12 堅邪見望師事，邪黠酷滿綺具，常自恐語不到，我常戒見是辟， 

 13 見彼諦邪慚藏，本自有慚藏黠，以悉知黠分別，癡悉無合黠行， 

 14 是為諦住乃說，悉可淨自所法，如是取便亂變，自因緣痛著污， 

 15 從異行得解淨，彼雖淨不至盡，是異學聞坐安，自貪俱我堅盛， 

 16 自己盛堅防貪，有何癡為彼說，雖教彼法未淨，生計度自高妙， 

 17 諦住釋自在作，雖上世亦有亂，棄一切所作念，妙不作有所作。 

 

（11）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12】法觀梵志經  

 

（01）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與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

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 

（02）爾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欲見尊德及比丘僧。 

（03）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

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

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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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

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05）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來見尊皆神天，今我來亦聽法，願復見無勝眾。 

 

（06）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直覺行知身正，如馭者善持轡，護眼根行覺意。 

 

（07）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意著止如鐵根，捨世觀淨無垢，黠根明意服軟。 

 

（08）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是身歸明尊，終不生到邪冥，捨人形轉後尊，受天身稍離患。 

 

（09）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眾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

脫者有支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 

（10）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

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

手，以偈歎言： 

  

01 如因緣見有言，如已取悉說善，一切彼我亦輕，亦或致在善緣， 

 02 少自知有慚羞，諍變本說兩果，見如是捨變本，願觀安無變處， 

 03 一切平亦如地，是未嘗當見等，本不等從何同，見聞說莫作變， 

 04 猗著是眾可惡，可見聞亦所念，雨出淨誰為明，愛未除身復身， 

 05 以戒攝所犯淨，行諦祥已具住，於是寧經至淨，可恐世在善說， 

 06 已離諦更求行，悉從罪因緣受，亦如說力求淨，自義失生死苦， 

 07 行力求亦不說，眼如行亦思惟，死生無盡從是，如是慧亦如說， 

 08 戒彼行一切捨，罪亦福捨遠去，淨亦垢不念覺，無沾污淨哀受， 

 09 修是法度彼一，說無行為遠欺，受如是便增變，各因諦世邪利， 

 10 自所法便稱具，見彼法詰為漏，無等行轉相怨，自見行不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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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凡所說黠代恐，無於法有所益，無慧眾異說淨，所繫著住各堅， 

 12 各尊法如聞止，演如解自師說，無法行但有言，彼所淨因一心， 

 13 言如是彼亦說，一所見從淨墮，便自見怨所作，坐勝慧自大說， 

 14 所攝著求便脫，念所信無所住，本所因在好說，淨行在彼未除， 

 15 觀世人見名色，以其智如受知，欲見多少我有，不從是善淨有， 

 16 有慧行累無有，知亦見正以取，見無過是法行，度是亂不更受， 

 17 慧意到無所至，不見堅識所覺，如關閉制所著，但行觀無取異， 

 18 尊斷世所受取，取與生不應堅，靜亦亂在觀捨，在是惡哀凡人， 

 19 棄故成新不造，無所欲何所著，脫邪信勇猛度，悉已脫世非世， 

 20 一切法無所疑，悉見聞亦何念，捨重擔尊正脫，不願過常來見。 

 

（11）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13】兜勒梵志經  

 

（01）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 

（02）爾時，七頭鬼將軍與鵙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生珍寶，

當相告語。 

（03）爾時，鵙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蓮花千葉，其莖大如車

輪，皆黃金色。 

（04）鵙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

賢者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 

（05）七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神珍寶，如來

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堅無比，已生寶

何如賢者寶！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 

（06）鵙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夜明如日光，求尊作何方，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斷苦不復生，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即是我所尊，行意學以作，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所念意乃隨，意堅於行住，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念空無所隨，寧貪不與取，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真行，寧慧無所著，捨貪不與取，愍哀及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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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念不邪著，覺痛當何親，寧守口不欺，斷嫉無麤聲， 

 守正不讒人，無念鬥亂彼，守口心不欺，不嫉麤聲斷， 

 守行何讒人，悉空彼何亂，寧不染愛欲，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在法寧慧計，寧度至三活，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寧至無胎世，三活諦已見，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從法自在止，尊德住悉善，身口悉已止， 

 尊行定樹間，俱往觀瞿曇，真人鹿[跳-兆+專]腸，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斷痛從何脫，觀瞻如師子，恐怖悉無有。 

 佛所頭面禮。 

 

（07）七頭鬼將軍及鵙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

皆頭面禮佛，住一面。 

（08）鵙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跳-兆+專]腸，少食行等心，尊行定樹間，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從何行脫痛，斷疑問現義，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行是痛苦盡，捨疑妙說持，如義無有苦， 

 誰造作是世，誰造作可著，誰造世所有，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六造作可著，六造世所有，六造為世苦， 

 誰得度是世，晝夜流不止，不著亦不懸，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從慧思想行，內念著意識，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色會亦不往，不著亦不懸，是乃無沒淵， 

 從何還六向，何可無有可，誰痛亦想樂，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是生不復生，名滅已無色，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會當報重恩，開道現大尊，法施無有上， 

 今鬼合千眾，悉能叉手住，一切身自歸，為世尊大師， 

 今已辭求過，各還國政治，今悉禮正覺，念法歸尊法。 

 

（09）爾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眾中，便生意於泥洹脫者支體

因緣，因是便意生疑。 

（10）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無比，見莫不喜

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

化人。化人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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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 

（11）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01 願問賢神俞曰：遠可靖大喜足，從何見學得滅，悉不受世所有， 

 02 本是欲多現我，從一綺便悉亂，所可有內愛欲，從化壞常覺識， 

 03 莫用是便自見，不及減若與等，雖見譽眾所稱，莫貢高蹶彼住， 

 04 如所法為已知，若在內若在外，強力進所在作，無所得取無有， 

 05 且自守行求滅，學莫從彼求滅，以內行意著滅，亦不入從何有， 

 06 在處如海中央，無潮波安平正，一切止住亦爾，覺莫增識與意，  

 07 願作大慧眼視，已證法復現彼，願作光仁善恕，諸撿式從致定， 

 08 且攝眼左右著，不受言關閉聽，戒所味莫貪著，我無所世所有， 

 09 身所有若麤細，莫還念作悲思，所可念便生願，有來恐慧莫畏， 

 10 所得糧及飲漿，所當用若衣被，取足止莫慮後，從是止餘莫貪， 

 11 常行定樂樹間，捨是理無戲犯，若在坐若在臥，閑靜處學力行， 

 12 莫自怨捐睡臥，在學行常嚴事，棄晻忽及戲噓，欲世好悉遠離， 

 13 捨兵鑿曉解夢，莫觀宿善惡現，莫現慧於胞胎，悉莫鑿可天親， 

 14 莫造作於賣買，莫於彼行欺利，莫作貪止縣國，莫從彼求欲利， 

 15 莫樂行不誠說，悉莫行兩面辭，盡壽求慧所行，具持戒莫輕漏， 

 16 橫來詰莫起恐，見尊敬莫大語，所貪棄不可嫉，捨兩舌恚悲法， 

 17 所欲言學貪著，莫出聲麤邪漏，無羞慚莫從學，所施行莫取怨， 

 18 聞麤惡不善聲，從同學若凡人，善關閉莫與同，慧反應不過身， 

 19 知如來諦已正，不戲作著意作，從宴淨見已滅，不戲疑曇瞿教， 

 20 自致慧不忘法，證法無數已見，常從慧如來學，好不著從是慧。 

 

（12）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14】蓮花色比丘尼經  

 

（01）聞如是：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

濡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 

（02）爾時，天王釋到佛所為佛作禮，便白佛言：今當用何時待遇尊？ 

（03）佛告天王：用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 

（04）爾時，賢者摩訶目犍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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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爾時，四輩悉到目犍連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

四輩悉禮目犍連，各一面住，便共問目犍連：今世正眼為在何所，竟

是夏三月？ 

（06）目犍連便告四輩：今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

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利質花樹下濡軟石上，樹高四千里，

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

還復。 

（07）摩訶目犍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便默然。 

（08）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禮目揵連悉去。 

（09）至竟夏三月，復眾四輩，皆悉來到目揵連所，頭面禮竟，悉就

座，共白目揵連：「善哉賢者！學中獨多神足，願煩威神到佛所，為

人故禮佛足，以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善哉佛！愍

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 

（10）目犍連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復以經法戒，四輩眾歡喜，目犍

連辭，四輩悉起禮，復起繞目犍連而去。 

（11）爾時，目犍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從閻浮利滅便往天

上，去佛不遠。 

（12）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 

（13）目犍連便生想，如來在天眾中，譬如閻浮利。 

（14）佛即知目犍連意想所念，告目犍連言：不與世間等，迅去即便

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 

（15）目犍連白佛言：是天眾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

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身歸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

先世淨心樂道，壽盡來生天上。 

（16）佛言：目犍連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

道，壽盡皆來生天上。 

（17）爾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目犍連所言，即言：賢者

目犍連所說實如是！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

皆來生天上。 

（18）是時，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犍連，

亦其王所言，便言：賢者目犍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有先世作

人時，身歸三正，淨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 

（19）爾時，八萬天因緣目犍連各各自陳我得溝港。 

（20）目犍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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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渴欲見佛，善哉！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 

（21）佛便告目犍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卻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

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 

（22）目犍連言：諾！受教。便起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

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即住閻浮利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卻後七

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 

（23）佛於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鹽天，

為諸天說經，滅於鹽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

化應聲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

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淳天、

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已說經，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

俱下住須大施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斂上有

色天，悉復斂有欲天，來至第二天須彌巔上住。 

（24）是時，有天子墮彼邏，被王教意，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

銀，三者琉璃。 

（25）佛從須彌巔，下至琉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悉從佛右面，

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從佛左面，隨銀階下。 

（26）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

優曇滿樹下，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聞法。 

（27）是時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寶導前，從眾力士兵，

飛來趣佛。 

（28）是大眾人民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廣作

徑路。 

（29）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

天為下，地為高，人悉等，天亦無貪意在人，人亦無貪意在天。時有

人貪著樂金輪王。 

（30）是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便箕坐直身，意著撿戒，比丘見

天樂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

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溝港道，已自證。 

（31）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 

  

有利得人形，持戒得為天，於世獨為王，見諦是獨尊。 

 

（32）是時蓮花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攝神足七寶及兵眾悉滅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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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面著佛足。 

（33）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坐適坐，便為大眾人民，廣說經

法，說布施、持戒，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 

（34）佛知人意稍濡離麤，便現苦諦、習、盡、道諦。 

（35）中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

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 

（36）是時，賢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

佛言： 

  

今恭禮雄遍觀，見諦現說被度，常慈哀見福想，然人天得何讚， 

 度無極復道彼，捨恐怖就安樂，廣說法遍照世，聞每樂不死安， 

 尊戒海廣無度，義深大善行明，無穢淨垢不著，慧船大度三界， 

 無缺傷無減增，尊不著已行捨，從戒尊三界師，從見世去無還， 

 心住賢無過尊，自在定人天雄，明慧力致金色，何人天不禮尊， 

 師觀世兩眾會，雖觀捨不著過，意觀意無垢心，三界空尊所空， 

 是世行拔後根，定至定趣甘露，今神天服於尊，悉叉手觀覺身， 

 已無疑樂法堅，悉知識人天心，亦如行蟲獸心，宴淨然愍苦壹， 

 自恣化在天下，正真定收取易，意制念伏彼信，天人世覺獨尊， 

 道德妙與誰雙，觀尊形何時厭，於三界獨步行，戒義堅若寶山， 

 垂綺願三界恐，捨嫉念無恩愛，慧在定明如日，無瑕穢夜月光， 

 著淨戒現淨行，有淨慧善過淨，住淨法現淨光，高山雪見照然， 

 十五夜星中月，今觀尊人天雄，法悉照明人天，身相現絡真珠， 

 諦復諦猛善說，自行致本無師，釋家子獨見妙，慧千眼去瘡疣， 

 言盛濡意無麤，出聲悲人天坐，聞尊語甜美法，渴飲飽如流海， 

 取法爾有何非，審奉行到彼安，說議斷後不思，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涉先跡致故成，顧念後告冥者，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神行義無所比，從法計捨世念，尊繫著無餘處。 

 

（37）是時，賢者舍利弗在眾中坐，便起座，偏袒叉手，以偈歎曰： 

  

01 未嘗見有是者，未嘗聞有說者，尊如是威神天，從兜術來至是， 

 02 天人世悉擁護，重愛俗如身眼，一切安不為轉，樂獨行著中央， 

 03 無憂覺我善行，到上教復還世，饒心解壞欲身，惡行出有善義， 

 04 若比丘有厭心，行有敗有空生，在樹下若曠野，在深山于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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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若高處下床臥，來恐怖凡幾輩，行何從志不畏，或久後所行處， 

 06 世幾輩彼來聲，若往來在方面，比丘處不著意，所止處寂無嚮， 

 07 口已出善惡響，在行處當何作，持戒住行不捨，比丘學求安祥， 

 08 云何學戒不漏，獨在行常無伴，欲洗冥求明目，欲鼓皽吹內垢？ 

09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在空床臥行欲學，如法今

說令汝知聽： 

 10 五恐怖慧不畏，至心學遠可欲，勤蚱蜢亦蛻蟲，人惡聲四足獸， 

 11 非身法意莫識，無色聲光無形，悉非我悉忍捨，莫聞善貪鄹縣， 

 12 所被痛不可身，恐若各悉受行，是曹苦痛難忍，以精進作拒扞， 

 13 願綺想念莫隨，掘惡栽根拔止，著愛可若不可，有已過後莫望， 

 14 存黠想熟成善，越是去避麤聲，忍不樂坐在行，四可忍哀悲法， 

 15 常何止在何食，恐有痛云何止，有是想甚可悲，學造棄行遠可， 

 16 有未有苦樂苦，知其度取可止，聞關閉縣國行，麤惡聲應莫願， 

 17 舉眼人莫妄瞻，與禪會多莫臥，觀因緣意安祥，止安念疑想斷， 

 18 取莫邪與無欺，慈哀視莫恐氣，如對見等心行，冥無明從求鮮， 

 19 被惡語莫增意，故怨語於同學，放聲言濡若水，媿慚法識莫想， 

 20 若為彼見尊敬，有行意離莫受，若色聲若好味，香細滑是欲捐， 

 21 於是法莫媟著，學制意善可脫，戒遍觀等明法，行有一舊棄冥。 

 

（38）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15】子父共會經  

 

（01）聞如是：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老年悉得應真，六

達所求皆具。 

（02）佛從教授縣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 

（03）迦維羅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已到是國，

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諸賢者正使

太子不樂道，當作遮加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七寶作道，自

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一人，亦從佛求作沙門。 

（04）諸釋如是，眾為復增，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明

法。 

（05）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 

（06）爾時，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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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爾時，諸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 

（08）爾時，悅頭檀王便以頭猗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住。 

（09）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是何法以還禮子？ 

（10）王即聞民悉不平已如是，王便言：諸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

動現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猗，便左右視出聲言：三

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復散摩尼花，復鼓五百樂，

復雨香水，盥浴太子。諸民！爾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諸賢者！太

子在園閻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臥，樹枝葉悉在太子東作蔭，禺中

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為太子作蔭，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爾時，

我第二為太子作禮。 

（11）王爾時說偈曰： 

  

今為三勇猛黠，以頭禮遍觀足，初生時動天地，坐樹蔭身不露。 

 

（12）佛爾時攝神足，下座比丘僧前咸坐上。諸釋及釋諸女人，皆頭

面禮佛，各就座。 

（13）王亦就座，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乘行臺閣間，金足蹈遍地，足云何生胝？ 

 神足為我車，恣心無限度，乘是神妙車，世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既服身形好，金露被身行，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念世行教授，是服先學造，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隨時造閣樓，今獨宿樹間，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造仇婬已斷，脫欲念無憂，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金器食香美，今日乃得食，麤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棄貪從苦空，悉斷四飯本，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花香，伎女樂從行，起止山樹間，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為河，淨黠悉在中，鬥極往浴淨，遊度不復還。 

 

（14）爾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施、持戒，現天

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達世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 

（15）佛以道意，知悅頭檀王意滿喜已性濡，無亂縛解，可為說善度

法，便說苦諦、習、盡、道諦。 

（16）佛說是四諦法，王即在座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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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 

（17）爾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座向佛，叉手白言：已近

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

悉不犯，已淨故。 

（18）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 

（19）中有持不殺戒者，持不盜戒，持不婬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

不飲酒戒。 

（20）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勇猛，便起座向佛

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01 有戒具當何見，云說言從陰苦？願瞿曇解說此，問正意世雄生， 

 02 先已行棄重恚，亦不著後來願，來現在亦不取，亦不受尊敬空， 

 03 未來想不著愛，久遠想亦不憂，行遠可捨細軟，邪見盡少無有， 

 04 已去恐無畏怖，不可動信無疑，無嫉心樂彼與，行如是愛尊命， 

 05 能自守不多望，自多得慧無嫉，不惡醜不嫫冶，不兩舌捨戲疑， 

 06 意悉脫無所著，棄自見無綺妄，安庠行能解對，亦不欲斷欲想， 

 07 不學求所樂欲，悉無有亦不憂，無怨恚捨愛欲，不為味所可使， 

 08 不自高我無等，得對毀橫取敬，當行觀止意念，見善惡非次望， 

 09 去所在無所止，觀向法當何著，欲色空亦無色，從黠計不欲脫， 

 10 愛已滅乃已息，三界空無樂意，悉解離何從得，多從海度無憂， 

 11 不願生見有子，列地行願寶增，來不生去不到，欲何索從何得， 

 12 悉無能說到處，眾學沙門遊心，悉令求所在處，如觸冒知如去， 

 13 亦不嫉亦無貪，雖在高尊不樂，不樂中下不樂，從法生非法捨， 

 14 是悉空亦無有，從不得亦不求，莫欲世邪樂人，意已止便到盡。 

 

（21）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悉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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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維樓勒王經  

 

（01）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02）爾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言：從

今已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

使佛，次及比丘僧入，餘人乃當從後入耳。 

（03）爾時，舍衛國王子惟樓勒，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

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便還其國。 

（04）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出聲

罵：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

其處，便復取牛湩洗四殿。 

（05）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

處，悉以湩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污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

把國政者，當云那治諸釋。 

（06）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王，惟樓勒王

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 

（07）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 

（08）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

者，終不能得治子曹罪。 

（09）臣下即白言：佛棄世欲，無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所難。 

（10）王聞白如是，即敕興四種兵：象馬車步兵出城引號，當攻迦維

羅衛城。 

（11）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

枝葉少蔭涼，在其下望。 

（12）王興兵行大道，遙見佛在薄蔭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禮竟住

一面，白佛言：諾！今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陰涼，大樹名為迦旃，迦

維羅衛多優曇缽尼拘類，佛何以不坐是蔭？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

無蔭樹下有何涼？ 

（13）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 

（14）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

處而還，兵歸其國。 

（15）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

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 

（16）久頃，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若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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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至？ 

（17）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 

（18）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

我終不得子曹勝。 

（19）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婬欲已斷，有何恩愛在

近親？王欲治其罪，無以為難。 

（20）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敕興四種兵，引號出城，到諸釋國，行

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 

（21）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興四種兵，欲來攻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

明日來到，即遣輕足上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便？ 

（22）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開門內者，惟樓勒王

即殺諸釋不疑。 

（23）是騎人聞佛教，便禮佛上馬如去。 

（24）是時賢者摩訶目犍連，在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

憂，我今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悉一天下共者，

當奈之何？ 

（25）佛即告摩訶目犍連言：耐能爾當奈其罪何？ 

（26）目犍連言：但說有形事，無奈無形罪何？ 

（27）佛爾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從福樂在冥苦，善惡栽向日出，久遠來身受止。 

 

（28）舍衛國王，即摩飾鬥具，俱便前當攻釋城。 

（29）諸釋悉共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

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鬥，尚未相見，諸釋便引

弓，以利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射斷車轂，亦截車軸，射

斷[馬*毛]，亦射斷人身，珠寶無所傷害。 

（30）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鬥死，我

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 

（31）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曰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

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 

（32）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閉門。 

（33）爾時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何仇怨，而不開門？

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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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法，無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 

（35）釋中未淨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無諦有疑，便以為可開門。 

（36）復共言：我人不得爾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不受

籌者為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為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

不受者少耳。 

（37）眾人言：當開門內王。 

（38）諸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便生取諸釋當將出

城殺之。 

（39）爾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願。 

（40）王言：將軍欲何願？ 

（41）我願今沒是池中頃，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 

（42）諸大臣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令在水中能幾頃？ 

（43）王即與其所願，釋摩男即沒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 

（44）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按視，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

往按視之。 

（45）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

而死。 

（46）王即絞城中餘釋。復問：所生得釋悉死未？ 

（47）臣白言：悉已象蹈殺之。王便從處還國。 

（48）佛以晡時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諸比丘悉言諾。 

（49）佛即與眾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 

（50）釋中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稱冤。 

（51）佛聞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 

（52）佛便至諸釋地中，化出自然無數床。佛及比丘悉坐。 

（53）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

是業，以是生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象神馬七寶車不？ 

（54）比丘對曰：終不得。 

（55）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立，可得富樂，

何以故？屠者無慈心哀意，觀占諸獸故。 

（56）佛復言：比丘！汝曹意何趣漁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業，

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象聖馬寶車恣意富樂不？ 

（57）比丘對曰：終不得。 

（58）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漁獵屠牛，是業自活，可致富樂，

何以故？子曹遠哀無慈觀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愚癡人乃於向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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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者傷害之，乃知是子亦遠善當生見其從是七日，當為水所漂。比丘！

以故當慈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枉，亦莫生害意。 

（59）佛以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為曹卷語檢，

為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 

（60）佛爾時說是《義足經》： 

  

01 從無哀致恐怖，人世世從黠聽，今欲說義可傷，我所從捨畏怖， 

 02 展轉苦皆世人，如乾水斷流魚，在苦生欲害意，代彼恐癡冥樂， 

 03 一切世悉然燒，悉十方亂無安，自貢高不捨愛，不見故持癡意， 

 04 莫作縛求冥苦，我悉觀意不樂，彼致苦痛見刺，以止見難可忍， 

 05 從刺痛堅不遺，懷刺走悉遍世，尊適見拔痛刺，苦不念不復走， 

 06 世亦有悉莫受，邪亂本捨莫依，欲可厭一切度，學避苦越自成， 

 07 住至誠莫妄舉，持直行空兩舌，滅恚火壞散貪，捨惱解黠見度， 

 08 捨瞢瞢莫睡臥，遠無度莫與俱，綺可惡莫取住，著空念當盡滅， 

 09 莫為欺可牽挽，見色對莫為服，彼綺身知莫著，戲著陰求解難， 

 10 久故念捨莫思，亦無望當來親，見在亡不著憂，離四海疾事走， 

 11 我說貪大猛弊，見流入乃制疑，從因緣意念繫，欲染壞難得離， 

 12 捨欲力其輩寡，悉數世其終少，捨不沒亦不走，流已斷無縛結， 

 13 乘諦力黠已駕，立到彼慧無憂，是胎危疾事護，勤力守可至安， 

 14 已計遠是痛去，觀空法無所著，從直見廣平道，悉不著世所見， 

 15 自不計是少身，彼無有當何計，以不可亦不在，非我有當何憂， 

 16 本癡根拔為淨，後栽至亦無養，已在中悉莫取，不須伴以棄仇， 

 17 一切已棄名色，不著念有所收，已無有亦無處，一切世無與怨， 

 18 悉已斷無想色，一切善悉與等，已從學說其教，所來問不恐對， 

 19 不從一致是慧，所求是無可學，已厭捨無因緣，安隱至見滅盡， 

 20 上不憍下不懼，住在平無所見，止淨處無怨嫉，雖乘見故不憍。 

（61）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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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釋 
 

1【釋《桀貪王經頌＝愛欲經頌》】（瑜伽 T30, p387b） 

 

辰一、舉 766-771 頌（分五） 

  巳一、諸欲愛味 

01 於諸欲悕求，或所期果遂，得已心定喜，至死而保愛。 

  巳二、諸欲過患 

02 諸樂欲眾生，若退失諸欲，其色便變壞，如毒箭所中。 

巳三、諸欲出離 

03 若遠離諸欲，猶如毒蛇首，彼於愛世間，正念能超度。 

巳四、諸欲自性（分二） 

午一、事欲 

04 田事與金銀，牛馬珠環釧，女僕增諸欲，是人所耽樂。 

午二、煩惱欲 

05 攀緣沈下劣，變壞生諸漏，從此集眾苦，如船破水溢。 

巳五、離欲功德 

06 若永絕諸欲，如斷多羅頂，棄捨諸愁憂，猶蓮華水滴。 

辰二、長行釋（分三） 

  巳一、舉依處 

此是《義品》中，依諸欲頌。 

  巳二、別釋頌（分五） 

    午一、第一頌（分二） 

      未一、釋希求等 

謂如有一，悕求未來所有諸欲，為獲得故發勤方便，得已現前，耽著

受用，如是悕求及正受用所得諸欲，由此因緣，生喜、生樂。 

      未二、結名愛味 

如是總名：諸欲愛味。 

    午二、第二頌（分二） 

      未一、釋退失等 

又彼悕求及正受用所有諸欲，於其所得所受用事，若退失時，隨彼諸

欲，戀著愛味，愛箭入心，如中毒箭，受大憂苦，或致殞歿。 

      未二、結名過患 

如是名為：諸欲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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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三、第三頌（分二） 

      未一、釋遠離相（分二） 

        申一、舉毒蛇喻 

又復毒蛇，譬諸欲境。 

毒蛇首者，譬諸欲中所有愛味。 

若諸愚夫，愛味諸欲，貪著受用，如蛇所螫。 

        申二、不生愛著 

若有多聞諸聖弟子，遠離諸欲所有愛味，如毒蛇首，終不愛染而受用

之，廣說乃至不生耽著。 

彼於諸色所有貪愛，乃至於觸所有貪愛，皆能調伏、斷滅、超度。 

      未二、結名出離 

如是名為：諸欲出離。 

    午四、第四頌及第五頌（分二） 

      未一、總標列 

又諸欲自性略有二種： 

一者、事欲。 

二者、煩惱欲。 

      未二、隨別釋（分二） 

        申一、第四頌事欲（分二） 

          酉一、釋（分二） 

            戌一、初半頌（分三） 

              亥一、標列體性 

事欲有二： 

一者、穀彼所依處，謂田事。 

二者、財彼所依處，謂金銀等事。 

              亥二、釋彼依處（分二） 

                天一、標決定 

何以故？諸求穀者必求田事，諸求財者必求金銀等事。 

                天二、隨別廣 

求金銀等，復有二種： 

一者、事王。 

二者、商賈。 

              亥三、明彼方便（分二） 

                天一、於求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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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穀、求田，方便須牛。 

                天二、於求財（分二） 

                  地一、事王 

求財、事王，方便須馬。 

                  地二、商賈（分二）                                     

玄一、舉方便 

求財商賈所有方便，若金銀等共相應者，謂諸寶珠； 

金銀異類不相應者，謂環釧等。 

此舉最勝。 

                    玄二、例餘當知 

若買賣言說事務，當知亦爾。 

            戌二、後半頌（分二） 

              亥一、舉助伴（分二） 

                天一、女 

積集如是財穀事已，受用戲樂所有助伴，謂諸女色。 

                天二、僕 

若未積集招集守護，及息利中所有助伴，謂諸僮僕。 

              亥二、釋耽樂 

如是財穀積集廣大，於此處所耽樂不捨。 

          酉二、結 

如是一切，皆名事欲。 

        申二、第五頌煩惱欲（分二） 

          酉一、初半頌（分三） 

            戌一、攀緣 

煩惱欲者，謂於事欲隨逐愛味，依耽著識發生種種妄分別貪。 

            戌二、沈沒下劣 

又於事欲，由煩惱欲，令心沈沒成下劣性。 

            戌三、變壞生諸漏 

若彼事欲變壞散失，便生諸漏，愁歎憂悲，種種苦惱纏繞其心。 

          酉二、後半頌 

彼由如是，於現法中，諸漏蔽伏，無有對治，猶如船破，水漸盈溢，

招集當來生、老、病等種種苦惱。 

    午五、釋第六頌（分二） 

      未一、初半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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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諸欲已得出離，便能永絕隨欲愛味發起貪著諸染污識，猶如斷截

多羅樹頂，不復生長。 

      未二、後半頌 

又彼事欲，可愛、可樂乃至可意，若變壞時，於清淨識，諸憂愁等一

切苦惱皆不得住，如蓮華葉，水滴不著。 

  巳三、略辨義（分三） 

    午一、標 

復次，今當略辨上所說義。 

    午二、釋（分二） 

      未一、自性 

謂薄伽梵此中略示：諸欲愛味、過患、出離三種自性。 

      未二、功過 

又顯愛味能為過患，及彼出離所有功德。 

    午三、結 

當知是名此中略義。 

 

2【釋義品 897 頌】（瑜伽 T30, p489a） 

 

宙一、引頌 

又佛世尊「義品」中說： 

世間諸世俗，牟尼皆不著，無著孰能取？見聞而不愛。 

（一切平亦如地，是未嘗當見等，本不等從何同，見聞說莫作變。） 

宙二、長行釋（分二） 

洪一、徵 

云何此頌顯如是義？ 

  洪二、釋（分四） 

    荒一、頌初句 

謂於世間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種種假說，名諸世俗。 

    荒二、頌第二句 

如彼假說，於此想事有其自性，如是世俗，牟尼不著，何以故？以無

增益、損減見故，無有現前顛倒見故，由此道理，名為不著。 

    荒三、頌第三句 

如是無著，誰復能取？ 

    荒四、頌第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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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見故，於事不取增益、損減，於所知境能正觀察，故名為見。 

聽聞所知境界言說，故名為聞。 

依此見聞，貪愛不生亦不增長，唯於彼緣畢竟斷滅，安住上捨，故名

不愛。 

 

3【釋答摩揵提所問偈】（雜阿含） 

 

（ 1）時訶梨聚落長者，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白尊者摩訶迦旃延：「如世尊《義品•答摩揵提所問偈》： 

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 

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還滿；世間諍言訟，畢竟不復為。 

（2a）尊者摩訶迦旃延！此偈有何義？」 

（2b）尊者摩訶迦旃延答長者言：「眼流者，眼識起貪，依眼界貪欲

流出，故名為流。耳、鼻、舌、身，意流者，謂意識起貪，依意界貪

識流出，故名為流。」 

（3a）長者復問尊者摩訶迦旃延：「云何名為不流？」 

（3b）尊者迦旃延語長者言：「謂〔眼〕、眼識，眼識所識色，依生愛

喜，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耳、鼻、舌、身，意、意

識，意識所識法，依生貪欲，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 

（4a）復問：「云何〔流源〕？」 

（4b）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謂緣眼及色，生眼識，三事和合生觸，

緣觸生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依此染著流。耳、鼻、舌、

身，意、意識，意識〔所識〕法，三事和合生觸，緣觸生受──樂受、

苦受、不苦不樂受，依此受生愛喜流，是名流源。」 

（5a）「云何亦塞其流源？」 

（5b）「謂眼界取心法境界繫著、使，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

名塞流源；耳、鼻、舌、身，意取心法境界繫著、使，彼若盡、無欲、

滅、息沒，是名亦塞其流源。」 

（6a）復問：「云何名習近相讚歎？」 

（6b）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在家、出家共相習近，同喜、同憂，

同樂、同苦，凡所為作，悉皆共同，是名習近相讚歎。」 

（7a）復問：「云何不讚歎？」 

（7b）「在家、出家，不相習近，不同喜、不同憂、不同苦、不同樂，

凡所為作，悉不相悅可，是名不相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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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云何不空欲？」 

（8b）「謂五欲功德，眼識色，愛樂念長養，愛欲深染著；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愛樂念長養，愛欲深染著。於此五欲，不

離貪、不離愛、不離念、不離渴，是名不空欲。」 

（9a）「云何名空欲？」 

（9b）「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離欲、離愛、離念、離渴，是名空

欲。說我繫著、使，是名心法還復滿。 

彼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更不

復生，云何當復與他諍訟！ 

是故世尊說《義品•答摩揵提所問偈》： 

若斷一切流，亦塞其流源，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 

虛空於諸欲，永已不還滿；不復與世間，共言語諍訟。 

是名如來所說偈義分別也。」 

（印一六二六）（光五五○）（大五五一）（內七一七） 

 

4【釋《波羅延》阿氏多所請問頌】（瑜伽 T30, p386b） 

 

辰一、1032-1039 頌（分五） 

  巳一、第一問答 

誰能覆世間，誰能令不顯，誰復能塗染，誰為大怖畏？ 

無明覆世間，放逸令不顯，戲論能塗染，苦為大怖畏。 

  巳二、第二問答 

諸流處處漏，是漏誰能止，當說誰防護，眾流誰所偃？ 

世間諸流漏，是漏念能止，我說能防護，由慧故能偃。 

  巳三、第三問答 

念慧與名色，今問是一切，何當永滅盡？唯願為我說。 

念慧與名色，我說是一切，若諸識永滅，於斯永滅盡。 

  巳四、第四問答 

云何念所行，諸識當永滅？今請垂方便，為釋令無疑。 

於內外諸受，都不生欣樂，如是念所行，諸識當永滅。 

  巳五、第五問答 

若諸善說法，及有學異類，彼常委能趣，請大仙為說。 

不耽著諸欲，其心無濁染，於諸法巧念，是苾芻能趣。 

 124



辰二、釋（分三） 

  巳一、標緣起 

此是《波羅延》中，因阿氏多所請問頌。 

  巳二、別釋頌（分三） 

    午一、釋初問答頌（分三） 

      未一、初二句（分二） 

        申一、辨世間（分二） 

          酉一、標一切 

言世間者，略有三種： 

一、欲世間。 

二、色世間。 

三、無色世間。 

          酉二、簡今義 

今此義中，意辨出家、在家二種世間。 

        申二、辨出家（分二） 

          酉一、總標列 

出家世間復有二種： 

一、惡說法。 

二、善說法。 

          酉二、隨別釋（分二） 

            戌一、由無明 

惡說法者，無明所覆。 

            戌二、由放逸 

善說法者，由有明故應可顯了，由放逸故令不顯了。 

      未二、第三句（分三） 

        申一、總標 

若諸在家異類白衣，為諸戲論之所塗染。 

        申二、別釋（分二） 

          酉一、戲論（分二） 

            戌一、標 

當知戲論略有三種。 

            戌二、釋 

謂三種言事，名為戲論； 

於四種言說有所宣談，亦名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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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語言所有尋伺，亦名戲論。 

          酉二、塗染 

若於過去、未來、現在三種言事，依四言說發起異類分別思惟，或違

或順，是名塗染。 

        申三、結成 

若前戲論、若後塗染，諸在家者多分可得，是故說彼為諸戲論之所塗

染。 

      未三、第四句 

此中，惡說法者無明所覆； 

善說法者放逸不顯； 

諸在家者戲論塗染，彼於現法苦因轉時，於此苦因不能如實知是苦

因，於此苦因愛樂而住，由此因緣，生當來苦，即說此苦名大怖畏。 

    午二、釋第二問答頌（分四） 

      未一、釋諸流漏 

又惡說法者，由無明門，從六處流漏泄眾苦； 

諸在家者由戲論門，從六處流漏泄眾苦； 

善說法者由放逸門，從六處流漏泄眾苦。 

      未二、釋念遮止 

如是無明放逸戲論諸門流漏，由聞他音，內正作意，於諸行中了知過

患，此相應念逆流而轉，故能遮止，如是方便，名伏對治。 

      未三、釋慧堰塞 

若出世間正見所攝諸無漏慧，於三種流皆能偃塞，如是方便，名斷對

治。 

      未四、釋俱防護 

於此流漏，若伏、若永，二種對治皆能斷故，俱名防護。 

    午三、釋後三問答頌（分二） 

      未一、料簡染淨（分二） 

        申一、一向染 

又惡說法者及在家者，一向墮於染污品攝。 

        申二、可得 

若善說法毘奈耶中，二種可得： 

諸縱逸者，墮雜染品非顯了攝； 

不縱逸者，墮清淨品顯了所攝。 

      未二、顯無放逸（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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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一、總標 

又若已顯了、若應顯了，當知二種皆無放逸。 

        申二、別釋（分二） 

          酉一、無學（分二） 

            戌一、釋第三問答頌 

諸阿羅漢，斯已顯了，於不放逸，無更須作不放逸事； 

於四念住，若念、若慧，已善修故，已善證得清淨識故，唯有決定。 

於無餘依涅槃界中，善清淨識當永滅故，若念、若慧，亦隨永滅，餘

依所攝、先業所引一切名、色，亦隨滅盡。 

            戌二、釋第四問答頌 

乃至彼法未永滅來，於六恒住常善安住，於離欲地所有內受，及於諸

欲相應外受，不生欣樂，如是名為：諸阿羅漢正念現行，乃至壽盡識

方永滅。 

          酉二、有學（分二） 

            戌一、標 

若諸有學，斯應顯了，於不放逸，應更須作不放逸事。 

            戌二、釋（分二） 

              亥一、釋第五問頌 

彼復二種，於不放逸不放逸事，謂常所作、委悉所作，有學異類。 

若諸有學，極七反有，或復家家、一來果等，及於現法堪般涅槃，於

下分結及上分結，心無染污，為斷彼故，修習對治。 

              亥二、釋第五答頌（分四） 

                天一、釋後頌第一句 

又於諸欲不耽著故，諸下分結不能染污。 

                天二、釋後頌第二句 

心無濁故，諸上分結不能染污。 

                天三、釋後頌第三句 

又於一切有苦法中，如實知集，乃至出離，於四念住善住其心。 

                天四、釋後頌第四句 

修習如先所得聖道，能趣究竟。 

            戌三、結 

如是修習對治道故，彼於一切不放逸中，諸所應作不放逸事，皆得究

竟。 

  巳三、略辨義（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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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一、標 

復次，今當略辨上所說義。 

    午二、釋 

謂薄伽梵此中略示： 

諸在家者，及於外法而出家者，決定雜染； 

及顯於善說法毘奈耶中而出家者，若行放逸墮染污品、若不放逸墮清

淨品。 

    午三、結 

當知是名此中略義。 

 

5【釋《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雜阿含） 

 

（ 1）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如我所說，《波羅延耶•阿逸多所

問》： 

『若得諸法數，若復種種學，具威儀及行，為我分別說。』（1038 頌） 

（ 2）舍利弗！何等為學？何等為法數？」… 

（ 3）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比丘真實者，厭、離欲、

滅盡向，食集生。彼比丘以食故，生厭、離欲、滅盡向。彼食滅是真

實滅，覺知已，彼比丘厭、離欲、滅盡向，是名為學。」 

（ 4）「復次，真實，舍利弗！」 

（ 5）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若比丘真實者，厭、離

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彼從食集生，若真實即是滅盡，覺

知此已，比丘於滅，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數

法。」 

（印四八七）（光三四四）（大三四五）（內二六五）【S31】 

  

6【釋《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雜阿含） 

 

（ 1）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 2）時有眾多比丘，集於講堂，作如是論：「諸尊！如世尊說《波

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 

若知二邊者，於中永無著，說名大丈夫，不顧於五欲， 

無有煩惱〔樔〕，超出縫紩憂。（1042 頌） 

 128



（ 3）諸尊！此有何義？云何邊？云何二邊？云何為中？云何為縫

紩？云何思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邊、脫

於苦？」 

（ 4）有一答言：「六內入處是一邊，六外入處是二邊，受是其中，

愛為縫紩。習於〔愛〕者，得彼彼因身，〔漸轉〕增長出生。

於此即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邊、脫

於苦。」 

（ 5）復有說言：「過去世是一邊，未來世是二邊，現在世名為中，

愛為縫紩。習近此愛，彼彼所因身，漸轉增長出生，乃至脫

苦。」 

（ 6）復有說言：「樂受者是一邊，苦受者是二邊，不苦不樂是其

中，愛為縫紩。習近此愛，彼彼所得自身，漸轉增長出生，

乃至〔脫〕苦。」 

（ 7）復有說言：「有者是一邊，集是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紩；

如是廣說，乃至脫苦。」 

（ 8）復有說言：「身者是一邊，身集是二邊，愛為縫紩；如是廣

說乃至脫苦。」 

（ 9）復有說言：「我等一切所說不同，所謂向來種種異說，要不

望知，云何世尊有餘之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我

等應往具問世尊，如世尊說，我等奉持。」 

（10）爾時眾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向諸比丘集於講堂，作如是言：於世尊所說《波羅

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所謂二邊乃至脫苦。有人說言：內

六入處是說一邊，外六入處是說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紩。

如前廣說，悉不決定，今日故來請問世尊，具問斯義，我等

所說誰得其義？」 

（11）佛告諸比丘：「汝等所說，皆是善說；我今當為汝等說有餘

經。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謂觸是一邊，觸集是

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紩。習近愛已，彼彼所得身緣，轉

增長出生。於此法，以智知、以了了；習所知、了所了，作

苦邊、脫於苦」。 

（12）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印三八二）（光二五八）（大一一六四）（內一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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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經集》選 
 

郭良鋆譯 

林崇安編，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 

【內觀教育版】2004 

 

1 本版（內觀教育版）將每一經文分段編號，便於閱讀、比對。 

2【】內的數字是北傳《義足經》的經號；（）內的數字則是經

內偈頌的號碼。 

3 凡是對舊譯有所更正的字句，用括號〔〕標出。 

 

八頌經品 
 

第一章【1】  愛欲經 

（01）766「他追求愛欲，心滿意足，一定感到高興，因為實現了凡

人的願望。 

（02）767 如果他滿懷渴望，追求愛欲，卻未能如願，他就感到痛苦，

猶如利箭穿身。」 

（03）768 避開愛欲，猶如不踩蛇頭，這樣的有識之士克服世上的這

種執著。 

（04）769「他貪求種種愛欲：田地、財產、金子、牛、馬、僕人、

婦女、親屬； 

（05）770 這些脆弱的東西擺佈他，危險折磨他，痛苦追隨他，猶如

河水湧入漏船。」 

（06）771 因此，有識之士應該永遠避開愛欲；摒棄它們，搯出船中

漏水，越過河水，到達彼岸。 

 

第二章【2】  洞窟八頌經 

（01）772 一個生活在洞窟裏的人有許多遮蔽，沉溺在愚癡中；這樣

的人遠遠沒有達到超脫，因為在這世上，愛欲是很難摒棄的。 

（02）773 聽憑願望，執著生存的快樂，尋求未來或過去的愛欲，貪

戀今日和往昔的愛欲，這樣的人很難獲得解脫，因為解脫不能依靠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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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74 貪求、迷戀、沉醉於愛欲、吝嗇、邪惡，這樣的人陷入痛

苦時，悲歎道：「我們死後，將成為什麼？」 

（04）775 因此，讓世人學會知道什麼是世上的邪惡，讓他不要行惡，

因為智者說道：人生是短暫的。 

（05）776 我看到世上貪戀生存的人戰戰兢兢；這些可憐的人面臨死

亡嘟嘟噥噥，不能擺脫對生存的貪戀。 

（06）777 請看！這些執著自我的人戰戰兢兢，猶如水流枯竭的魚兒。

看到這種情形，那就不要執著自我，不要執著生存。 

（07）778 智者應該排除對〔兩邊〕的渴望，徹底理解諸觸，沒有貪

欲，不做自己譴責的事，不受所見所聞污染。 

（08）779 越過水流，不受執著污染，牟尼應該徹底理解名想，拔出

利箭，努力雲遊，不貪戀這世和彼世。 

 

第三章【3】  邪惡八頌經 

（01）780 思想邪惡的人爭辯，思想純真的人也爭辯，而牟尼不參與

發生的爭辯，因此，牟尼在任何地方都不受阻礙。 

（02）781 一個受欲望支配、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人，怎麼會放棄

自己的見解呢？他在完成自己的事，怎麼理解就怎麼說。 

（03）782 未經詢問便向別人讚揚自己的德行戒行，智者認為這種自

我吹噓的人不高尚。 

（04）783 平靜沈著，不稱道自己品行如何如何，在這世上任何地方

都不驕傲，智者認為這樣的比丘高尚。 

（05）784 他的觀點是人為的、臆想的、偏頗的、污穢的，無論他怎

樣自以為是，他的根基是不可靠的。 

（06）785 信奉某種觀點後，便難以擺脫。人們考察各種觀點，決定

取捨。因此，人們在種種信奉中，拋棄或接受某種觀點。 

（07）786 純潔者在這世上不接受關於各種存在的人為觀點；他摒棄

虛妄和驕傲，無所執著，還會依憑什麼行動呢？ 

（08）787 執著種種觀點便會導致爭論，但依憑什麼與無所執著的人

爭論呢？因為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絕，在這世上滌除一切觀點。 

 

第四章【4】  純潔八頌經 

（01）788「我看見純潔者、優秀者、健康者，由於所見，人得到淨

化。」持有這種觀點，並認為至高無上，便會依靠知識，尋找純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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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89 如果所見能使人淨化，或者知識能使人擺脫痛苦，那麼有

貪愛的人便可通過其他途徑達到淨化，因為按照他的這種觀點，只能

得出這種結論。 

（03）790 不執著所見、所聞、德行、所想和善惡，拋棄一切所得，

在這世上無所作為，這樣的婆羅門不認為能通過別的途徑達到淨化。 

（04）791 有些人拋棄原先的，又接受另一種；他們追隨欲望，不能

超越執著，抓住這個，捨棄那個，就像猴子抓住這根樹枝，捨棄那根

樹枝。 

（05）792 一個人遵奉戒行，執著名想，便會陷入種種事情，而充滿

智慧、具有知識的智者理解萬物，不會陷入種種事情。 

（06）793 對萬事萬物，無論是所見、所聞，還是所想，都不懷敵意；

在這世上，有誰能改變這樣一位目光遠大，公開雲遊的人？ 

（07）794 他們不製造任何觀點，不推崇任何觀點，也不自稱「無比

純潔」；他們斬斷執著的束縛，在這世上任何地方都不貪求。 

（08）795 克服罪惡，理解一切，洞察一切，沒有任何執著，這樣的

婆羅門不迷戀貪欲，不沾染貪欲，對今世和彼世都不執著。 

 

第五章【5】  至高八頌經 

（01）796 在這世上，一個執著觀點的人總把自己的觀點說成至高無

上，而把別人的觀點說成低劣的。因此，他不能擺脫爭論。 

（02）797 他在所見、所聞、德行戒行和所想中，看到自己的利益，

於是他執著其中，把其他一切視為低劣。 

（03）798 智者說：這是一種束縛，由於這種束縛而把其他一切視為

低劣。因此，比丘不執著所見、所聞、所想和德行戒行。 

（04）799 在這世上，不要用知識或德行戒行製造觀點，不要把自己

與別人等同，也不要認為自己低於別人或高於別人。 

（05）800 拋棄所得，無所執著，甚至也不依賴知識；不追隨宗派團

體，甚至不採納任何觀點。 

（06）801 不渴求〔兩邊〕，不渴求今世或彼世的種種存在；在考察萬

物後，毫無執著。 

（07）802 對於世上所見、所聞、所想，毫無人為的名想；這世上，

有誰能改變這樣一位不採納任何觀點的婆羅門？ 

（08）803 不製造任何觀點，不推崇任何觀點，不接受萬物，不依賴

德行戒行，這樣的婆羅門走向彼岸，不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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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6】  衰老經 

（01）804 生命確實短暫，不到一百歲，就要死去，即使能活得更長，

最後仍會衰老而死。 

（02）805 人們總為自己喜愛之物悲傷，因為佔有之物不會永恆；認

識到存在之物總要消亡，不要居家。 

（03）806 人認為「這是我的」，但還是隨死亡而消失；認識到這一點，

虔誠的智者不會崇拜自我。 

（04）807 正如醒著的人看不見夢中相遇的情景，人也看不見亡故的

親人。 

（05）808 凡是看到和聽說的人，都有一個稱呼他的名字；一旦這個

人死去，只留下他的名字。 

（06）809 貪戀自己喜愛之物的人，不能擺脫憂慮、悲傷和貪婪，因

此，牟尼們摒棄執著，四處雲遊，尋求寧靜。 

（07）810 人們認為比丘毫無執著，四處雲遊，經常獨處隱居，不在

世上顯現自己，這是正確的。 

（08）811 牟尼在任何地方都無所依賴，既不喜歡，也不厭惡。悲傷

和貪婪沾不上他，猶如水珠沾不上樹葉。 

（09）812 猶如水珠沾不上荷葉，猶如水珠沾不上蓮花，牟尼也不沾

染任何的所見、所聞、所想。 

（10）813 純潔者不考慮所見、所聞、所想；他不願意通過其他途徑

達到淨化，因為他既不激動，也不冷漠。 

 

第七章【7】  提舍彌勒經 

（01）814 可尊敬的提舍彌勒說道：「世尊！請您說說沉緬淫欲的害

處。聽了您的教誨，我將學習隱居。」 

（02）815 世尊說道：「彌勒啊！沉緬淫欲的人忘卻教誨，以錯誤的方

式生活，這是他身上的卑劣性。 

（03）816 他原先獨自遊蕩，現在沉緬淫欲，人們稱這樣的人為凡夫

俗子，猶如一輛失控的車子。 

（04）817 他原先享有的榮譽和名聲喪失殆盡；看到這種情形，他應

該學會放棄淫欲。 

（05）818 受意願控制的人，修禪時像個不幸者；這樣的人聽到別人

的罵聲，就會生氣。 

（06）819 受別人話語的挑動，他會動刀動槍；這樣的人貪得無厭，

 133



沉醉於謊言。 

（07）820 被稱作智者的人，堅持獨自雲遊，即使讓他性交，他也會

像傻瓜那樣感到為難。 

（08）821 牟尼認識過去、未來和現在的危險，獨自雲遊，堅持不懈，

不沉緬淫欲。 

（09）822 應該學會隱居，這是高尚者的最好行為，但也不要由此認

為自己最優秀，即使已接近涅槃。 

（10）823 一無所有，四處雲遊，不渴求淫欲，越過水流，這樣的牟

尼受到貪戀愛欲的人們的妒羨。」 

 

第八章【8】  波修羅經 

（01）824 人們總是說自己的教義純潔，其他的教義不純潔；信奉什

麼便說什麼好，各自確認各自的真理。 

（02）825 他們喜歡爭論，熱衷集會，互相指稱對方是傻瓜：他們依

據各自的教義進行爭論，自稱是能人，渴望獲得讚揚。 

（03）826 在集會上，熱衷爭論，希望受到讚揚，害怕辯論失敗；一

旦遭到駁斥，便忿忿不平，挑剔對方，怒沖沖責備對方。 

（04）827 評判團宣佈他的論點已被駁倒；由於辯論失敗，他哀歎、

憂傷，痛哭道：「他戰勝了我。」 

（05）828 在沙門中出現這些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有勝有敗，看到這

種情形，應該迴避爭論；博得幾聲讚揚，沒有多大意義。 

（06）829 在集會上振振有詞，博得讚揚，他便笑容滿面，趾高氣揚，

如願以償，達到目的。 

（07）830 驕傲是失敗之母，而他依然趾高氣揚，誇誇其談。看到這

種情形，應該迴避爭論，因為智者認為純潔不靠爭論。 

（08）831 正像國王供養的英雄呐喊著，渴望與對手較量。英雄啊！

你到論敵那裏去吧！這裡不存在過去那樣的爭鬥。 

（09）832 那些人持有觀點，進行爭論，聲稱：「這就真理」。你與他

們去爭論吧！因為在這裏，即使挑起爭論，也沒有對手。 

（10）833 這些人不懷敵意，四處雲遊，不以這種觀點反對那種觀點。

在這世上，他們不把某種東西視為至高。波修羅啊！在他們身上，你

能撈到什麼呢？ 

（11）834 你陷入思辨，腦子裏考慮著各種觀點，即使與聖潔者相交，

也不可能與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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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9】  摩根提耶經 

（01）835「縱然見了貪愛、厭棄和貪欲，也毫無淫欲，何況這個充

滿污穢的東西（指摩根提耶的女兒），我甚至不願用腳碰它一下。」 

（02）836「如果您連這樣一個為眾多國王追逐的女寶都不要，那您

說說您的觀點、德行戒行、生活和再生。」 

（03）837 世尊說道：「摩根提耶啊！我要說的是：我考察萬事萬物，

不予採納；我觀察各種觀點，不予採納；我識別和看到內在的寧靜。」 

（04）838 摩根提耶說道：「牟尼啊！您說您不採納那些人為的觀點，

那麼，智者們如何解釋『內在的寧靜』的含義？」 

（05）839 世尊說道：「摩根提耶啊！智者認為純潔不靠所見、所聞、

所知、德行戒行，也不靠無所見、無所聞、無所知和無德行戒行。拋

開這些，不予採納，寧靜，獨立，不貪戀存在。」 

（06）840 摩根提耶說道：「如果說純潔不靠所見、所聞、所知、德行

戒行，也不靠無所見、無所聞、無所知和無德行戒行，我認為這是糊

塗觀念，因為有些人就是靠所見而獲得純潔。」 

（07）841 世尊說道：「摩根提耶啊！探詢和依賴所見，在採納中走向

癡迷：你對『內在的寧靜』一無所知，因此稱它為糊塗觀念。 

（08）842 考慮自己等同於、優於或低於別人，就會由此發生爭執；

不考慮自己等同於、或優〔或低〕於別人，便會在這三種情況下都無

動於衷 

（09）843 不考慮自己與別人等同與否，這樣的婆羅門怎麼會爭辯『這

是真理』？或者與誰去爭辯『這是錯誤』？他會與誰發生爭論呢？ 

（10）844 出家雲遊，不在村中與人相識，擺脫愛欲，無所渴求，這

樣的牟尼不會與人爭論。 

（11）845 讓高尚的人在這世上四處雲遊，不要聽取和爭論那些已被

摒棄的東西。猶如有刺的蓮花不為泥水污染，倡導平靜、無所貪戀的

牟尼不為愛欲和塵世污染。 

（12）846 智者不因所見和所想而驕傲，因為他不是依靠這些而成為

智者；他也不受行為和所聞引導，不陷入任何執著。 

（13）847 擺脫名想的人沒有束縛，通達智慧獲得解脫的人沒有癡迷，

而那些執著名想和所見的人在這世上四處遊蕩，擾亂他人。」 

 

第十章【15】  毀滅以前經 

（01）848「具有什麼看法和什麼德行，才能稱為平靜的人？我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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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達摩啊！請說說這種最優秀的人。」 

（02）849 世尊說道：「在身體毀滅以前就已擺脫貪愛，不執著開頭和

結尾，也不考慮中間，他不崇拜任何事物。 

（03）850 不忿怒，不恐懼，不吹噓，不作惡，不驕傲，說話機智，

這樣的牟尼確實控制了言語。 

（04）851 不期望未來，不悲傷過去，無視諸觸，不受任何觀點引導。 

（05）852 不執著，不欺騙，不貪婪，不妒忌，不魯莽，不輕視他人，

也不譭謗他人。 

（06）853 不貪戀享受，不狂妄，溫文爾雅，聰明睿智，不輕信，不

厭棄他人。 

（07）854 不為企求什麼而學習，不為得不到什麼而生氣，不為貪愛

而受阻，也不貪戀美味。 

（08）855 超然，有思想，不傲慢，不考慮自己在這世上等同於、優

於或低於別人。 

（09）856 獨立不羈，無所依賴，理解萬物，不貪戀存在或不存在。 

（10）857 不追求愛欲，沒有束縛，越過執著，我稱這樣的人為平靜

者。 

（11）858 他沒有兒子、牲畜、田地和財產；他既無所得，也無所棄。 

（12）859 世俗之人以及沙門和婆羅門對他說的話，並非他所推崇，

因此，他無動於衷。 

（13）860 不貪婪，不妒忌，不說自己等同於、優於或低於別人，這

樣的牟尼是擺脫劫波，不進入劫波。 

（14）861 在這世上，沒有屬於自己的東西，不為消逝的東西悲傷，

不陷入萬物，這樣的人稱為平靜者。」 

 

第十一章【10】  爭論經 

（01）862「請您說說，許多爭吵、爭論以及悲哀、憂傷和妒忌來源

於何處？許多驕傲、狂妄以及譭謗來源於何處？」 

（02）863「許多爭吵、爭論、悲哀、憂傷、妒忌、驕傲、狂妄和譭

謗來源於所愛；爭吵和爭論與妒忌相連，伴隨爭論產生譭謗。」 

（03）864「在這世上，所愛來源於何處？或者說世上流行的佔有來

源於何處？人對未來懷有的願望和目標來源於何處？」 

（04）865「在這世上，所愛來源於欲念，或者說世上流行的佔有來

源於欲念。人對未來懷有的願望和目標來源於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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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66「在這世上，欲念來源於何處？許多抉擇來源於何處？許

多忿怒、謊言和疑惑來源於何處？或者說沙門所說的種種事物來源於

何處？」 

（06）867「人們在這世上聲稱快樂和不快樂，欲念由此產生；看到

諸色的消失和產生，世上的人作出抉擇。 

（07）868 忿怒、謊言和疑惑，這些事物也是二重的（指產生自快樂

和不快樂）；讓疑惑者理解沙門說的種種事物，在知識之路上學習。」 

（08）869「快樂與不快樂來源於何處？沒有什麼，就沒有它們？請

告訴我，『消失和產生』這一觀念的來源？」 

（09）870「快樂和不快樂來源於諸觸：沒有諸觸，就沒有它們。我

告訴你，這是『消失和產生』這一觀念的來源。」 

（10）871「在這世上，諸觸來源於何處？執著產生於何處？沒有什

麼，就沒有自私？沒有什麼，就沒有諸觸？」 

（11）872「諸觸來源於名色，執著產生於願望。沒有願望，就沒有

自私；沒有諸色，就沒有諸觸。」 

（12）873「人怎樣使諸色不存在？或者說怎樣使快樂和痛苦不存在？

請告訴我，怎樣使它們不存在？我想我們應該知道這個。」 

（13）874「他沒有意識名想，沒有無意識名想，沒有無名想，沒有

不存在名想；對於這樣的人，諸色不存在，因為種種虛幻的標誌來源

於名想。」 

（14）875「我們所問的，您都作了回答，我們還要問個問題，請您

回答：世上一些智者告訴我們說最高的是心靈純潔，是否還有另外的

說法？」 

（15）876「世上一些智者說最高的是心靈純潔，他們之中還有些智

者說是滅寂，同時有些智者說是毫無執著。 

（16）877 懂得了這些，懂得了什麼是依賴，牟尼擺脫依賴，不參與

爭論，不陷入各種存在。」 

 

第十二章【11】  小集積經 

（01）878 各種堅持自己觀點的人進行爭論，都自稱能人，說道：「只

有這樣理解，才懂得正法；與這相違背，那就不完善。」 

（02）879 這樣，他們陷入爭論，聲稱對方是愚者、外行。那麼，他

們中的哪種學說正確呢？因為他們全都自稱是能人。 

（03）880 如果不同意對方的說法，便是愚者、畜牲、傻瓜，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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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是愚者、傻瓜，因為所有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 

（04）881 如果觀點能使人淨化，成為智慧純潔者、能人、有識之士，

那麼，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傻瓜，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觀點。 

（05）882 我不說「這個正確」，愚者互相之間才這麼說。他們認為自

己的觀點正確，因此，指稱別人為愚者。 

（06）883 一些人說「這是真實的、正確的。」另一些人說：「這是虛

妄的、錯誤的。」這樣便出現分歧，進行爭論。為什麼沙門的意見不

一呢？」 

（07）884 因為真實只有一種，沒有第二種；人們懂得這一點，就不

會爭論。但他們各自宣揚各自的真實，因此沙門意見不一。 

（08）885 為什麼那些爭論者自稱能人，宣揚不同的真實？是相傳有

許多不同的真實，還是他們抱有自己的思辯？ 

（09）886 沒有許多不同的真實；在這世上，除了名想，沒有永恆的

事物。在各種觀點中運用思辯，便會提出真實和虛妄的二重法。 

（10）887 依據所見、所聞、德行戒行和所想蔑視別人，依據抉擇嘲

笑別人，說別人是愚者、外行。 

（11）888 既然他稱別人為愚者，也就認為自己是能人。既然他認為

自己是能人，也就蔑視別人，而這樣說話。 

（12）889 他因觀點而忘乎所以，狂妄自大，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用

思想灌頂的國王，因為自己的觀點如此完美。 

（13）890 如果稱別人為傻瓜，自己也就成為傻瓜；如果自己成為精

通知識的智者，那麼，沙門中便沒有一個傻瓜。 

（14）891 外道受塵世貪欲的影響，他們反復說：「持有與此不同說法

的人不純潔、不完美。」 

（15）892 外道固執己見，聲稱自己的觀點堅實，反復說：「唯獨這裏

有純潔，在其他說法中沒有純潔。」 

（16）893 他聲稱自己的觀點堅實，認為別人是愚者；他說別人是愚

者、不純潔，這樣，他自己挑起爭論。 

（17）894 一個人堅持抉擇，以自己為標準，便會陷入世間的爭論，

而拋棄一切抉擇，就不會參與世間的爭論。 

 

第十三章【12】  大集積經 

（01）895 一些人堅持觀點，爭辯道：「這是真實。」這樣，他們或者

受到譴責，或者受到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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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6 我說：爭論的兩種結果都微不足道，不能帶來平靜。看到

這種情形，不要參與爭論，應該在沒有爭論的地方尋求平靜。 

（03）897 智者不傾向任何淵源不同的觀點；他無所執著，不採納所

見、所聞，怎麼會執著這些觀點呢？ 

（04）898 崇尚德行的人們說道：「自我控制能達到純潔。」他們嚴格

遵奉戒行，心想：「讓我們在這世上學會純潔。」這些人渴望生存，

自稱能人。 

（05）899 他渴望在這世上獲得純潔。如果他的德行戒行失敗，他的

事業受挫，便惴惴不安，長吁短歎，就像離家經商的人丟失了商隊。 

（06）900 拋棄一切德行戒行，拋棄受譴責和不受譴責的行為，不企

求純潔和不純潔，不貪戀，不執著，平靜地雲遊。 

（07）901 他們依靠苦行，或者任何令人厭惡的行為，依靠所見、所

聞、所想，為了純潔哀號悲鳴，沒有擺脫對各種存在的貪愛。 

（08）902 有渴望的人為臆想的事物長吁短歎，惴惴不安，而對超脫

生死的人來說，有什麼會使他惴惴不安，長吁籲歎？」 

（09）903 一些人稱道的最高之法，另一些人認為是低劣之法，那麼，

他們中的哪種說法正確？因為所有的人都自稱能人。 

（10）904 人們認為自己的說法完美，別人的說法欠妥，這樣便出現

分歧，引起爭論，都說自己的觀點正確。 

（11）905 如果受到別人指責的說法是低劣的，那麼，沒有哪個人的

說法是高明的，因為每個人都聲稱自己的說法牢靠，別人的說法低劣。 

（12）906 他們怎樣讚揚自己的追求，便怎樣推崇自己的說法；一切

爭論都是如此，因為他們的純潔各不相同。 

（13）907 婆羅門不受別人引導，他考察諸法，不予採納。因此，他

超越爭論，不崇尚任何觀點。 

（14）908「我知道，我看見，正是如此。」有的人依靠觀點達到純

潔。即使他已經看見，又能怎樣？他已經偏離正路（指八聖道），卻

說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達到純潔。 

（15）909 觀察者會看見名色，看見名色，就會知道它們；隨他細細

觀察或粗粗觀察，能人不認為這樣能達到純潔。 

（16）910 信奉教條的人不會帶來清潔，他推崇臆想的觀點，聲稱依

靠它就有光明，就有純潔，他看到的僅此而已。 

（17）911 婆羅門不進入時間和數目（指輪迴），不追隨觀點，不親近

知識；他理解世上各種觀點，儘管別人採納，他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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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2 牟尼拋棄塵世束縛；出現爭論，不追隨一方；別人不平靜，

他平靜；別人採納觀點，他不採納。 

（19）913 他拋棄舊煩惱，不添新煩惱，不隨心所欲，不信奉教條；

他擺脫觀點，成為智者，不執著世界，不自怨自艾。 

（20）914 他對萬事萬物，對任何所見、所聞、所想不用設防，卸下

重負，獲得解脫。這樣的牟尼沒有渴求，不再屬於時間。 

世尊這樣說道。 

 

第十四章【13】  迅速經 

（01）915「您是太陽的親屬，偉大的仙人，我要問您關於隱居和寂

靜之道。比丘怎樣才能認識它而獲得解脫，不執著世上任何東西？」 

（02）916 世尊說道：「他應該根除一切虛妄的名稱，說什麼『我是思

想家』，摒棄任何內在的貪愛，經常學習，富有思想。 

（03）917 他應該理解一切內在和外在的事物，但不要因此驕傲，因

為這還不是善人所說的解脫。 

（04）918 他不要因此認為自己高於、低於或等同於別人；即使別人

再三詢問，也不要讓自己陷入這種考慮。 

（05）919 比丘應該內心平靜，而不應該從其他任何地方尋找平靜；

對於內心平靜的人來說，既無所得，也無所失。 

（06）920 像大海深處沒有波濤，寂然不動，比丘沒有欲望，寂然不

動；他應該在任何地方都不驕傲。」 

（07）921「視野開闊的人啊！您已經闡明這種排除危險的親證之法，

現在請說說吉祥之路──波羅提木叉（別解脫戒）和禪定。」 

（08）922 世尊說道：「不要流露貪婪的眼光，不要聽取村民的閒談，

不要垂涎美味，不要覬覦世上的一切。 

（09）923 在任何地方，比丘不應該為諸觸而悲傷，不應該渴望生存，

不應該面對恐怖顫抖。 

（10）924 得到米飯、飲料、硬食和衣服，不應該貯藏；沒有得到，

也不應該煩惱。 

（11）925 應該修禪，不要散漫，不要作惡，不要懈怠，比丘應該安

靜地入座和入睡。 

（12）926 不應該貪睡，應該保持清醒、精力充沛，應該拋棄懶惰、

虛妄、嬉笑、娛樂、淫欲和裝飾。 

（13）927 不應該採用阿闥婆吠陀（指巫術、咒語）、夢兆、面相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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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我的信奉者不應該參與鳥獸鳴聲術（指以鳥獸鳴叫判斷吉凶），

不要實施懷孕術和醫術。 

（14）928 比丘不應該因受譴責而發抖、因受讚揚而得意；他應該摒

棄貪欲、忿怒、誹謗和妒忌。 

（15）929 比丘不應該從事買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應該罵人，

不應該在村裏發怒，不應該有所企求而與人談話。 

（16）930 比丘不應該自吹自擂，不應該胡言亂語，不應該學會驕橫，

不應該挑起爭論。 

（17）931 不應該墮入欺誑，不應該故意作惡，不應該根據生活方式、

智慧、德行戒行輕視別人。 

（18）932 從嚼舌的沙門那裏聽到許多閒言閒語，不要惱怒，不要有

嚴厲的語言回敬他們，因為善人不與人為敵。 

（19）933 知道了這種正法，有思想的比丘應該經常觀察和學習這種

正法；理解了解脫就是平靜，應該努力遵行喬達摩的教誨。 

（20）934 因為他是不可征服者，看到非傳統的親證之法，所以，應

該始終勤奮努力，尊敬和學習喬達摩的教誨。」 

世尊這樣說道。 

 

第十五章【16】  執杖經 

（01）935 請看人們互相爭鬥，從執杖中產生恐怖，我將按照我的感

受來說明這種苦惱。 

（02）936 看到人們像淺水池塘裏的魚一樣亂蹦亂跳，看到他們互相

傾軋，恐怖湧上我的心頭。 

（03）937 世界毫無價值，四方動盪不定；我想為自己找個住處，卻

找不見一處無人居住。 

（04）938 看到眾生互相爭鬥，我的厭惡產生。我看見一支難以看見

的、射進人心的箭。 

（05）939 被這支箭射中的人四處亂跑，而拔去這支箭，他就不再奔

波，坐定下來。 

（06）940 不要陷入世上的種種束縛，看透了愛欲之後，應該自己學

會涅槃。 

（07）941 牟尼應該誠實，不驕傲，不欺騙，不譭謗，不忿怒，克服

貪婪和自私。 

（08）942 嚮往涅槃的人應該克服昏睡、懶惰和遲鈍，不應該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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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傲慢。 

（09）943 不要墮入欺誑，不要貪戀諸色，應該認清驕傲，在生活中

戒絕暴力。 

（10）944 不應該迷戀舊事物，不應該承受新事物，不應該哀傷消失

的事物，不應該依附虛空。 

（11）945 我稱貪欲為洪水；我稱攝取為渴求；感官對象是虛構的，

愛欲的泥潭難以逾越。 

（12）946 不背離真理，站在高處，這樣的牟尼、婆羅門拋棄一切，

被稱為「平靜」。 

（13）947 他是智者，精通知識，理解正法，無所依賴；他在世上行

為正直，不妒忌任何人。 

（14）948 他克服愛欲，越過世上難以越過的束縛；他不悲傷，不貪

婪，斬斷水流，獨立不羈。 

（15）949 摒棄過去和未來之事，不執著現在之事，你將平靜地雲遊。 

（16）950 不貪戀任何名色，不為不存在而悲傷，這樣的人在這世上

不衰老。 

（17）951 他不考慮自己有什麼，也不考慮別人有什麼；他沒有私心，

不為自己沒有什麼而悲傷。 

（18）952 他不魯莽，不貪婪，不渴求，在任何情況下都如此。問我

怎樣才是堅定的人？我提供這個有益的答案。 

（19）953 沒有欲望，理解一切，這樣的人沒有任何因果；他無須努

力，在任何地方都看到平靜。 

（20）954 牟尼不考慮自己等同於、低於或高於別人，他平靜，擺脫

貪欲，既無所取，也無所棄。 

世尊這樣說道。 

 

第十六章【14】  舍利弗經 

（01）955 可尊敬的舍利弗說道：「我過去從未見到過或聽說過這樣一

位妙言大師，他從兜率天下凡來作導師。 

（02）956 這位明眼者向神界和人界表明，他驅散了一切黑暗，獨自

雲遊，獲得快樂。 

（03）957 我帶著世間許多受束縛之人的問題來到佛陀這裏，他是一

位獨立無羈、正直無欺、下凡人間的導師。 

（04）958 厭世的比丘喜歡隱居，生活在樹根旁、墳場中或山洞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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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59 諸如此類地方，多麼恐怖！而比丘在這種僻靜之處不應該

戰慄發抖。 

（06）960 走向永恆的比丘在這世上面臨多少恐怖！而他應該在僻遠

之處克服這些恐怖。 

（07）961 精進努力的比丘怎樣說話？怎樣乞食？怎樣修持德行戒

行？ 

（08）962 聰明睿智，富有思想，專心致志，這樣的人學習什麼，才

能像銀匠清除銀器的污垢一樣，清除自己的污垢？」 

（09）963 世尊說道：「舍利弗啊！如果厭世的人喜歡隱居，渴望依法

獲得徹底覺醒，那麼，我將按照我的理解向你解釋這種快樂。 

（10）964 聰明的、有思想的、行為規矩的比丘，不應該畏懼五種恐

怖：蚊、蠅、蛇、與人接觸和四足獸。 

（11）965 他不應該畏懼外道，即使發現他們對自己有很大的威脅；

他追求至善，應該進而克服其他各種恐懼。 

（12）966 他遭受疾病和饑餓，他應該忍受寒冷和酷熱；他遭受各種

磨難，作為出家人，應該精進努力。 

（13）967 他不應該偷盜，不應該說謊；他應該仁慈地對待弱者和強

者；他應該覺察內心的衝動，把它們視作摩羅的同夥，加以驅逐。 

（14）968 他不應該受忿怒和驕傲控制，而應該根除它們；他應該真

正凌駕於可愛和不可愛之上。 

（15）969 他應該崇尚智慧，喜歡善行，消除那些恐怖。他在僻靜的

居處應該克服不滿，克服四件憂慮之事。 

（16）970『我將吃什麼？我將在哪兒吃？昨晚睡得實在不舒服，今

晚在哪兒睡？』出家雲遊的修行者應該克服這些憂慮。 

（17）971 他應該在適當的時候獲得食物和衣服，應該懂得在這世上

要知足，對這些東西要保持警覺，在村中要克制自己的行為，即使受

到怠慢，也不說粗話。 

（18）972 他應該目不斜視，足不躊躇，修習禪定，高度清醒；他應

該達到超然，凝思靜慮，斬斷疑惑和惡行。 

（19）973 他應該成為有思想的人，即使受到責難，也高高興興；他

應該在修行的同伴中，剷除精神障礙；他說話應該合適，不要過分，

也不要計較別人怎麼說。 

（20）974 他應該有思想，學會排除這世上的五塵，克服對色、聲、

味、香、觸的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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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5 比丘應該有思想，排除對這五塵的渴求，獲得精神解脫，

然後他將適時地思考正法，一心一意，驅除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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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道品 
 

第一章  引子 

（01）976 一位精通頌詩的婆羅門，渴望一無所有，從憍薩羅一座美

麗的城市來到南方。 

（02）977 在鄰近阿羅迦的阿薩迦地區，他住在瞿達婆利河岸，靠撿

拾果子為生。 

（03）978 河岸附近有個大村莊，他把從那裏獲得的收入，舉行了一

次大祭。 

（04）979 祭祀完畢，他回到淨修林。回到那裏時，來了另一位婆羅

門。 

（05）980 他雙腳紅腫，唇焦口燥，牙齒污穢，滿頭塵土，走近巴婆

利，乞求五百錢。 

（06）981 巴婆利看到他，請他坐下，向他問好，然後說道： 

（07）982「凡我有的佈施之物，我都已經賜予他人。原諒我，婆羅

門！我沒有五百錢。」 

（08）983「我向你乞求，如果你不給的話，那麼在第七天，你的頭

將裂成七瓣。」 

（09）984 這騙子發出這樣一個可怕的咒語，巴婆利聽後，憂心忡忡。 

（10）985 他不思飲食，日益消瘦，憂愁之箭扎在心中。在這種心境

下，他無法樂在禪定。 

（11）986 看到巴婆利擔驚受怕，憂心忡忡，仁慈的神靈走近他，說

道： 

（12）987「他不知道頭是什麼，只是個騙子，想要錢財；他不懂什

麼是頭和頭裂。」 

（13）988「尊敬的神靈！如果您知道，那麼，我向您求教，請告訴

我什麼是頭和頭裂？」 

（14）989「我也不知道，我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只有勝利者明瞭

什麼是頭和頭裂。」 

（15）990「那麼，在這大地之內，誰知道什麼是頭和頭裂？請告訴

我，神靈啊！」 

（16）991「這位世界的導師從迦毗羅衛城出家，他是烏迦格王的後

代，釋迦族的兒子，光彩熠熠。 

（17）992 婆羅門啊！他是正等覺，精通萬物，獲得一切知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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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萬物，滅寂萬物、滅寂生存因素，達到解脫。 

（18）993 他是佛陀、世尊、明眼者，在這世上教誨正法，你去詢問

他，他會為你解答。」 

（19）994 聽到「正等覺」這個稱號，巴婆利精神振奮，他的憂愁減

少，喜悅增加。 

（20）995 巴婆利興高彩烈，激動地詢問神靈：「這位世界的庇護者住

在哪一國？哪個城？哪個村？我們能去那裏向這位正等覺、人中魁首

致敬嗎？」 

（21）996「這位勝利者、大智者、廣智者住在憍薩羅國京城舍衛城；

這位釋迦族的兒子、人中之牛，沒有重負，沒有煩惱，通曉什麼是頭

裂。」 

（22）997 於是，巴婆利召集精通頌詩的婆羅門弟子，說道：「來吧，

青年人！我要告訴你們一些話，請聽我說。 

（23）998 一位在這世上難以相遇的人，今天出現了。他以正等覺聞

名於世。快去舍衛城，請教這位人中魁首。」 

（24）999「我們看到他時，怎麼知道他是佛陀呢？婆羅門啊！我們

不知道，請告訴我們怎樣能認出他。」 

（25）1000「在頌詩中，探測一講述了三十二大人相。 

（26）1001 那些身上具有大人相的人，只有兩種生活方式，而沒有第

三種。 

（27）1002 如果他過在家人生活，他將征服這個大地：不依靠權杖，

不依靠武器，而是依靠正法進行統治。 

（28）1003 如果他離家過出家人生活，他便成為驅除蔽障的正等覺，

無與倫比的阿羅漢。 

（29）1004 你們心裏默默問他：我的出身、族姓、特徵、頌詩、學生

以及什麼是頭和頭裂。 

（30）1005 如果他是目無蔽障的佛陀，你們心裏默問，他也會開口回

答。」 

（31）1006 十六位婆羅門弟子聽了巴婆利的話，他們是阿耆多、提舍

彌勒、布那迦、彌德古、 

（32）1007 陀多迦、烏婆濕婆、南德、海摩迦、兩位都提耶和迦波、

闍多迦尼智者、 

（33）1008 跋陀羅弗達、烏德耶、波婆羅婆羅門、摩伽羅闍智者和賓

吉耶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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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09 他們都是樂於禪定的修禪者，散發著前生功德的芳香，在

世上享有盛名，每人都有一批學生。 

（35）1010 他們向巴婆利致敬，施右巡禮；他們頭束髮髻，身穿獸皮，

朝北方出發。 

（36）1011 他們先到阿羅迦的波提達那，然後經過摩希薩帝、優禪尼、

瞿那陀、吠地薩、婆那薩訶耶。 

（37）1012 又經過憍賞彌、娑蓋多，城中之冠舍衛城、塞多維耶、迦

毗羅衛、鳩希那羅城。 

（38）1013 又經過巴婆、薄迦城、吠舍離、摩揭陀城，到達美麗可愛

的石寺。 

（39）1014 猶如口渴者盼望涼水，商人盼望營利，炎熱者盼望樹蔭，

他們快步登山。 

（40）1015 這時，世尊正在僧團中向眾比丘說法，猶如林中的獅子發

出吼聲。 

（41）1016 阿耆多看到這位正等覺像沒有光線的太陽，像十五的圓月。 

（42）1017 他看到他身上具備所有大人相，便高興地站在一旁，心裏

默問道： 

（43）1018「請說說這位婆羅門的出身、族姓、特徵，請說說他對頌

詩的精通程度；他教多少學生？」 

（44）1019「他有一百二十歲，族姓巴婆利，身上有三個特徵，精通

三吠陀。 

（45）1020 他精通看相、歷史傳說、語法和禮儀，教五百學生；他精

通自己的教義。」 

（46）1021「請詳細說說巴婆利的身體特徵，人中之魁首啊！不要使

我們存有懷疑，剷除貪欲的人啊！」 

（47）1022「你們知道，他的舌頭能覆蓋面孔，眉間有白毛，陰藏隱

秘，青年人啊！」 

（48）1023 沒有聽到他問的任何問題，卻聽到他回答問題，所有的人

興奮激動，雙手合十，思忖道： 

（49）1024 無論是誰，天神、梵天、因陀羅或蘇闍波提，在心裏默默

提問，他就會回答誰的問題。 

（50）1025「巴婆利詢問什麼是頭和頭裂，世尊啊！請您解釋這個問

題，請驅除我們的疑惑，仙人啊！」 

（51）1026「你們要知道，頭是無知，能使頭裂的是知識以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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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禪定、決心和精進努力。」 

（52）1027 於是，這位青年萬分高興，他控制住自己，偏覆左肩，行

觸足禮： 

（53）1028「可尊敬的人啊！巴婆利婆羅門及其眾弟子們滿心歡喜，

向您行觸足禮，明眼者啊！」 

（54）1029「願巴婆利婆羅門及其眾弟子幸福，願你也幸福！祝你長

壽，青年人啊！ 

（55）1030 巴婆利！你和所有的人都有一次提問的機會，想問什麼就

問什麼。」 

（56）1031 得到正等覺的允諾，阿耆多坐在那裏，雙手合十，向如來

問了第一個問題。 

 

第二章  阿耆多問 

（01）1032 可尊敬的阿耆多問道：「世界被什麼遮蔽？它為何不發光？

您稱什麼為污垢？什麼是它的大恐怖？」 

（02）1033 世尊說道：「阿耆多啊！世界被無知遮蔽；由於貪欲和懈

怠，它不發光；我稱欲望為污垢，痛苦是它的大恐怖。」 

（03）1034 可尊敬的阿耆多問道：「欲流橫溢，怎樣堵住？請告訴我

抑制欲流，憑什麼阻擋欲流？」 

（04）1035 世尊說道：「阿耆多啊！思想堵住世上的欲流；我告訴你

抑制欲流，憑智慧阻擋欲流。」 

（05）1036 可尊敬的阿耆多說道：「智慧和思想，世尊啊！我問您，

請告訴我怎樣滅除名色？」 

（06）1037「阿耆多啊！我回答你問的這個問題，怎樣徹底滅除名色？

只要滅除識，就能滅除名色。」 

（07）1038「我問您，世上那些考察萬物的人，那些學生，他們應該

有什麼樣的行為？您是智者，請告訴我，可尊敬的人啊！」 

（08）1039「比丘不應該貪戀愛欲，應該心境平靜，精通萬物，富有

思想，四處雲遊。」 

 

第三章  提舍彌勒問 

（01）1040 可尊敬的提舍彌勒說道：「在這世上，誰是知足者？誰沒

有躁動？誰懂得〔兩邊〕，理解中間而不執著？您稱誰為偉人？誰在

這世上克服了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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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41 世尊說道：「彌勒啊！棄絕愛欲，擺脫貪欲，始終富有思

想，寧靜安樂，這樣的比丘沒有躁動。 

（03）1042 他懂得〔兩邊〕，理解中間而不執著；我稱他為偉人；他

克服了世上的貪欲。」 

 

第四章  布那迦問 

（01）1043 可尊敬的布那迦說道：「您沒有欲望，知根悉底，我來求

教問題。根據什麼，這世上的仙人、俗人、刹帝利和婆羅門舉行各種

祭祀，供奉天神？我問您，世尊啊！請告訴我。」 

（02）1044 世尊說道：「布那迦啊！這世上的仙人、俗人、刹帝利和

婆羅門舉行各種祭祀，供奉天神，布那迦啊！他們執著老年，盼望與

世長存，所以舉行祭祀。」 

（03）1045 可尊敬的布那迦說道：「這世上的仙人、俗人、刹帝利和

婆羅門舉行各種祭祀，供奉天神，世尊啊！他們積極行走在祭祀之路

上，能超越生和老嗎？可尊敬的人啊！我問您，世尊啊！請告訴我。」 

（04）1046 世尊說道：「布那迦啊！他們盼望，他們讚美，他們渴求，

他們祭祀，他們由於有所獲得而渴望愛欲，熱衷祭祀，貪戀生存，我

說他們不能超越生和老。」 

（05）1047 可尊敬的布那迦說道：「如果他們熱衷祭祀，不能通過祭

祀超越生和老，那麼，可尊敬的人啊！在這神界和人界，誰能超越生

和老？可尊敬的人啊！我問您，世尊啊！請告訴我。」 

（06）1048 世尊說道：「布那迦啊！洞悉世上萬事萬物，在世上任何

地方都不衝動，平靜，無激情，無煩惱，無貪欲，我說這樣的人超越

生和老。」 

 

第五章  彌德古問 

（01）1049 可尊敬的彌德古說道：「我認為您知識淵博，心靈完美。

我問您，世尊啊！請告訴我世上各色各樣的痛苦產生於何處？」 

（02）1050 世尊說道：「彌德古啊！你問我關於痛苦的產生，我將按

照我的理解回答你。世上各色各樣的痛苦產生于生存因素。 

（03）1051 無知的蠢人執著生存因素，一再蒙受痛苦。因此，智者明

瞭痛苦產生的原因，不會執著生存因素。」 

（04）1052「您對我們有問必答，我要問您另一個問題，請告訴我：

智者如何越過生、老、憂愁和悲傷的水流？請您解答，牟尼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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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這個法門。」 

（05）1053 世尊說道：「彌德古啊！我將向你解釋這個前所未聞的法

門，知道了這個法門，就會成為有思想的人，四處雲遊，越過世上的

執著。」 

（06）1054「大仙啊！我樂於聽取這個無上的法門。知道了這個法門，

就會成為有思想的人，四處雲遊，越過世上的執著。」 

（07）1055 世尊說道：「彌德古啊！不要喜歡和執著你所知道的上下

左右和中間的任何東西，不要結識存在。 

（08）1056 這樣生活的比丘富有思想，勤奮努力，四處雲遊，拋棄自

私，拋棄生、老、憂愁和悲傷，就會在這世上成為智者，脫離痛苦。」 

（09）1057「大仙的話對摒棄生存因素作了透徹說明，喬達摩啊！我

聽了喜歡。世尊確實擺脫了痛苦，因為您知道這個法門。 

（10）1058 牟尼啊！經常受您教誨的人，一定會脫離痛苦。因此，我

來向您致敬，高尚的人啊！但願世尊不斷賜我教誨。 

（11）1059 知識淵博，無所執著，不沉溺愛欲，這樣的婆羅門確實能

越過水流，達到彼岸，沒有障礙，沒有疑惑。 

（12）1060 他是世上的智者，知識淵博，擺脫對各種生存的執著，沒

有貪愛，沒有煩惱，沒有欲望，我說這樣的人越過生與老。」 

 

第六章  陀多迦問 

（01）1061 可尊敬的陀多迦說道：「我問您，世尊啊！請告訴我，我

渴望您的言詞，大仙啊！聽了您的言詞，就能自己學會涅槃。」 

（02）1062 世尊說道：「陀多迦啊！你努力吧。世上有思想、有智慧

的人從這裏聽了我的言詞，就能自己學會涅槃。」 

（03）1063「在這神界和人界，我看到婆羅門無所執著地生活。洞察

一切的人啊！我向您致敬，釋迦啊！請把我從疑惑中解脫出來。」 

（04）1064「我無法去解脫這世上任何有疑惑的人，陀多迦啊！如果

你學會這個無上法門，就能越過水流。」 

（05）1065「您憐憫我，教給我吧，梵天啊！我懂得了這個寂靜法門，

就能像空氣一樣無所阻礙，在這世上平靜地、無拘無束地雲遊。」 

（06）1066 世尊說道：「陀多迦啊！我將向你解釋這種前所未聞的寂

靜，懂得了這種寂靜，就能平靜地雲遊，越過世上的執著。」 

（07）1067「我喜歡這種無上的寂靜，懂得了這種寂靜，就能平靜地

雲遊，越過世上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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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68 世尊說道：「陀多迦啊！理解你所知道的上下左右和中間

的任何東西都是世上的束縛，不要貪戀各種生存。」 

 

第七章  烏波濕婆問 

（01）1069 可尊敬的烏波濕婆說道：「釋迦啊！我獨自一人，沒有依

靠，不能越過這大水流，洞察一切的人啊！請告訴我依靠什麼越過水

流？」 

（02）1070 世尊說道：「烏波濕婆啊！不渴望任何東西，富有思想，

依靠一無所有，越過水流；拋棄愛欲，擺脫疑惑，日夜追求滅寂貪愛。」 

（03）1071 可尊敬的烏波濕婆說道：「擺脫對一切愛欲的貪戀，拋棄

任何東西，依靠一無所有，達到至高的名想解脫，這樣的人將停留在

那裏，不再前進了嗎？」 

（04）1072 世尊說道：「烏波濕婆啊！擺脫對一切愛欲的貪戀，拋棄

任何東西，依靠一無所有，達到至高的名想解脫，這樣的人將停留在

那裏，不再前進。」 

（05）1073「如果他停留在那裏許多年，不再前進，洞察一切的人啊！

如果他在那裏達到平靜，獲得解脫，這種人的識是否還存在？」 

（06）1074 世尊說道：「烏波濕婆啊！正如火苗被大風吹滅，已經消

失，無以命名，牟尼擺脫了名和身，已經消失，無以命名。」 

（07）1075「他是消失了，還是不存在？還是永遠健康地存在？請向

我解釋，牟尼啊！因為您知道這個法門。」 

（08）1076 世尊說道：「烏波濕婆啊！這樣的人消失後，形量不存在，

人們談論他的依據不存在；當一切現象消失時，一切談論方式也消

失。」 

 

第八章  南德問 

（01）1077 可尊敬的南德說道：「人們世上有牟尼，您對此如何看？

他們稱有知識的人，還是稱遵行某種生活方式的人為牟尼？」 

（02）1078「世上智者不依據觀點、學問和知識稱某人為牟尼；無設

防，無煩惱，無欲望，我稱這樣的人為牟尼。」 

（03）1079 可尊敬的南德說道：「有些沙門、婆羅門說純潔來自所見

和所聞，來自德行戒行，或來自其他各種途徑，世尊啊！在世上這樣

生活的人能越過生和老嗎？我問您，可尊敬的人啊！請告訴我，世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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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80 世尊說道：「南德啊！有些沙門、婆羅門說純潔來自所見

和所聞，來自德行戒行，或來自其他各種途徑，我說在世上這樣生活

的人是不能越過生和老。」 

（05）1081 可尊敬的南德說道：「有些沙門、婆羅門說純潔來自所見

和所聞，來自德行戒行，或來自其他各種途徑，牟尼啊！如果您說他

們不能越過水流，那麼，在這神界和人界，誰能越過生和老呢？我問

您，可尊敬的人啊！請告訴我，世尊啊！」 

（06）1082 世尊說道：「南德啊！我不是說所有的沙門、婆羅門都受

生和老包圍。在這世上，拋棄一切所見、所聞、所想、德行戒行、拋

棄其他各種途徑，洞察貪愛，擺脫貪惱，我說這樣的人能越過水流。」 

（07）1083「大仙的話對拋棄生存因素作了透徹說明，我聽了喜歡，

喬達摩啊！在這世上，拋棄一切所見、所聞、所想、德行戒行，拋棄

其他各種各種途徑，洞察貪愛，擺脫煩惱，我說這樣的人能越過水流。」 

 

第九章  海摩迦問 

（01）1084 可尊敬的海摩迦說道：「過去有些人向我解釋喬達摩之前

的教義，說是『從前如此，現在也將如此。』所有這些傳統說法全然

增加我的疑惑。 

（02）1085 我不喜歡這些說法，請告訴我剷除貪愛的法門。牟尼啊！

懂了這個法門，就能成為有思想的人，四處雲遊，逾越過世上的執著。」 

（03）1086「摒棄對世上所見、所聞、所想、諸識和可愛的諸色的貪

戀，海摩迦啊！這便是不滅的涅槃境界。 

（04）1087 懂得了這個法門，他們就能成為有思想的人，在這世上永

遠安樂平靜，越過世上的執著。」 

 

第十章  都提耶問 

（01）1088 可尊敬的都提耶說道：「沒有愛欲，沒有貪欲，擺脫疑惑，

這樣的人有什麼樣的解脫？」 

（02）1089 世尊說道：「都提耶啊！沒有愛欲，沒有貪欲，擺脫疑惑，

這樣的人沒有別樣的解脫。」 

（03）1090「他是沒有欲望，還是有渴望？他是具有智慧，還是正在

獲得智慧？洞察一切的人啊！請向我解釋。釋迦啊！讓我知道什麼是

牟尼。」 

（04）1091「他沒有欲望，沒有渴望；他是具有智慧，而不是正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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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你要知道，都提耶啊！他不執著愛欲和存在，一無所有，這樣

的人是牟尼。」 

 

第十一章  迦波問 

（01）1092 可尊敬的迦波說道：「請您為受老和死控制的人們，指出

屹立在水流中和無比恐怖的洪水中的島嶼，可尊敬的人啊！請您告訴

我這個島嶼，以便我不再受苦。」 

（02）1093 世尊說道：「迦波啊！我為受老和死控制的人們，指出屹

立在水流中和無比恐怖的洪水中的島嶼，迦波啊！ 

（03）1094 一無所有，一無所取，這個島嶼獨一無二，我稱它為涅槃，

滅寂老和死。 

（04）1095 懂得了這一點，就能成為有思想的人，在這世上安樂平靜，

不陷入摩羅的控制，不成為摩羅的同伴。」 

 

第十二章  闍多迦尼問 

（01）1096 可尊敬的闍多迦尼說道：「聽說您是一位不貪戀愛欲、越

過水流的英雄，我來向您這位清淨者求教。請告訴我平靜的境界，洞

察一切的人啊！請如實告訴我，世尊啊！ 

（02）1097 世尊克服了愛欲，四處雲遊，猶如太陽用光芒照亮大地，

大智者啊！請把這個法門教給我這個智慧淺薄的人，讓我知道怎樣在

這世拋棄生和老。」 

（03）1098 世尊說道：「闍多迦尼啊！摒棄對愛欲的貪戀，以棄世為

安樂，既無所取，也無所棄。 

（04）1099 消滅過去之事，排除將來之事，也不執著現在之事，便能

平靜地生活。 

（05）1100 徹底摒棄對名色的貪戀，婆羅門啊！沒有任何導致陷入摩

羅控制的煩惱。」 

 

第十三章  拔陀羅弗達問 

（01）1101 可尊敬的跋陀羅弗達說道：「您拋棄家庭，斬斷貪欲，擺

脫欲望，摒棄快樂，越過水流，獲得解脫，脫離劫波，具有妙智，我

向您求教。聽了您這位聖人的教誨後，人們將離開這裏。 

（02）1102 人們從各國匯集這裏，渴望聽取您的言詞，英雄啊！請您

告訴他們，因為您知道這個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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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03 世尊說道：「跋陀羅弗達啊！徹底擺脫上下、左右和中間

的攝取欲望，因為誰在世上攝取，誰就會受到摩羅跟蹤。 

（04）1104 因此，懂得了這一點，有思想的比丘認為人執著攝取就是

執著死亡領域，就不會在一切世上攝取任何東西。」 

 

第十四章  烏德耶問 

（01）1105 可尊敬的烏德耶說道：「您滌除塵垢，坐而修禪，完成責

任，沒有煩惱，精通萬物，我帶著問題而來，請告訴我怎樣憑智慧獲

得解脫和剷除無知？」 

（02）1106 世尊說道：「烏德耶啊！拋棄對愛欲的渴求和失望，克服

懶惰，戒絕惡行。 

（03）1107 思想超然，達到純潔，把思考正法放在首位，我告訴你，

這就是憑藉智慧獲得解脫和剷除無知。」 

（04）1108「什麼是世界的束縛？怎樣考察它？拋棄什麼，才是人們

所說的涅槃？」 

（05）1109「歡喜是世界的束縛，通過思維考察它，拋棄貪愛便是人

們所說的涅槃。」 

（06）1110「富有思想，四處雲遊，這樣的人怎樣滅寂諸識？我們前

來問您，聆聽您的教誨。」 

（07）1111「富有思想，四處雲遊，這樣的人不喜歡內在和外在的諸

受，這樣，就能滅寂諸識。」 

 

第十五章  波娑羅問 

（01）1112 可尊敬的波娑羅說道：「您顯示過去，沒有欲望，剷除恐

懼，精通萬物，我帶著問題來問您。 

（02）1113 已知過去色，拋棄一切身，視內在和外在為一無所有，我

詢問您有關這種人的知識，釋迦啊！應該怎樣理解這種人？」 

（03）1114 世尊說道：「波娑羅啊！如來知道諸識的一切狀況，知道

這種人立足解脫，以爭脫為終極目的。 

（04）1115 知道歡喜的束縛因一無所有而消失，理解一切，洞察一切，

這就是有關完美的婆羅門的知識。」 

 

第十六章  摩伽羅闍問 

（01）1116 可尊敬的摩伽羅闍說道：「我已經兩次問過釋迦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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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位明眼者沒有解答。我聽說只要問第三次，聖仙就會解答。 

（02）1117 有這世和彼世，有梵界和神界，我不知道著名的喬達摩的

觀點。 

（03）1118 我帶著問題來問洞悉至善的人：一個人怎樣看待世界，死

神才不會找到他？」 

（04）1119「視世界為空無，摩伽羅闍啊！永遠富有思想，摒棄自我

的觀點，這樣就能越過死神；死神找不到這樣看待世界的人。」 

 

第十七章  賓吉耶問 

（01）1120 可尊敬的賓吉耶說道：「我年邁體衰，形容憔悴，耳聾眼

花，不要讓我糊裏糊塗死去，請告訴我這個法門，我知道後，能在這

世擺脫生和老。」 

（02）1121 世尊說道：「賓吉耶啊！看到世人懶惰懈怠，受害於諸色，

受苦於諸色，因此，賓吉耶啊！你要勤奮努力，摒棄諸色，不再再生。」 

（03）1122「四面、四角和上下，共有十方，在這十方世界中，您無

所不見，無所不聞，無所不想，無所不知，請告訴我這個法門，我知

道後，能在這世擺脫生和老。」 

（04）1123「看到世人受貪愛擺佈，受衰老折磨，因此，賓吉耶啊！

你要勤奮努力，摒棄貪愛，不再再生。」 

 

第十八章  彼岸道經 

    世尊住在摩揭陀石寺，十六個婆羅門弟子輪流提出問題，他一一

作了解答。如果懂得每個問題的要義，懂得正法，遵循正法，他就能

到達老和死的彼岸。這些正法導向彼岸，因此，這個法門被稱作「彼

岸道」。 

（01）1124 阿耆多、提舍彌勒、布那迦、彌德古、陀多迦、烏波濕婆、

南德、海摩迦； 

（02）1125 兩位都提耶、迦波、闍多迦尼智者、跋陀羅弗達、烏德耶、

波娑羅婆羅門、摩伽羅闍和賓吉耶大仙。 

（03）1126 他們來到品行完美的仙人佛陀那裏，來到無上佛陀那裏，

詢問精妙的問題。 

（04）1127 佛陀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作了如實的解答。牟尼對這些問題

的解答，使這些婆羅門滿意。 

（05）1128 他們對明眼者、太陽的親屬佛陀感到滿意，在這位智慧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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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人身旁，過梵行生活。 

（06）1129 他們按照佛陀對每個問題的教誨生活，從此岸走向彼岸。 

（07）1130 遵行這條無上之路，便能從此岸走向彼岸。這是導向彼岸

的道路，因此，稱為「彼岸道」。 

（08）1131 可尊敬的賓吉耶說道：「我將讚頌彼岸道！這位無垢者、

廣智者、清淨者、無欲者、庇護者，洞察什麼教誨什麼，有什麼必要

說謊？ 

（09）1132 他摒棄污垢和癡迷，擺脫驕傲和虛妄，嗨！我將稱頌他的

美妙言詞。 

（10）1133 梵天啊！我侍奉這位被稱作『真理』的佛陀，他驅除黑暗，

洞察一切，理解世界，越過一切存在，沒有煩惱，擺脫一切痛苦。 

（11）1134 猶如鳥兒離開灌木叢，定居在果實累累的樹林，我也離開

那些目光短淺的人，像天鵝到達大湖。 

（12）1135 過去有些人向我解釋喬達摩之前的教義，說是『從前如此，

現在也將如此。』所有這些傳統說法全然增加我的疑惑。 

（13）1136 唯獨他驅除黑暗，出身高貴，光彩熠熠，這位智慧廣博的

喬達摩，智力發達的喬達摩！ 

（14）1137 他教給我這個無與倫比的法門，它可以直接親證，達到滅

寂貪愛。 

（15）1138『這位智慧廣博的喬達摩，智力發達的喬達摩！賓吉耶啊！

你離開他片刻嗎？ 

（16）1139 他教給你這個無與倫比的法門，它可以直接親證，達到滅

寂貪愛。』 

（17）1140 這位智慧廣博的喬達摩，智力發達的喬達摩！婆羅門啊！

我片刻也不離開他。 

（18）1141 他教給我這個無與倫比的法門，它可以直接親證，達到滅

寂貪愛。 

（19）1142 我日日夜夜勤奮努力，用我的心，如同用我的眼看著他，

在崇敬中度過夜晚，因此，我認為我沒有離開他。 

（20）1143 我的信仰、喜悅、思想和意念都離不開喬達摩的教誨。這

位大智者走到哪裡，我便在哪裡向他致敬。 

（21）1144 一旦我年邁體衰，我的身體到不了他那裏，我的思想也永

遠努力到他那裏，婆羅門啊！因為我的心與他相連。 

（22）1145 我陷入泥潭，戰慄發抖，從這個島爬上那個島，然後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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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越過水流、沒有煩惱的正等覺。 

（23）1146『正如婆迦利、跋陀羅弗達、阿羅維喬達摩擺脫信仰，你

也擺脫信仰吧！賓吉耶啊！你將走向死亡領域的彼岸。』 

（24）1147 聽了牟尼的言詞，我非常高興。正等覺揭開遮蔽，排除障

礙，充滿智慧。 

（25）1148 他理解一切天神，知道一切事物；他是導師，解答有疑惑

的人提出的問題。 

（26）1149 我肯定會達到那個不可戰勝、不可動搖、無與倫比的境界。

在那裏，我將沒有疑惑。你要記住，我是個思想堅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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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經》的經型及其編集的研究 
 

林崇安（2004） 

 

一、前言 

 
釋尊悟道後，首先在波羅奈城轉四諦法輪，度化憍陳如等五比

丘，接著度化了耶舍及其親友，而後赴尼連禪河邊度化優樓頻羅迦

葉、那提迦葉及伽耶伽葉三兄弟及其弟子，接著在不同地方度化了舍

利子、目揵連、大迦葉、優波離、阿那律等人，並要求這些證得阿羅

漢的弟子們分散到印度各地去弘法。這些聖弟子們，往印度各地弘法

後，便將佛陀所教導的九分教流傳開來。九分教是 1 契經（修多羅），

2 應頌（重頌，祇夜），3 記說（和伽羅那），4 諷誦（伽他），5 自說

（憂陀那），6 本事（如是語經、伊帝日多伽），7 本生（闍陀加），8

方廣（毗佛略），9 希法（阿浮陀達磨）。釋尊在世時，最初所傳誦的

第一類經典是偈頌型的「自說」和「諷誦」；另一類經典是散文型的

「契經」，有一些契經被編集成增一式的《如是語經》，其內容大致相

同於玄奘所譯的《本事經》。《本事經》或《如是語經》的一個特色是

不明顯說出傳法的地點、因緣等事，並於經末配上「應頌」（重頌），

所以，《阿毘達磨順正理論》說： 

 

言《本事》者，謂說自昔展轉傳來，不顯說人、談所、說事。（T27, 

p660a） 

 

以下所要探討的便是流傳至今的北傳《本事經》與南傳《如是語經》

的經文特色和演變。 

 

二、北傳《本事經》與南傳《如是語經》 
 

北傳的《本事經》依次是一法品、二法品和三法品，共 138 經，

明顯呈現出「增一」的形式。南傳的《如是語經》，有第一集（27 經）、

第二集（22 經）、第三集（50 經）、第四集（13 經），依次是一法、二

法、三法、四法，共 112 經。北傳《本事經》和南傳《如是語經》相

比對後，明顯可以看出北傳的前三法品與南傳的前三集，有不少意義

 158



相當的經，但經的先後次第不同，這三法、三集中，《本事經》比《如

是語經》多出不少經，有可能是後期所編入。南傳多出的第四集有

13 經，約 5 經屬四法，其餘分屬三、五、六法，第四集也可能是後期

編入。北傳《本事經》和南傳《如是語經》經典的先後次第不同，這

是由於南傳佛教的傳承中，有參與第二、第三結集而將經次略加調整

之故。以下引用北傳的《本事經》來分析經文的特色（南傳《如是語

經》的特色大致相同）。 
 

三、《本事經》的經型特色 
 

《本事經》除了依「增一」的形式往下編排之外，它的經型是：

無因緣（尼陀那），有重頌（＝應頌＝祇夜），其內容泛括戒、定、慧。

以下依次引經說明。 

 
第1經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覆障群生，馳騁流轉生死長

途，如無明蓋。所以者何？ 

（03）世間群生，由無明蓋所覆障故，馳騁流轉生死長途。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起慧明，破無明蓋，出貪愛

網？ 

（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別有一法，覆障諸群生，馳流生死途，如無明蓋者， 

無明大愚闇，由斯久流轉，彼此有往來，昇沈高下趣， 

若破無明蓋，解脫貪愛網，不處生死流，以無彼因故。 

 

第2經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繫縛群生，馳騁流轉生死長

途，如貪愛結。所以者何？ 

（03）世間群生，由貪愛結所繫縛故，馳騁流轉生死長途。 

（04）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瑩慧刀，斷貪愛結，破大闇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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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汝等苾芻，應如是學。 

（06）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別有一法，繫縛諸群生，馳流生死途，如貪愛結者， 

貪愛大繫縛，由斯久流轉，彼此有往來，昇沈高下趣， 

若斷貪愛縛，破大黑闇聚，不處生死流，以無彼因故。 

 

第91經 

（01）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02）苾芻當知！一切如來、應、正等覺，憐愍世間，出興於世，為

欲永斷、除捨二法，轉於賢聖無上法輪。一切世間，所有沙門，

或婆羅門、天、魔、梵等，曾未有能如法轉者。 

（03）云何二法？一者無明，二者有愛。 

（05）一切如來、應、正等覺，憐愍世間，出興於世，皆為永斷、除

捨此二，轉於賢聖無上法輪，廣說乃至曾未有能如法轉者。若

能永斷、除捨一切所有無明及諸有愛，令其永盡，無有遺餘，

便能永斷一切煩惱諸雜染法，是則名為：出諸坑塹，越諸垣牆，

破諸關鍵，摧伊師迦，是真賢聖，是正法幢，是大沙門，是婆

羅門，是真聰慧，是真沐浴，是真智者，是真調順，至調順地，

名世福田。 

（05）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說頌曰： 

無上正等覺，商主世間尊，大雄大丈夫，拔眾毒箭者， 

哀愍諸世間，為斷除二法，謂無明有愛，轉無上法輪， 

是苦是苦因，是眾苦永滅，是八支聖道，趣滅苦涅槃， 

智者聞斯法，信解等堅牢，達諸法正真，斷無明有愛， 

無明有愛除，諸雜染皆滅，至善調順地，名世良福田。 

 

以上列出一法品的二個例子（1，2 經）和二法品的一個例子（91 經），

即可明顯看出《本事經》的經型特色是： 
 

1.依照法數編列： 

上列前二經是編屬法數「一」，這一法依次是「無明蓋」、「貪愛

結」。後一經是編屬法數「二」，這二法是無明、有愛。 

2.沒有因緣（尼陀那）： 

沒有「一時，佛在某處」等說法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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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重頌（＝應頌＝祇夜）： 

經尾有釋尊重攝經義所說的頌。此處前二經有相似的重頌。後一

經的重頌同樣是重攝經義，此經文中有「廣說乃至」，是省略文，

指四聖諦（是苦、是苦因、是眾苦永滅、是八支聖道）等。 

4.是佛對弟子們所要求的學處： 

經文最後有時出現「汝等苾芻，應如是學！」，表示是一種學處。 

5.其內容泛括戒、定、慧： 

經文的主體內容不外是戒、定、慧，經上常以不同的角度來敘述，

例如八支聖道的內容也是戒、定、慧三學，這些開示的目的在於

滅除無明蓋、貪愛結。以下再摘引二法品和三法品的經文的主體

文句來補充說明經文的主體內容。 

 

第77經經文主句 

（01）云何二法，若修、若習、若多修習，能斷二法？謂不淨觀及慈

悲觀，能斷貪欲及與瞋恚。所以者何？ 

（02）一切已貪、現貪、當貪，皆由作意思惟淨相。 

一切已瞋、現瞋、當瞋，皆由作意思惟怨相。 

（03）一切已斷、現斷、當斷所有貪欲，皆由作意修不淨觀。 

一切已斷、現斷、當斷所有瞋恚，皆由作意修慈悲觀。 

 

第88經經文主句 

（01）苾芻當知！依住尸羅，能修二法。云何為二？謂奢摩他、毘缽

舍那。 

（2a）謂修行者，依住尸羅，修奢摩他，既修如是奢摩他已，修心令

滿。為何事故修習其心？修習心者，為斷貪故。 

（2b）諸修行者，依住尸羅，精勤修習毘缽舍那，既修如是毘缽舍那

已，修慧令滿。為何事故修習其慧？修習慧者，為斷癡故。 

（03）貪染污心，令不解脫；癡染污慧，令不明照。若永離貪，心善

解脫；若永離癡，慧善解脫。若於如是二種解脫，已能正知見

得觸證，我說彼為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獨一修習最上丈夫。 

 

第116經經文主句 

（01）苾芻當知！學有三種，若能於中，離諸放逸，晝夜精勤，絕諸

緣務，獨處空閑，無倒修學，未生諸漏令永不生，已生諸漏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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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盡滅。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

慧學。 

（2a）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諸苾芻，具淨尸羅，安住、守護別解脫

戒，軌範所行無不圓滿，於微小罪見大怖畏，具能受學所應學

處，成就清淨身、語二業，成就淨命，成就淨見，如是名為增

上戒學。 

（2b）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諸苾芻，能正離欲惡不善法，有尋有伺，

離生喜樂，具足安住最初靜慮，廣說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靜慮，

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2c）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諸苾芻，如實了知：是苦聖諦、苦集聖

諦、苦滅聖諦、及能趣苦滅道聖諦，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03）如是三學，若能於中，離諸放逸，晝夜精勤，絕諸緣務，獨處

空閑，無倒修學，未生諸漏令永不生，已生諸漏令永盡滅。 

 

以上所摘錄的內容，可以清楚看出，所說的不淨觀、慈悲觀、奢摩他、

毘缽舍那等，都不出戒、定、慧三學的範圍。 
 

四、《本事經》的演變及與《增一阿含經》的關係 
 

釋尊四十多年的教化，因材施教，開示深淺不同的佛法，為了便

於憶持，有時將依法數增加的方式來傳揚佛法，此有二類：A《本事

經》；B《契經》中的一些經，例如，後來編入《長阿含經》中的《增

一經》、《三聚經》、《眾集經》、《十上經》。今分別討論如下。 

A.《本事經》除了依「增一」的形式往下編排之外，它的經型是：

無因緣（尼陀那），有重頌（＝應頌＝祇夜），其內容泛括戒、定、慧。

所編的法數只到三法或四法而已，便於初學者去記誦。《本事經》在

釋尊教化的中期便開始傳出。這種增一的講經方式，便於初學，在弘

揚佛法上，甚為方便。 

B.例如《長阿含經•增一經》（T1,57b）：內容是「一成法、一修

法、一覺法、一滅法、一證法」一直增至「十成法、十修法、十覺法、

十滅法、十證法」。同樣，在《長阿含經•三聚經》，釋尊對諸比丘的

開示，也是依增一的形式，由「一法趣惡趣，一法趣善趣，一法趣涅

槃」說到「十法向惡趣，十法向善趣，十法向涅槃」。在《長阿含經•

十上經》中，釋尊令舍利弗說法，舍利弗依增一的形式，由「一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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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難解法、一生法、一

知法、一證法」一直說到「十成法、十修法、十覺法、十滅法、十退

法、十增法、十難解法、十生法、十知法、十證法」，最後並經佛印

可。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長阿含經•眾集經》（T1,49c），此經也是釋

尊令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舍利弗由「一正法」一直說到「十正法」，

條列出重要的法數，這種由一到十的增一方式，便於歸納大量的佛

法，其出現是在釋尊教化的後期。 

以上所說A《本事經》和B《契經》中的《眾集經》的結合，便

是後來《增一阿含》編集的雛型。王舍城第一結集時，依次結集《相

應》、《中》、《長》、《增一》等四阿含，其中以增一的方式編出《增一

阿含經》，並有一定的經型。以北傳的《增一阿含經》來看，《增一

阿含經》的主要經型是：有因緣，無重頌，有「當作是學」＝學處，

內容泛含戒定慧，從一法一直結集到十一法，幾乎取代了《本事經》

的地位，因此在第一結集時，不將《本事經》集入四阿含中。 

到了佛滅百年的毗舍離結集和阿育王的華氏城結集，先結集律藏

而後結集經藏，此中經藏依次結集《長》、《中》、《相應》、《增一》及

《小部＝雜藏》等五部，將本事經（如是語、伊帝日多伽）編入《雜

藏》中，並將各《阿含經》內部的次序大幅調整、刪減重複，形成南

傳五部的精簡風格。今日南傳的《如是語＝本事經》就是經由毗舍離

結集和華氏城結集而被編集在《小部＝雜藏》中。 

北傳的《本事經》和《法句經》一樣，都是釋尊時期就傳遍印度

各地的重要教導，雖未被編入第一結集的阿含中，但一直在印度下傳

著。南傳的《如是語經》和《法句經》，則是經由第二、第三結集編

入《小部＝雜藏》中，並將經次略加調整而保留在南傳的阿含藏中。 

 
五、結語 
 

北傳的《本事經》相當於南傳的《如是語經》，其經型是：無因

緣（尼陀那），有重頌（＝應頌＝祇夜），有學處：「應如是學！」。其

內容泛括戒、定、慧，所編的法數只到三法（或四法）而已，在釋尊

教化的中期便開始傳出。這種增一的講經方式，便於初學記誦，在弘

揚佛法上，甚為方便，值得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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