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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序序序  言言言言 

 

有人說：宗教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虛幻的反映，

宗教具有麻醉作用，它可以使無知蒙昧的人們把

注意力從悲慘的現實轉向虛無飄渺的天國，從而

不去爭取現實的幸福。又有人說：佛教對現實世

界基本持消極、否定態度，讓人們放棄對現世的

追求，並把期待和希望寄託在所謂的“來世”、

“彼岸”和“極樂世界”。 

這些觀點對不對呢？如果用之來衡量西方宗

教或流變了的佛教也許適合，但套之於早期佛教，

或者在這篇《沙門果經》中所揭示的佛陀教導的

內容，那就未必吻合了。 

本經名為《沙門果經》，“沙門”即出家人，

“果”即成果，特指今生即可以獲得的有目共睹

的現實成果。從經名即可得知，本經圍繞著出家

人過修行生活是否能夠在今生即獲得現實成果的

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本經記載的是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其主角

未生怨王(Ajātasattu)是個歷史人物，他是西元前 6



《沙門果經》講義   

II 

世紀古印度十六國之一的馬嘎塔國(Magadha)的國

王。在隨後的一二百年間，馬嘎塔國通過不斷的

擴張和兼併戰爭，逐漸統一印度全境，建立了古

印度史上的強大帝國——孔雀王朝(Maurya)，就好

像中國的秦朝。西元前 6 世紀的古印度亦如中國

的春秋戰國一樣，是一個弱肉強食、戰亂頻仍的

時代。作為生活在兵荒馬亂年代的大國君主，未

生怨王是一個年輕氣盛、野心勃勃、窮兵黷武的

國王。本經就是通過這個只知追求現實權欲，只

考慮現實利益的國王，提出關於出家人是否也能

在現實生活中獲得現實可見的成果的問題，引出

佛陀的一系列精彩的回答。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出家人似乎是不關心世

事，只知追求所謂的來世、彼岸，甚至被認為是

“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人群。然而，未生怨王

既不關心來世，也不想聽有關來世的說教，他所

提出的問題正好代表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對宗教感

興趣的問題。同樣，佛陀在本經中所作出的一系

列肯定的回答，即佛教沙門通過精進努力，在今

生即能夠獲得的所有現實成就，完全不帶有任何

鬼神崇拜、他力救濟、精神麻醉的成分，也絲毫

不涉及有關來世的說教。 

所謂“現實”，即當前存在的客觀實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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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前可以被主觀意識感知的對象。然而，追求

現實的成就很容易被人片面地誤解為追求金錢、

財富、名利、權力等物質方面的利益，並以滿足

物欲、佔有欲、權欲、虛榮等為目的。過度著眼

於物質上的成就，容易使人陷於庸俗、虛偽、焦

躁、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甚至導致品行墮落、

人格卑劣、人生價值失衡、方向迷失。 

顯然，佛陀在本經所指出的現實成就絕非物

質上的成就，而是指心靈智慧方面的成就。物質

上的成就能夠滿足一時的欲望，但卻不能帶來真

正的快樂。在追求物質成就的同時，失去的往往

是自由、快樂、平靜和超越。佛陀則是站在物質

成就的對立面，來談論心靈上的成就。佛陀在本

經中一共提到十四種沙門果，包括自由、無過之

樂、無垢之樂、知足之樂、身心愉悅之樂、禪悅

之樂、寂靜之樂等。所有這十四種沙門成果，無

一不是在今生即可以體驗到的現實成就，也即是

經文中反復強調的“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di��heva dhamme sandi��hika sāmaññaphala%)。 

 

在巴利聖典中，多處提及佛陀的教法同時具

備以下六個特質：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sandi��hiko, akāl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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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ipassiko, opanayiko, paccatta% veditabbo viññūhīti.” 

“法乃世尊所善說，是自見的，無時的，來見

的，導向[涅槃]的，智者們可各自證知的。” 

1.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 - 法乃世尊所善

說，是初善、中善、後善，說明有義有語、完全

圓滿清淨的梵行。 

2. sandi��hiko - 能親自見到、體驗到的。 

3. akāliko - 聖道生起後無間斷即帶來聖果，

無需花長時間。 

4. ehipassiko - 法確實存在、完全清淨，值得

大家來看、來體證。 

5. opanayiko - 最終導向涅槃。 

6. paccatta% veditabbo viññūhī - 法可以在智

者們各自的內心中證知，無需依賴他人，也不能

互相代替。同時，法的體悟也不是愚人的境界。 

 

佛陀在另外一些經中談到佛法的特質時也說：

“猶如大海逐漸向下，逐漸傾斜，逐漸深入，而不會

忽然陡峭。同樣地，諸比庫，在此法、律中次第而學、

次第而作、次第行道，而不會頓然了知通達。”

(A.8.20) 本經所揭示的一系列循序漸進、次第增上

的沙門果，正好是對這些經文的最佳解釋，也可

以視為是對佛法特質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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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 2009年 12 月在廣東四會六祖寺指導

止觀禪修營期間，一共用了11個晚上講了這篇《沙

門果經》。當時由於時間關係，在開示此經前只是

把經文直接從巴利語翻譯成中文，義註部分只是

參考了菩提長老英編、德雄比丘中譯的《沙門行

果》一書。之後，中國學習上座部佛教的賢友們

把開示錄音聽寫成文，並校對、編輯成書。2011

年，筆者回去緬甸帕奧禪林過雨安居期間，應華

人尊者們的邀請，再次為帕奧禪林的華人僧眾講

解此經。此間發現原書稿中曾參考的第三手資料

（巴利語→英文→中文）和巴利語原義存在一定的

差距，於是又利用雨安居的三個月時間，根據巴

利語義註（也參考複註），對開示的原書稿通篇進

行重新翻譯和修改，如是整理為呈現在讀者面前

的這本書，並名為《〈沙門果經〉講義》。 

 

在此，感謝 Ayyā Sukhitā, Ayyā Khemaratī, 羅慶

龍、楊在城、王寶昭、伊慧玲、譚銘、馮文濤、

吳文偉、宋燕、羅瑞聰、程文兵、郭延忠、劉曉

冬、周宇、陳遠征、黃文利、王智勇、王鵬、全

花莉、李曉民、李傑峰、李偉德、張克強、張強、

張喜東、張茂浩、高波、吳駿峰、朱斌、郝慶惠、

劉睿、王世波、趙祖敏、萬紅衛等眾多賢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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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錄音和校對工作，也感謝“台灣南傳上座部

佛教學院”印行流通本書。 

最後，筆者謹將編譯本書的功德迴向給他的

戒師、父母親、諸位師長、同梵行者、所有禪修

者，以及一切有情，願大家隨喜的功德，能成為

早日斷除煩惱、證悟涅槃的助緣！ 

 

Sādhu! Sādhu! Sādhu! 

薩度！薩度！薩度！ 

 
瑪欣德比庫 

序於西雙版納法樂禪修園 

2011 年 12 月 8日 



 

i 

【凡例】 

1、本書所採用的巴利語經典，直接從巴利語

三藏及其義註、複註中翻譯過來。 

2、本書所採用的巴利語底本，為緬甸第六次

結集的羅馬字體 CD 版 (Cha��ha Sa6gāyana CD 
(version 3), 簡稱 CSCD)。 
3、為了尊重巴利三藏的權威性和神聖性，本

書對巴利聖典(Pā8i)的中文翻譯採用了直譯法，並

用“宋體”字標示。對於義註(a��hakathā)則採用意

譯或譯釋的方式，並用“楷體”字標示。 

4、本書在直譯的聖典文句中，凡加上方括號

[ ]者為補註，即編譯者在翻譯巴利語時根據上下

文的意思加入的中文。 

5、書中對有些巴利語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

多數根據巴利語的實際讀音而採用新的音譯法。

在這些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通常在其後附上

羅馬體的巴利原文。 

6、本書正文前附有《沙門果經》漢譯原文，

經文前的編號為第六次結集的緬文版巴利三藏的

章節序號。對於正文《〈沙門果經〉講義》中再次

出現的經文，以及譯自解釋該經文的義註或複註，

則不再列出其序號。 

7、為了方便讀者對讀巴利原典，本書在所引

述的經文之後都附有巴利語原典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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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書所附的巴利原典出處，多數使用縮略

語。其縮略語所對應的原典茲舉例如下： 

 

9Mv. = Mahāvagga 律藏·大品 

Cv. = Cū8avagga 律藏·小品 

D. = Dīgha-nikāya 長部 

9D.A. = Dīgha-nikāya a��hakathā 長部的義註 

9M. = Majjhima-nikāya 中部 

S. = Sa%yutta-nikāya 相應部 

9A. = A6guttara-nikāya 增支部 

9Vbh. = Vibha6ga 分別 

Vm. = Visuddhi-magga 清淨之道 

9D.2.214 = Dīgha-nikāya,Ⅱ, 214 長部 第二冊 第 214節 

A.8.20 = A6guttara-nikāya, 8, 20 增支部 第 8集 第 20經



 

1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沙門果經沙門果經沙門果經沙門果經    

 

王臣論王臣論王臣論王臣論    (Rājāmaccakathā) 

150.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基瓦王

子育的芒果林，與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一

起。 

那個時候，正值十五日伍波薩他，是[雨季]

第四個月滿月的果木地日晚上，馬嘎塔國韋迭希

之子未生怨王為諸王臣圍繞著，登上殿樓頂層的

上面坐著。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就伍波

薩他發出感歎說:“朋友們，多麼可愛的夜晚啊！

朋友們，多麼美麗的夜晚啊！朋友們，多麼美妙

的夜晚啊！朋友們，多麼愉悅的夜晚啊！朋友們，

多麼祥瑞的夜晚啊！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去拜訪哪

位沙門或婆羅門，拜訪後能使我內心歡喜。” 

151.如此說時，一個王臣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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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未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布拉納·咖沙巴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布拉納·咖沙巴，也許大王

拜訪布拉納·咖沙巴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時，

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2.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

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馬卡離·苟薩喇有僧團、

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主、

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高齡。

大王，拜訪那位馬卡離·苟薩喇，也許大王拜訪馬

卡離·苟薩喇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時，馬嘎塔

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3.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

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阿基答·給薩甘拔喇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也許

大王拜訪阿基答·給薩甘拔喇能使內心歡喜。”如

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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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

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巴古塔·咖吒亞那有僧團、

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主、

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高齡。

大王，拜訪那位巴古塔·咖吒亞那，也許大王拜訪

巴古塔·咖吒亞那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時，馬

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5.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

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山吒亞·悲喇他子有僧團、

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主、

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高齡。

大王，拜訪那位山吒亞·悲喇他子，也許大王拜訪

山吒亞·悲喇他子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時，馬

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156.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

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尼乾陀·那嗒子有僧團、

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主、

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高齡。

大王，拜訪那位尼乾陀·那嗒子，也許大王拜訪尼

乾陀·那嗒子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時，馬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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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王子育基瓦論王子育基瓦論王子育基瓦論王子育基瓦論    (Komārabhaccajīvakakathā) 

157.那個時候，基瓦王子育在馬嘎塔國韋迭希

之子未生怨王不遠處默然而坐。當時，馬嘎塔國

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基瓦王子育這樣說: 

“朋友基瓦，你為何默然呢？” 

“大王，此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住在我

的芒果林，與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一起。對

那位世尊有這樣的好名聲傳揚:‘彼世尊亦即是阿

拉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至，世間解，無

上者，調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世尊。’大

王，拜訪那位世尊，也許大王拜訪世尊能使內心

歡喜。” 

158.“那麼，朋友基瓦，請準備象乘吧！” 

“是的，大王！”基瓦王子育答應馬嘎塔國

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準備了五百頭母象，以及

國王御乘的公象之後，報告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

未生怨王說:“大王，已準備好那些象乘，現在可

考慮時候了。” 

159.那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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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女們一一登上五百頭象乘，並登上[自己] 御乘

的公象，由諸持火炬者伴隨著，以盛大的王者威

嚴從王舍城出發，向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前進。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來到芒

果林不遠之處，覺得害怕、懼怕、身毛豎立。於

是，恐懼、悚懼、身毛豎立的馬嘎塔國韋迭希之

子未生怨王對基瓦王子育這樣說: 

“朋友基瓦，你不會欺騙我吧？朋友基瓦，

你不會矇騙我吧？朋友基瓦，你不會把我交給敵

人吧？若真的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團，為

何既沒有噴嚏聲，也沒有咳嗽聲、吵雜聲呢？” 

“大王，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大王，

我不會欺騙您！大王，我不會矇騙您！大王，我

不會把您交給敵人！大王，前進！大王，前進！

在那圓堂裏燈火輝煌。” 

 

沙門果之問沙門果之問沙門果之問沙門果之問    (Sāmaññaphalapucchā) 

160.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乘象

前進到象所能到之地，從象乘下來後，步行到圓

堂門口。去到後對基瓦王子育這樣說:“朋友基瓦，

哪位是世尊？”“大王，那位是世尊！大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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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世尊依中柱面向東方坐在比庫僧眾的前面。” 

161.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來到

世尊之處，來到後站在一邊。站在一邊的馬嘎塔

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環視默然猶如湖水般澄淨

的比庫僧團，發出感歎說:“願我的伍達夷跋達王

子擁有這樣的寂靜，就如比庫僧團現在所擁有的

寂靜！” 

“大王，你[的思念]隨所愛而去。” 

“尊者，我愛伍達夷跋達王子！尊者，願我

的伍達夷跋達王子擁有這樣的寂靜，就如比庫僧

團現在所擁有的寂靜！” 

162.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禮敬

世尊後，向比庫僧眾合掌致敬，然後坐在一邊。

坐在一邊的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世尊

這樣說:“尊者，我想問世尊一些問題，假如世尊

能抽空為我解答問題。” 

“大王，隨意問吧！” 

163.“尊者，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也即是：

馴象師、馴馬師、車夫、弓術師、旗手、元帥、

糧草兵、高級軍官、突擊隊、前鋒、勇士、裝甲

兵、奴隸子、糕點師、理髮師、洗浴師、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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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鬘師、染織工、織布工、編籃工、陶匠、算術

師、印算師，或其他像這類的種種職業，他們都

能在今生即享用現見的職業成果，他們以此使自

己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快樂和滿足，使妻兒快樂

和滿足，使朋友快樂和滿足，對諸沙門、婆羅門

建立的崇高佈施能導向生天、樂報和天界。尊者，

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164.“大王，你是否記得曾向其他沙門、婆羅

門問過這問題？” 

“尊者，我記得曾向其他沙門、婆羅門問過

這問題。” 

“大王，請說說他們所回答的話，假如你不

[覺得]麻煩的話。” 

“尊者，我不[覺得]麻煩，無論世尊或像世尊

一樣者坐在哪裡。” 

“大王，那請說說吧！” 

 

布拉納咖沙巴之說布拉納咖沙巴之說布拉納咖沙巴之說布拉納咖沙巴之說    (Pūra>akassapavādo) 

165.“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布拉納·咖沙巴

之處。去到之後，與布拉納·咖沙巴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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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的我對布拉納·咖沙巴這樣說:‘朋友咖沙巴，

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也即是：馴象師、馴馬

師、車夫、弓術師、旗手、元帥、糧草兵、高級

軍官、突擊隊、前鋒、勇士、裝甲兵、奴隸子、

糕點師、理髮師、洗浴師、廚師、花鬘師、染織

工、織布工、編籃工、陶匠、算術師、印算師，

或其他像這類的種種職業，他們都能在今生即享

用現見的職業成果，他們以此使自己快樂和滿足，

使父母快樂和滿足，使妻兒快樂和滿足，使朋友

快樂和滿足，對諸沙門、婆羅門建立的崇高佈施

能導向生天、樂報和天界。朋友布拉納·咖沙巴，

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166.尊者，如此說時，布拉納·咖沙巴對我這

樣說:‘大王，做、令做，砍、令砍，燒、令燒，

悲、令悲，疲勞、令疲勞，戰慄、令戰慄，令殺

生、令不與取、破門[行竊]、掠奪[財物]、偷盜、

攔路[搶劫]、通姦他妻、說假話，並沒有作惡行。

即使用邊緣鋒利之輪將此地上的眾生作一肉聚、

一肉堆，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有惡報。即

使沿著恒河的南岸殺戮、令殺戮，砍、令砍，燒、

令燒，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有惡報；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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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恒河的北岸佈施、令佈施，祭祀、令祭祀，

以此因緣既沒有福德，也沒有福報。通過佈施、

調御、自制、真實語沒有福德，[也]沒有福報。’

如此，尊者，我問布拉納·咖沙巴現見的沙門果，

卻答以無作用。 

尊者，就好像問芒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

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尊者，我問布拉納·咖

沙巴現見的沙門果，卻答以無作用。尊者，為此

我這樣想:‘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

[我]領土內的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布拉

納·咖沙巴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

反駁卻不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

受、不採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馬卡離苟薩喇之說馬卡離苟薩喇之說馬卡離苟薩喇之說馬卡離苟薩喇之說 (Makkhaligosālavādo) 

167.“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馬卡離·苟薩喇

之處。去到之後，與馬卡離·苟薩喇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一邊的我對馬卡離·苟薩喇這樣說:‘朋友苟薩喇，

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苟薩喇，是否能

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沙門果經》講義   

10 

168.尊者，如此說時，馬卡離·苟薩喇對我這

樣說:‘大王，有情的污染沒有因、沒有緣，無因、

無緣有情污染；有情的清淨沒有因、沒有緣，無

因、無緣有情清淨。沒有自作者，沒有他作者，

沒有人作者；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能力，

沒有人的努力。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

類、一切生命無自在、無力、無精進，隨命運、

境遇、自然而變化，在六種階層中經受樂與苦。

但於此一百四十萬種主要之胎，及六千六百；五

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一種]業和半業，六十

二種行道、六十二種中劫、六種階層、八種人地、

四千九百種活命、四千九百種遊方僧，四千九百

種龍住、兩千種根、三千種地獄、三十六種塵界，

七種有想胎、七種無想胎、七種節生胎，七種天、

七種人、七種鬼，七種池、七種結節、七百種結

節，七種崖、七百種崖，七種夢、七百種夢，八

百四十萬大劫，若愚者和智者經流轉、輪迴後，

皆將作苦之邊際。其中沒有‘我將通過持戒、禁

誓、苦行或梵行，使未成熟之業成熟，或消除所

觸的成熟之業。’實非如此。苦樂有定量，輪迴

有止境，沒有增減，沒有高下。猶如拋出的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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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翻滾著鬆開。同樣地，愚者和智者經流轉、輪

迴後，皆將作苦之邊際。’ 

169.如此，尊者，我問馬卡離·苟薩喇現見的

沙門果，卻答以輪迴清淨。尊者，就好像問芒果

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

尊者，我問馬卡離·苟薩喇現見的沙門果，卻答以

輪迴清淨。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這樣的人

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門或婆羅

門呢？’尊者，我對馬卡離·苟薩喇的話既不歡喜，

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意，但沒說出

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他的話，從座

位起來而離開。” 

 

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之說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之說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之說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之說    (Ajitakesakambalavādo) 

170.“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阿基答·給薩甘

拔喇之處。去到之後，與阿基答·給薩甘拔喇共相

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

者，坐在一邊的我對阿基答·給薩甘拔喇這樣說:

‘朋友阿基答，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

阿基答，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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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尊者，如此說時，阿基答·給薩甘拔喇對

我這樣說:‘大王，沒有佈施，沒有供養，沒有獻

供，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的異熟，沒有此世，

沒有他世，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眾生是化

生者，世上沒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者、正行道

者，以自智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人只是四大

種，當其死時，地回歸於地身，水回歸於水身，

火回歸於火身，風回歸於風身，諸根轉移為虛空，

以擔架為第五的人們將死者抬走，文句被念到火

葬場為至，骨頭變成鴿子色，供祭皆成灰。佈施

是愚人所施設，任何說有[來世]之說，它們都是空

無、虛妄的戲論。愚者和智者身壞後皆斷滅、消

失，死後不再存在。’ 

172.如此，尊者，我問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現

見的沙門果，卻答以斷滅論。尊者，就好像問芒

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現見的沙門果，

卻答以斷滅論。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這樣

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門或

婆羅門呢？’尊者，我對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的話既

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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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他的

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巴古塔咖吒亞那之說巴古塔咖吒亞那之說巴古塔咖吒亞那之說巴古塔咖吒亞那之說    (Pakudhakaccāyanavādo) 

173．“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巴古塔·咖吒亞

那之處。去到之後，與巴古塔·咖吒亞那共相問候。

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

在一邊的我對巴古塔·咖吒亞那這樣說:‘朋友咖

吒亞那，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咖吒亞

那，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174.尊者，如此說時，巴古塔·咖吒亞那對我

這樣說:‘大王，有此七種身非造作、非造作類、

非化作、非化作者、不生、穩如山峰、豎立如石

柱。它們不動搖、不變易，互相不妨害，不能互

相導致樂、苦或苦樂。哪七種呢？地身、水身、

火身、風身、樂、苦，命為第七。此七種身非造

作、非造作類、非化作、非化作者、不生、穩如

山峰、豎立如石柱。它們不動搖、不變易，互相

不妨害，不能互相導致樂、苦或苦樂。其中沒有

殺者或令殺者，聽聞者或令聞者，識知者或令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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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即使以鋒利的刀劍砍頭，也沒有任何生命

被奪取，只是刀劍落在此七種身中間的空隙而

已。’ 

175.如此，尊者，我問巴古塔·咖吒亞那現見

的沙門果，卻答以其他異事。尊者，就好像問芒

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巴古塔·咖吒亞那現見的沙門果，

卻答以其他異事。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這

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門

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巴古塔·咖吒亞那的話既

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意，

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他的

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尼乾陀那嗒子之說尼乾陀那嗒子之說尼乾陀那嗒子之說尼乾陀那嗒子之說 

  

 (Niga>�hanā�aputtavādo) 

176.“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尼乾陀·那嗒子

之處。去到之後，與尼乾陀·那嗒子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一邊的我對尼乾陀·那嗒子這樣說:‘朋友阿笈韋

山，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阿笈韋山，

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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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尊者，如此說時，尼乾陀·那嗒子對我這

樣說:‘在此，大王，尼乾陀以四種防護而防護。

大王，尼乾陀以哪四種防護而防護呢？在此，大

王，尼乾陀是防止一切水者、相應一切水者、去

除一切水者和遍滿一切水者。大王，尼乾陀乃如

此以四種防護而防護。大王，若尼乾陀如此以四

種防護而防護，大王，這稱為尼乾陀的自至、自

制和自立。’ 

178.如此，尊者，我問尼乾陀·那嗒子現見的

沙門果，卻答以四種防護。尊者，就好像問芒果

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

尊者，我問尼乾陀·那嗒子現見的沙門果，卻答以

四種防護。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這樣的人

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門或婆羅

門呢？’尊者，我對尼乾陀·那嗒子的話既不歡喜，

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意，但沒說出

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他的話，從座

位起來而離開。” 

 

山吒亞悲喇他子之說山吒亞悲喇他子之說山吒亞悲喇他子之說山吒亞悲喇他子之說 (Sañcayabela��haputtavādo) 

179．“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山吒亞·悲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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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處。去到之後，與山吒亞·悲喇他子共相問候。

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

在一邊的我對山吒亞·悲喇他子這樣說:‘朋友山

吒亞，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山吒亞，

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180.尊者，如此說時，山吒亞·悲喇他子對我

這樣說:‘大王，假如你如此問我:〝有來世嗎？〞

若我如此認為:〝有來世。〞我會如此回答你:〝有

來世。〞但我不[說]〝這樣〞，我不[說]〝那樣〞，

我也不[說]〝別樣〞；我不[說]〝不是〞，我也不[說]

〝並非不是〞。假如你如此問我:〝沒有來世

嗎？〞……〝亦有亦沒有來世嗎？〞……〝既非

有亦非沒有來世嗎？〞……〝有眾生是化生者

嗎？〞……〝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亦

有亦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既非有亦非

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有善行惡行諸業

之果的異熟嗎？〞……〝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

的異熟嗎？〞……〝亦有亦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

果的異熟嗎？〞……〝既非有亦非沒有善行惡行

諸業之 果 的異熟嗎？〞……〝如來死後 有

嗎？〞……〝如來死後無有嗎？〞……〝如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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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亦有亦無有嗎？〞……〝如來死後既非有亦非

無有嗎？〞若我如此認為:〝如來死後既非有亦非

無有。〞我會如此回答你:〝如來死後既非有亦非

無有。〞但我不[說]〝這樣〞，我不[說]〝那樣〞，

我也不[說]〝別樣〞；我不[說]〝不是〞，我也不[說]

〝並非不是〞。 

181.如此，尊者，我問山吒亞·悲喇他子現見

的沙門果，卻答以混亂。尊者，就好像問芒果卻

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

尊者，我問山吒亞·悲喇他子現見的沙門果，卻答

以混亂。尊者，為此我這樣想:‘這些沙門、婆羅

門一切都愚癡、一切都愚昧，為何問現見的沙門

果，卻答以混亂。’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

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

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山吒亞·悲喇他子的

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

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

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第一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一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一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一種現見的沙門果    

(Pa�hamasandi��hikasāmaññaph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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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尊者，我也問世尊:‘尊者，是否就如

這些種種職業，也即是：馴象師、馴馬師、車夫、

弓術師、旗手、元帥、糧草兵、高級軍官、突擊

隊、前鋒、勇士、裝甲兵、奴隸子、糕點師、理

髮師、洗浴師、廚師、花鬘師、染織工、織布工、

編籃工、陶匠、算術師、印算師，或其他像這類

的種種職業，他們都能在今生即享用現見的職業

成果，他們以此使自己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快樂

和滿足，使妻兒快樂和滿足，使朋友快樂和滿足，

對諸沙門、婆羅門建立的崇高佈施能導向生天、

樂報和天界。尊者，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

現見的沙門果？” 

183.“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問題反問

你，請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認為如何？在

此，若有一人是你的奴隸、傭人，是早起晚寢、

順從[你意]而作、[令你]適意而行、[對你說]愛語、

仰視[你的]顏臉者。他這樣[想]:‘朋友，未曾有啊！

朋友，福德之所至、福德之果報真稀有啊！此馬

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人，我也是人。此

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擁有、具足五欲功

德而享受，猶如天神；但我卻是他的奴隸、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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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起晚寢、順從而作、適意而行、愛語、仰視

顏臉者。我實應作諸功德，就讓我剃除鬚髮，披

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吧！’ 

他於後時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

而為無家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

而住，防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

服，樂於遠離。假如有人這樣報告你:‘望大王明

鑒：有個人是您的奴隸、傭人，是早起晚寢、順

從而作、適意而行、愛語、仰視顏臉者。大王，

他已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

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而住，防

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樂於

遠離。’你是否會這樣說:‘朋友，把那人抓來，

再做我的奴隸、傭人，做早起晚寢、順從而作、

適意而行、愛語、仰視顏臉者’？” 

184.“當然不會！尊者。我們還會禮敬、起迎、

邀請座位，以衣服、飲食、坐臥處、病者所需之

醫藥資具向他作邀請，為他提供如法的保護、庇

護、守護。” 

185.“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現見

的沙門果還是沒有？” 



《沙門果經》講義   

20 

“尊者，確實有如此現見的沙門果！” 

“大王，這就是我為你指出的第一種在今生

即現見的沙門果！” 

 

第二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二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二種現見的沙門果第二種現見的沙門果    

(Dutiyasandi��hikasāmaññaphala%) 

186.“尊者，能夠告知其他同樣在今生即現見

的沙門果嗎？” 

“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問題反問你，

請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認為如何？在此，

若有一人是你的農夫，是家主、納稅者、增長收

入者。他這樣[想]:‘朋友，未曾有啊！朋友，福

德之所至、福德之果報真稀有啊！此馬嘎塔國韋

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人，我也是人。此馬嘎塔國

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擁有、具足五欲功德而享受，

猶如天神；但我卻是他的農夫，是家主、納稅者、

增長收入者。我實應作諸功德，就讓我剃除鬚髮，

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吧！’ 

他於後時，捨棄少量財產，或捨棄大量財產；

捨離少數的親戚眷屬，或捨離多數的親戚眷屬；

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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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而住，防護意

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樂於遠離。

假如有人這樣報告你:‘望大王明鑒：有個人是您

的農夫，是家主、納稅者、增長收入者。大王，

他已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

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而住，防

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樂於

遠離。’你是否會這樣說:‘朋友，把那人抓來，

再做我的農夫，做家主、納稅者、增長收入

者’？” 

187.“當然不會！尊者。我們還會禮敬、起迎、

邀請座位，以衣服、飲食、坐臥處、病者所需之

醫藥資具向他作邀請，為他提供如法的保護、庇

護、守護。” 

188.“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現見

的沙門果還是沒有？” 

“尊者，確實有如此現見的沙門果！” 

“大王，這就是我為你指出的第二種在今生

即現見的沙門果！” 

    

更殊勝的沙門果更殊勝的沙門果更殊勝的沙門果更殊勝的沙門果    (Pa>ītatarasāmaññaph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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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尊者，能夠告知其他比此現見的沙門果

更超越、更殊勝的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嗎？” 

“可以的，大王。那麼，大王，諦聽，善作

意之！我要說了！” 

“是的，尊者。”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回答世尊。 

190.世尊如此說:“大王，在此，如來出現於

世間，是阿拉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至，

世間解，無上者，調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

世尊。他在這有諸天、魔、梵的世間，有沙門、

婆羅門、天與人的人界，以自己的勝智證悟後宣

說。他所教導之法是初善、中善、後善的，說明

有義有語、完全圓滿清淨的梵行。 

191.有家主、家主子或任一個家族出生者聽了

該法。他聽了該法後對如來獲得信心。他以此獲

得信心具足而如是深思:‘居家狹隘，是塵垢之途，

出家開闊。住在俗家不容易行此完全圓滿、完全

清淨、潔淨如螺貝的梵行。就讓我剃除鬚髮，披

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吧！’ 

192.他於後時，捨棄少量財產，或捨棄大量財

產；捨離少數的親戚眷屬，或捨離多數的親戚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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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

者。 

193.他如此出家，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

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

持學習於諸學處。以善的身業、語業具足，活命

清淨，具足戒，守護諸根門，具足念與正知，知

足。 

 

小小小小    戒戒戒戒 (Cū8asīla%) 

  194.大王，比庫如何具足戒呢？在此，大王，

比庫斷除殺生，遠離殺生，捨置棍棒、捨置刀劍，

有慚恥，有仁慈，悲憫一切有情生類而住。這是

他的戒。 

斷除不與取，遠離不與取，給與才取，期待

所施，以不偷盜清淨自己而住。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非梵行，為梵行者、遠離者，離淫欲粗

俗之法。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虛妄語，遠離虛妄語，所說真實，依據

事實，誠實可信，不欺誑世間。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離間語，遠離離間語，不在此處聽後告

訴對方，以離間這些人；也不在對方聽後告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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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離間那些人。他和解分裂者，促進和諧，

喜好和合、樂於和合、喜歡和合，說導致和合的

話語。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粗惡語，遠離粗惡語，凡所言說，柔和、

悅耳、可愛、怡心、優雅，使多人喜歡，令多人

可意，說像這樣的話語。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雜穢語，遠離雜穢語，說適時語，說真

實語，說有義語，說法語、律語，說可貴的、適

時的、有理的、慎重的、有益的話語。這也是他

的戒。 

遠離損壞種子類、生物村(草木)；為一食者，

戒除夜食，離非時食；遠離觀聽跳舞、唱歌、音

樂、表演；遠離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

香、塗香；遠離高大床座；遠離接受金銀；遠離

接受生穀；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和少女；

遠離接受婢和奴；遠離接受羊和山羊；遠離接受

雞和豬；遠離接受象、牛、馬和騾；遠離接受耕

地和土地；遠離從事走使、傳信；遠離買賣；遠

離欺秤、偽幣、欺尺；遠離賄賂、虛偽、欺詐、

不誠實；遠離砍斷[人手足]、殺戮、捆綁、剽掠、

搶奪、暴力。這也是他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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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戒結束—— 

 

中中中中    戒戒戒戒 (Majjhimasīla%) 

195.就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損壞種子類、生物村

而住。這就是：根種、幹種、節種、枝種，籽種

為第五。遠離如此的損壞種子類、生物村，這也

是他的戒。 

196.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儲存物品而住。這就

是：食物的儲存、飲料的儲存、衣服的儲存、車

輛的儲存、臥床的儲存、香的儲存、糧食的儲存。

遠離如此等的儲存物品，這也是他的戒。 

197.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觀看表演而住。這就

是：跳舞、唱歌、音樂、戲劇、說書、手鈴樂、

鐃鈸樂、鼓樂、舞技、雜技、竹戲、洗骨，鬥象、

鬥馬、鬥水牛、鬥公牛、鬥山羊、鬥公羊、鬥雞、

鬥鵪鶉、棍鬥、拳鬥、搏鬥，演習、列兵、佈陣、

閱兵。遠離如此等的觀看表演，這也是他的戒。 

198.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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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遊戲和放逸之因而住。

這就是：八格、十格、空戲、踩線、取石、骰子、

棍棒、印手，玩球、葉笛、鋤、翻跟斗，風車、

葉斗、車、弓，猜字、猜心、模仿殘廢。遠離如

此等的遊戲和放逸之因，這也是他的戒。 

199.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使用如此的高大床座而住。這就

是：高床、獸腳床、長毛氍、彩毛毯、白毛毯、

花毛毯、棉墊、繡像毯、雙面毛毯、單面毛毯、

寶石絹絲品、絲綢、大地毯、象氈、馬氈、車氈、

羚羊皮席、羚鹿皮特級敷具、有華蓋者、兩端有

紅枕者。遠離如此等的高大床座，這也是他的戒。 

200.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使用如此的妝飾、裝扮之因而住。

這就是:[香粉]塗身、塗油、沐浴、按摩、照鏡、

描眼、花鬘、芳香、塗香、化妝臉部、手飾、頭

飾、手杖、藥袋、刀劍、傘蓋、彩飾拖鞋、頭巾、

寶冠、拂塵、長穗白衣。遠離如此等的妝飾、裝

扮之因，這也是他的戒。 

201.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畜生論而住。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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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論、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

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鬘論、香

論、親戚論、車乘論、村莊論、城鎮論、城市論、

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井邊論、先

亡論、各種論、世界的談論、大海的談論、如此

有無論。遠離如此等的畜生論，這也是他的戒。 

202.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爭論而住。這就是:‘你

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你怎麼能知

此法、律？’‘你在行邪道，我在行正道。’‘我

的一致，你的不一致。’‘應先說的後說，應後

說的先說。’‘你的立論已被駁倒。’‘你已被

論破，你已辯輸。去！解救[你的]理論，或假如[現

在就]能解決。’遠離如此等的爭論，這也是他的

戒。 

203.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差遣走使而住。這就

是：為諸王、諸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居士、

童子:‘去這裏，去那裏；帶這個走，從那裏帶這

個來。’遠離如此等的差遣走使，這也是他的戒。 

204.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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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食，他們卻詭詐、虛談、暗示、詐騙、以利

求利。遠離如此的詭詐、虛談，這也是他的戒。 

——中戒結束—— 

 

大大大大    戒戒戒戒 (Mahāsīla%) 

205.就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相

肢、占相、預測、占夢、看相、占鼠齧，火供、

杓供、麩皮供、米糠供、米供、酥油供、油供、

口供、血供，肢體明、宅地明、政治明，吉祥咒、

鬼神咒、地咒、蛇咒、毒咒、蠍咒、鼠咒、鳥術、

鴉術、命數、防箭術、解獸語。遠離如此等依畜

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206.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寶

珠占、衣服占、棍杖占、刀占、劍占、箭占、弓

占、武器占、女占、男占、童子占、童女占、奴

僕占、婢女占、象占、馬占、水牛占、公牛占、

母牛占、山羊占、公羊占、雞占、鵪鶉占、大蜥

蜴占、耳環占、龜甲占、獸占。遠離如此等依畜

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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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國

王將出發，國王將不會出發；我方國王將會進攻，

敵方國王將會撤退；敵方國王將會進攻，我方國

王將會撤退；我方國王將會勝利，敵方國王將被

打敗；敵方國王將會勝利，我方國王將被打敗；

如此，一方將勝利，一方將被打敗。遠離如此等

依畜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208.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將

有月蝕，將有日蝕，將有星蝕，日月將依軌道運

行，日月將偏離軌道運行，星辰將依軌道運行，

星辰將偏離軌道運行，將有流星，將有天火，將

有地震，將有天鼓，日月星辰將升沉晦明；月蝕

將有如此的結果，日蝕將有如此的結果，星蝕將

有如此的結果，日月依軌道運行將有如此的結果，

日月偏離軌道運行將有如此的結果，星辰依軌道

運行將有如此的結果，星辰偏離軌道運行將有如

此的結果，流星將有如此的結果，天火將有如此

的結果，地震將有如此的結果，天鼓將有如此的

結果，日月星辰升沉晦明將有如此的結果。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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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209.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將

會雨量充沛，將會乾旱，將會豐收，將會饑荒，

將會安穩，將有危險，將會生病，將會健康，印

算、計算、算數、作詩、世間學。遠離如此等依

畜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210.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擇吉]

婚娶、婚嫁，結婚、離婚，收債、放貸，開運、

厄運，墮胎，結舌咒、鎖齶咒、轉手咒、耳聾咒，

問鏡、問童女、問神，祭拜太陽、祭拜大[梵天]，

噴火咒，召請吉祥天。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

命，這也是他的戒。 

211.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許

願、還願，鬼神咒、宅地咒、壯陽咒、陽痿咒，

擇地基、祭地基，淨口、沐浴、供犧牲，嘔吐藥、

瀉藥，治上身藥、治下身藥，治頭藥、耳油藥、

眼藥、灌鼻、眼藥水、塗藥膏，眼科、外科、兒

科，施根治藥、內服藥。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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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212.大王，這位比庫如此具足戒，見不到任何

來自戒律儀的怖畏。大王，猶如已灌頂的剎帝利

王征服了敵人，見不到任何來自敵方的怖畏。同

樣地，大王，比庫如此具足戒，見不到任何來自

戒律儀的怖畏。他以此聖戒而具足，體驗內在的

無過之樂。大王，比庫乃如此具足戒。 

——大戒結束—— 

 

根律儀根律儀根律儀根律儀 (Indriyasa%varo) 

213.大王，比庫又如何守護諸根門呢？在此，

大王，當比庫眼看見顏色，不取於相，不取隨相。

若由於不防護眼根而住，則會被貪、憂、諸惡、

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護眼根，持守眼

根律儀。當耳聽到聲音……鼻嗅到香……舌嚐到

味……身觸到觸……當意識知法，不取於相，不

取隨相。若由於不防護意根而住，則會被貪、憂、

諸惡、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護意根，

持守意根律儀。他以此聖諸根律儀而具足，體驗

內在的無垢之樂。大王，比庫乃如此守護諸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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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正知念與正知念與正知念與正知 (Satisampajañña%) 

214.大王，比庫又如何具足念與正知呢？大王，

於此，比庫在前進、返回時保持正知，向前看、

向旁看時保持正知，屈、伸[手足]時保持正知，持

桑喀帝、缽與衣時保持正知，食、飲、嚼、嚐時

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時保持正知，行走、站立、

坐著、睡眠、覺醒、說話、沉默時保持正知。大

王，比庫乃如此具足念與正知。 

 

知足知足知足知足 (Santoso) 

215.大王，比庫又是如何知足呢？大王，於此，

比庫滿足於保護身體之衣與果腹之食，無論他去

哪裡，只是攜帶[這些]而去。大王，猶如有翼之鳥，

無論飛到哪裡，都只是帶著兩翼；同樣地，大王，

比庫只滿足於保護身體之衣與果腹之食，無論他

去哪裡，只是攜帶[這些]而去。大王，比庫乃如此

知足。 

 

捨離諸蓋捨離諸蓋捨離諸蓋捨離諸蓋    (Nīvara>appahāna%) 

216.他以此聖戒蘊而具足，以此聖根律儀而具

足，以此聖念與正知而具足，以此聖知足而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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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遠離的坐臥處——林野、樹下、山丘、幽谷、

山洞、墳場、樹林、露地、草堆。他托缽回來，

飯食之後，結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使正念

現起於面前。 

217.他捨離對世間的貪愛，以離貪之心而住，

使心從貪愛中淨化。捨離惱害、瞋恨，以無瞋之

心而住，慈憫於一切有情生類，使心從惱害、瞋

恨中淨化。捨離昏沉、睡眠，住於離昏沉、睡眠，

持光明想，念與正知，使心從昏沉、睡眠中淨化。

捨離掉舉、追悔，住於無掉舉，內心寂靜，使心

從掉舉、追悔中淨化。捨離疑惑，度脫疑惑而住，

對諸善法不再懷疑，使心從疑惑中淨化。 

218.大王，猶如有人借債來經營事業，其後事

業成功，他不但能夠還清舊債，而且尚有盈餘養

活妻子。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借債來經營事

業，其後該事業成功，我不但能夠還清舊債，而

且尚有盈餘養活妻子。’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

得到喜悅。 

219.大王，又猶如有人生病，痛苦、重患，不

能享用食物，身體無力。他於後時從該疾病痊癒，

能夠享用食物，同時身體有力。為此他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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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生病，痛苦、重患，不能享用食物，身

體無力。現在我已從該疾病痊癒，能夠享用食物，

身體有力。’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悅。 

220.大王，又猶如有人被囚禁於牢獄。他於後

時平安無險地脫離牢獄，並且沒有損失任何財產。

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被囚禁於牢獄，現在我

已平安無險地脫離了那牢獄，並且沒有損失任何

財產。’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悅。 

221.大王，又猶如有人淪為奴隸，不能自主，

隸屬他人，不能到想去之處。他於後時被免除了

該奴隸的身份，能夠自主，不隸屬他人，為自由

人，能夠到想去之處。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

淪為奴隸，不能自主，隸屬他人，不能到想去之

處。現在我已被免除了該奴隸的身份，能夠自主，

不隸屬他人，為自由人，能夠到想去之處。’他

以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悅。 

222.大王，又猶如有人富有、多財，必須行走

於饑饉、充滿危險的荒野旅途。他於後時平安地

越過該荒野，安全無險地到達村落。為此他這樣

[想]:‘我之前富有、多財，必須行走於饑饉、充

滿危險的荒野旅途。現在我已平安地越過該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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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無險地到達村落。’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

得到喜悅。 

223.同樣地，大王，猶如借債，如患病，如牢

獄，如淪為奴隸，如荒野旅途；當這些五蓋未被

捨離時，比庫如此看待自己。 

224.大王，又猶如無債，如無病，如脫離牢獄，

如自由人，如安穩之處；大王，當這些五蓋被捨

離時，比庫乃如此看待自己。 

225.他見到自己捨離這些五蓋而生愉悅，由愉

悅而生喜，由心喜而身輕安，身輕安而覺樂，樂

而心得定。 

 

初禪初禪初禪初禪    (Pa�hamajjhāna%) 

226.他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

離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他此身乃被離生

之喜、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

任何一處不被離生之喜、樂所遍滿。 

227.大王，猶如熟練的洗浴師或洗浴師的學徒，

在銅盆裏撒了洗浴粉後，不斷灑水揉捏，使此沐

浴球內外皆[被水]滲透、浸透、遍滿、濕潤且不滴

下。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乃被離生之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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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

不被離生之喜、樂所遍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

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第二禪第二禪第二禪第二禪    (Dutiyajjhāna%) 

228.再者，大王，比庫尋、伺寂止，內潔淨，

心專一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

於第二禪。他此身乃被定生之喜、樂所浸潤、流

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定生之

喜、樂所遍滿。 

229.大王，猶如有湖水從深泉湧出，既沒有從

東方流入之水，又沒有從南方流入之水，沒有從

西方流入之水，沒有從北方流入之水，天也沒有

時時提供足夠的雨水。但從其湖底有清涼的泉水

湧出，使該湖被清涼之水所浸潤、流遍、充滿、

遍佈，該湖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涼之水所遍滿。

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乃被定生之喜、樂所浸

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

定生之喜、樂所遍滿。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

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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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禪第三禪第三禪第三禪    (Tatiyajjhāna%) 

230.再者，大王，比庫離喜並住於捨，念與正

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

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他此身乃被離喜之

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

處不被離喜之樂所遍滿。 

231.大王，猶如在青蓮花池、紅蓮花池或白蓮

花池中，有一些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生於水

中，長於水中，沒長出水面，泡在水中養育，從

其頂部到根部皆被清涼之水所浸潤、流遍、充滿、

遍佈，沒有任何的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不被

清涼之水所遍滿。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乃被

離喜之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

任何一處不被離喜之樂所遍滿。大王，這也是比

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

果！ 

 

第四禪第四禪第四禪第四禪 (Catutthajjhāna%) 

232.再者，大王，比庫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

的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

就並住於第四禪。他此身乃被清淨、潔淨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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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滿而坐著，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淨、潔淨

之心所遍滿。 

233.大王，猶如有人用白布披著頭而坐著，其

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白布所遍滿。同樣地，大王，

比庫此身乃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滿而坐著，其

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滿。大

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

的現見沙門果！ 

 

觀智觀智觀智觀智 (Vipassanāñā>a%) 

234.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則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他如此了知:‘此身有形

色，由四大種所成，由父母所生，由飯麵所長養，

是無常、塗抹、按摩、破壞、破散之法。且我此

識依於此，繫著於此。’ 

235.大王！猶如紅寶石，美麗、天然，具有八

面，經過精雕細琢，晶瑩、透明、無瑕、具足一

切品質，有條青色、或黃色、或紅色、或白色、

或淡黃色之線穿過其中。若具眼之人把它放在手

中即能觀察:‘這顆紅寶石美麗、天然，具有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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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精雕細琢，晶瑩、透明、無瑕、具足一切品

質，有條青色、或黃色、或紅色、或白色、或淡

黃色之線穿過其中。’ 

同樣地，大王，比庫之心如此得定、清淨、

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

立與不動時，則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他如此了

知:‘此身有形色，由四大種所成，由父母所生，

由飯麵所長養，是無常、塗抹、按摩、破壞、破

散之法。且我此識依於此，繫著於此。’大王，

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

見沙門果！ 

 

意所成神變意所成神變意所成神變意所成神變智智智智 (Manomayiddhiñā>a%) 

236.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變化意所成身。他從此身變化出

另一個由意所成、具一切肢體、諸根無缺的色身。 

237.大王，猶如有人將萱草從葦中抽出，他這

樣想:‘這是萱草，這是葦。萱草與葦不同，但萱

草是從葦中抽出的。’大王，又猶如有人將劍從

鞘中抽出，他這樣想:‘這是劍，這是鞘。劍與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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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劍是從鞘中抽出的。’大王，又猶如有

人將蛇從蛻皮中拔出，他這樣想:‘這是蛇，這是

蛻皮。蛇與蛻皮不同，但蛇是從蛻皮中拔出的。’

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

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

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變化意所成身。他從

此身變化出另一個由意所成、具一切肢體、諸根

無缺的色身。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

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種種神變種種神變種種神變種種神變智智智智 (Iddhividhañā>a%) 

238.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種種神變。他體驗各種神變：一

[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顯現，隱匿；

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如虛空；能

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能行於水上不沉，如在

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鳥；能以

手觸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

和太陽，乃至能以身自在到達梵天界。 

239.大王，猶如熟練的陶師或陶師的學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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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處理好的泥隨其所欲地做成想要的器皿。大王，

又猶如熟練的牙雕匠或牙雕匠的學徒，能將處理

好的象牙隨其所欲地雕刻成想要的牙雕。大王，

又猶如熟練的金匠或金匠的學徒，能將處理好的

黃金隨其所欲地製作成想要的金器。同樣地，大

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種種神變。他體驗各種神變：一

[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顯現，隱匿；

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如虛空；能

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能行於水上不沉，如在

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鳥；能以

手觸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亮

和太陽，乃至能以身自在到達梵天界。大王，這

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

沙門果！ 

 

天耳天耳天耳天耳智智智智 (Dibbasotañā>a%) 

240.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天耳界。他能以清淨、超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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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界，聽到遠處、近處的天及人的兩種聲音。 

241.大王，猶如有人行於途中，他聽見大鼓聲，

小鼓聲，螺貝、腰鼓、銅鼓聲，他這樣想:‘這是

大鼓聲，這是小鼓聲，這是螺貝、腰鼓、銅鼓聲。’

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

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

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天耳界。他能以清淨、

超人的天耳界，聽到遠處、近處的天及人的兩種

聲音。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

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他心他心他心他心智智智智 (Cetopariyañā>a%) 

242.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他心智。他能以心辨別、了知其

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對有貪心，了知有貪心；

對離貪心，了知離貪心。對有瞋心，了知有瞋心；

對離瞋心，了知離瞋心。對有癡心，了知有癡心；

對離癡心，了知離癡心。對昏昧心，了知昏昧心；

對散亂心，了知散亂心。對廣大心，了知廣大心；

對不廣大心，了知不廣大心。對有上心，了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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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心；對無上心，了知無上心。對得定心，了知

得定心；對無定心，了知無定心。對解脫心，了

知解脫心；對未解脫心，了知未解脫心。 

243.大王，猶如年輕、青春、愛打扮的女人或

男人，對著清淨、潔淨的鏡子或澄清的水缽觀看

自己的臉容，有痣知道有痣，無痣知道無痣。同

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

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

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他心智。他能以心辨別、

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對有貪心，了知有

貪心；對離貪心，了知離貪心。對有瞋心，了知

有瞋心；對離瞋心，了知離瞋心。對有癡心，了

知有癡心；對離癡心，了知離癡心。對昏昧心，

了知昏昧心；對散亂心，了知散亂心。對廣大心，

了知廣大心；對不廣大心，了知不廣大心。對有

上心，了知有上心；對無上心，了知無上心。對

得定心，了知得定心；對無定心，了知無定心。

對解脫心，了知解脫心；對未解脫心，了知未解

脫心。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

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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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住隨念宿住隨念宿住隨念宿住隨念智智智智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a%) 

244.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宿住隨念智。他能憶念種種宿住，

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

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

百千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

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

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命的限量。他從該處

死後投生到那裏，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

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

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這裏。如是能以

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 

245.大王，猶如有人從自己村前往別的村，從

該村前往另一村，又從該村回到自己村。他這樣

想:‘我從自己村前往某村，在那裏這樣站立，這

樣坐著，這樣說話，這樣沉默。從那個村前往某

村，在那裏這樣站立，這樣坐著，這樣說話，這

樣沉默。又從那個村回到自己村。’同樣地，大

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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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其心轉向於宿住隨念智。他能憶念種種宿住，

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

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

百千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

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

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命的限量。他從該處

死後投生到那裏，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

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

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這裏。如是能以

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大王，這也是比前

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天眼天眼天眼天眼智智智智 (Dibbacakkhuñā>a%) 

246.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有情死生智。他能以清淨、超人

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貴，

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

‘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惡行，具足語

惡行，具足意惡行，誹謗聖者，為邪見者，受持

邪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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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墮處、地獄。然而，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

為具足身善行，具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誹

謗聖者，為正見者，受持正見業；諸尊者，他們

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此能以清淨、

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

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

其業。 

247.大王，猶如十字街頭中間的殿樓，有具眼

之人站立其上，能看見人們進入、離開其家，或

行走於車道、人行道，或坐在十字街頭中間。他

這樣想:‘那些人進入其家，那些人離開，那些人

行走於車道、人行道，那些人坐在十字街頭中間。’

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

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

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有情死生智。他能以

清淨、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

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

情各隨其業:‘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惡

行，具足語惡行，具足意惡行，誹謗聖者，為邪

見者，受持邪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後，生

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然而，諸尊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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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善行，具足語善行，具足意

善行，不誹謗聖者，為正見者，受持正見業；諸

尊者，他們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此

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

低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

有情各隨其業。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

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漏盡漏盡漏盡漏盡智智智智 (Āsavakkhayañā>a%) 

248.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漏盡智。他如實了知此是苦，如

實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

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如實了知此是漏，如實

了知此是漏之集，如實了知此是漏之滅，如實了

知此是導至漏滅之道。他如此知，如此見，心解

脫欲漏，心解脫有漏，心解脫無明漏。於解脫而

有‘已解脫’之智，了知:‘生已盡，梵行已立，

應作已作，再無後有。’ 

249.大王，猶如山頂上的水池，清澈、清淨、

澄清，有具眼之人站在其岸邊，能看見牡蠣、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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礫，和游動、靜止的魚群。他這樣想:‘這水池清

澈、清淨、澄清，其間有牡蠣、砂礫，和游動、

靜止的魚群。’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

得定、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

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漏盡

智。他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

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

道；如實了知此是漏，如實了知此是漏之集，如

實了知此是漏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漏滅之道。

他如此知，如此見，心解脫欲漏，心解脫有漏，

心解脫無明漏。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智，了

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

勝的現見沙門果！大王，再也沒有比此現見的沙

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其他現見的沙門果！” 

 

未生怨自誓為近事男未生怨自誓為近事男未生怨自誓為近事男未生怨自誓為近事男    

(Ajātasattu upāsakattapa�ivedanā) 

250.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對世尊這樣說:“奇哉！尊者，奇哉！尊者。尊者，

猶如倒者令起，覆者令顯，為迷者指示道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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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持來燈光，使有眼者得見諸色。正是如此，

尊者，世尊以種種方便開示法。尊者，我皈依世

尊、法以及比庫僧，願尊者憶持我為近事男，從

今日起乃至命終行皈依！ 

尊者，罪惡戰勝了我，我如此愚蠢，如此愚

癡，如此不善！我為了奪取王權而殺死了父親，

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尊者，為此願世尊接受

我的罪為罪，以防護未來！” 

251.“大王，罪惡確實戰勝了你，你如此愚蠢，

如此愚癡，如此不善！你殺死了父親，正直、如

法之王的生命。大王，若你能見罪為罪，如法懺

悔，在未來達到防護，我接受此事。大王，這就

是在聖者之律中成長：能見罪為罪，如法懺悔，

在未來達到防護！” 

252.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對世尊這樣說:“尊者，我們現在要走了，我們還

有許多事務、許多事情。” 

“大王，你現在考慮時間吧！” 

於是，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世尊

之所說[感到]歡喜與隨喜，從座位起來，禮敬世尊，

作右繞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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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當時，世尊在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

王離開不久，告訴比庫們:“諸比庫，這位國王根

絕[自己]。諸比庫，這位國王毀了[自己]。諸比庫，

假如這位國王沒有殺死父親，正直、如法之王的

生命，他將即於此座中生起遠塵離垢之法眼。”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所

說。 

 

——沙門果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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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  經文背景經文背景經文背景經文背景 

在這次止觀禪修營期間，我們將共同來學習

一篇經文——《沙門果經》(Sāmaññaphalasutta%)。

這篇經文收錄在南傳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的根

本聖典——巴利三藏《經藏·長部》的第 2經。 

 

一、釋經題 

第一次結集和經藏 

《經藏》(Suttantapi�aka)是收錄佛陀以及佛陀

在世時聖弟子們的言論總集。佛陀般涅槃那一年，

也即是西元前 544 年，五百位佛陀親傳的阿拉漢

弟子齊集在王舍城附近的七葉窟(Sattapa>>i guhā)

舉行第一次三藏結集(Sa6gīti)。結集是為了保存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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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在世時的教導，通過記憶、背誦、審定的方式

將之整理編集出來。這次結集從雨安居的第二個

月開始，一共花了七個月時間，毫無遺漏地背誦

整理了佛陀在四十五年間所教導的一切戒律與教

法。 

三藏結集先由伍巴離(Upāli)尊者誦出《律藏》，

然後由阿難(Ānanda)尊者誦出五部。由於阿難尊

者是佛陀的常隨弟子，跟隨佛陀二十五年，所以

他聽聞了佛陀所說的一切經典。佛陀甚至把他在

成佛之後、阿難尊者還沒有成為侍者之前的二十

年間所講的經也對阿難尊者說了。由於阿難尊者

具有超常的博聞強記能力，非常勝任作為佛陀教

法的司庫。佛陀的教法可以分成八萬四千法蘊
1

，

阿難尊者說他憶持了佛陀所有的教法。阿難尊者

說： 

 “八萬二千從佛學， 

二千是從比庫們； 

八萬又四千[法蘊]， 

為我所轉動之法。”((((長老偈長老偈長老偈長老偈 1027)1027)1027)1027)    

                                                             
1
 

  

 法蘊

法蘊法蘊

法蘊 (dhammakkhandha)：佛法的內容和種類。八萬四千法蘊是

指佛陀的教法可分為八萬四千種，形容佛法的博大精深。後期佛

教把這句話誤解為“八萬四千法門”，於是變成有八萬四千種修

行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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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結集中，阿難尊者把佛陀所說的一

切經教分為五部。 

其中，經文篇幅比較長的經典結集為《長部》

(Dīghanikāya)。 

篇幅中等經典的結集為《中部》(Majjhima- 

nikāya)。 

然後按照分類的方法，把和五蘊有關的，和

十二處、界、因緣、四聖諦、八聖道等等有關的，

分門別類地結集為《相應部》(Sa%yuttanikāya)。《相

應部》是依相關內容來分類結集的經典。 

之後又把世尊所說的與數字有關的經典，用

一、二、三、四、五等的方法結集為《增支部》

(A6guttaranikāya)。 

最後，把那些還沒有收錄進前面四部的經典

編集為《小部》(Khuddakanikāya)。“小”在此是“雜”

的意思。《小部》一共收錄有十五部經典。 

在結集經藏的時候，首先誦出的是《長部》

(Dīghanikāya)。當時，結集大會的主持馬哈咖沙巴

(Mahākassapa)尊者用問答的方式問阿難尊者說：

“賢友阿難，《梵網經》是在哪裡說的？” 

“尊者，在王舍城和那蘭陀中間的皇家芒果

樹苗園。”…… 

“賢友阿難，《沙門果經》又是在哪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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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尊者，在王舍城的基瓦芒果林。”…… 

《長部》的第一篇叫《梵網經》(Brahmajala Sutta)，

第二篇就是《沙門果經》(Sāmaññaphala Sutta)。 

這篇《沙門果經》是《經藏》所有經文的第 2

篇，是在佛陀的教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經。為什

麼這篇經很重要呢？因為，這一篇經開示了佛陀

教法的禪修次第。 

沙門和沙門果 

本經名為《沙門果經》，何謂“沙門”？何謂

“沙門果”呢？ 

沙門：在此是巴利語 sāmañña 的音譯。它由

sama>a + ya組成，意為沙門的狀態。 

Sama>a 也音譯為沙門。巴利語法書解釋說：

“沙門，即止息，成為寂靜心為沙門。又通過讓煩惱

止息、平息為沙門。”2 

“沙門”有以下幾種意思： 

一、出家人。在古印度，凡是不屬於正統婆

羅門的出家人都可以稱為“沙門”。沙門在古印度
                                                             

2 “Samaõoti sammati santacitto bhavatīti sama>o. Kāritavasena pana 

kilese sameti upasametīti samaõoti.” (Saddanītippakara>a%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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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很多種，由從事極端折磨自己的苦行外道、

裸體外道，到主張縱欲、享受，甚至認為觸摸女

人柔軟的身體都沒有錯的外道遊方僧(Paribbājaka)。

所以，“沙門”是指一切追求解脫、過著出家生活

的人。 

西元前 6世紀，在中印度恒河流域掀起了“沙

門思潮”。沙門思潮主要是針對婆羅門教來說的。

婆羅門教宣揚“吠陀天啟”，認為《吠陀》經典是

梵天的啟示。他們強調“婆羅門至上”，是高等種

族，其他種族都屬於低等種族。他們還宣揚“祭

祀萬能”，無論是求福報、求滅罪，乃至升天等等，

都可以通過祭祀來達成。這些是婆羅門教的教義。

當時有很多人不滿婆羅門教的這些教義，他們出

於對人生、對生命的探索，思考生命的價值，追

尋生命的意義，於是過著出家的生活，所有這些

人都被稱為“沙門”。 

當時的沙門基本上都過著出家、無家的生活。

他們有的住在山林郊野，有的住在村落鄉間，從

事著心靈的培育。許多時候，他們也向那些前來

供養、佈施的村民們宣傳其教義和理論學說。 

西元前 6世紀中印度一帶的“沙門思潮”，和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很相像。那個

時代的印度和中國都可以說是百家爭鳴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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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印度，當時孕育了很多優秀的文化，特別是

佛教——佛陀的教法。而在中國，在黃河、長江

流域一帶，當時也孕育了中華文化，孔孟思想、

老莊思想都是在那個時期產生的。不過，印度的

“沙門思潮”和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有所不同。

印度的“沙門思潮”所思考的多數都是生命的價

值，如何尋求解脫，如何出離世間。而中國“諸

子百家”所思考的多數與社會、國家有關。例如：

儒家、墨家、兵家、法家、縱橫家等。雖然中印

古哲們的思惟模式、思惟方向和思惟目的皆不盡

相同，但是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卻是孕育古中

國和古印度思想文化的源頭。 

二、專指佛陀。佛陀是出家人，當然也屬於

沙門。在經典中，人們經常稱佛陀為“沙門果德

瑪”(Sama>a Gotama)或“大沙門”(Mahāsama>o)。

果德瑪(Gotama)是佛陀的家姓，如中國的陳、李、

張、黃等等。佛陀的民族是釋迦族(Sakya)，好像

中國的漢族、傣族、壯族、苗族等等。佛陀屬於

釋迦族，家姓是“果德瑪”，他出家後人們就稱他

為“沙門果德瑪”。 

三、佛教出家人。追隨佛陀，在世尊的正法、

律中過著出家生活的人，在經典中通常稱為“沙

門釋迦子”(Sama>a Sakyaputtiya)。在座每位以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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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義出家的修行人，都是“沙門釋迦子”。 

四、聖道。有些經典從勝義(paramattha)的角度

談論沙門和沙門果。例如《相應部·道相應·第一

沙門經》說，沙門(sāmañña%)是指聖道，即八支聖

道；沙門果(sāmaññaphala%)是指四種聖果，即：入

流果(sotāpannaphala)、一來果(sakadāgāmiphala)、不

來果(anāgāmiphala)、阿拉漢果(arahattaphala)。佛陀

在該經中說： 

“諸比庫，哪些是沙門呢？此乃八支聖道，即正

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

定。諸比庫，這稱為沙門。諸比庫，哪些是沙門果呢？

入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阿拉漢果。諸比庫，這稱

為沙門果。”(S.5.35) 

五、包括為證悟四種聖道的四種精勤修觀、

四種聖道和四種聖果，這十二種皆為沙門。例如

佛陀《長部·大般涅槃經》中強調說： 

“蘇跋德，若於法律中存在八支聖道者，那裏即

存在沙門，那裏也存在第二沙門，那裏也存在第三沙

門，那裏也存在第四沙門。蘇跋德，於此法律中存在

八支聖道。蘇跋德，只有這裏有沙門，這裏有第二沙

門，這裏有第三沙門，這裏有第四沙門，其他學派皆

空無沙門。”(D.2.214) 

本經名為《沙門果經》，其中的“沙門”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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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意思，即指所有的出家人。“果”(phala)是

結果或者成果。“沙門果” (Sāmaññaphala)意即

出家人的成果、出家的結果。所以，本經《沙門

果經》是一篇討論出家人修行成果的經文。 

為什麼本經不從勝義的角度來討論呢？因為

本經的主要聽眾未生怨王當時還是一個對佛法未

生信心的凡夫俗子，他並不瞭解勝義角度上的沙

門果，所以本經所談論的“沙門果”側重在今生

可見的成果。從經文中可以知道，國王問佛陀:

“我們在家人通過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可以帶

來今生可見的成果——維持生計、養家糊口、贍

養父母、豐衣足食、生活快樂，有錢的話還可以

佈施你們這些出家人。那你們出家人到底有什麼

結果呢？有什麼是今生即可以見到的成果呢？” 

這一篇經文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 

 

二、未生怨王和迭瓦達答 

在開始學習《沙門果經》之前，我們有必要

先來瞭解一下這篇經文的歷史背景。佛陀開示這

篇經文是在一場弒父篡位的宮廷政變之後進行的，

而上演這場不光彩的歷史悲劇的主角，就是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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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聽眾——未生怨王。如果忽略了這些背景

故事，那麼，本經一開始時未生怨王的鬱悶和經

文末尾國王的懺悔就變得難以理解。 

未出生的敵人 

未生怨，巴利語 Ajātasattu 的意譯，古代訛譯

為阿闍世。他是古印度馬嘎塔國(Magadha)王賓比

薩拉(Bimbisāra)和王后韋迭希(Vedehī)的兒子。 

為什麼叫做“未生怨”呢？因為在他出生之

前，星相家就預言說：“這一個人在還沒有出生的

時候就是他父親的敵人、國王的敵人。”所以，“還

沒有出生”為 ajāta，“敵人”是 sattu，“還沒有出

生的敵人”稱為“未生怨”。這裏的“怨”是怨敵、

敵人的意思。 

為什麼星相家會這麼樣預言呢？據說，當王

后還懷著這個王子的時候，產生這樣一個強烈的

欲望：“我要喝國王右臂上的血。”當時她想，

這個邪念太可怕了，不可以對任何的人講。由於

她壓抑著自己的情緒，變得臉色憔悴、難看。 

國王發現後問道：“夫人，你最近的臉色很

不正常，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王后說:“大王，請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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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說:“夫人啊，連你自己的心事都不能向

我傾訴，那你還能向誰說呢？” 

在國王用各種方法的追問之下，王后韋迭希

不得不說出了原因。國王聽了之後說：“哎，蠢人，

你怎麼把這種事兒想得那麼嚴重呢？” 

於是國王招來御醫，用金刀在他的右臂裏劃

了一個口，然後用金碗裝從傷口流出來的血，再

混了水讓王后喝。星相家聽了這件事後預言說，

王后肚子裏的胎兒將成為國王的敵人，這個孩子

長大之後將會殺死他的父親。 

王后聽到這個消息後就想墮胎，於是去花園

叫人踩她的腹部，可是用這種方法一次又一次都

不成功。國王發現王后最近的行蹤有點怪異，老

是往花園裏跑，追問之下，知道原由後說：“夫人

啊，我們甚至連你肚子裏的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

知道。你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大災難將會降臨

到我們瞻部洲的大地上。你不能再這樣做了！” 

國王為了防止她再墮胎，於是派警衛專門守

護她。 

當孩子出生之時，王后又想殺死他。那個時

候，她還沒有見到自己的小孩，就吩咐看護的人

把這個嬰孩除掉。結果，那個人只是把孩子抱走

而沒有殺死他，並偷偷地叫人撫養。當嬰孩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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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小王子被帶到王后面前。韋迭希王后一見

到她的孩子，立刻產生了強烈的母愛，從此以後

再也不忍心殺死自己的兒子了。後來，賓比薩拉

王又封這個王子為副王，相當於中國所說的太

子。 

迭瓦達答巴結未生怨 

時光飛逝，轉瞬到了佛陀覺悟的第三十七年，

佛陀也逐漸年邁，已經 72歲了。那個時候，迭瓦

達答(Devadatta, 舊譯提婆達多、調達等，意為天

授)心裏生起一個壞念頭：“沙利子(Sāriputta)有很

多徒眾，摩嘎喇那(Moggallāna)有很多徒眾，馬哈

咖沙巴也有很多徒眾，他們每個人都是領導，我

也要做一個領導。但是，如果沒有供養就不會有

人要來跟我，就讓我想辦法弄些供養來。” 

他轉念一想，在這麼多人當中，未生怨王子

雖年幼無知卻前途無量，因為他以後將要繼承王

位成為國王。就讓我去獲取未生怨王子的信心，

只要他對我有信心，我就能獲得很多的供養和恭

敬。 

因為迭瓦達答在出家不久就修得了神通，於

是他帶上衣缽，走進王宮。到了王子的寢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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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去自己的本形，變成一個青年。這個青年身上

纏著三條蛇，出現在未生怨王子的膝蓋上。未生

怨王子看到這個腰、頭、脖子都纏著毒蛇的青年，

感到非常恐懼、害怕。 

迭瓦達答問：“王子，你害怕我嗎？” 

王子說：“是啊，我是很害怕，你是誰？” 

他說：“我是迭瓦達答。” 

王子說：“尊者，既然你是聖尊迭瓦達答，那

請你現出自己的本形吧！” 

於是，迭瓦達答隱去神通，現出他的本形，

拿著缽和衣站在王子面前。於是未生怨王子對迭

瓦達答的神通產生很強的信心，每天早晚都用五

百輛車的食物運去供養迭瓦達答。從此，迭瓦達

答有了很多隨從。 

迭瓦達答企圖領僧 

迭瓦達答的心被名聞利養佔據之後，他生起

這樣的欲望︰“我要領導比庫僧團！”在他產生

這個惡念的同時，他的神通也消失了。 

有一天，佛陀正坐在大眾中說法，賓比薩拉

國王也在場。當時，迭瓦達答從座位上站起來，

只是合著掌對佛陀說：“尊者，現在世尊已經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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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經年邁了，年歲已高了。尊者，世尊現在

也該退休了，也該致力於現法樂住而住了，請把

比庫僧團交托給我，我將會領導比庫僧團！” 

佛陀說：“夠了，迭瓦達答，你不要想要領導

比庫僧團！” 

迭瓦達答第二次這樣請求，佛陀又拒絕了他。

第三次他還是這樣請求，佛陀毫不客氣地回絕說：

“迭瓦達答，即使連沙利子和摩嘎喇那，我都不會

把比庫僧團交付給他們，更何況是你這個低賤的

吃唾液者
3

！” 

迭瓦達答本身也是出身王族，他很傲慢，以

前又有神通。他心想：“世尊竟然在國王也在場的

大眾面前用吃唾液者的話來貶斥我，還抬舉沙利

子和摩嘎喇那。”於是他懷恨在心，準備殺死佛

陀。 

未生怨受唆篡位 

迭瓦達答畢竟是一個很有政治才能的陰謀家

和野心家。想要殺死佛陀，必須先斷除佛陀的外

                                                             

3 吃唾液者

吃唾液者吃唾液者

吃唾液者 (khe8āsakkassa)：通過邪命方式所獲得的供養就像應被

聖者們吐出來的口水一樣，世尊說吞咽像這樣的供養為吃唾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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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因為當時的國王賓比薩拉是佛陀的得力在家

弟子和熱心護持者，這自然也就成為迭瓦達答弒

佛的最大障礙和心腹之患。於是，一場“借刀殺

人”和“釜底抽薪”的宮廷政變和歷史悲劇正在

他的策劃和導演之下逐漸上演著。 

迭瓦達答來到王宮，教唆未生怨王子說：“王

子啊，古代的人長壽，但是現在的人很短命。你

有可能還是以太子的身份就死了。這樣吧，王子，

你殺死你的父親後做國王，我殺死世尊後做佛陀。” 

王子說：“聖尊迭瓦達答有大神通、大威力，

您就教我應該怎麼做吧！” 

於是，王子在迭瓦達答的教唆下，把匕首綁

在腿上，在白天潛入國王的寢宮。由於沒有經驗，

他戰戰兢兢、鬼鬼祟祟地潛進寢宮，結果在寢宮

門口被侍衛發現並把他抓住。抓住之後，在他腿

上搜出了匕首。 

當時侍衛把他交給大臣。大臣審問他有何意

圖，他說：“我想殺死父親。” 

“誰教唆你的？” 

他說：“是聖尊迭瓦達答。” 

當時，有些大臣認為應當把這個王子跟迭瓦

達答和所有比庫全部殺掉；有些大臣認為那些比

庫是無罪的，應該把這個王子和迭瓦達答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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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臣認為，暫時不要殺王子，也不要殺迭瓦

達答和比庫們，應當先把這件事情稟告國王。 

於是，他們把未生怨王子押到賓比薩拉王面

前。國王問：“王子，你為什麼想要殺我？” 

“大王，我想做國王。” 

國王是位正直、如法的君主，“王子，既然

你想做國王，那就把這王位讓給你吧！” 

未生怨王子就這樣當上了國王。 

未生怨王受唆弒父 

未生怨王子如願以償地坐上了國王寶座後，

派人去通知迭瓦達答。 

迭瓦達答來到王宮，對未生怨王說：“你就好

像把一頭豺狼抓進蒙了皮的鼓裏的人一樣想得那

麼輕鬆。過不了幾天，當你的父親想起你曾經對

他所做的不敬時，他就會把自己的王位再奪回來。” 

未生怨王問：“尊者，那我應該怎麼辦？” 

迭瓦達答惡狠狠地說：“斬草除根，殺死

他！” 

“但是尊者，我不適合用武器殺死我的父

親。” 

“那你可以不給他吃飯，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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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未生怨王把他的父親打進烤牢(tāpana- 

geha)，這個牢房是專門用火熏烤犯人的地方，並

下令說：“除了我的母親之外，任何人都不允許見

他。” 

王后韋迭希去見老國王的時候，把食物裝在

金碗裏，然後綁在腰部，進到死牢裏探望她的夫

君。 

老國王吃了這些食物後，得以存活下來。過

了一段日子，未生怨王問：“我的父親怎麼還活

著？”當他知道老國王還沒有死是因為他母親把

食物綁在腰部帶到死牢裏後，下令說：“從此以後，

不允許我的母親在腰部綁任何的東西進去。” 

於是，王后又把裝了食物的小盒子綁在髮髻

裏，然後把頭髮纏著潛進死牢，把食物帶給老國

王。未生怨王發現後說：“從此以後，不允許她盤

著頭髮，要讓她盤著的頭髮放下來。” 

於是，王后把食物裝在金鞋裏帶進牢房，老

國王靠這樣生存下去。過了不久，未生怨王知道

了說：“以後不允許我的母親穿鞋子進去。” 

於是，王后每次要去探望夫君前，先洗好澡，

在身上塗了香水，然後把蜜糖、糖、油、酥油等

塗在身上，然後穿好衣服走進死牢，老國王就靠

舔她身上的糖、蜜糖等得以存活下來。後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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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做法又給未生怨王知道了，他暴跳如雷，下令：

“從今以後，不允許我的母親再進入死牢！” 

當王后聽到這個命令之後，在牢房門外大聲

地哭道：“我的丈夫賓比薩拉啊！當他還是嬰兒的

時候，你不讓我殺死他，你自己養育了自己的敵

人。現在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從今以後我再也

見不到你了！如果我曾犯有什麼過錯，請您原諒

我吧！大王！”她痛哭流涕地走了。 

從那時開始，老國王再也得不到任何食物。

但由於他在第二次見到佛陀時（第一次相遇的時

候佛陀還是菩薩），通過聽聞佛陀說法而證得了初

果。於是，他以道果之樂而在牢房裏來回經行，

身上發出光芒。 

過了一段日子，未生怨王問：“我父親為什

麼還活著？”當他知道他父親不僅還活著，而且

容光煥發，“好，我要讓你不能走路！”於是，

他命令理髮師：“你們用剃刀把我父親的腳底板

割開，灑上鹽和油，然後再放在燒得火紅而沒有

煙的木炭上烤。” 

當時，在死牢裏的賓比薩拉看到理髮師走過

來，他還在想：“是不是有人通知我的孩子，叫

這些理髮師來幫我剃頭，然後放我出去呢？” 

當理髮匠走到賓比薩拉面前，向他頂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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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站起來。老國王問：“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理髮匠說他接到命令，要割開你的腳底板，

灑上油和鹽，然後放在火上烤。老國王說：“你們

應該按照你們國王的命令去做。” 

理髮匠們請老國王坐下來，再次向他頂禮，

歎氣說：“大王啊！我們只是執行現在國王的命令

而已，請您不要生氣。用這樣的方法來對待像您

這樣一位正直、如法的國王是不對的！” 

於是，他們用左手抓住老國王的腳踝，用右

手握住剃刀，割開他的腳底板，然後灑上鹽和油，

再放在燒得火紅沒有煙的木炭上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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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老國王感到劇烈的痛苦。他在感

受痛苦的同時，憶念著佛陀、憶念著法、憶念著

僧。就在憶念佛法僧的當下，他好像被拋在佛塔

庭院上的花環枯萎一樣，在痛苦當中死去。 

據說老國王在前世曾經穿鞋走進佛塔的庭院，

想坐下來時又不洗腳踏在鋪設好的席子上，所以

才會感得這樣的惡報。 

由於他已經證得了初果，所以他投生到四大

王天，成為北方天王韋沙瓦納(Vessava>a)的部屬，

名字叫“人中公牛”(Janavasabha)。他投生為亞卡

Janavasabha 的故事記載於《長部·人中公牛經》

(Janavasabhasutta%)。經中講到賓比薩拉王死後投生

到天界，成為一個很漂亮、光明的亞卡，他描述

天界的諸天怎樣禮敬佛陀、讚頌三寶。 

就在老國王去世的當天，未生怨王的兒子也

出生了。兩封書信同時傳來，一封是老國王的死

訊，一封是新王子出生的喜訊。那些大臣們商量：

“我們應該先報告哪一個消息給國王呢？”於是，

他們決定先報告喜訊。 

當國王看到自己兒子出生的書信，全身立刻

充滿了對兒子的父愛。那種愛使他全身顫抖，甚

至滲透進他的骨髓。從那一刻開始，他體驗到做

父親的滋味。他接著想：“在我出生的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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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也應該生起同樣的父愛。” 

於是他下命令：“來人，趕快去把我的父親

放了！” 

他的部下接著報告：“我們怎麼能夠放他呢？

大王！”於是呈上了第二封信。 

當國王知道他父親去世的消息，哭泣著跑到

母親韋迭希王后那裏，問道：“母親啊！在我出生

時，我的父親是否愛我呢？” 

他的母親說：“傻孩子，你在說什麼話呀！當

你還小的時候，有一次你的手指上長了一個小膿

包，由於膿瘡使你一直在哭，誰都沒辦法撫慰你。

於是，我們把你帶到坐在辦事廳你父王那裏。你

的父親二話沒說，把你手指上的膿瘡含在他的嘴

裏，那個膿瘡在你父親的口中破了。當時，你的

父親出於對你的愛，把混雜著血的膿吞進去而沒

有吐出來。這就是你父親對你的愛！” 

未生怨王聽到他小的時候父親對他的愛時，

痛哭悲泣，懊惱悔恨他所做的罪惡，為了篡奪王

位而殘酷地殺死他的親生父親。 

迭瓦達答派人弒佛 

未生怨王處理完他父王的後事之後，教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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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迭瓦達答又來到他的面前：“大王，請派人去

奪取沙門果德瑪的命！”因為他們之前有約，現

在未生怨殺死他的父親做了國王，迭瓦達答也要

未生怨王實現他的諾言，殺死世尊後他自己想做

佛陀。 

於是，未生怨王喚來殺手說：“你們聽從聖尊

迭瓦達答的命令行事。” 

迭瓦達答首先指使一個身材魁梧的殺手說：

“朋友，去，沙門果德瑪住在某某地方，你殺死

他之後從這條道路過來。” 

當這人離開後，他又命令另外兩個人：“當你

們看到有一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死他之

後從這條道路過來。” 

等那兩個人走了之後，他又命令另外四個人：

“當你們看到有兩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

死他們之後從這條道路過來。” 

之後他又命令另外八個人：“當你們看到有

四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死他們之後從這

條道路過來。” 

之後他又命令另外十六個人：“當你們看到

有八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死他們之後從

這條道路過來。” 

他想通過這樣的方法殺人滅口，毀滅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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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於佛陀的威德，這些殺手在見到佛陀

後，不僅下不了手，而且都放下屠刀，聽聞佛陀

說法後成為了佛陀的弟子，並且都證得了初果。 

最初去的那個殺手回來對迭瓦達答說：“尊者，

我沒辦法殺死那位世尊，那位世尊有大神通、大

威力！” 

迭瓦達答生氣地說：“夠了，朋友，你不用去

殺沙門果德瑪，我自己親手去殺死沙門果德瑪。” 

迭瓦達答出佛身血 

有一天，迭瓦達答爬上鷲峰山，趁著佛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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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的陰影處經行時，把一塊大石頭往下推，他

企圖用這塊大石頭砸死佛陀。然而，這塊大石頭

滾到半山腰時，正好被兩塊岩石卡住了。但還是

有一塊碎石從那裏彈出，正好把如來的腳給割破

了，流了很多血。 

當時，佛陀抬頭望著山頂上的迭瓦達答說：

“愚人，你多做非福，你以惡心、殺心出如來之血！”

並對比庫們說：“諸比庫，這是迭瓦達答所造下的

第一種無間業，即以惡心、殺心出如來之血。” 

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出佛身血”（五無間

罪之一）。在我們佛陀的教法中，只有迭瓦達答一

個人曾經造過這樣的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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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庫們聽到迭瓦達答企圖殺害佛陀的消息，

於是把佛陀的住所團團圍住，想要保護佛陀。佛

陀聽到比庫們的嘈雜聲，吩咐阿難尊者把比庫們

叫過來，說： 

“諸比庫，若如來會因他人的攻擊而奪命者，無

有此事，絕不可能！諸比庫，如來不會因為遭攻擊而

般涅槃。” 

迭瓦達答放象弒佛 

迭瓦達答第二次刺殺世尊不成之後，他又心

生一計。當時，在王舍城有一頭名叫那喇笈利

(Nā8āgiri)的兇暴的殺人大象。 

迭瓦達答來到飼養大象的象倌那裏說：“夥

計，我是國王的親屬，我有能力讓低等的人升為

高等，讓奉祿和薪金增加。這樣，夥計，如果沙

門果德瑪走在這條街道時，你就放出這頭那喇笈

利大象，讓它走在這條街道上。” 

“是的，尊者！” 

佛陀在清晨穿好衣、拿著缽，和許多比庫一

起進入王舍城托缽時，象倌看到世尊從遠處走來，

於是放出那喇笈利大象。那頭大象看到佛陀從遠

處走過來，於是高舉象鼻、豎起雙耳朝世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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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過去。 

比庫們見到大象衝過來，紛紛勸佛陀避退，

但佛陀當然不會懼怕。佛陀向這頭大象散播慈心，

結果這頭大象被世尊的慈心所遍滿時，放下鼻子，

走到佛陀面前站著。世尊伸出右手撫摸那喇笈利

大象的臉瘤說了兩首偈頌。那喇笈利大象用鼻子

吸佛陀腳上的灰塵撒在自己頭上，然後匍匐著退

後，一直到看不見世尊為止。 

佛陀用慈心調伏這頭那喇笈利大象，再次挫

敗了迭瓦達答的陰謀。    

由於迭瓦達答幾次想要謀害佛陀，已經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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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揚了，人們紛紛譴責他。從那時開始，迭瓦達

答的供養和恭敬也都消失了。由於得不到供養，

他們只能挨家挨戶地向施主們要飯。於是佛陀制

定了一條學處：“不許結眾食”(ga>abhojana)。 

迭瓦達答分裂僧團 

迭瓦達答雖然作惡多端，但畢竟還沒有還俗，

仍然還是一個比庫。他一事不成，又生一計。他

糾結同黨果咖離咖(Kokālika)、咖答摩拉咖帝薩咖

(Ka�amorakatissaka)、堪嗒王后之子薩母達達答

(Kha>Fadeviyāputta samuddadatta)，對他們說：“來，

賢友們，讓我們對沙門果德瑪作破僧、破輪
4

！” 

同黨中的果咖離咖懷疑道：“賢友，沙門果

德瑪有大神通、大威力，我們如何對沙門果德瑪

作破僧、破輪呢？” 

“賢友們，我們到沙門果德瑪跟前請求五件

事：‘尊者，世尊以無數方便讚歎少欲、知足、

減損、頭陀、淨信、損減與精進勤勉。尊者，這

五件事能以無數方便導向少欲、知足、減損、頭

                                                             

4

 破僧

破僧破僧

破僧 

  

 (sa6ghabheda)：分裂比庫僧團。破輪

破輪破輪

破輪 (cakkabheda)：破壞

世尊的威令(ā>ābh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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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淨信、損減與精進勤勉。沙門果德瑪將不會

同意這五件事，我們就可以這五件事讓人們信

服。” 

於是，他們一夥來到佛陀面前，向世尊提出

這五件事： 

1. 比庫終生應該為林野住者。若進入村中者，即

犯其罪。(Bhikkhū yāvajīva% āraññikā assu; yo 

gāmanta% osareyya, vajja% na% phuseyya) 

2. 終生應該為乞食者。若接受邀請者，即犯其罪。

(Yāvajīva% pi>Fapātikā assu; yo nimantana% sādiyeyya, 

vajja% na% phuseyya) 

3. 終生應該為塵堆衣者。若接受居士[供養]之衣

者，即犯其罪。(Yāvajīva% pa%sukūlikā assu; yo 

gahapaticīvara% sādiyeyya, vajja% na% phuseyya) 

4. 終生應該為樹下住者。若住在蓋屋（有屋頂的

住所）者，即犯其罪。(Yāvajīva% rukkhamūlikā assu; yo 

channa% upagaccheyya, vajja% na% phuseyya) 

5. 終生不得吃魚、肉。若吃魚、肉者，即犯其罪。

(Yāvajīva% macchama%sa% na khādeyyu%; yo 

macchama%sa% khādeyya, vajja% na% phuseyyā) 

佛陀當然不會同意這五件事，說：“夠了！迭

瓦達答。隨其意欲成為林野住者，隨其意欲住在

村莊；隨其意欲為乞食者，隨其意欲接受居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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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隨其意欲為塵堆衣者，隨其意欲接受居士

供養之衣。迭瓦達答，我允許八個月以樹下為住

處
5

，以及三際清淨的魚和肉，即不見、不聞和不

疑。” 

迭瓦達答提出的這破僧五事中，前面四條也

屬於佛陀讚歎的頭陀支，但是佛陀並沒有把它們

硬性規定為戒律，所以，即使不實行也不會犯戒。

假如將之制定為必行的戒律，則變成“邪法邪律” 

(uddhamma% ubbinaya%)。對於第五條，“魚”(maccha)

是指魚蝦等各種水生動物，“肉”(ma%sa%)是指飛

禽走獸的肉。只要這些肉食並不是比庫們見到、

聽到或懷疑專為比庫們宰殺的，它就是清淨的

(parisuddha%)，佛陀並沒有禁止。因為比庫的生活

必須依靠施主們的供養，施主供養什麼，比庫只

能接受什麼。所以，佛陀在世時，也有許多比庫

把前面的四條當作頭陀支來實行，只有第五條“不

食魚、肉”才是迭瓦達答“邪法邪律”的特色。
6

 

當時，迭瓦達答對世尊拒絕這五事感到滿心

                                                             

5

 依照戒律，雨季的四個月必須住在屋簷下，不能在露天、樹下過

雨安居。 

6

 雖然現在有許多上座部比庫也是素食者，但那只是基於慈悲、健

康或衛生的原因。大部分上座部比庫都是雜食的，沒有任何上座

部僧團或長老會把素食規定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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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和黨羽們得意洋洋地離去，並到王舍城向

大眾宣佈，他們提出的“少欲知足”的五事遭到

世尊拒絕，但他們卻遵行。有些無信、無知的愚

人讚歎他們行頭陀、生活簡樸，佛陀反而生活奢

華。但是有信心的智者們則紛紛譴責他們企圖分

裂僧團。 

到了誦戒日，迭瓦達答當眾宣佈要遵行這五

事，讓僧眾以取籌的方式表示認同。據說當時竟

然有五百個剛出家的韋沙離瓦基子比庫取籌接受

了這五事，並跟著迭瓦達答到象頭山另立僧團。

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僧團分裂就是由迭瓦達答製造

的。
7

 

後來，由於兩位上首弟子沙利子和摩嘎喇那

尊者的努力，那些誤入歧途的比庫又回到了世尊

的身邊。 

迭瓦達答的陰謀再一次失敗後，當場氣得口

吐熱血。在臥床九個月後，迭瓦達答心中充滿悔

恨，他想見佛陀，於是問隨從：“現在導師住在

哪裡？” 

隨從告訴他：“現在導師住在揭德林。” 

                                                             

7 如果僧團內部因為意見不合而發生爭吵，只稱為僧爭(sa6gha- 

rāji)。只有在同一住處、同一界場內的比庫僧團分成兩派，雙方人

數都達到四人或以上者，才構成破僧(sa6ghabheda)。(Cv.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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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你們連床一起抬著我去見導師吧！” 

可是，因為他造了很多很重的惡業，當他來

到揭德林的蓮花池旁邊時，大地裂開，他直接墮

落到無間地獄去。這些在《律藏·小品·破僧篇》

裏有詳細記載。 

 

雖然迭瓦達答分裂僧團以失敗告終，但他的

殘餘勢力卻延續了至少一千多年。東晉法顯遊歷

印度時，見到“調達亦有眾在，常供養過去三佛，

唯不供養釋迦文佛。”（《高僧法顯傳》）唐三藏玄

奘法師也在羯羅拏蘇伐剌那國見到“別有三伽藍，

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大唐西域記》

卷十） 

 

現在再回到未生怨王這邊。未生怨王在篡奪

王位、殺死父王后，又發兵攻打西方的高沙喇國

(Kosala)。在打贏三場勝仗之後，他卻和其軍隊一

起被俘了。為了平息戰事，締結和約，高沙喇國

巴謝那地王(Pasenadi)把未生怨王釋放了，並把女

兒金剛(Vajirā)公主嫁給他。後來未生怨王和金剛

公主生下一個孩子，命名為伍達夷跋達(Udaya- 

bhadda)。我們在這篇經文中還會提到他。 

根據斯里蘭卡史書《大史》記載，佛陀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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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怨王即位第八年般涅槃。義註又提到，佛陀成

佛後的第三十七年，迭瓦達答分裂僧團。那麼，

未生怨王篡奪王位和迭瓦達答分裂僧團是在佛陀

72歲時發生的。之後，未生怨王攻打高沙喇國，

娶了金剛公主，生了伍達夷跋達王子，這樣大概

又過了三年的時間。所以這篇《沙門果經》應該

是在佛陀 75歲前後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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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  國王見佛國王見佛國王見佛國王見佛 

我們前面講到未生怨王子在迭瓦達答的教唆

之下篡奪了王位，並把自己的親生父親活活殺死。

迭瓦達答幾次弒佛不成，於是提出五條邪法邪律，

導致比庫僧團的分裂。這些都是發生在佛陀 72歲

前後的事。作惡多端的迭瓦達答死後墮入無間地

獄，那弒父篡位的未生怨王後來又怎麼樣呢？這

篇《沙門果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拉開了

序幕。 

一  序說 

讓我們來看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王舍城基瓦王子

育的芒果林，與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一起。 

 

“如是我聞”：巴利語 eva% me suta%，這是阿難

尊者在第一次結集時所說的 eva% 是這樣、如是，

me 是我，suta% 是聽聞。意思是我聽到的是這樣

的，我從世尊那裏聽來的是這麼樣的，即是指這

一篇《沙門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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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巴利語 eka% samaya%。eka% 是一，

samaya% 是時。有一次，有那麼一個時候。 

“世尊”：巴利語 bhagavā 的意譯。巴利聖典

中通常用 Bhagavā 來尊稱佛陀，是佛陀最常用的

德號。 

Bhagavā 有尊重、尊師、具祥瑞者(bhaga + vant 

= bhagavant)等多種含義。例如《大義釋》中說： 

“世尊世尊世尊世尊是尊重的同義詞。”(Bhagavàti 

gāravādhivacana%) 

又如《長部義註》解釋說： 

“世尊世尊世尊世尊即尊師，世間上的尊師故說為世尊。

又以一切功德顯赫故，是一切有情的尊師，所以

當知為世尊。”(D.A.1.1) 

或者 bhagavā 是由 bhaga 和 vant組成，bhaga

是吉祥的、祥瑞的，vant 是擁有，意即具祥瑞者。 

不過，在印度，bhagavā 也可以指其他宗教的

導師。如耆那教(Jainism)稱其教主為“世尊大雄”

(Bhagvan Mahāvīr)，吠檀多大師商咖拉稱為“世

尊商咖拉”(Bhagavān Śa%kara)。婆羅門教-興都

教有一篇著名的經典叫《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

等等。 

“住在王舍城”：王舍城(Rājagaha)，城市名，是

當時馬嘎塔國(Magadha)的首都。因為它是曼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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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Mandhātu)、大果文達(Mahāgovinda)婆羅門等所

居住故，稱為王舍城。只有在佛陀住世時和轉輪

王治世時，它才是城市，其他時間都是一片荒野，

並被亞卡所佔據，成為他們居住的叢林。 

“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基瓦王子育”(Jīvaka 

komārabhacca)是人名，他在這篇經文中擔任重要的

角色，這裏就先講一下他的故事。 

基瓦王子育的故事 

佛陀年輕時，在韋沙離(Vesālī)城有一個很有

名的妓女叫安拔巴莉(Ambapālī)。這個妓女長得天

姿國色，能歌善舞，眾人趨之若鶩，結果給當地

經濟帶來了繁榮。 

當時，馬嘎塔國賓比薩拉王聽了大臣們的建

議，也在自己的國家裏找到一個名叫薩喇瓦帝

(Sālavatī)的漂亮女孩子，從小培養她唱歌、跳舞、

各種技藝等，並使她成為妓女，結果也給馬嘎塔

國的經濟帶來繁榮。 

後來，薩喇瓦帝懷孕了。薩喇瓦帝想：“我

懷孕了，那些男人看到我大肚子將會不喜歡我。”

於是她對傭人、奴婢說：“如果以後有男人找我，

你就說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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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她躲起來，躲了九個月，後來生了一

個男孩。她知道身為妓女如果生育過孩子，男人

將對她不再感興趣，於是她對奴婢說：“你把這

個嬰孩扔了。”婢女就把嬰孩扔到郊外。 

那時，正好無畏王子(Abhaya Kumāra)出外經

過棄嬰處。他看到天空有幾隻烏鴉在盤旋，於是

對他的隨從說：“你們過去看看那是什麼？為什

麼會有烏鴉在那邊盤旋？” 

那些隨從過去看後，報告無畏王子：“主人，

是小孩。” 

無畏王子問：“是否還活著？” 

隨從說：“是！還活著。” 

於是，無畏王子把他撿起來，交給宮女餵養，

並命名為 Jīvaka Komārabhacca。 

Jīvaka 是“還有生命、還活著”的意思，Komāra

是王子，bhacca 是撫養、餵養。因為他由王子撿

回來撫養，於是叫做“基瓦王子育”。 

等基瓦長到少年時，他想，我怎麼從來不知

道我的父親、母親是誰呢？於是去問無畏王子：

“王子，我的父親是誰？我的母親又是誰？” 

無畏王子說：“我也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你

的母親是誰，我只是把你撿回來養的。” 

當時，基瓦想：“既然我沒有父母，我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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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宮裏，沒有一技之長是不適合的。” 

於是，他沒有告訴無畏王子，不辭而別，到

了西北印度的答咖西喇(Takkasilā)地方。答咖西喇

位於現在的巴基斯坦境內，在古印度佛陀在世的

時候，那個地方是一個專門學習各種技巧、技藝

的地方，手工業很發達。 

基瓦到了答咖西喇，向一位名醫請求教他醫

術。那位名醫收留了基瓦，並教他認識各種藥草。

古印度的醫藥和中國的中藥類似，都是以草藥為

主。如此，基瓦在答咖西喇學習了七年。 

到了第七年，他想，現在我已經學了很多知

識，已經學得很純熟了，如果一直學習下去是學

無止境的。於是，他把這個想法報告了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說：“好吧，現在看你能不能出師。你拿

個籃子，在答咖西喇方圓一由旬（大約方圓十幾

千米）的地方去尋找，只要你看見有任何不能做

藥的植物，就把它採下來放在籃子裏。” 

基瓦提著這個籃子到答咖西喇周圍，一直走

了一由旬的地方，結果卻沒有發現有任何的植物

不能做藥。於是他回到老師身邊報告說：“老師，

我走遍了答咖西喇方圓一由旬的地方，卻沒有發

現任何一棵植物是不能做藥的。” 

他的老師很高興地說：“很好！你學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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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可以出師了。” 

從這裏可以看出，佛陀在世的時候，西元前 6

世紀印度的醫藥學已經很發達了，當時的醫生能

用幾乎所有的植物入藥。 

基瓦於是辭別了老師，往王舍城進發。他在

途中醫治了很多人，一些長者之子在他手中得到

了救治，也醫好一些疑難雜症，甚至用外科手術

開腦顱。這些在《律藏·衣篇》(Cīvarakkhandhako)

裏有記載。 

後來，他回到自己的祖國馬嘎塔國，成為國

王賓比薩拉的御醫，除了專門為國王治病之外，

也幫佛陀和比庫眾看病。 

有一次，佛陀的身體充滿病素(kāyo 

dosābhisanno)，當時基瓦就給佛陀配藥讓他腹瀉，

類似現在所說的幫佛陀排毒。他不想給佛陀直接

服用太厲害的瀉藥，於是把不同的藥粉處理進三

枝蓮花柄裏，分別請佛陀依次聞三枝蓮花柄。結

果佛陀嗅第一枝蓮花柄後瀉了十次，嗅第二枝蓮

花柄後又瀉了十次，在嗅第三枝蓮花柄並瀉了九

次後，請佛陀洗一次熱水澡，然後再瀉一次，於

是用這種方法調理好佛陀的病。 

基瓦治好佛陀的病之後，又供養佛陀兩匹布。

就在做隨喜開示結束時，他證得了初果——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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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當時他想：“我每天應該前去侍候佛陀兩、三

次，但那竹林太遠了，我的芒果林園比較近，就

讓我在這裏為世尊建造住所。” 

於是，他在自己的芒果林中建造了夜間住處、

日間住處、洞窟、孤邸、帳篷等，還專門建造了

一所適合世尊居住的“香房”(Gandhaku�i)，並在

芒果林周圍建了十八肘高的銅板色的圍牆。 

然後，他邀請以佛陀為首的比庫僧團接受他

的袈裟和飲食的供養。佛陀用完餐之後，基瓦王

子育通過滴水儀式(dakkhi>odaka%)把這座芒果林

供養給以佛陀為首的比庫僧團。 

這篇經文就發生在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中。 

二、國王想拜訪沙門 

國王的感歎 

當時，佛陀住在這座芒果林，“與一千二百五

十位大比庫僧一起”。“比庫”：巴利語 bhikkhu 的音

譯，有行乞者、穿破衣者、見怖畏等義。是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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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正法律中出家並達上
8

的男子。 

 

經文接著說： 

那個時候，正值十五日伍波薩他，是[雨季]

第四個月滿月的果木地日晚上， 

 

“那個時候”：巴利語 Tena kho pana samayena，

是指那一天。 

“正值十五日伍波薩他”(tadahuposathe pannarase)：

那一天正好是滿月、月圓日。 

“伍波薩他”：巴利語 uposatha 的音譯，古代音

譯為“布薩”。伍波薩他源於梵語 upavasatha，意

譯為“近住”，即親近三寶而住的意思。伍波薩他

有好幾種含義： 

一、齋日。一個月有四個伍波薩他日，稱為

齋日。古印度的曆法和中國的農曆一樣，都是按

照月亮的運行來計算。一個月的月圓日是齋日，

月黑日相當於農曆三十，如果小月的話是二十九，

這一天也是齋日。月圓日到月黑日是十五天，中

間的第八天也是齋日。一個月三十天就有四個齋

                                                             

8 達上
達上達上

達上：巴利語 upasampadā 的直譯，由 upa (上) + sampadā (達到，

獲得) 組成，意為達到上位，即達到稱為上等狀態的比庫身份。 

北傳古律譯作受具足戒、受大戒、近圓、圓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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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概相當於中國農曆的初八、十五、二十三

和月底最後一天。有時也把月圓日的前一天——

十四日，以及黑月十四日加上去，那麼一個月就

有六個齋日，這六個齋日都稱為“伍波薩他”。 

二、在齋日中所受的戒法。在古印度，外道

徒眾往往會在四齋日舉行聚會，並向他們的弟子、

信徒說法，結果擁有很多信徒。佛陀在賓比薩拉

王的建議下，也叫比庫僧眾在這幾天集會，向在

家信徒說法。由於這幾天有很多在家信徒前往寺

院，於是佛陀建議居士們在這幾天受持伍波薩他

戒。伍波薩他戒一共有八條，古譯為“八關齋戒”

或“布薩八戒”。由於在家信眾親近三寶、親近

僧團而受持的戒，稱為“伍波薩他戒”。 

三、在每個月的月圓日和月黑日兩天，共住

在同一區域的所有比庫或比庫尼僧眾，都要聚集

在界堂一起誦戒。誦戒也稱為伍波薩他，即誦巴

帝摩卡(Pātimokkha)。 

“伍波薩他”有三種含義，這裏是指月圓

日。 

“是[雨季]第四個月滿月”(cātumāsiniyā pu>>āya 

pu>>amāya)：古印度曆法把一年分為三個季節，即

熱季、雨季和涼季。這裏的第四個月是指雨季的

第四個月。按照印度古曆，熱季第四個月結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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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農曆的六月十五日，那個時候是印度四月

的月圓日，因為一個季節有四個月，第四個月的

月圓日是印度曆熱季的最後一天。熱季最後一天

的翌日就進入雨季，約相當於中國農曆的六月十

六日。雨季又是四個月。雨季的第四個月結束時，

約相當於農曆的十月十五日。 

佛教僧眾必須在雨季的三個月期間停止到處

雲遊，安居一處精進禪修，稱為“雨安居”。中國

漢傳佛教在這個時間上推算早了兩個月。印度古

曆的四月月圓日，其實相當於中國農曆的六月十

五，但如果把印度古曆的四月照搬到中國農曆的

四月，那就提早了兩個月。農曆四月十六至七月

十五，正好是中國的夏天，所以漢傳佛教把“安

居”叫做“結夏”。但是按照印度古曆的雨安居，

則相當於農曆的六月十六至九月十五日。到了九

月十五日的時候，是雨季前三個月結束，那一天

僧團進行自恣，邀請大家來批評自己，如果發現

自己有過失，請大家指出。再過一個月就是雨季

第四個月的月圓日，也就是雨季的最後一天。所

以，這裏講到的第四個月，是指雨季的第四個月，

即陽曆 11 月的月圓日，約相當於農曆十月十五日

這一天晚上。 

“果木地日”(Komudiyā)：印度有種蓮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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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uda，是一種白色睡蓮，很漂亮。這種蓮花在

傍晚與夜晚的時候盛開，白天合起來。由於這種

蓮花是在這個時候盛開的，所以陽曆 11 月的月圓

日就稱為果木地日(Komudī)。 

 

在這樣一個四周好像被從銀壺裏倒出來的乳

汁清洗過一般，又好像從銀色的天宮中灑下了珍

珠串、茉莉花環和黃白相間的睡蓮一般，由遠離

了雲、霧、煙塵和拉胡四種障礙的圓月所散發出

來的光明照耀著的晚上， 

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為諸王臣圍

繞著，登上殿樓頂層的上面坐著。 

 

“馬嘎塔國”：巴利語 Magadha 的音譯，舊譯摩

揭陀國。因為它由馬嘎塔人統治，所以叫做馬嘎

塔(Magadhāna% issaroti māgadho)。 

“韋迭希”：巴利語 Vedehī 的音譯，意思是智者，

在此是王后的名字。她是馬嘎塔國賓比薩拉王的

王后，也是高沙喇國巴謝那地王的妹妹。未生怨

王是韋迭希王后所生，所以稱為“韋迭希之子”。 

未生怨王登上宮殿樓頂的平臺，坐在撐著華

貴傘蓋的黃金寶座上。他為什麼要坐在那裏？為

了驅除睡眠。自從他殺害了自己父親的那一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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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每到想要睡覺時，一旦閉上眼睛，就好像被

一百支矛刺穿身體一樣痛哭著醒來。別人問他什

麼事時，他假裝著回答沒什麼事。因為這種不適

意的睡眠，如是為了驅散睡眠而坐著。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就伍波

薩他發出感歎說:“朋友們，多麼可愛的夜晚

啊！朋友們，多麼美麗的夜晚啊！朋友們，多麼

美妙的夜晚啊！朋友們，多麼愉悅的夜晚啊！朋

友們，多麼祥瑞的夜晚啊！” 

 

猶如油不能再倒進桶子裏而溢出來時，叫做

溢油，又猶如水不能再流進池湖裏而氾濫出來時，

叫做洪水。同樣地，當歡喜的語言不能保留在心

中，情緒變得很強烈而無法再壓抑住並脫口而出

時，叫做感歎(udāna)。 

未生怨王心中對這美麗的月夜感到莫名的高

興、喜悅，他一直以來懊惱鬱悶的情緒終於找到

了一個暫時宣洩的出口，望著這皎潔的夜空，不

由自主地發出了五次讚歎。 

 

未生怨王說： 

“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去拜訪哪位沙門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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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門，拜訪後能使我內心歡喜。” 

 

止息諸惡為“沙門”(samitapāpatāya sama>a%)，

拒斥諸惡為“婆羅門”(Bāhitapāpatāya brāhma>a%)。

未生怨王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通過提出問題

的方式去拜訪他，目的是為了聽聞他宣說甜蜜的

妙法而令心歡喜。 

國王所說的所有這些話都是在暗示。暗示誰

呢？暗示基瓦王子育。為了什麼暗示呢？為了想

去拜見世尊。難道他不能自己去見世尊嗎？是的，

不能！為什麼不能？因為他造了很重的惡業。 

他殺死了自己的父親，而他的父親正是世尊

的護持者和在家聖弟子（已證得初果），同時迭瓦

達答也是依仗他的權勢而對世尊多行不義。如是，

他造了這麼重的惡業，所以不敢自己去拜見世尊。

但基瓦是世尊的護持者，所以他說想要去拜訪哪

一位沙門、婆羅門，其實是在暗示基瓦說：“我想

要躲在基瓦的背影裏去拜見世尊。” 

基瓦瞭解未生怨王的暗示嗎？是的，他瞭解，

但是他卻保持沉默。為什麼要保持沉默呢？為了

避免被打斷。基瓦心想：“聚集在國王身邊的這些

大眾有很多都是外道六師的護持者，他們所侍奉、

追隨的導師是沒有修養的，他們本身自然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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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一旦我開始談論世尊的功德，他們就會站

起來打斷我的話，然後談論他們自己導師的功德，

這樣我就不能完整地談論導師的功德。不過國王

曾經拜訪過這些大臣們所擁護的導師，對他們所

談論的功德將不會感到滿意，他知道這些言論是

沒有真實意義的，然後就會來問我。到那個時候，

這些大臣就不敢再打斷我的話，我才可以沒有障

礙地解說、讚歎導師的功德，然後帶國王去拜見

導師。”正因如此，雖然他瞭解國王的暗示，但

是為了避免被打斷而保持沉默。 

當時，那些大臣們心想：“今天國王以五種

方式讚歎夜晚，他一定是想去親近某位沙門或婆

羅門（宗教導師），提出問題後聽聞教法。若國王

聽了他的教法之後產生信心的話，就會對他恭敬

有加。若有誰護持的沙門獲得國王的護持，那他

一定也會很幸運。” 

這些大臣懷著這樣的動機，心想：“我要讚

歎我自己護持的沙門，然後帶國王去親近他。” 

於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先頂禮國

王，然後坐在國王面前，讚歎自己所擁護的宗教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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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臣推薦沙門六師 

我們再看經文： 

如此說時，一個王臣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

未生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布拉納·咖沙巴有

僧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

教主、受多人恭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布拉納·咖沙巴，也許大

王拜訪布拉納·咖沙巴能使內心歡喜。” 

 

他這樣讚歎他的導師。 

“布拉納·咖沙巴”(Pūra>a Kassapa)：一個外道

導師的姓名。“布拉納”的意思是“圓滿”，“咖沙

巴”是他的姓。為什麼叫做“布拉納”呢？據說

他出生在一個擁有九十九個奴隸的家族，他的出

生正好是第一百個奴隸。由於一百在古印度是個

吉祥數字，他的出生正好圓滿了一百這個吉祥數

字，於是他的名字叫做“圓滿”。由於他是幸運的

奴隸，所以沒有人會責罵他說“做得不好”或者

“不能這樣做”。    

當他長大之後，想到“我為什麼要居住在這

裏”並逃跑了，結果衣服被盜賊搶去，他又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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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樹葉或者草葉來遮擋身子，於是光著身子走

進一個村莊。人們看見他之後想：“啊！這個沙門

一定是個少欲的阿羅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

這樣的人。”於是，他們帶著糕餅、米飯去供養

他。他想：“正因為我不穿衣服，才產生這些供養。”

從此以後即使有人供養他衣服，他也不穿，並且

執持裸體為出家。 

後來不斷有人前來跟隨他出家，據說甚至有

五百人之眾，所以說“布拉納．咖沙巴有僧團”。 

“有僧團”(sa6ghī)：出家人所組成的團體稱為

僧團。布拉納·咖沙巴擁有這樣的團體，稱為“有

僧團”。 

“有大眾”(ga>ī)：擁有大眾，有很多人追隨他。 

“為眾人之師”(ga>ācariyo)：他是教導那些大眾

行為的老師。 

“有名”(ñāto)：他擁有名聲。 

“有聲望”(yasassī)：因為他們是通過少欲知足

——“要少欲，就連衣服也不穿”——的方式來

博取名聲，所以稱為“有聲望”。 

“創教主”(titthakaro)：他有自己的學說，為一

派教主，一代宗師。 

“受多人的恭敬”(sādhusammato bahujanassa)：這

裏的“多人”是無知無聞、盲目愚癡的凡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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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這些人的恭敬。 

“經驗豐富”(rattaññū)：他們出家已經經過了很

多日夜。 

“出家經久”(cirapabbajito)：自從出家以來，已

經經過很長時間。 

“耆宿、高齡”(addhagato vayoanuppatto)：他們

已經過了生命的第二個階段，到了晚年。我們的

佛陀當時是七十多歲，這些沙門六師也年歲很高

了。之所以強調這兩個詞是因為太年輕所說的話

未必值得信賴。 

 

當這個大臣讚歎了他的導師布拉納·咖沙巴

之後， 

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

然。    

 

為什麼沉默呢？就好像一個人想吃金黃色的、

甜蜜的成熟芒果，但是卻看見有人拿來咖迦拉

(kājara)果放在他的手中。同樣地，未生怨王想要

聽聞有關禪那、神通等的功德以及具備三相的甜

蜜的佛法開示。因為他之前曾經見過布拉納·咖沙

巴，那時已經對他的教法感到不滿意，現在又聽

到讚揚他的功德，國王當然不會感到滿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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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沉默。雖然他不滿意，但是他想：“假如我指

責這個大臣並命人抓住他的脖子把他趕出去的話，

其他的人都會害怕，就沒有人再敢說任何話了。”

所以他儘管不滿意，仍然容忍自己所不喜歡聽的

言論而保持沉默。 

另一個大臣見到大王保持沉默，心想我應該

讚歎我所護持的導師，於是他說話了。 

 

經文說道： 

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這樣說:“大王，此馬卡離·苟薩喇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馬卡離·苟薩喇，也許大

王拜訪馬卡離·苟薩喇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

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這裏的“馬卡離．苟薩喇”(Makkhali Gosālā)：

“馬卡離”是一個人的名字。為什麼稱為“馬卡離”

呢？據說有一天，他端一個油瓶經過泥濘的地方，

他的主人提醒他說：“親愛的，不要摔倒 (mā 

khali)！”，但由於粗心大意還是摔倒了。他害怕主

人抓他，於是趕忙逃跑。主人追他並抓住他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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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他扔掉衣服光著身子逃跑了，跑到村裏去。

結果人們看見他沒穿衣服，又以為是一個少欲的

阿羅漢，然後供養他，於是又和前面那個布拉

納·咖沙巴一樣光著身子成為裸體外道。“苟薩喇”

是他的第二個名字，據說他出生於一個叫做Gosālā

的村子。又有人說，因為他在牛棚裏出生的，所

以叫做“苟薩喇”，“苟薩喇”是牛棚的意思。    

 

接著再看經文： 

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這樣說:“大王，此阿基答·給薩甘拔喇有

僧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

教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也

許大王拜訪阿基答·給薩甘拔喇能使內心歡

喜。”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默然。 

 

“阿基答．給薩甘拔喇”(Ajita Kesakambala)：“阿

基答”是他的名字。“給薩”是頭髮、人頭髮，“甘

拔喇”是毯子。因為這個外道經常披著一件由人

頭髮編織成的毯子，所以人們叫他“披著人頭髮

毯子的阿基答”。這種頭髮毯令人厭惡，在天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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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很冷，天熱時穿著很熱，而且很難看，散發

著惡臭，披在身上渾身都不舒服，再也找不到比

這更厭惡低劣的衣服了。但是這個外道以此為榮，

竟然也博取了很多人的信心，認為他是有修行、

苦行的人。 

 

經文又說： 

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巴古塔·咖吒亞那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巴古塔·咖吒亞那，也許

大王拜訪巴古塔·咖吒亞那能使內心歡喜。”如

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這裏講到的“巴古塔”(Pakudha)是他的名字，

“咖吒亞那”(Kaccāyana)是他的姓。這個外道拒絕使

用一切冷水，即使大便後也不用冷水來洗淨，寧

可用熱水或者粥來清洗糞便。如果他渡過河流或

者跨過路邊的水坑，會認為“我的戒已經破了”，

於是藉由堆起一堆沙塔來決意恢復他的戒。他執

著這種不幸的邪見(nissirīkaladd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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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繼續說： 

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山吒亞·悲喇他子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山吒亞·悲喇他子，也許

大王拜訪山吒亞·悲喇他子能使內心歡喜。”如

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這裏的“山吒亞”(Sañcaya)是他的名字。因為

他是悲喇他 (Bela��ha)的兒子，所以叫悲喇他子

(Bela��haputta)。 

 

經文裏說： 

另一個王臣也對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這樣說:“大王，此尼乾陀·那嗒子有僧

團、有大眾，為眾人之師，有名、有聲望、創教

主、受多人尊敬、經驗豐富、出家經久、耆宿、

高齡。大王，拜訪那位尼乾陀·那嗒子，也許大

王拜訪尼乾陀·那嗒子能使內心歡喜。”如此說

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默然。 

 

“尼乾陀”(Niga>�ho)的意思是沒有繫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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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尼乾陀是印度耆那教的教主。被稱為尼乾

陀是因為他們自稱：“我們沒有繫縛的煩惱，我們

沒有纏縛的煩惱，我們已不被煩惱所繫縛。”因

為他是那嗒(Nā�a)的兒子，所以叫“尼乾陀·那嗒

子”(Niga>�ho Nā�aputta)。 

 

經文接著說： 

那個時候，基瓦王子育在馬嘎塔國韋迭希之

子未生怨王不遠處默然而坐。 

 

聽完這些大臣讚歎他們導師的話語之後，未

生怨王想：“我不想聽這些人所說的話，這些話

對我沒有利益。我想聽就像控制諸龍的金翅鳥一

般保持沉默者的陳述。” 

然後他想：“基瓦王子育是寂靜的佛世尊的

護持者，他自己也很寂靜，所以他就像那些具足

儀法的比庫一樣安靜地坐著。如果我不先問他，

他是不會說話的。就像想要制服一頭大象，就必

須抓住它的腳一樣。”於是，他主動地開口。 

基瓦讚佛 

我們再看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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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基瓦

王子育這樣說： 

“朋友基瓦，你為何默然呢？” 

 

“這些大臣們各自都稱讚自己所護持的沙門，

但你卻不開口。你為什麼要這樣沉默？難道你沒

有像他們一樣護持沙門嗎？難道你很貧窮嗎？是

我的父親沒有給你自由嗎？抑或你是個沒有信仰

的人？”國王這麼問。 

這時基瓦心想：“這位國王想聽我談論我所

護持的沙門的功德，現在不是我再保持沉默的時

候了。但是那些大臣們在頂禮國王之後坐下來讚

歎自己所護持的沙門的功德，我不應該像他們一

樣讚歎導師的功德。” 

於是，基瓦從座位上站起來，朝著佛陀所居

住的芒果林方向先行五體投地禮。如何行禮呢？

先合掌當胸，然後緩緩拜下。在拜下時，額頭、

手肘、手掌、膝蓋和腳這五個身體的部位都碰觸

到地上，這叫做“五體觸地禮”或“五體投地禮”

(pañcapati��hita)。 

基瓦向著佛陀的方向頂禮之後，恭敬地雙手

合十，高舉至頭，對國王說：“大王！請不要認為

我隨隨便便地親近任何的沙門。當我的導師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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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胎時、出母胎時、出家時、正覺時、轉法輪時，

一萬個世界都震動了。當他顯現雙神變，以及在

天界講完‘阿毗達摩’下降到人間的時候，大地

亦同樣地震動。我將要講述我導師的功德，請您

一心專注地聆聽，大王！” 

 

然後，他這樣讚揚道： 

“大王，此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住在我的芒

果林，與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一起。對那位世

尊有這樣的好名聲傳揚：” 

 

“好名聲”(kalyā>o kittisaddo)：具足種種善妙、

最勝功德的讚譽。 

“傳揚”(abbhuggato)：傳播遠揚到包括諸天的

世間。 

 

哪些功德呢？即佛陀的十種功德： 

“Iti’pi so Bhagavā araha%, sammāsambuddho, 

vijjācara>asampanno, sugato, lokavidū, anuttaro, 

purisadamma sārathi, satthā devamanussāna%, buddho, 

bhagavā’ti.” 

“‘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漢，正自覺者，明行

具足，善至，世間解，無上者，調御丈夫，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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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佛陀，世尊。’” 

 

“那位世尊亦即是阿拉漢”(Iti’pi so Bhagavā 

araha%)：為什麼稱為“阿拉漢”呢？ 

阿拉漢有五種含義： 

1. ārakattā（遠離）：“以遠離故為 araha%”。因

為佛陀已經遠離一切煩惱，對煩惱已經站得很遠，

以遠離故為 araha%。 

2. arīna% hatattā：ari 是“敵人”，hata 是“殺”。

由於佛陀已殺死一切煩惱敵，故稱為 araha%。 

3. arāna% hatattā：ara 是“輻”，在此比喻輪迴

或無明之“輻”。hatattā 是“已破壞”。由於已經破

壞了輪迴之輻，以已破輻故為 araha%。 

4. arahattā：araha 是“有資格的、值得的”。由

於佛陀擁有無比圓滿的戒、定、慧、解脫、解脫

知見，值得一切人、天的供養、禮敬、尊重，所

以稱為 araha%。 

5. 以沒有惡行等種種的秘密、隱秘故

(pāpakara>e rahābhāvato)。rahā 是“秘密”，加上否

定首碼 “a”，意即“沒有秘密”。由於佛陀已經沒

有任何身語意方面的惡行，他不用秘密地做任何

事情，故稱為 araha%。 

“阿拉漢”有這五種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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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稱為“正自覺者”(Sammāsambuddho)呢？

“正確地、自己覺悟了一切法，故為‘正自覺者’”

(Sammā sāmañca sabbadhammāna% buddhattā pana 

Sammāsambuddho’ti) 

“明行具足”(Vijjācara>a-sampanno)：“明”(vijjā)

是智慧，知識。佛陀擁有三明：宿住明、有情死

生明以及漏盡明；或者擁有八種明：觀智、五種

神通、意所成神變和六神通。“行”(cara>a)是“德

行”，即戒律儀、守護諸根、於食知節量、實行警

寤，信、慚、愧、多聞、精進、念、慧七種正法，

以及四種禪那等十五種德行。由於佛陀已經圓滿

了智慧與德行，故稱為“明行具足”。 

“善至”(Sugato)：su 是“善妙的”，gato 是“到

達”。已經到達善妙之處為 sugato。什麼是“善妙

之處”？即涅槃。又或者行於善美故為 sugato，正

行故為 sugato，正語故為 sugato。佛陀已經到達至

善、至圓滿的境界稱為“善至”。 

“世間解”(Lokavidū)：loka 是“世間”，vidū 是

“瞭解、理解”。由於佛陀已經瞭解世間的本質、

世間生起的原因、世間的寂滅以及導致世間寂滅

的方法，所以稱為“世間解”。又由於佛陀已經瞭

解有情世間、行世間和空間世間，稱為“世間解”。 

“無上者”(Anuttaro)：uttaro 是“超越的、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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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a 是“沒有”。不存在有任何人比佛陀的功

德更超越、更殊勝，所以稱為“無上者”。 

“調御丈夫”(Purisadammasārathi)：purisa 是男人、

丈夫，在這裏包括人丈夫、天丈夫、畜生丈夫。

由於佛陀能調御他們，以能調御應調御者，稱為

“調御丈夫”。 

“天人導師”(Satthā devamanussāna%)：satthā 是

導師，devāna% 是諸天，manussāna% 是人類、諸人。

佛陀像嚮導一樣，是引導諸天及人們出離輪迴危

險之處的導師，稱為“天人導師”。 

“佛陀”(Buddho)：buddho 意為覺悟者。由於佛

陀通過究竟解脫智已經覺悟一切應覺悟之法，故

稱為“佛陀”。又由於佛陀自己覺悟了四聖諦，同

時還能教導他人覺悟，故稱為“佛陀”。 

“世尊”(Bhagavā)：bhaga + vant，或者稱為

bhāgyavā。bhaga 是祥瑞的、吉祥的，vant是擁有；

擁有各種祥瑞、吉祥者稱為“世尊”。 

 

基瓦繼續說： 

“大王，拜訪那位世尊，也許大王拜訪世尊

能使內心歡喜。” 

 

基瓦一句一句地解釋了佛陀功德的意義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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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此，大王，我的導師是阿拉漢，正自覺

者……世尊！大王，請您去拜訪世尊！如果大王

拜訪了世尊後，也許能夠帶給您內心的歡喜。” 

他這樣說的意思是：“大王！即使有一百個、

一千個乃至十萬個像您這樣的人提出問題，我的

導師也會在了知他們所有人的心之後，有能力和

精力來回答他們的問題。您應該充滿信心去親近

他並提出問題，大王！” 

 

三、國王前往見佛 

基瓦準備象乘 

當未生怨王聽到基瓦在談論世尊的功德時，

他全身充滿了五種喜。就在那時，他想馬上前去

親近佛陀。他心裏想：“在這個時候我想要去到

十力尊的跟前，除了基瓦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

快速地將車乘準備好。” 

 

於是，他這樣說： 

“那麼，朋友基瓦，請準備象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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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瓦回答說： 

“是的，大王。” 

 

為什麼要準備象乘呢？因為當時在騎馬、坐

車等各種交通方式中，象乘是最上等的，既然要

去見最上等的人，當然也要用最上等的交通方式

前往。同時，如果是騎馬或者坐車的話會發出聲

音，很遠就能聽見它們的聲音，而乘象是一步一

步平穩地走，聽不到聲音。想到要去寂靜的世尊

之處，就應當乘坐寂靜的車乘前往，於是未生怨

王下令準備象乘。 

 

基瓦王子育答應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準備了五百頭母象，以及國王御乘的公象

之後， 

 

未生怨王是否吩咐基瓦王子育準備五百頭母

象？沒有吩咐。為什麼沒吩咐也要準備？因為基

瓦是位智者，他無需別人的指點，自己就作出周

全的出行安排。他想：“國王如今說要在夜晚外

出，但他有很多敵人。假如在半路上發生任何危

險，人們將會斥責我：‘基瓦為何要在不適當的

時候帶著國王離開！’同時他們也會批評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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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果德瑪沒有考慮在適當的時候為國王說

法。’為了避免有人批評我和世尊，我應當為國

王的出行做好防衛工作和周全的安排。” 

同時，有了女人們做依靠，男人就不會感到

害怕。所以，為了讓國王在眾多宮女的圍繞之下

快樂地前進，基瓦準備了五百頭母象。他吩咐那

五百個宮女都裝扮成男人的模樣，每個人的手裏

都拿著劍和矛，乘著大象簇擁著國王。 

基瓦進一步想：“這個國王已經殺害了他的

父王，弒父是五無間罪之一，任何人造了五無間

罪，他在今生將不可能再證得任何的聖道聖果，

而佛陀只有在見到聽眾們擁有證悟道果的親依止

緣時才會說法。就讓我召集大眾前往，如果導師

見到有些人有證悟道果的親依止緣而說法，將能

使眾人獲得利益。” 

因此基瓦令人到處發出通告，並擊鼓宣佈:

“今天晚上國王要到世尊之處，所有人都應盡自己

的能力來保護國王！” 

那時眾人在想：“聽說國王要去見導師，不

知導師將會說什麼法？讓我們也去那裏吧！”於

是所有人都拿著香、花鬘等站在路邊等待著國王

的出行。 

 



第二講  國王見佛  

113 

基瓦把所有這一切準備好之後， 

報告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說：“大

王，已準備好那些象乘，現在可考慮時候了。” 

 

這句“現在可考慮時候了” (yassadāni kāla% 

maññasī)是習慣用語，它的意思是說：“我已經按

照您的命令做好一切準備了，現在請您考慮時間

出發還是不出發，請您自己隨意決定吧！” 

國王出行 

那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令[宮]

女們一一登上五百頭象乘，並登上[自己] 御乘

的公象，由諸持火炬者伴隨著，以盛大的王者威

嚴從王舍城出發，向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前進。 

 

當時，那五百個宮女都裝扮成男人的模樣，

頭上纏著頭巾，腰間偑著劍，手裏拿著杖和矛，

每人登上一頭母象乘，浩浩蕩蕩地出發。 

“以盛大的王者威嚴”：“盛大”(mahacca)即隆重

的。“王者的威嚴”(rājānubhāvena)是國王的威風、

威勢。當時國王的威勢範圍有多大？在恒河中下

游三百由旬的廣袤地區只有馬嘎塔和盎嘎兩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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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統治著。 

據說當時有許多王族的舞女圍繞著國王，其

後是宮庭衛士，再後是著裝華麗的大臣，再後不

同裝束、手中拿著不同武器，猶如持咒童子般的

王子們，再後是諸婆羅門，再後是樂師，再後是

弓箭隊、象隊、馬隊、車隊、兵士等。 

眾人手中拿著火炬不止一百把、一千把，以

這樣的國王的威風，所以才說“以盛大的王者威

嚴從王舍城出發，向基瓦王子育的芒果林前

進”。 

基瓦王子育把國王的隨從們安排妥當後，自

己則緊跟在國王身邊而行。他心想：“假如有任

何危難發生，我將第一個獻出生命來保護國王。” 

國王的恐懼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來到芒

果林不遠之處，覺得害怕、懼怕、身毛豎立。 

 

為什麼未生怨王會感到害怕呢？有人說是因

為黑暗。據說王舍城有十二個大門，六十四個小

門。基瓦的芒果林在城牆和鷲峰山之間。當時國

王從東門出城，走進山的陰影中，那裏的山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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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把月光擋住，山的影子和樹叢的影子造成的黑

暗使國王感到害怕。但是當時有成千上萬的火把，

所以這種理由不成立。國王是因為四周寂靜無聲，

擔心基瓦圖謀不軌才感到害怕。 

據說基瓦還在宮殿的頂層時就說：“大王，世

尊喜歡安靜，我們應該安靜地前往。”所以國王

禁止在沿途奏樂，樂器只是隨身帶著而已。同時

他們也都不高聲談話，只以彈指作為信號前進。 

當他們來到芒果林附近的時候，連噴嚏聲都

聽不到。一般國王都喜歡聲音，但他發現周圍寂

靜無聲時，即感到恐懼不安，甚至對基瓦產生懷

疑：“這個基瓦告訴我說在芒果林裏住著一千二

百五十位比庫，但現在來到這裏卻連噴嚏聲都聽

不到。我想這是個騙局，他把我騙出城，然後在

前面布下伏兵，抓住我後自己高舉華蓋做國王。

他擁有五頭象的力量，而且就走在我的身邊，在

我的身邊卻連一個拿著武器的男人也沒有。啊！

算我倒楣了！”由於他感到異常的恐懼，不能夠

再保持無畏的樣子，因此把自己恐懼害怕的情緒

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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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恐懼、悚懼、身毛豎立的馬嘎塔國韋

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基瓦王子育這樣說: 

“朋友基瓦，你不會欺騙我吧？朋友基瓦，

你不會矇騙我吧？朋友基瓦，你不會把我交給敵

人吧？若真的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庫僧團，為

何既沒有噴嚏聲，也沒有咳嗽聲、吵雜聲呢？” 

 

當時基瓦心裏想：“這個國王實在太不瞭解

我了！我是不會殺害任何其他生命的。假如我不

設法讓他平靜下來，他將會死去。” 

 

於是，他用堅定的口氣安撫國王道： 

“大王，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大

王，我不會欺騙您！大王，我不會矇騙您！大

王，我不會把您交給敵人！大王，前進！大王，

前進！在那圓堂裏燈火輝煌。” 

 

基瓦連續說兩次“大王，前進”(abhikkama, 

maharaja)，因為只說一次語氣還不夠堅定。 

“在那圓堂裏燈火輝煌”(ete ma>Falamā8e padīpā 

jhāyanti)是在提醒國王：“如果是那些匪黨、盜賊們

盤踞的地方，就不可能燈火明亮。您現在就朝著

燈火輝煌的方向勇敢地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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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見佛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乘象前

進到象所能到之地，從象乘下來後，步行到圓堂

門口。 

 

未生怨王來到寺院外面的門樓時，從象乘上

下來。當他在地上剛剛站穩時，世尊的光明照遍

他的全身。此時，他全身都流滿了汗，衣服緊貼

著他的身體，讓他感覺非要脫下來不可。他想到

自己所造的罪，心裏生起了大恐怖。他沒辦法直

接走到世尊跟前，於是拉著基瓦的手，假裝著好

像是來參觀這座芒果林一樣。他一邊走一邊稱讚

道：“基瓦，你建得很不錯嘛！這裏的建築還挺

不錯的！”他藉由讚歎寺院來掩飾內心的不安，

這樣逐漸來到圓堂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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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後對基瓦王子育這樣說:“朋友基瓦，

哪位是世尊？” 

 

他為什麼會問哪位是世尊呢？難道他沒有見

過佛陀嗎？他的父王是佛陀的弟子，他的父親在

未生怨還很小的時候就曾經帶他去見佛陀。再者，

他的父親曾邀請佛陀和比庫僧團到宮中應供，做

王子的他必然見過佛陀。為什麼這時他卻問“哪

位是世尊呢”？有人說由於他親近惡友，殺害了

自己的父親，又派刺客殺佛陀以及放出那喇笈利

大象攻擊佛陀，他變成大罪人，不敢面對面地見

佛陀，所以不認得了。但這不是理由，因為佛陀

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射出來的六色光明

照亮了整座芒果林，就好像眾星圍繞著明月一樣，

佛陀坐在比庫僧眾面前，坐在會堂的中央，有誰

還會認不出佛陀呢？未生怨王之所以這樣問，只

是想擺出一副統治者的架子。即使已經知道，也

要裝著不知去問，這是王族們的本性。 

基瓦聽後，心想：“這個國王如同一個人站

在大地上，卻問：‘大地在哪裡？’仰望著天空，

卻問：‘日月在哪裡？’站在須彌山下，卻問：

‘須彌山在哪裡？’站在十力尊面前，卻問：‘哪

位是世尊？’就讓我來告訴他哪一位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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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於是基瓦向世尊恭敬合掌後，對未生怨王

說： 

“大王，那位是世尊！大王，那位世尊依中

柱面向東方，坐在比庫僧眾的面前。” 

國王的情感流露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來到世

尊之處，來到後站在一邊。 

 

未生怨王以不影響世尊和比庫僧團的腳步來

到世尊的跟前，在一邊適合自己站立的地方站著。

他站在那裏環視寧靜的比庫僧團，當時有一千二

百五十位比庫在那裏坐著。未生怨王環視比庫僧

團的時候，無論目光所及之處，只是見到他們寧

靜地坐著，看不到有任何一位比庫在玩弄手、玩

弄腳或者打噴嚏，也沒有任何一位比庫去看站在

世尊前面的國王、國王的隨從，或者那些喬裝打

扮的宮女們，所有比庫只是注視著佛陀而坐著。 

 

站在一邊的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環視默然猶如湖水般澄淨的比庫僧團，發出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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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願我的伍達夷跋達王子擁有這樣的寂靜，

就如比庫僧團現在所擁有的寂靜！” 

 

當未生怨王見到如此寧靜的僧團後，心中生

起信心。他一再環視諸根寂靜地坐著的比庫僧團，

就好像一片沒有淤泥的清澈湖水一般。於是他發

出歡喜的讚歎:“願我的兒子伍達夷跋達王子擁有

這樣的寂靜，就如比庫僧團現在所擁有的寂靜一

般！”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願我的兒子也能擁有

像這比庫僧團所擁有的身、語、意寂靜以及戒行

的寂靜！”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願我的兒子

以後也出家，就像現在這些比庫一樣安靜！” 

當一個人獲得難得的事物或者看到稀有的東

西時，自然而然會想到自己所愛的人或者親戚、

朋友，這是世間人的習慣。同樣地，未生怨王看

到寧靜的比庫僧團，就想起他所愛的兒子。 

另外，他還擔心自己的兒子才希望兒子寂靜。

據說當時他這樣想：“我的兒子將會問：‘我父親

還這麼年輕，我的祖父到哪裡去了？’如果他聽

到‘你父親殺了你的祖父’之後，可能會說：‘我

也要殺死我的父親當國王。’”由於擔心自己的兒

子也會像他一樣，所以說出這樣的話，希望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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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能夠安詳、平靜。 

雖然他這樣希望，而且在佛陀面前說出這樣

的話，然而事實卻很殘酷。這個王國的歷史恰恰

和他的願望相違背，他所擔心的事情最後還是發

生了。未生怨王殺死了父親賓比薩拉王，後來這

個伍達夷跋達——他現在的掌上明珠——最後還

是殺死了他。而伍達夷跋達又被他的兒子馬哈木

地咖(Mahāmu>Fika)殺死，馬哈木地咖又被他的兒

子阿奴盧特(Anuruddha)殺死，而阿奴盧特又被他

的兒子那嘎達思(Nāgadāsa)殺死。殺父篡位的事件

在這個王朝一共發生了五代。當時的國民憤怒地

說：“這些是自己毀滅自己家族的國王，我們要他

幹什麼！”於是他們把那嘎達思殺死，推選大臣

蘇蘇那格(Susunāga)即位治理國家，建立了蘇蘇那

格王朝。蘇蘇那格王朝不久被難陀王朝(Nanda)所

滅。但難陀王朝也只維持了二十二年便告滅亡。

西元前 326年，馬其頓王亞歷山大(Alexandros)率軍

入侵西北印度，後來有個叫月護(梵 Candrāgupta)

的青年號召人民把亞歷山大的軍隊趕跑，並率大

軍滅了難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梵 Maurya)，孔雀

王朝的第三代國王即是阿首咖王(Asoka,舊譯阿育

王)。此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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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佛陀這樣問國王： 

“大王，你[的思念]隨所愛而去。” 

 

這句話的意思是:“你的思念是不是跟隨著你

的感情而去呢？” 

為何佛陀會這樣說呢？因為世尊心想：“這

個國王來到這裏後一直都沉默不語地站著，他在

想什麼呢？”當他知道國王的內心後想：“這個

國王沒有勇氣和我交談，所以環視比庫僧團而想

起他的兒子。如果我不先開口，他就不會有勇氣

和我說話，我就主動和他說話吧！” 

因此，緊接著國王發出歡喜讚歎後，世尊說：

“大王，你的思念隨所愛而去。”這句話的意思是：

“大王，就像落在高地的雨水會流向低處。同樣地，

當你環視比庫僧團後，你的心就流向你的所愛。” 

當時國王對佛陀的這句話很感動，心想：“啊！

佛陀的功德的確是如此不可思議！世上再也找不

到像我這樣曾經對世尊犯下這麼嚴重的罪惡的人

了！我殺死了他最大的護持者，接受迭瓦達答的

教唆，派刺客謀害他，放出那喇笈利攻擊他。依

仗我的權勢，迭瓦達答推下石塊想砸死他。像我

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人，根本不值得佛陀開口向

我說話。世尊確實善住立於聖神變成就等五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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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我決不會放棄這樣的一位導師而去尋找其他

的導師！” 

 

國王內心充滿歡喜，對世尊說： 

“尊者，我愛伍達夷跋達王子！尊者，願我

的伍達夷跋達王子擁有這樣的寂靜，就如比庫僧

團現在所擁有的寂靜！” 

當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禮敬世

尊後，向比庫僧眾合掌致敬，然後坐在一邊。 

 

這個時候馬嘎塔國王未生怨才禮敬世尊。頂

禮佛陀後，他再向比庫僧眾合掌表示禮敬。為什

麼不再頂禮僧眾呢？假如他頂禮過佛陀後接著再

頂禮僧眾，必須背對著佛陀，這樣對佛陀是不恭

敬的，就好像頂禮了國王之後再頂禮太子是對國

王的不恭敬。所以他在頂禮佛陀之後，只是站在

原來的位置向比庫僧眾合掌表示禮敬，然後坐在

一邊。 

有人可能會這樣想，為什麼國王要禮敬出家

人呢？這是古印度的禮儀，國王是世俗的統治者，

而宗教導師是心靈的指導者。古代的賢王都恭敬

出家的宗教導師，所以他們這樣禮敬。就像現在

泰國的國王見到高僧也會頂禮，緬甸的政府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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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見到大長老、西亞多也會行五體投地禮。在

斯里蘭卡，總統見到出家人也同樣如此行禮。 

四、沙門果之問 

國王提問 

坐在一邊的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對世尊這樣說:“尊者，我想問世尊一些問題，

假如世尊能抽空為我解答問題。” 

 

佛陀說：    

“大王，隨意問吧！” 

 

世尊知道未生怨王希望提出問題，因此說：

“大王，隨便問吧！”(Puccha, Mahārāja, yadāka6khasi)

它的意思是：“你想問什麼就問吧，我沒有回答

問題的顧慮！”或者是：“只要你有所問，我都能

夠回答！”世尊向他作出一切知者的邀請。 

即使像獨覺佛、上首弟子、大弟子這樣的聖

者，他們也都不會說：“隨便問吧！”而是說：“聽

了你的問題之後，我將會回答。”但諸佛會這樣

說：“賢友，你想問什麼就隨便問吧！”或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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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你想問什麼就問吧！”對一切天人、鬼神、

國王、沙門、婆羅門的問題，佛陀都能夠回答，

所以佛陀這麼說。 

 

未生怨王因為世尊的邀請而感到滿心歡喜，

於是他這樣問： 

“尊者，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也即是：

馴象師、馴馬師、車夫、弓術師、旗手、元帥、

糧草兵、高級軍官、突擊隊、前鋒、勇士、裝甲

兵、奴隸子、糕點師、理髮師、洗浴師、廚師、

花鬘師、染織工、織布工、編籃工、陶匠、算術

師、印算師，或其他像這類的種種職業，他們都

能在今生即享用現見的職業成果，他們以此使自

己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快樂和滿足，使妻兒快樂

和滿足，使朋友快樂和滿足，對諸沙門、婆羅門

建立的崇高佈施能導向生天、樂報和天界。” 

 

從未生怨王列舉的職業清單中，可以瞭解到

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世時古印度的職業狀況。

就像在座諸位有些人當公務員，有些人從事教育，

有些人從事管理，有些人從事大眾傳媒，有些人

從事旅遊服務，有些人從事商務經貿，有些人從

事仲介等等各種職業。人們通過工作勞動獲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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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既可以在今世維持生計、養家糊口，也可以

贍養父母、幫助親戚朋友，可以帶給自己和他人

快樂，還可以用這些善資去做佈施，護持供養出

家修行人，或者投入社會福利和公益，這樣可以

帶給他們來世的快樂。 

 

未生怨王接著問： 

“尊者，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

沙門果？” 

 

在家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財富，可以享有

財富的快樂。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出家人是否

也能夠獲得今生即可以見到的成果？國王的意思

是他並不想聽出家人有關來世的說教，畢竟來世

對他來說是看不到、摸不著的。 

還有一層意思是，未生怨王已經擁有世俗的

最高權力，然而這些卻不能使他感到滿足。他想

要瞭解是不是有比世俗快樂更崇高的快樂，是不

是有比世俗成就更加崇高、聖潔的成就。 

佛陀的反問 

佛陀反問未生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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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你是否記得曾向其他沙門、婆羅門

問過這問題？” 

 

佛陀為什麼不直接回答國王的問題，卻反問

國王是否曾經問過其他沙門、婆羅門呢？因為佛

陀知道，跟隨國王一起來這裏的很多大臣都是外

道的弟子、信徒，如果佛陀一開始就談論負面與

正面的問題，這些外道的弟子們將會譏嫌：“我

們的大王抱著很大的勇氣來這裏，但自從他來到

時開始，沙門果德瑪就只是談論沙門之間的爭吵

和沙門之間的辯論。”這樣他們就不會恭敬地聽

法。但如果由國王來談論，這些大臣就不敢隨便

批評，因為他們必須服從於國王，世間人總是聽

命於權威。因此，佛陀決定把描述外道理論和學

說的任務交給國王本人，那些大臣就不敢抱怨佛

陀了。 

“你是否記得”(abhijānāsi no tva%)的意思是：“大

王，你是否記得曾向其他沙門、婆羅門問過這個

問題？你是否還記得他們是怎樣回答的？你沒有

忘記吧？” 

 

未生怨王回答： 

“尊者，我記得曾向其他沙門、婆羅門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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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 

 

佛陀又說： 

“大王，請說說他們所回答的話，假如你不

[覺得]麻煩的話。” 

 

“假如你不[覺得]麻煩的話”(sace te agaru 

bhāsassū)：假如你在這裏重述他們所回答的話不會

覺得麻煩、不會感到不舒服的話，那就請你說說

吧！ 

 

未生怨王說： 

“尊者，我不〔覺得〕麻煩，無論世尊或像

世尊一樣者坐在哪裡。” 

 

未生怨王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和那些貌

似智者的人一起談話是件痛苦的事，他們只會逐

句逐句、逐字逐字地挑毛病。但是真正的智者在

聽了別人的談論後，會讚許說得對的話，會指出

說錯了的語言文句和義理，並且給予糾正。再也

沒有像世尊一樣的智者了，所以說“尊者，我不

覺得麻煩，無論世尊或像世尊一樣者坐在哪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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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說： 

“大王，那請說說吧！” 

 

未生怨王怎樣描述他曾經拜訪過的那些外道

諸師呢？他們的理論學說是怎麼樣的呢？我們在

下一節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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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第三講第三講第三講  六師諸見六師諸見六師諸見六師諸見 

上一講我們談到了未生怨王想拜訪一位沙門，

希望通過聞法而令自己內心釋懷。當未生怨王見

到佛陀後，首先對寧靜的比庫僧團發出讚歎，並

希望世尊能夠回答他的問題。在得到世尊的邀請

後，未生怨王問了關於出家人是否能夠獲得今生

可見的結果這個問題。世尊反問他是否曾向其他

沙門、婆羅門問過這個問題，並請他復述他們的

回答。於是，未生怨王開始描述他之前曾經拜訪

過的當時著名的“沙門六師”。 

 

一、布拉納‧咖沙巴之說 

未生怨王說：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布拉納·咖沙巴之

處。去到之後，與布拉納·咖沙巴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一邊的我對布拉納·咖沙巴這樣說:‘朋友咖沙

巴，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也即是：馴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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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馬師、車夫、弓術師、旗手、元帥、糧草兵、

高級軍官、突擊隊、前鋒、勇士、裝甲兵、奴隸

子、糕點師、理髮師、洗浴師、廚師、花鬘師、

染織工、織布工、編籃工、陶匠、算術師、印算

師，或其他像這類的種種職業，他們都能在今生

即享用現見的職業成果，他們以此使自己快樂和

滿足，使父母快樂和滿足，使妻兒快樂和滿足，

使朋友快樂和滿足，對諸沙門、婆羅門建立的崇

高佈施能導向生天、樂報和天界。朋友布拉納·

咖沙巴，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尊者，如此說時，布拉納·咖沙巴對我這樣

說:‘大王，做、令做，砍、令砍，燒、令燒，

悲、令悲，疲勞、令疲勞，戰慄、令戰慄，令殺

生、令不與取、破門[行竊]、掠奪[財物]、偷盜、

攔路[搶劫]、通姦他妻、說假話，並沒有作惡

行。’” 

 

布拉納·咖沙巴認為，即使一個人親手造惡業

或者令人造惡業，砍殺，燒，或者使他人痛苦，

使他人勞累，受驚嚇、恐怖他人，造作殺生、不

與取（偷盜）、破門搶劫、掠奪財產、搶劫、通姦、

詐騙等等惡行，也沒有造什麼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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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邊緣鋒利之輪將此地上的眾生

作一肉聚、一肉堆，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

有惡報。即使沿著恒河的南岸殺戮、令殺戮，砍、

令砍，燒、令燒，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有

惡報；即使沿著恒河的北岸佈施、令佈施，祭祀、

令祭祀，以此因緣既沒有福德，也沒有福報。’” 

 

他既否定善業和惡業，也否定善惡業的結果，

他的理論屬於“無作用論”(Akiriyavāda)或“道德

虛無論”。 

 

“‘通過佈施、調御、自制、真實語沒有福

德，[也]沒有福報。’如此，尊者，我問布拉納·

咖沙巴現見的沙門果，卻答以無作用。” 

 

他認為，無論造的是善業或惡業，純粹只是

造作而已，並不會帶來任何結果。布拉納·咖沙巴

認為，造作善業或惡業只是身體的動作而已，在

身體毀壞之後，並不會帶來任何的果報。用這個

身體造業，也不會有行為的影響力在以後產生的

效果。他堅持“造業無用論”或“道德虛無論”，

認為所行的善和惡都是沒有作用的。作惡多端、

為非作歹不會有任何不好的結果，做佈施、持戒、



《沙門果經》講義   

134 

修行也不會有任何的福德、樂的果報。這是布拉

納·咖沙巴的理論。 

 

未生怨王接著說： 

“尊者，就好像問芒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

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尊者，我問布拉納·

咖沙巴現見的沙門果，卻答以無作用。 

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這樣的人怎麼

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沙門或婆羅門

呢？’尊者，我對布拉納·咖沙巴的話既不歡

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滿意，但沒

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納他的話，

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就好像想問哪種芒果或哪種芒果的幹枝葉花

果，卻回答以另一種麵包果或另一種麵包果的幹

枝葉花果。當國王想要知道“出家人修行到底有

什麼今生可見的成果”時，布拉納·咖沙巴卻搬出

他的一套理論：造善業沒有樂的果報，造惡業沒

有苦的果報。造業只是造作，不會有任何行為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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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卡離‧苟薩喇之說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馬卡離·苟薩喇之

處。去到之後，與馬卡離·苟薩喇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一邊的我對馬卡離·苟薩喇這樣說:‘朋友苟薩

喇，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苟薩喇，是

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 

尊者，如此說時，馬卡離·苟薩喇對我這樣

說:‘大王，有情的污染沒有因、沒有緣，無因、

無緣有情污染；有情的清淨沒有因、沒有緣，無

因、無緣有情清淨。’” 

 

馬卡離否定因和緣，也就是否定輪迴和解脫

的原因。他既否定身語意惡行是污染之緣，也否

定身語意善行是淨化之緣。 

 

“‘沒有自作者，沒有他作者，沒有人作

者；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能力，沒有人

的努力。’”。 

 

“沒有自作者”(natthi attakāre)：意思是眾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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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通過自己所造之業而成就以下幾種結果：投

生到天界，投生到魔界，投生到梵天界，證悟弟

子菩提，證悟獨覺菩提，以及證悟一切知智。他

否定這些。 

“沒有他作者”(natthi parakāre)：一個人不可能

依靠他人的教誡、教導而證悟。他也否定除了菩

薩大士之外的其他眾人能夠獲得以人界的幸福為

起點直到證悟阿拉漢道果的成就。這個馬卡離·苟

薩喇在打擊聖者之輪，這個愚癡人在否定佛教的

一切成就。 

“沒有人作者”(natthi purisakāre)：否定人們通

過所作而達到上述各種成就。 

“沒有力”(natthi bala%)：否定眾生能夠立足於

自己的能力，付出精進來獲得成就。 

“沒有精進、沒有人的能力、沒有人的努力”(natthi 

vīriya%, natthi purisathāmo, natthi purisaparakkamo)：

否定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奮鬥而獲得成

就。 

 

“‘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類、一

切生命無自在、無力、無精進。’” 

 

“一切有情”(sabbe sattā)：包括駱駝、牛、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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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眾生。 

“一切有息者”(sabbe pā>ā)：有呼吸的眾生，是

對一根和二根的生物而言。 

“一切生類”(sabbe bhūtā)：是對卵殼和胎藏中

的生物而言。 

“一切生命”(sabbe jīvā)：是對水稻、大麥、小

麥等而言。他認為只要會生長就擁有生命。 

“無自在、無力、無精進”(avasā abalā avīriyā)：

它們沒有控制能力、沒有力量、沒有努力。 

 

“‘隨命運、境遇、自然而變化。’” 

 

“隨命運”(niyati)：命運是指宿命。也就是說，

有情、有息者、生類、生命的命運是固定的，無

論它們投生到哪裡，社會地位怎麼樣，都是固定

的。因為任何事情、任何生命的發生都有必然的

規律，都是已經決定的，就像用一條切不斷的線

串起來的牢不可破的珠寶一樣。 

“境遇”(sa6gati)：人的不同階段。 

隨“自然”(bhāva)：整個世界都依靠其自己內

在的本質，依照一定的規律、方式存在，就像刺

有尖銳性，蘋果有圓性，鳥會飛、花會開一樣。

任何現象應怎樣存在，它就會以那樣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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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它不應存在，它就不會存在。 

 

“‘在六種階層中經受樂與苦。’” 

 

“在六種階層中”(chasvevābhijātīsu)：他把人分

為六個階層，即：黑色、青色、紅色、黃色、白

色和最高白色這六類人。 

1、黑色階層(Ka>hābhijāti)：包括屠羊者、捕

鳥者、捕鹿者、殺豬者、獵人、捕魚者、盜賊、

劊子手、獄卒等，以及任何從事殘酷行業的人。 

2、青色階層(Nīlābhijāti)：他把佛教的比庫稱

為青色階層，說“比庫們是棘刺生活者”(bhikkhū 

ka>�akavuttikā)，這裏的“棘刺”是指貪欲。因為他

認為比庫以欲望和貪愛使用在家人的供養，就像

把棘刺投入袈裟、飲食、住所、醫藥等四資具而

受用。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馬卡離·苟薩喇畢竟

是出身低賤種姓的凡夫俗子，當他看見佛教比庫

們可以受用美妙殊勝的生活資具，即使那些是通

過正當的途徑獲得而使用的必需品，他也認為這

是把棘刺投入資具。他認為在穿著優質袈裟、食

用美味食物、居住豪華住所、服用上等藥物時，

不可能不會產生貪欲，所以把佛教貶得很低。同

時，佛教稱馬卡離·苟薩喇的生活方式為“邪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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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Ājīvakasamaya)。因為和佛教的生活方式不同，

所以他才這麼說。 

3、紅色階層(Lohitābhijāti)：是指只穿一件衣

服的耆那教徒。他認為耆那教徒比前面兩個階層

更崇高，因為他們持續地斷食、不洗澡並且實行

苦行。 

4、黃色階層(Haliddābhijāti)：由裸體外道的在

家白衣信徒組成。在這裏他把自己的資具施主們

說成比耆那教徒還要尊貴。 

5、白色階層(Sukkābhijāti)：指他自己教派裏

的邪命徒、邪命尼。他們比前面四個階層更崇高。 

6、最高白色階層(Paramasukkābhijāti)：他認為

像難陀(Nando)、瓦差(Vaccho)、奇薩(Kiso)、桑奇

差(Sa6kiccho)和他自己這些已達到其宗教最高目

標的人是最清淨的。他們比一切人都更加崇高。 

他把人分為這六類，在這六個階層中經受苦

與樂。 

 

“‘但於此一百四十萬種主要之胎，’” 

 

“主要之胎”(yonipamukha)：他認為在人類當中，

剎帝利和婆羅門是主要之胎。在動物當中，獅子

和老虎是主要之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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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六千六百；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

業、[一種]業和半業，’” 

 

“五種業”(pañca ca kammāni)：通過眼、耳、鼻、

舌、身造業。 

“三種業”(tī>i ca kammāni)：通過身、語、意造

業。 

“業”(kamme ca)：通過身和語造業。 

“半業”(aFFhakamme ca)：即意業，只由心念所

造之業。 

身和語所造之業比較粗，稱為“業”。而心念

所造的意業比較細，所以稱為“半業”。 

 

“‘六十二種行道、六十二種中劫、六種階

層、八種人地、’” 

 

“六十二種行道”(dva��hipa�ipadā)：有六十二種

方法。 

“六十二種中劫”(dva��hantarakappā)：本來是六

十四個中劫，由於他不知道還有兩劫，所以認為

是六十二劫。劫是時間單位，指眾生流轉要經過

的時間單位。 

“六種階層”(cha8ābhijātiyo)：黑、青、紅、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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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和最高白色。 

“八種人地”(a��ha purisabhūmiyo)：他把人的生

命分為八個時期： 

1、遲鈍地(mandabhūmi)：從剛出生之日開始

到第七天的時間，人們剛從產門出來，還很遲鈍、

愚昧，稱為遲鈍地。 

2、遊戲地(khiFFābhūmi)：從惡道投生來的小

孩經常會哭鬧和啼叫，從善趣投生來的會笑，稱

為遊戲地。 

3、試足地(padavīma%sabhūmi)：小孩長到一定

程度，會抓住父母親的手或腳，或者扶著床、椅

子等，把腳放在地上開始學走路，稱為試足地。 

4、直立行走地(ujugatabhūmi)：有能力自己用

腳來走路的時期。 

5、學習地(sekkhabhūmi)：小孩子長到學齡，

學習文化技術的時期。 

6、沙門地(sama>abhūmi)：離開家庭，過出家

沙門的生活。 

7、勝者地(jinabhūmi)：追隨一位宗教導師獲

得知識的時期。 

8、衰落地(pannabhūmi)：出家人年老了，他們

不再說話，保持沉默。即使對如實的正法也不說

什麼。假如別人罵他為駱駝、豬、狗，他也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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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話，只是保持沉默。他們認為這是人生的最

高時期。 

 

“‘四千九百種活命者、四千九百種遊方

僧，’” 

 

“活命者”(ājīvaka)：即過邪命生活的外道。 

“遊方僧”(paribbājaka)：古印度的一種修行者。 

 

“‘四千九百種龍住、’” 

 

即龍界。 

 

“‘兩千種根，三千種地獄，三十六種塵

界，七種有想胎，七種無想胎、七種節生胎、’” 

 

“塵界”(rajodhātuyo)：即去除塵垢的地方，這

是指手背、腳背等而言。 

“有想胎”(saññīgabbhā)：是指駱駝、牛、驢、

羊、馬、鹿、水牛等而言。 

“無想胎”(asaññīgabbhā)：是指粳米、稻米、大

麥、小麥、黍、粟米、稗子等而言。 

“節生胎”(niga>�higabbhā)：從節生長出來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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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甘蔗、竹子、蘆葦等。 

 

“‘七種天、七種人、七種鬼，’” 

 

他認為眾生輪迴為七種天人、七種人和七種

鬼。事實上天人、人類和鬼類都有無數種，但他

認為只有七種。 

 

“‘七種池、’” 

 

“七種池”(satta sarā)：鈍角池、造車池、無熱

惱池、獅崖池、六牙池、曼達積尼(Mandāki>ī)池、

杜鵑池。他認為眾生輪迴到一定階段會變成水池。 

 

“‘七種結節、七百種結節，’” 

 

“結節”(pavu�ā)：山的結節。 

 

“‘七種崖、七百種崖，七種夢、七百種

夢，’” 

 

“七種崖”(satta papātā)：七種大山崖。 

“七百種崖”(satta papātasatāni)：七百種小山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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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夢”(satta supine)：七種大夢。 

“七百種夢”(satta supinasatāni)：七百種零碎的

夢。 

 

“‘八百四十萬大劫，’” 

 

“大劫”(mahākappino)：一段極漫長的時間。假

如有人每一百年用一根茅草的草端從一個大湖泊

裏沾一小滴水取走，用這樣的方法把那個大湖泊

裏所有的水都取乾，這樣取乾一百次才等於一個

大劫的時間。 

 

“‘若愚者和智者經流轉、輪迴後，皆將作

苦之邊際。’” 

 

所有的人，無論是聰明的智者、愚蠢的愚人，

都必須經歷這樣一系列的輪迴。他認為智者在此

期間想要獲得淨化是不可能的，而愚人也不能超

越於此而向上發展。這一系列輪迴是自然而然發

生的，是按照他認為的這種規律發生的。 

 

“‘其中沒有‘我將通過持戒、禁誓、苦行

或梵行，使未成熟之業成熟，或消除所觸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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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實非如此。’” 

 

如果人們想通過持戒、儀式、苦行、梵行生

活等任何方式，使那些還沒有成熟的業提早成熟，

或者使已經成熟的觸（已經體驗的業）消除，這

兩者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為什麼呢？因為： 

“‘苦樂有定量，輪迴有止境，沒有增減，

沒有高下。猶如拋出的線球會翻滾著鬆開。同樣

地，愚者和智者經流轉、輪迴後，皆將作苦之邊

際。’” 

 

他的意思是說：輪迴對於智者來說不會減少，

對於愚人來說不會增加。無論任何人、任何眾生

都要經過這一系列的輪迴。經過這一系列過程之

後，自然而然就能解脫。在輪迴中沒有任何出離

的可能，解脫沒有任何的希望。在這一系列輪迴

裏，眾生有可能變成人，可能變成鬼，也有可能

變成高等種族或低等種族，可能變成植物，變成

山、池、崖等。經過這一系列輪迴後，就能到達

輪迴的盡頭。如同站在懸崖上或樹梢上往下拋一

團線球，當線球滾到盡頭之後，自然會停止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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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 

這是他的理論，叫做“命定論”或“宿命

論”，即一切都是註定的。 

 

於是，未生怨王說： 

“如此，尊者，我問馬卡離·苟薩喇現見的

沙門果，卻答以輪迴清淨。尊者，就好像問芒果

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馬卡離·苟薩喇現見的沙門果，

卻答以輪迴清淨。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

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

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馬卡離·苟薩喇

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

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

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三、阿基答·給薩甘拔喇之說 

未生怨王接著說：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阿基答·給薩甘拔

喇之處。去到之後，與阿基答·給薩甘拔喇共相

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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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坐在一邊的我對阿基答·給薩甘拔喇這樣

說:‘朋友阿基答，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

朋友阿基答，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

沙門果？’ 

尊者，如此說時，阿基答·給薩甘拔喇對我

這樣說:‘大王，沒有佈施，沒有供養，沒有獻

供，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的異熟，’” 

 

“異熟”：果報(vipāka)。造了業後不會一下子成

熟，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成熟，稱為“異熟”。 

 

“‘沒有此世，沒有他世，’” 

 

為什麼說“沒有此世，沒有他世”呢？對於生

活在來世的人來說，今生是不存在的。對於生活

在今世的人來說，來世是不存在的。任何生命在

何處生，死時就在何處滅。一切生命死後都歸於

斷滅。 

 

“‘沒有母親，沒有父親，’” 

 

孝順父母、虐待父母都不存在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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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眾生是化生者，’” 

 

眾生死後不會再投生而繼續存在。 

 

“‘世上沒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者、正行

道者，以自智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 

 

他否定有一類包括沙門、婆羅門的修行人，

確實通過自己的能力見到三世因果。他認為這是

不可能的，沒有這一回事。 

 

為什麼呢？因為：    

“‘人只是四大種，當其死時，地回歸於地

身，水回歸於水身，火回歸於火身，風回歸於風

身，諸根轉移為虛空，’” 

 

他認為一切眾生都是由地、水、火、風四種

物質元素構成的，人死了之後即回歸這一切。就

像用泥土做的陶壺破了之後，仍然回歸於大地。

水從海洋中蒸發變成雲，雲又凝結成雨降下來，

最終流回到海洋裏去。風是從空氣的運動中產生，

風停之後，一切依然回歸於空氣。人也是這樣，

作為物質存在的人，只是由地、水、火、風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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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人死了之後，內在的地、水、火、風將回

歸於外在的大自然。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都轉為虛空，全部回歸於大自然。 

 

“‘以擔架為第五的人們將死者抬走，文句

被念到火葬場為至，骨頭變成鴿子色，供祭皆成

灰。’” 

 

 “以擔架為第五”(āsandipañcamā)：四個人抬

著四個角的擔架或者臥床，連同床在內為第五。

也即是四個人抬著擔架把死人抬到墳場。 

“文句”(padāni)：對死者的追悼文句，述說死

者生平，追憶其有德行、有持戒與否的文章，總

之是追悼死者功過的誄文。 

“骨頭變成鴿子色”(kāpotakāni a��hīni bhavanti)：

骨頭最後變成白色。 

“供祭皆成灰”(bhassantā āhutiyo)：這個人在活

著的時候所佈施的物品，以及榮譽等，這一切在

他死後都化為灰燼，它們不會從此世帶給來世任

何的果報。 

 

“‘佈施是愚人所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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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施只是愚人的理論。其意思是說：“愚昧、

無知的人想出了佈施的理論，而不是智者。愚人

佈施，智者接受。” 

 

“‘任何說有[來世]之說，它們都是空無、

虛妄的戲論。愚者和智者身壞後皆斷滅、消失，

死後不再存在。’” 

 

無論聰明的智者、愚昧的愚人，死了之後身

體都沒有了，“人死如燈滅”。他的理論稱為“斷

滅論”(ucchedadi��hi)。 

因為阿基答·給薩甘拔喇否定三世輪迴，否定

因果業報，並強調人的物質屬性，因此有些學者

把他譽為物質主義者的先驅。
9

 

 

這種理論和前面兩種理論都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對業和業果、行為以及行為的結果持否定態

                                                             

9
 阿基答·給薩甘拔喇是古印度自由思想學派“順世論”的先驅之

一。順世論(Lokāyata, Lokāyatika)，意即隨順世俗的思想。此學派

主張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世間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物質元

素組成，人死後一切歸無，沒有靈魂，沒有來世。此論否定輪迴，

否定業果，道德、苦行、佈施、祭祀等皆毫無意義，人生的目的

在於享受快樂和滿足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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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布拉納·咖沙巴否定業，一切善惡行為只是造

作，不會有結果，稱為“無作用論”。 

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的理論稱為“虛無論”，

他否定果報，人死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馬卡離·苟薩喇的理論稱為“無因論”，既否

定因，也否定果，所以說“無因無緣眾生污染，

無因無緣眾生清淨”。 

否定業即是否定果報，否定果報即是否定業。

這三個外道的理論都可以歸為“斷滅論”。 

斷滅論 (ucchedavāda)包括三種：1、無因論

(ahetukavāda)。2、無作用論(akiriyavāda)。3、虛無

論(natthikavāda)。 

認為人的壽、夭、康、疾、美、醜、富、貧、

貴、賤、福、禍等都是沒有原因的，都是偶然的，

稱為無因論。 

認為造善也好、造惡也好，不會帶來任何果

報，沒有行為的結果，稱為無作用論。 

否定因、否定果，否定前世、否定來生，稱

為虛無論。 

這三種理論都認為業果是虛無的，輪迴是虛

無的，人死歸滅。這些斷滅論也稱為邪見。如果

一個人在學習或接受這些理論時，對此理論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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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心念專注，其所造的邪見業在第一速行時

還可挽救，第二速行等時也還勉強，但到第七速

行時，即使諸佛也無法挽救和逆轉。信奉、堅信

這三種理論的任何一種，都稱為“定邪見”(niyata 

micchādi��hiko)，即決定性的邪見。 

不管一個人相信、執取這三種邪見中的任何

一種、兩種或三種，皆已造成生天道的障礙(sagga- 

maggāvara>a)和解脫道的障礙(mokkhamaggāvara>a)。

換言之，他所執取的這些邪見能夠障礙他今生獲

得解脫、證悟聖道聖果，障礙他來世生天，乃至

下一輩子想再投生為人都很難。 

 

未生怨王繼續說： 

“如此，尊者，我問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現

見的沙門果，卻答以斷滅論。尊者，就好像問芒

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阿基答·給薩甘拔喇現見的沙門

果，卻答以斷滅論。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

我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

的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阿基答·給薩

甘拔喇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

駁卻不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

受、不採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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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古塔·咖吒亞那之說 

經文接著說：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巴古塔·咖吒亞那

之處。去到之後，與巴古塔·咖吒亞那共相問

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

坐在一邊的我對巴古塔·咖吒亞那這樣說:‘朋

友咖吒亞那，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咖

吒亞那，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尊者，如此說時，巴古塔·咖吒亞那對我這

樣說:‘大王，有此七種身非造作、非造作類、

非化作、非化作者、不生、穩如山峰、豎立如石

柱。它們不動搖、不變易，互相不妨害，不能互

相導致樂、苦或苦樂。哪七種呢？地身、水身、

火身、風身、樂、苦，命為第七。’” 

 

“此七種身”(sattime kāyā)：地、水、火、風、

樂、苦和命（jīva，靈魂）這七種是構成一切世界

的最基本元素。這七種元素並非由任何相同性質

或不同性質的原因所造成、形成的。 

“非造作類”(aka�avidhā)：並沒有任何人令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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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這樣。 

“非化作”(animmitā)：不是由神通變化而來。 

“非化作者”(animmātā)：也不是由天神或自在

天下令變化而成。 

“不生”(vañjhā)：不會有結果。就像不懷孕的

家畜，或者不會發出新芽的棕櫚樹一樣，它們不

會產生任何事物。他否定地、水、火、風能夠產

生色、聲、香、味、觸等。他認為色、聲、香、

味等是不依靠地水火風而獨立存在的。 

“穩如山峰”(kū�a��hā)：像山峰一樣聳立。山峰

並不由任何事物產生，同時也不會產生任何事物。 

“豎立如石柱”(esika��hāyi��hitā)也是這麼樣。 

“它們不動搖”(te na iñjanti)：它們就像石柱一

樣豎立不動搖。 

“不變易”(na vipari>amanti)：它們的性質不會

改變。 

“互相不妨害”(na aññamañña% byābādhenti)：因

為它們的性質不會改變，所以也不會互相妨礙。

如果它們會改變，就會產生妨害。 

 

“‘此七種身非造作、非造作類、非化作、

非化作者、不生、穩如山峰、豎立如石柱。它們

不動搖、不變易，互相不妨害，不能互相導致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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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或苦樂。其中沒有殺者或令殺者，聽聞者或令

聞者，識知者或令識知者。即使以鋒利的刀劍砍

頭，也沒有任何生命被奪取，只是刀劍落在此七

種身中間的空隙而已。’” 

 

巴古塔·咖吒亞那譬喻說，就像用刀砍一堆綠

豆，刀只是進入綠豆之間的空隙而已。同樣地，

所謂的殺人純粹只是臆想而已。為什麼呢？人是

由這七種最基本元素構成的，而這七種元素是恒

常不變的。如果一個人用刀去殺人，也只是刀經

過這七種元素而已，並沒有所謂殺害或令殺害。 

他執持的是“靈魂不滅論”，因為靈魂不會

因為身體被殺而遭到傷害或者毀滅，所以沒有殺

生者，也沒有被殺生者。這是巴古塔·咖吒亞那的

理論。 

 

未生怨王於是說： 

“如此，尊者，我問巴古塔·咖吒亞那現見

的沙門果，卻答以其他異事。尊者，就好像問芒

果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巴古塔·咖吒亞那現見的沙門

果，卻答以其他異事。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

我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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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巴古塔·咖吒

亞那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

卻不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

不採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五、尼乾陀·那嗒子之說 

我們接著再看經文：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尼乾陀·那嗒子之

處。去到之後，與尼乾陀·那嗒子共相問候。互

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坐在

一邊的我對尼乾陀·那嗒子這樣說:‘朋友阿笈

韋山，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阿笈韋

山，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尊者，如此說時，尼乾陀·那嗒子對我這樣

說:‘在此，大王，尼乾陀以四種防護而防護。

大王，尼乾陀以哪四種防護而防護呢？在此，大

王，尼乾陀是防止一切水者、相應一切水者、去

除一切水者和遍滿一切水者。” 

 

“阿笈韋山”(Aggivessana)：古印度王族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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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主尼乾陀·那嗒子原出身王族，姓阿笈韋山，

故以此姓稱呼他。 

“防止一切水者”(sabbavārivārito)：他禁止使用

一切水，拒絕使用一切冷水。據說他認為冷水中

有生命、有眾生，所以不使用它。 

“相應一切水者”(sabbavāriyutto)：通過防護一

切惡而相應，即具足一切方法的防護。 

“去除一切水者”(sabbavāridhuto)：通過防護一

切惡而去除惡。 

“遍滿一切水者”(sabbavāriphu�o)：通過防護一

切惡來達到最終的證悟。 

 

“‘大王，尼乾陀乃如此以四種防護而防

護。大王，若尼乾陀如此以四種防護而防護，大

王，這稱為尼乾陀的自至、自制和自立。’” 

 

“自至”(gatatto)：心達到巔峰，即他的心通過

證得解脫而達到最高境界。 

“自制”(yatatto)：克制自己的心，即應當對身

等諸根進行克制。 

“自立”(�hitatto)：心已經善安立，即心全部都

極好地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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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乾陀·那嗒子是耆那教的教主，通常被尊稱

為“大雄”(Vardhamāna Mahāvīra)。這一類外道屬

於苦行外道。 

在古印度的沙門六師中，理論和佛教最相似

的就是耆那教。他們也講業與果報，也強調通過

積累善業、持戒、修行來達到解脫。解脫的最高

境界都叫做涅槃等。這些都是和佛教相同的地

方。 

但 耆

那教也有

很多觀點

和佛教不

同：他們

相信有靈

魂。靈魂

會受到污

染，受了

污染就會

墮落。由

於靈魂追

求物欲、

追求欲樂，

導致靈魂墮        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像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像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像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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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墮落了就要輪迴。要達到靈魂的淨化，必須

通過一系列的修行。他們認為人造了惡業是可以

消除的，所以他們修行的主要方式是致力於“消

業”(kammāna% byantībhāvā)。 

他認為眾生在過去生中都造了很多惡業，如

果這些惡業在未來的輪迴中成熟，必然會帶來無

盡的苦報。為了讓未來還沒有成熟的苦報提早成

熟，他們致力於消除過去所造之業。如何消業呢？

實行苦行，用各種方式折磨自己，通過折磨自己

而讓未來還沒有成熟的業先成熟，通過這樣來消

業。在消業的同時，不再造作新業，則在未來不

產生作用。當這些業全部消盡之後，由於不再有

新業，於是可以解脫一切苦。這就是尼乾陀或者

耆那教的理論。
10

 

然而，佛教並不承認有所謂的“靈魂”(Jīva)

或“自我”(Atman)的存在。同時，佛教也認為：

過去所造的惡業是不可能消的。為什麼呢？因為

眾生造了業，因緣成熟就一定要受報。業依其受

                                                             

10 《中部·天池經》在提及尼乾陀的理論時說：“有過去所作的惡

業，應通過行此激烈的苦行令消滅它。同時，現在通過防護身、

防護語、防護意而於未來不作惡業。如是，通過苦行消諸舊業，

不作新業，則於未來不起作用。於未來不起作用則業滅，業滅則

苦滅，苦滅則受滅，受滅則一切苦滅盡。”(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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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的 時 間 可 以 分 為 現 生 受 業

(di��hadhamma-vedanīya kamma) 、 次 生 受 業

(upapajjavedanīya kamma) 和 後 後 受 業

(aparāpariyavedanīya kamma)，如果沒有獲得因緣

成熟則成為無效業(ahosi kamma)。假如業可以消

的話，那麼佛陀也不用再受任何苦報了，是不是？

可是佛陀仍然還要遭受一些不善的果報。 

那應該怎麼辦？如果我們過去造了不善業，

可以通過修行去防止緣的支助，更重要的是應該

通過修戒定慧來斷除煩惱。煩惱被斷除了，就不

會再造業。而過去所造之業在這個果報身終結之

後、般涅槃後，就沒有“五蘊”的承受體了，到

那時，還沒有獲得因緣成熟的業也都成了無效業。

業的終結是通過修行、通過戒定慧來達成的。佛

教強調要從因上來下手。造業是通過煩惱而造的，

斷除了煩惱，就不會再造業。過去的業必須有煩

惱的支助才能成熟而帶來結生，沒有煩惱的支助，

業即不可能再發揮結生的作用。 

耆那教是從果上去下手。既然過去所造的業

能夠帶來苦報，就要想辦法讓惡業所帶來的苦報

提前受，受完了就能解脫，靈魂就得到淨化。 

所以，兩者在理論上都承認業和果報，承認

修行能帶來解脫。但是佛陀強調修行一定要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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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戒定慧、八聖道的方式去解脫。而耆那教認

為要通過苦行去消業，業消盡了就是解脫。 

 

未生怨王對這些理論並不感興趣，他說： 

“如此，尊者，我問尼乾陀·那嗒子現見的

沙門果，卻答以四種防護。尊者，就好像問芒果

卻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

地，尊者，我問尼乾陀·那嗒子現見的沙門果，

卻答以四種防護。尊者，為此我這樣想:‘像我

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土內的

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尼乾陀·那嗒子

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反駁卻不

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受、不採

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六、山吒亞·悲喇他子之說 

我們繼續看經文： 

“尊者，有一次，我前往山吒亞·悲喇他子

之處。去到之後，與山吒亞·悲喇他子共相問

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尊者，

坐在一邊的我對山吒亞·悲喇他子這樣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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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山吒亞，是否就如這些種種職業……朋友山吒

亞，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

果？’ 

尊者，如此說時，山吒亞·悲喇他子對我這

樣說:‘大王，假如你如此問我:〝有來世嗎？〞

若我如此認為:〝有來世。〞我會如此回答你:〝有

來世。〞但我不[說]〝這樣〞，我不[說]〝那樣〞，

我也不[說]〝別樣〞；我不[說]〝不是〞，我也不

[說]〝並非不是〞。假如你如此問我:〝沒有來世

嗎？〞……〝亦有亦沒有來世嗎？〞……〝既非

有亦非沒有來世嗎？〞……〝有眾生是化生者

嗎？〞……〝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亦

有亦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既非有亦非

沒有眾生是化生者嗎？〞……〝有善行惡行諸業

之果的異熟嗎？〞……〝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

的異熟嗎？〞……〝亦有亦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

果的異熟嗎？〞……〝既非有亦非沒有善行惡行

諸業之果的異熟嗎？〞……〝如來死後有

嗎？〞……〝如來死後無有嗎？〞……〝如來死

後亦有亦無有嗎？〞……〝如來死後既非有亦非

無有嗎？〞若我如此認為:〝如來死後既非有亦

非無有。〞我會如此回答你:〝如來死後既非有

亦非無有。〞但我不[說]〝這樣〞，我不[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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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也不[說]〝別樣〞；我不[說]〝不是〞，

我也不[說]〝並非不是〞。” 

 

這個外道的理論稱為“懷疑論”或者“捕鰻

論”。鰻魚的身體很滑，很難抓住它。這個人的

理論如同鰻魚一般，對任何事物都持懷疑態度。

你問他什麼問題，他都不直接回答，只給你模棱

兩可，甚至連模棱兩可都不是的答案。對於古印

度普遍流行的哲學問題，比如“有來世嗎？沒有

來世嗎？聖者死後還存在嗎？聖者死後不存在嗎？

聖者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嗎？聖者死後既非存在

又非不存在嗎？”等，他一概不作正面或負面、

是或不是、這樣或那樣的回答。 

 

“如此，尊者，我問山吒亞·悲喇他子現見

的沙門果，卻答以混亂。尊者，就好像問芒果卻

答以麵包果，或問麵包果卻答以芒果；同樣地，

尊者，我問山吒亞·悲喇他子現見的沙門果，卻

答以混亂。尊者，為此我這樣想:‘這些沙門、

婆羅門一切都愚癡、一切都愚昧，為何問現見的

沙門果，卻答以混亂。’尊者，為此我這樣想:

‘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會想要非難居住在[我]領

土內的沙門或婆羅門呢？’尊者，我對山吒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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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喇他子的話既不歡喜，也不反駁；不歡喜、不

反駁卻不滿意，但沒說出不滿意的話，只是不接

受、不採納他的話，從座位起來而離開。” 

 

今天晚上所講的這沙門六師理論，對於佛弟

子來說可能會有點悶，但是對研究歷史、哲學的

人來說，這些經文資料都很寶貴。為什麼呢？因

為經文中提到的絕大部分外道理論在印度已經失

傳了。除了耆那教仍然流傳至今之外，其他的教

派在印度都已經銷聲匿跡了。古印度和古代中國

不同，古印度是不崇尚文字的，他們的理論都是

通過口口相傳而流傳下來。一旦這種理論、宗教、

哲學沒有傳人，即宣告這種學說失傳了。 

這一時期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在中

國也是“百家爭鳴”的時期。諸子百家和印度的

沙門六師幾乎處於同一個時期，只是地域不同而

已。在中國，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

莊子，兵家的孫子、孫臏，法家的韓非子，墨家

的墨子等等，因為他們或他們的弟子用文字將其

思想哲學記錄下來，所以我們現在仍然可以看到

諸子百家的學說。但古印度的這些哲學家、思想

家、宗教家們，由於他們的經典都是通過師徒之

間口口相傳，一旦這些傳承中斷了，其典籍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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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談起。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古代中國和古印度的這些

思想哲學，會發現他們所關心的對象和思惟模式

有很大的差別。中國古人所關心的對象多數是國

家、社會、自然，或者是人與國家、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的關係，有許多思想還與政治、帝王等

密切相關，例如儒家、法家、兵家等，其思惟模

式多側重於現實的、現世的、外在的。同時，在

所有這些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當中，沒有一派提到

過去世和未來世，沒有一派涉及業和果報思想，

當然也談不上解脫論了。 

但是古印度的思想家、哲學家幾乎都把焦點

放在人生、生命上，尋求和探索人生的價值、生

命的意義、生命的出路，因此發展出豐富的輪迴

說、業果論、解脫論等，其思惟對象多數是生命、

人生，傾向於內在的。 

 

談論了沙門六師的學說之後，未生怨王繼續

問佛陀：在佛陀的教法中，是否有今生即可以見

到的沙門成果呢？佛陀會怎樣回答呢？是不是在

佛陀的教法中可以獲得今生可見的沙門成果呢？

我們在下一節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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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第四講第四講第四講  出家功德出家功德出家功德出家功德 

我們在上一講從側面瞭解到與佛陀同一時期

出現的沙門六師的學說、思想。經文裏提到未生

怨王去拜訪沙門六師，聽了他們的闡述，但對他

們的思想學說均感到不滿意。 

 

一、第一種沙門果 

於是，未生怨王用同樣的問題問世尊： 

“尊者，我也問世尊:尊者，是否就如這些種

種職業，也即是：馴象師、馴馬師、車夫、弓術

師、旗手、元帥、糧草兵、高級軍官、突擊隊、

前鋒、勇士、裝甲兵、奴隸子、糕點師、理髮師、

洗浴師、廚師、花鬘師、染織工、織布工、編籃

工、陶匠、算術師、印算師，或其他像這類的種

種職業，他們都能在今生即享用現見的職業成

果，他們以此使自己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快樂和

滿足，使妻兒快樂和滿足，使朋友快樂和滿足，

對諸沙門、婆羅門建立的崇高佈施能導向生天、

樂報和天界。尊者，是否能夠告知同樣在今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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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見的沙門果？” 

 

就好像想從沙子中榨出油來是不可能的，同

樣地，我無法從這些外道六師的理論中得到任何

真實義，所以我前來請教世尊、尋求答案。 

 

佛陀回答說： 

“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問題反問你，

請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認為如何？在此，

若有一人是你的奴隸、傭人，是早起晚寢、順從

[你意]而作、[令你]適意而行、[對你說]愛語、

仰視[你的]顏臉者。” 

 

“奴隸”(dāso)：由家中婢女所生的、用錢買來

的，或從戰爭俘虜來的任何一種奴隸。 

“傭人”(kammakāro)：勤勉地做各種工作的人。 

“早起晚寢”(pubbu��hāyī pacchānipātī)：清晨主

人還未起床之前必須先起床，從黎明時分一直到

夜晚主人入睡期間，要完成所有工作後才能上床

就寢，叫做“早起晚寢”。 

這句話也可解釋為“先起後坐”：從遠處看見

主人前來就要先起立，等完成敷設座位、幫主人

洗腳等工作後才能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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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你意]而作”(ki6kārapa�issāvī)：“我應做什

麼？我要做什麼？”這樣詢問並按照你的意思工

作。 

“[令你]適意而行”(manāpacārī)：所有的工作必

須令你滿意。 

“[對你說]愛語”(piyavādī)：說你喜歡聽的話。 

“仰視[你的]顏臉者”(mukhullokako)：必須仰望

主人的顏臉，希望主人歡喜滿意。 

 

“他這樣[想]：‘朋友，未曾有啊！朋友，

福德之所至、福德之果報真稀有啊！’” 

 

“福德之所至”(puññāna% gati)：一個人造的善

業、福德所能帶來的，稱為福德之所至。 

 

“‘此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

人，我也是人。此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擁有、具足五欲功德而享受，猶如天神；’” 

 

“猶如天神”(devo maññe)：國王的福報很好，

可以像天人一般享受五欲。五欲是色、聲、香、

味、觸。 

這五種對象可以作為欲樂的目標——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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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動聽的聲音，醉人的香味，愜意的味道和

柔軟的觸覺都能帶來欲樂的享受，所以稱為“五

欲功德”(pañcahi kāmagu>ehi)。 

 

“‘但我卻是他的奴隸、傭人，是早起晚

寢、順從而作、適意而行、愛語、仰視顏臉者。

我實應做諸功德，就讓我剃除鬚髮，披著袈裟

衣，出離俗家而成為無家者吧！’” 

 

“我實應作諸功德，且讓我剃除鬚髮”(So 

vatassāha% puññāni kareyya%. Ya%nūnāha% 

kesamassu% ohāretvā)是這個奴隸想要出家背後所

蘊藏的動機。他這樣想：“如果我想佈施，即使盡

我一生所能夠做的佈施，也不如這個國王一天所

做的百分之一。所以，倒不如讓我出家吧！” 

 

“他於後時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

家而為無家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

語而住，防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

衣服，樂於遠離。” 

 

“防護身而住”(kāyena sa%vuto vihareyya)：通過

防護身而關閉讓不善法侵入的門戶。對於防護語



第四講  出家功德  

171 

和意也是同理。 

“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飲食和衣服” 

(ghāsacchādanaparamatāya santu��ho)：直譯為：飲食

衣服是最殊勝的知足。意思是他最大、最高的要

求就是食物和衣服而已。或者通過捨棄不正當的

尋求方法，以過著極簡樸的生活而感到知足。由

於衣服和飲食是一個人維持生活的最低要求，而

他只是希望得到能夠果腹的飲食以及遮體的衣服

而已，除此之外，他對任何物質所需別無所求。 

“樂於遠離”(abhirato paviveke)：當這個奴隸出

家之後，他樂於遠離。有三種遠離： 

1. 身遠離(kāyaviveka)：身住於遠離之處，比如

森林、郊野。或者以遠離人群眾會，一個人獨身

而住為身遠離。 

2. 心遠離(cittaviveka)：心樂於出離，達到最高

的淨化。或者以心已遠離種種蓋障煩惱，成就八

種定而住為心遠離。 

3. 所依遠離(upadhiviveka)：無所依的人其心已

離諸行作。或者以進入果定或滅盡定，得達涅槃

而住為所依遠離。 

 

這個奴隸出家之後，被人發現了。 

“假如有人這樣報告你：‘望大王明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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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是您的奴隸、傭人，是早起晚寢、順從而作、

適意而行、愛語、仰視顏臉者。大王，他已剃除

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他如

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而住，防護意而住，

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樂於遠離。’” 

 

當你聽到這個人報告之後， 

“你是否會這樣說：‘朋友，把那個人抓

來，再做我的奴隸、傭人，做早起晚寢、順從而

作、適意而行、愛語、仰視顏臉者？’” 

 

國王回答說： 

“當然不會！尊者。” 

 

我不僅不會抓他回來，見到他， 

“我們還會禮敬、起迎、邀請座位，以衣服、

飲食、坐臥處、病者所需之醫藥資具向他作邀

請，為他提供如法的保護、庇護、守護。” 

 

“向他作邀請”(abhinimanteyyāmapi na%)：帶來

向他作出邀請。有兩種帶來——用語言和用身體。

如果施主說“你們有任何需要時，請告訴我們”

叫做用語言帶來的邀請。瞭解到比庫們欠缺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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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必需品後，拿來供養並說“請接受這個吧”叫

做用身體帶來的邀請。這兩種都是“向他作邀請”。 

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他已經出家了，出家

之後，不再是以前俗人的身份，這時國王見了都

要禮敬他，看見他前來，會站立和給他讓座，請

他坐下，然後用四種資具供養他。這四種資具是

衣服、飲食、坐臥處(senāsana,住所)和醫藥。 

“提供如法的保護、庇護、守護”(dhammikampissa 

rakkhāvara>agutti% sa%vidaheyyāma)：在這裏的保護

並非安排手持武器的人站在那裏守衛，而是不讓

不適時的樹枝、樹葉飄進住所，不讓獵人在寺院

的範圍內打獵、捕魚等等。提供這一類的保護，

所以特別加上“如法的”。 

這裏可以看出古印度的國王作為世俗的最高

統治者，有保護離塵脫俗、致力於修行的出家人

的義務。 

 

佛陀反問說： 

“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現見的

沙門果還是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奴隸此前一直都辛勤地工作，

在他出家後，是否還會被你抓回去繼續當奴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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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還能得到你的禮敬、邀請和保護呢？這是不

是今生就可以見到的沙門果呢？ 

 

國王說： 

“尊者，確實有如此現見的沙門果！” 

 

“確實有”(Addhā)：國王用肯定語氣表示認同。 

 

於是，佛陀說： 

“大王，這就是我為你指出的第一種在今生

即現見的沙門果！” 

 

“第一種”(pa�hama%)：表示並非只有這一種，

後面還有其他的。 

 

二、第二種沙門果 

國王繼續問： 

“尊者，能夠告訴其他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

沙門果嗎？” 

 

佛陀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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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大王。大王，我就此問題反問你，

請按你的意思回答。大王，你認為如何？在此，

若有一人是你的農夫，是家主、納稅者、增長收

入者。他這樣[想]：‘朋友，未曾有啊！朋友，

福德之所至、福德之果報真稀有啊！此馬嘎塔國

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是人，我也是人。此馬嘎塔

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擁有、具足五欲功德而享

受，猶如天神；但我卻是他的農夫，是家主、納

稅者、增長收入者。我實應作諸功德，就讓我剃

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

吧！’” 

 

“家主”(gahapati)：擁有妻子、兒女等，作為

一家之主，一個家庭中的尊長，也即在家人之意。 

“增長收入者”(rāsivaFFhako)：增加莊稼的產量

和錢財的收入。 

 

“他於後時，捨棄少量財產，或捨棄大量財

產；” 

 

為了顯示要捨棄大量的財產來出家更難，所

以先說“捨棄少量財產”(appa% vā bhogakkhandha% 

pah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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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面奴隸出家那一段，因為奴隸連自己

的人身都沒有自由，更何況財產了，即使擁有財

產，也是屬於主人的，所以沒有提及“捨棄財

產”。 

 

“捨離少數的親戚眷屬，或捨離多數的親戚

眷屬；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

家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語而住，

防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衣服，樂

於遠離。假如有人這樣報告你：‘望大王明鑒：

有個人是您的農夫，是家主、納稅者、增長收入

者。大王，他已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

家而為無家者。他如此出家，防護身而住，防護

語而住，防護意而住，滿足於最低限度的食物和

衣服，樂於遠離。’” 

 

當你聽到了這個人的報告之後， 

“你是否會這樣說：‘朋友，把那個人抓

來，再做我的農夫，做家主、納稅者、增長收入

者？’” 

 

佛陀讓未生怨王考慮，當他知道他的一個國

民出家了，是否會抓他回來繼續當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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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說： 

“當然不會了！尊者。我們還會禮敬、起

迎、邀請座位，以衣服、飲食、坐臥處、病者所

需之醫藥資具向他作邀請，為他提供如法的保

護、庇護、守護。” 

 

佛陀問： 

“你認為如何，大王，若是如此，有現見的

沙門果還是沒有？” 

 

“尊者，確實有如此現見的沙門果！” 

 

佛陀於是說： 

“大王，這就是我為你指出的第二種在今生

即現見的沙門果！” 

 

這就是第二種在今生可以看到的沙門果。 

 

當佛陀回答了未生怨王的這兩個問題時，已

經動搖了他作為一個世俗國王擁有世俗最高地位

的信心。因為未生怨王一直醉心於世俗權力的競

逐。佛陀的這兩個問題從另一方面使他認識到出

家當沙門的另一種好處、成果。一個人如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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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家，不但免除他此前的工作，即使連國王也

有義務要保護他。 

三、出家的功德 

更殊勝的沙門果之問 

國王繼續問： 

“尊者，能夠告知其他比此現見的沙門果更

超越、更殊勝的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嗎？” 

 

未生怨王為什麼不再像前面一樣問“尊者，

能夠告訴其他同樣在今生即現見的沙門果”呢？

假如他繼續這樣問，世尊可能會整天整夜甚至用

更長的時間以類似的譬喻來顯示沙門果，這樣的

話將會沒完沒了地聽世尊談論這些話題。為了聽

聞到更上等、卓越之義，所以他特別加上了“更

超越、更殊勝”兩個詞。 

另外，國王之所以會這樣問是因為他聽了前

面兩個答案之後還不滿足。為什麼不滿足呢？因

為未生怨王面對的是佛陀。佛陀也曾經貴為太子，

而且他也知道佛陀選擇出家，並不是為了逃避做

奴隸，或者逃避工作，逃避成為納稅者，他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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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高尚的追求。同時，在佛陀的座下有很多

比庫也曾經貴為太子、王子，甚至還有曾身為國

王的人，如馬哈咖比那(Mahākappina)就是一位國王，

後來捨棄王位出家。所以，未生怨王認為，既然

有和他同樣出身高貴的人選擇了過出家、無家的

生活，他們必定有比不工作、不成為納稅者更高

的追求，才能讓他們願意拋妻棄子、放棄財富、

割捨權力來出家。因此，未生怨王才這樣問。 

 

佛陀回答說： 

“可以的，大王。那麼，大王，諦聽，善作

意之！我要說了！ ” 

 

“諦聽”(su>ohi)：聆聽更超越、更殊勝的沙門

果。 

“善”(sādhuka%)在這裏是“薩度”(sādhu)的意

思。“薩度”可以用來表示請求、領受、喜悅、美

好、加強等。在這裏帶有加強和命令的語氣，解

釋為美好的也適合。加強的意思是加強注意聆聽

此法，很好地掌握。命令的意思是恭聽我的命令。

美好的意思是好好地聆聽這賢善之法。 

“作意”(manasi karohi)：轉向、注意，心不散

亂而專注、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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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諦聽”是防止耳根的散亂；“善作意

之”是提醒加強作意，防止意根的散亂。前面一

句是防止文句的顛倒，後面一句是防止義理的顛

倒。前面一句是提醒聽聞佛法，後面一句是憶持、

思考所聽聞的佛法。前面一句是顯示此法具足文

句，所以應聆聽；後面一句是具足義理，所以應

善作意。也可以把“善”和“諦聽”、“作意”兩

句結合在一起解釋：因為此法是法深奧和說深奧，

所以要善諦聽；因為義理深奧和通達深奧，所以

要善作意。 

“我要說了”(bhāsissāmi)：佛陀答應國王說“可

以的，大王”，於是即將開始詳細地解說沙門果。 

 

“是的，尊者。”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

怨王回答世尊。 

如來出世 

於是， 

世尊如此說:“大王，在此，如來出現於世

間，是阿拉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至，世

間解，無上者，調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世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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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巴利語Tathāgata的意譯。由 tatha (如，

如實，真實) + gata(已去，已到達)組成。是對佛

陀的尊稱，也通常用於佛陀的自稱。如諸義註解

釋說： 

“Tathāya gatotipi tathāgato, tatha% gatotipi tathāgato. 

Gatoti avagato, atīto patto pa�ipannoti attho.” 

  “已以如實去到為如來，已去到如實為如來。已已已已

去到去到去到去到即已到達，過去已得達、行道之義。”(D.A.1.7) 

“Ya% yathā lokena gata%, tassa tatheva gatattā 

tathāgatoti vuccati.” 

  “凡是世間能到達的，他都已如實地到達故，稱

為如來。”(A.A.4.23) 

對於“出現於世間”(loke uppajjati)的“世間”，

有三種世間： 

1. 空間世間(ākāsaloka)； 

2. 有情世間(sattaloka)； 

3. 行世間(sa6khāraloka)。 

這裏是指有情世間。 

有情世間可以分為很多種：天世間、梵世間、

人世間、畜生世間、鬼世間和地獄世間。這裏是

指人世間。 

也就是說，如來既不會出現在梵天界和天界，

也不會出現在畜生界、鬼界或者地獄界，如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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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在人界。天界太快樂，不適於修行；畜生

太愚癡，鬼很痛苦，地獄更不用說了，而且他們

的智慧也不足以明白佛陀的法義，因此佛陀只會

出現於人世間。 

同時，如來也不會出現在其他的輪圍世界，

只出現在我們這個輪圍世界。即使是在這個輪圍

世界，也不會出現在瞻部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只

出現在古印度的“中區”(Majjhimapadesa)，也就是

恒河流域中游一帶地區。佛陀在《律藏·大品·皮

革篇》中劃定了“中區”的邊界： 

“東方有名為咖章嘎勒(Kaja6gala%)的村莊，其後

是馬哈薩羅 (Mahāsālo) ，其外是邊地 (paccatimā 

janapadā)，此內是中區(Majjhe)。東南方有薩喇臘瓦底

河(Sala8avatī nadī)，其外是邊地，此內是中區。南方

有謝答甘尼咖鎮(Setaka>>ika% nigamo)，其外是邊地，

此內是中區。西方有名為土納(Thū>a%)的婆羅門村，

其外是邊地，此內是中區。北方是伍西拉塔迦山

(Usīraddhajo pabbato)，其外是邊地，此內是中區。”

(Mv.259) 

如來只會出現在這長為三百由旬，寬為二百

五十由旬，周長為九百由旬的“中區”範圍內。 

不但如來只會出現在那裏，而且獨覺佛、上

首弟子、八十位大弟子、諸佛的父母、轉輪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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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證得心髓(sārappattā)的婆羅門和居士也只會

出現在那個地區。 

如來出現的中區圖(灰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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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從如來接受甜乳粥到證悟阿拉漢道這

段時間，叫做“出現”，證悟阿拉漢果時叫做“已

出現”。或者從大出離（出家）到證悟阿拉漢道

之間，或者從喜足天那一生到證悟阿拉漢道之間，

或者從燃燈佛足下發願成佛到證悟阿拉漢道之間

叫做“出現”，證悟阿拉漢果時叫做“已出現”。

在此，第一種說法所提到的“出現”才是這裏

“如來出現於世間”的意思。 

佛陀在《增支部》中提到如來出現於世間的

原因： 

“諸比庫，無此三種法存在於世間，則無如來、

阿拉漢、正自覺者出現於世間，無如來教導的法律闡

明於世間。哪三種呢？生、老和死。諸比庫，無此三

種法存在於世間，則無如來、阿拉漢、正自覺者出現

於世間，無如來教導的法律闡明於世間。諸比庫，因

為此三種法存在於世間，所以如來、阿拉漢、正自覺

者出現於世間，所以如來教導的法律闡明於世間。”

(A.10.76) 

由於世間存在著生、老和死，所以如來才會

出現於世間，如來才教導佛法。假如世間沒有生、

老和死，那麼如來的出現也沒有意義了。就好像

人會生病，所以才會出現醫生這種職業。假如大

家都身體健康、無病無痛，那麼醫生都要失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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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了。所以如來不會出現在沒有生、老、死的

世間。 

佛法的特質 

接著又說： 

“他在這有諸天、魔、梵的世間，有沙門、

婆羅門、天與人的人界，” 

 

“有諸天”(sadevaka%)：包括欲界的五種天界，

即四大王天、三十三天、亞馬天(Yāma)、喜足天

(Tusita)和化樂天。 

“有魔”(samāraka%)：包括欲界的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 

“有梵”(sabrahmaka%)：包括色界和無色界梵

天。 

“有沙門、婆羅門”(sassama>abrāhma>i%)：包括

敵視、反對佛教的沙門、婆羅門，以及平息諸惡

的沙門、拒斥諸惡的婆羅門。 

“世間”(paja%)：包括有情世間。 

“有天與人”(sadevamanussa%)：這裏的“天”

並非天人的天，而是指“認定天”(sammutideva)，

即國王。“人”是指除了國王之外的其他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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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等。 

因此，“在這有諸天、魔、梵的世間”三句是指

包括空間世間的有情世間；“有沙門、婆羅門、天與

人的人界”只包括有情世間。 

另一種解釋法是：“有諸天”包括無色界諸天，

“有魔”包括六欲界諸天，“有梵”包括色界梵天，

“有沙門、婆羅門”等是指包括剎帝利等四種姓、

認定天在內的人界，或者其餘的一切有情世間。 

還有另一種解釋法：通過“有諸天”來說明他

親自見到的一切世間的最高界限。假如有人說：

“魔王是大威力者，能自在地支配六欲天，他怎麼

也能親見？”為了破除他們的疑惑而說“有魔”。

假如有人說：“梵天是大威力者，能以一指放光遍

照一千個輪圍世界，能以二指……能以十指放光

遍照一萬個輪圍世界，還能享受無上的禪定之樂，

他怎麼也能親見？”為了破除他們的疑惑而說“有

梵”。假如有人說：“多數沙門、婆羅門都反對佛

教，他怎麼也能親見？”為了破除他們的疑惑而

說“有沙門、婆羅門的人界”。這樣通過親見的最高

界限來顯示。對於認定天和其餘諸人，也是通過

提及最高界限，來顯示他也親見其他有情世間，

故說“有天與人”。 

但古人也說：“有諸天”是指諸天和其餘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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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魔”是指魔王和其餘世間，“有梵”是指諸梵天

和其餘世間。這樣把三界一切眾生都用三種方式

包括在三句話中，然後再用“有沙門、婆羅門、天

與人的人界”這兩句涵蓋一切世間。這樣用五句話

以不同的方式涵蓋整個三界。 

 

“以自己之勝智證悟後宣說。” 

 

“以自己”(saya%)：只通過自己而沒有經過他

人的教導。 

“勝智”(abhiññā)：通過殊勝的智慧了知的意思。 

“證悟後”(sacchikatvā)：以現量(paccakkha%)。

這句話排除了佛陀通過推理、邏輯、思辨、比較、

傳聞、觀想、猜測、想像等獲得智慧。諸佛世尊

只用一種量(ekappamā>a)，即通過無障礙之智親見

一切處。 

“宣說”(pavedeti)：使人覺悟、了知、明白。 

 

“So dhamma% deseti, ādikalyā>a% majjhekalyā>a% 

pariyosānakalyā>a%.” 

“他所教導之法是初善、中善、後善，” 

 

世尊捨棄了無上的遠離之樂，緣於對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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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而說法。無論所說的是少是多，所說的都是

初善、中善、後善的。最初所說的是善妙的、賢

善的、無過失的，中間、最後所說的也都是善妙

的、賢善的、無過失的。 

對於說法有初、中、後善，對於教法也有初、

中、後善。 

對於說法，即使一首四句偈頌，第一句是初

善，中間兩句是中善，最後一句是後善。對於只

有一個連結的經文，序分是初善，“如此說時”

等是後善，中間的部分是中善。對於有多個連結

的經文，第一個連結是初善，最後的連結是後善，

中間的一個、兩個或多個是中善。 

對於教法，戒定觀稱為初，例如說：“什麼是

最初的善法？戒清淨和見正直。”(S.5.369)“諸比庫，

有中道為如來所證正覺”這樣的經文是以道為中。

聖果和涅槃稱為後。例如說“婆羅門，那才是此梵

行的目標，是其心材，是其終極”(M.1.324)是指以

聖果為後。“賢友維沙卡，潛入涅槃而住於梵行，以

涅槃為彼岸，以涅槃為終極”(M.1.466)是指以涅槃

為後。 

這裏所說的意思是指說法的初、中、後。世

尊在說法時最初教導戒，中間教導道，最後教導

涅槃，因此說“他所教導之法是初善、中善、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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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說法者在說法時也應這樣： 

“Ādimhi sīla% dasseyya, majjhe magga% vibhāvaye; 

Pariyosānamhi nibbāna%, esā kathikasa>�hitī’ti.” 

“最初開示戒，中間闡明道； 

最後以涅槃，說法之定則。” 

義註在這裏明確地指出了作為一名說法者

(dhammakathiko)在說法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首

先開示持戒等，中間再教導禪修方法，並以證悟

聖道聖果、證悟涅槃為終極。這樣的說法才是初

善、中善、後善的，才是符合佛陀教導的。所以

義註說得好：“離開了禪修業處就不能叫做說法！”

(Dhammakathā hi kamma��hānavinimuttā nāma natthi) 

 

“Sāttha% sabyañjana%, kevalaparipu>>a% 

parisuddha% brahmacariya% pakāseti.” 

“說明有義有語、完全圓滿清淨的梵行。” 

 

“有義”(sāttha%)：具足義理。如果有人藉由談

論粥、飯食、女人、男人等的解釋來說法，這是

不具足義理的說法。佛陀捨棄像這樣的說法，而

藉由教導四念處等而說法，所以稱為具足義理的

教導。 

“有語”(sabyañjana%)：語音清晰，用詞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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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完整。有人在說法時詞不達意、言不及義、

詞語錯亂，文句顛倒，或者發音混淆、口齒不清，

這是沒有具足語句。但佛陀是這樣的： 

“非氣.送氣.長.短音，硬音.軟音和鼻音； 

連結.分別和解脫，佛陀區分十種音。” 

世尊對這十種音毫不含糊，並且文句完整地

說法，所以稱為“有語”。 

有些人認為只要把握義理，就不必太在意語

言文字，即所謂的“依義不依語”。然而，這種

觀點明顯違背了佛陀的教導。佛陀甚至說這種錯

見會導致正法的混亂，導致正法走向消亡。例如

世尊在《增支部》第二集中說過： 

“諸比庫！有兩種法能使正法混亂，導致隱沒。

哪兩種呢？錯誤的文句語言和誤解義理。諸比庫，文

句語言的錯誤和義理的誤解，諸比庫，乃是這兩法使

正法混亂，導致隱沒。”(A.2.20) 

所以佛陀教導的法既具足義理，又具足文句

語言。 

“完全圓滿清淨”(kevalaparipu>>a% parisuddha%)：

這裏的“完全”是全部、整個的同義詞；“圓滿”

是無欠缺的同義詞。這樣說是指只是完全圓滿地

教導，即使連一次的說法開示也沒有不圓滿的，

不存在應該增加和應該刪除的地方。“清淨”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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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隨煩惱。如果一個人心想“我要依靠說法來獲

得供養和恭敬”，這就是不清淨的說法。但是世尊

說法完全不考慮世間的利益，他只是為了眾生的

利益，以充滿慈愛柔軟之心，為了救拔他人斷除

煩惱和解脫輪迴之苦而說法。所以說佛陀教導清

淨的法。 

“梵行”(brahmacariya%)：以最高貴之處的梵天

人的行為，或者是諸梵天人和諸佛的行為，稱為

梵行。 

義註列舉出十種不同含義的梵行： 

1. 佈施(dāne)； 

2. 服務(veyyāvacce)； 

3. 居士的五學處戒(pañcasikkhāpadasīle)； 

4.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appamaññāsu)； 

5. 避免性生活(methunaviratiya%)； 

6. 滿足於自己的妻子(sadārasantose)； 

7. 精進(vīriye)； 

8. 八條伍波薩他戒(uposatha6gesu)； 

9. 聖道(ariyamagge)； 

10. 佛教(sāsane)。 

這裏的“梵行”是指最後一種，亦即包括了

戒、定、慧三學的整個佛陀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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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功德 

佛陀接著說： 

“有家主、家主子或任一個家族出生者聽了

該法。” 

 

家主(gahapati)也就是平民。在這裏為什麼首先

提到平民呢？因為他們不會傲慢，且占社會的大

多數。一般而言，從剎帝利（王族或者武士階層）

家庭出家的人會因為出身而感到驕傲，從婆羅門

（祭司、宗教師、學者）家庭出家的人會因為他們

博學、通曉咒語而感到驕傲，從低賤家庭出家的

人會因為自己的出身而無法自立，但平民的小孩

從小就腋下流著汗、背上閃著鹽花在地裏幹活，

所以他們沒有像前面那些人的傲慢，是謙卑的，

不自大的。當他們出家之後也不會傲慢和自大，

會盡自己的能力學習佛陀的所有教言後，修習維

巴沙那(vipassanā,觀)而住立於阿拉漢。還有，從其

他家庭出家的人不是很多，而從平民家庭出家的

最多。所以，以不傲慢和占大多數故，首先提到

平民。 

“任一個家族出生者”(aññatarasmi% vā k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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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cājāto)：除了平民之外的其他家族出身者。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無論出身低等的人，還

是出身高等的人，無論貧富貴賤，當他們聽了佛

陀所說之法。 

 

“他聽了該法後對如來獲得信心。 

 

當他們聽聞了清淨的佛法後，對法主如來產

生這樣的信心：“那位世尊的確是正自覺者！” 

 

“他以此獲得信心具足而如是深思:‘居家

繁雜，是塵垢之途，出家開闊。’” 

 

“居家繁雜”(sambādho gharāvāso)：在家的生活

是局促、狹隘和麻煩的。對於在家生活來說，即

使一幢三十米高、一百由旬寬的大豪宅內只有一

對夫婦居住，那裏仍然是充滿各種麻煩和障礙的

地方，因此說在家的生活是繁雜的。在家的生活

總是麻煩的，會產生諸多貪愛的妨礙。貧窮家庭

有貧窮家庭的煩惱，富貴人家有富貴人家的難處。

居家的生活會導致貪愛等塵垢生起，故說“塵垢之

途”(rajopatho)。 

“出家開闊”(abbhokāso pabbajjā)：以無執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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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像曠野一樣開闊，故說“開闊”。出家人即

使居住在門窗關閉、屋頂覆蓋的尖頂小屋，或者

珠寶宮殿，乃至天宮等，他也不會執著，無拘無

束。所以說出家的生活開闊。 

又或者說“居家繁雜”是因為在家人很少機會

行善。“塵垢之途”是因為在家的生活就像沒有人

管理的垃圾堆一樣，是各種煩惱垃圾堆積的地方。

“出家開闊”是因為出家人有很多機會可以盡情地

行善。例如每天都可以把托缽獲得的食物供養給

其他比庫以培植佈施的善業，可以奉侍長老、打

掃衛生等以培植服務的善業，可以禮敬上座以培

植恭敬的善業，可以持守淨戒，可以聽聞佛法，

可以精進禪修等等。這些都是俗務纏身的在家人

所無法相提並論的。 

在家人牽涉到各種各樣的責任、事務，不可

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從事聖潔的心靈生活。而出家

人已經拋棄了家庭、俗務，拋棄了牽掛，捨棄了

責任，可以專心一意地從事培育心智的工作，過

著崇高、聖潔的生活。 

 

“‘住在俗家不容易行此完全圓滿、完全清

淨、潔淨如螺貝的梵行。就讓我剃除鬚髮、披著

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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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講到兩種完全： 

“完全圓滿”(ekantaparipu>>a%)：應當保持這戒、

定、慧三學的梵行生活完整無缺，並維持到心的

最後一刻，哪怕只有一天的時間。 

“完全清淨”(ekantaparisuddha%)：應當力行不

受煩惱垢的污染，保持無垢並維持到心的最後一

刻，哪怕只有一天的時間。 

“潔淨如螺貝”(sa6khalikhita%)：就像經過磨光

的螺貝一樣，和清洗乾淨的螺貝相似。 

擁有家庭、生活在俗家的人要過著這種完全

圓滿、完全清淨、潔淨猶如螺貝般的梵行生活是

不容易的。就讓我剃除頭髮和鬍鬚，披上用染汁

染成黃色的、適合行梵行者穿著的袈裟衣，離開

俗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吧！ 

在此，因為在家人要從事耕種、商業等工作，

稱為“在家人”(agāriya%)。出家人沒有這些，所

以把出家人叫做“無家者”(anagāriya%)。 

這裏講到一個在家人聽聞佛法後，對佛法產

生信心。他瞭解到在家生活要實踐圓滿、清淨、

聖潔的梵行生活是不容易的，於是選擇了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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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善行 

“他於後時，捨棄少量財產，或捨棄大量財

產；捨離少數的親戚眷屬，或捨離多數的親戚眷

屬；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衣，出離俗家而為無家

者。” 

 

“少量財產”(appa% vā bhogakkhandha%)：一千

金以下的財富叫做少量，一千金以上的叫做大量。 

二十個以下的親戚和眷屬叫做“少數的親戚眷

屬”(appa% vā ñātipariva��a%)，二十個以上的才叫做

多數。 

 

“他如此出家，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

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

持學習於諸學處。” 

 

“巴帝摩卡”：巴利語 pātimokkha 的音譯。pāti

是看護、保護，mokkha 是解脫，直譯為“護解脫”。

《清淨之道》中解釋： 

“Tañhi yo na% pāti rakkhati, ta% mokkheti mocayati 

āpāyikādīhi dukkhehi, tasmā pàtimokkhan’ti vuccati.” 

“若他看護、保護此者，能使他解脫、脫離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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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苦，所以稱為護解脫護解脫護解脫護解脫。”(Vm.14) 

巴帝摩卡也即是比庫、比庫尼戒律的別名。 

“具足正行與行處”(ācāragocarasampanno)：他有

正當的行為，包括身正行及語正行。“行處”是出

家人的正當去處，不去不適合去的地方，例如妓

女的家、老處女的家、衙門、歌舞廳、戲劇院等。

他不去這些地方，稱為“行處具足”。 

“對於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a>umattesu 

vajjesu bhayadassāvī)：以恭敬心謹慎地守護佛陀制

定的所有學處，即使對微細的罪過，他也見到以

無慚無愧之心犯戒所帶來的危險。    

 

“以善的身業、語業具足，活命清淨。” 

 

前面一句的“具足正行與行處”已經包括了善

的身業和語業，但是因為活命清淨並不是發生在

虛空或樹梢等地方，而只會發生於身門和語門，

所以為了顯示所發生之門，才說“以善的身業、語

業具足”。因為具足善的身業和語業，所以活命清

淨。或者如《中部·沙門門地子經》中所說的：“木

匠，哪些是善戒呢？木匠，我說善的身業，善的語業，

還有清淨的活命為戒。”(M.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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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戒，守護諸根門，具足念與正知，知

足。” 

 

這四法是修習止觀、培育定慧的基礎： 

1.具足戒行：小中大三類戒。 

2.守護根門：守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 

3.具念正知：在前進、返回等各處保持正念 

  正知。 

4.少欲知足：對衣食住藥四資具以三種知足 

      而知足。  

 

佛陀如何解釋這四種作為修習止觀的基礎呢？

我們後面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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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第五講第五講第五講  具足戒行具足戒行具足戒行具足戒行 

我們上一講談到了出家的兩種今生可見的成

果，又談到出家的功德。出家人應該培育作為修

習止觀基礎的四法，其中第一項是具足戒行。如

何具足戒行呢？本經將之分為小戒、中戒和大戒

三類。 

 

一、小戒 

“大王，比庫如何具足戒呢？在此，大王，

比庫斷除殺生，遠離殺生，捨置棍棒、捨置刀劍，

有慚恥，有仁慈，悲憫一切有情生類而住。這是

他的戒。” 

 

“殺生”(pā>ātipāto)：殺害、殺死生命。生(pā>o)：

即世俗語所說的有情、眾生，從勝義諦來說則是

命根。對於生命，明知對方是生命，想採取行動

斷絕其命根，並通過身門或語門的任一門所轉起

的殺害之思，稱為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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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沒有福報功德的畜生類等生命，殺死體

積小的生命罪惡也小，殺死體積大的罪惡也大。

為什麼呢？付出的努力大故。即使付出的努力相

同，也依對象大故，獲罪大。對於擁有福報功德

的人類等，殺死福報功德小的人罪惡也小，殺死

福報功德大的罪惡也大。如果對方的體積和功德

同等，則煩惱和攻擊手段較柔和的罪惡較小，反

之則大。 

同時具足以下五個條件即構成殺生：1.生命

(pā>o)，2.明知是生命(pā>asaññitā)，3.殺害之心

(vadhakacitta%)，4.採取行動(upakkamo)，5.因

此而死(tena mara>a%)。 

一名比庫首先應該遠離殺生，遠離一切刀槍

棍棒兇器。不僅如此，他還應該對一切眾生充滿

慈悲，以悲憫心而住。 

 

“斷除不與取，遠離不與取，給與才取，期

待所施，以不偷盜清淨自己而住。這也是他的

戒。” 

 

“不與取”(adinnādāna%)：拿取未給與的東西，

即是說拿取、偷盜、掠奪他人的東西。其中，“不

與”(adinna)為屬於他人所有物，當他人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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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時，不會遭到處罰以及無罪。但是對他人

所有的物品，他人所有物想，以盜心生起從事拿

取的行動為不與取。 

 對於他人所有物，拿取低賤的物品為小罪，

貴重的為大罪。為什麼呢？因為物品貴重。若物

品相等，則拿取德行較高者的所有物為大罪。比

起較高德行者，拿取較低德行者的所有物為小

罪。 

同時具足以下五個條件即構成不與取：1.他

人所有物(parapariggahita%)，2.明知是他人所有

物 想 (parapariggahitasaññitā) ， 3. 盜 心

(theyyacitta%)，4.採取行動(upakkamo)，5.因此

拿取(tena hara>a%)。 

不與取包括親手取、偷盜取、強迫取、遍計

取、隱藏取和取籌（偷調簽券）等六種方法。 

 

“斷除非梵行，為梵行者、遠離者，離淫欲

粗俗之法。這也是他的戒。” 

 

“非梵行”(abrahmacariya)：不高尚的行為。實

行高貴、高尚、聖潔的行為稱為梵行，即避免性

行為。 

“遠離者”(ārācārī)：遠離、避開非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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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欲”(methunā)：被貪愛所纏縛而一起從事

得名為淫欲的非正法。 

“粗俗法”(gāmadhammā)：如村夫之法。 

 

“斷除虛妄語，遠離虛妄語，所說真實，依

據事實，誠實可信，不欺誑世間。這也是他的

戒。” 

 

“虛妄”(musā)是由語言或身體的努力，致力

於欺騙的破壞利益者。以欺騙為目的，生起由身

體、語言的努力而欺騙他人之思（意圖）為虛妄

語(musāvāda)。 

另外的解釋方法是：“虛妄”是不存在、不

真實的事情。“語”是表達它是存在、真實的。

特點是想要表達讓他人以為不真實的事物是真實

的，生起如此表達之思為虛妄語。 

因虛妄語而造成的損失小者為小罪，大者為

大罪。或者在家人不想佈施自己的所有物而謊稱

“沒有”等方式為小罪；為破壞他人的利益而說

偽證供者為大罪。出家人只獲得少許的油或熟酥，

以古代的談話方式開玩笑說“我想今天村子裏的

油流進河中”為小罪；對沒見到的說見到等方式

為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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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足以下四個條件即構成虛妄語：1.不

真實的事情 (atatha% vatthu)， 2.欺騙的心

(visa%vādanacitta%)，3.適當的努力(tajjo vāyāmo)，

4.他人明白其意思(parassa tadatthavijānana%)。只

有一種方法：親自做。應當瞭解這是通過身體、

與身體連接之物，或由語言所做出的欺騙行為。

如果他人明白該行為的意思，則在生起這行為之

思的剎那即造下虛妄語之業。 

 

“斷除離間語，遠離離間語，不在此處聽後

告訴對方，以離間這些人；也不在對方聽後告訴

此方，以離間那些人。他和解分裂者，促進和諧，

喜好和合、樂於和合、喜歡和合，說導致和合的

話語。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粗惡語，遠離粗惡語，凡所言說，柔和、

悅耳、可愛、怡心、優雅，使多人喜歡，令多人

可意，說像這樣的話語。這也是他的戒。 

斷除雜穢語，遠離雜穢語，說適時語，說真

實語，說有義語，說法語、律語，說可貴的、適

時的、有理的、慎重的、有益的話語。這也是他

的戒。” 

 

“離間語”(pisu>a% vāca%)：把這個人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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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向那人說，使其心喜愛自己，而使他人落於空

無，這是“離間語”。 

對自己或他人粗惡，而且其語言本身也是粗

惡的，既不悅耳，也不動聽，這是“粗惡語”

(pharusa% vāca%)。 

瞎聊雜穢無用、沒有意義的話，這是“雜穢

語”(samphappalāpa%)。 

以它們作為根源之思才得離間語等之名，而

且只有“思”才是這裏的意思。 

其中，以雜染之心為了分裂他人，或者希望

對方喜歡自己所生起的身體或語言的努力之思為

離間語。對於分裂的對象，德行少者為小罪，德

行大者為大罪。 

具足以下四個條件即構成離間語：1.有被分

裂的對象，2.圖謀分裂“這樣他們就能分開、不

和”，或希望對方喜歡自己“這樣他就會喜歡、

依賴我”，3.適當的努力，4.對方明白其意思。 

 

粗惡語是以極為粗惡之思，生起身、語的努

力，帶給他人致命般的傷害。以下故事可以說明

其意思：據說，有個男孩不聽母親的話而跑去森

林。由於無法制止他，母親怒罵道：“願有一頭

凶母牛追你！”果真有一頭母牛在那座森林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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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便作真實語：“願我母親口中所說的不會發

生！願她心裏所想的發生！”那頭母牛就如被綁

著一般站在那裏。儘管用如此致命般的方式說出，

但由於其心是柔軟的，故而不成為粗惡語。雖然

父母有時會對子女們這樣說：“願盜賊將你們砍

成肉片！”但實際上即使荷葉掉落在他們身上也

不希望。雖然老師、戒師有時會對弟子們這樣說：

“這些無慚無愧者在做什麼？把他們趕出去！”

但還是希望他們在學習和修證上有所成就。正如

心的柔軟並不成為粗惡語，相反地，即使言語柔

軟也可成為粗惡語。雖然想要殺人者說“讓這人

舒服地睡吧”這句話並不是粗惡語，但由於心的

粗惡故而成粗惡語。對於被辱罵的對象，德行少

者為小罪，德行大者為大罪。 

具足三個條件即構成粗惡語：1.有被罵的對

象，2.瞋怒心，3.怒罵。 

 

造成身、語做出無意義的表達之不善思為雜

穢語。並非經常者為小罪，養成習慣者為大罪。 

它有兩個構成條件：1.傾向於談論跋拉答

(Bhārata)之戰、悉塔(Sītā)綁架案等無意義的話題，

2.說像這樣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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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要遠離身體方面的三種不善行，以及

語言方面的四種不善語。三種身不善行是：殺生、

不與取和非梵行。四種語不善行是虛妄語、離間

語、粗惡語和雜穢語。 

 

接著佛陀又說： 

“遠離損壞種子類、生物村（草木）；” 

 

“種子類”(bījagāma)：包括根種、幹種、節種、

枝種和籽種五種。凡是可以種的或者還能生根的、

還能發芽的，皆是種子類。 

“生物村”(bhūtagāma)：一切草木植物。 

不管是用砍、折、摘、挖、拔、燒、煮等方

式損壞、傷害植物，還是從事農耕播種，都是比

庫所不應為的。 

 

“為一食者，戒除夜食，離非時食；” 

 

“為一食者”(ekabhattiko hoti)：有兩種食——早

餐食(pātarāsabhatta)和晚餐食(sāyamāsabhatta)。其中

的早餐食限定在日中之前吃完，晚餐食則是在日

中之後直到翌日的明相出現之間吃食物。只要在

日中之前，即使吃十頓也都叫做“一食”，而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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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餐者才叫做一食。 

“戒除夜食”(rattūparato)：戒除晚上吃飯，不在

太陽下山之後吃任何食物。 

“非時食”(vikālabhojanā)：在日正中時之後直

到日落期間吃食物。 

一般上都把在日中之後直到翌日的明相出現

之間吃食物叫做“非時食”，但此經中把非時食

和夜食分開來說。 

 

“遠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遠離

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遠離

高大床座；遠離接受金銀。” 

 

“遠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 (naccagīta- 

vāditavisūkadassanā pa�ivirato hoti)：歌舞表演等和佛

教不相應故。不管是自己唱歌跳舞、奏樂表演，

還是叫人唱歌跳舞、奏樂表演，或者觀聽別人唱

歌跳舞、奏樂表演，對出家人都是不適合的。 

“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

(mālāgandhavilepanadhāra>ama>Fanavibhūsana��hānā) ：

任何的花、珠鏈、香水、香粉等，只要涉及化妝

打扮、美化自己、吸引他人的行為都不適合。 

“高床座”(uccāsayana)：超過尺寸的床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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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座”(mahāsayanā)：豪華的敷設物。 

“金銀”(jātarūparajata)：黃金、銅錢、貨幣等

任何錢財；“接受”(pa�iggaha>ā)：自己接受(ugga>hāti)、

叫 人 接 受 (ugga>hāpeti) 或 同 意 放 在 某 處

(upanikkhitta% sādiyati)三種方式的任何一種都屬於

接受。對於佛教出家人來說，沒有任何的方式、

理由能使接受金錢成為許可！(So na yena kenaci 

pariyāyena va��ati) 

遠離這些非行屬於十戒的內容，是一名出家

人最基本的學處。即使有條件的在家人都可以持

守十戒，更何況是出家人了！ 

 

“遠離接受生穀；遠離接受生肉。” 

 

“接受生穀”(āmakadhaññapa�iggaha>ā)：接受粳

米、稻米、大麥、小麥、黍、粟米、稗子這七類

生的穀物。並非只是接受，即使碰觸都不適合。 

“接受生肉”(āmakama%sapa�iggaha>ā)：包括任

何的生肉和魚，不僅不能接受，連碰觸也不行。 

為什麼不能接受生穀和生肉呢？因為比庫不

能煮東西，又不能夠儲存食物。在家人可以用煮

好的飯、菜來供養比庫缽食，但比庫不能接受生

的穀物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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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接受婦女和少女；遠離接受婢和奴；

遠離接受羊和山羊；遠離接受雞和豬；遠離接受

象、牛、馬和騾；” 

 

不僅不能接受婦女和少女，連碰觸也不行。 

也不能接受婢女和奴僕。但如果施主說“我

供養淨人”(kappiyakāraka% dammi)或“我供養園民”

(ārāmika% dammi)則是適合的。 

 

“遠離接受耕地和土地；” 

 

生長穀物的叫“耕地”(khetta)，生長瓜豆類的

叫“土地”(vatthu)。或者生長這兩者的叫耕地，還

沒開發的叫土地。 

不過，為了供養給僧團建造房間、僧園、寺

院等則是允許的。 

 

“遠離從事走使、傳信；” 

 

“走使”(dūteyya)：帶著在家人的信件或指令前

往各處。“傳信”(pahi>agamana)：把書信從一家送

到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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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買賣；遠離欺秤、偽幣、欺尺；” 

 

這裏的意思是指遠離一切經商，因為出家人

不能經商，以及販賣偽劣商品等。 

 

“遠離賄賂、虛偽、欺詐、不誠實；遠離砍

斷[人手足]、殺戮、捆綁、剽掠、搶奪、暴力。

這也是他的戒。” 

 

以上是作為一名出家人最基本的戒行。 

聖典中用中間不分開的方式來編排這二十六

種學處，而且對大部分的學處都不進行解釋故，

稱為“小戒”(cū8asīla%)。當知這裏的小戒、中戒

和大戒只是從教說的角度來安立的，而不是從法

的角度。對在“小戒”部分有些只是簡略地提及

而未進行解釋的學處，在教說“中戒”時才進行

分別。 

 

二、中戒 

通過下面“中戒”的字裏行間，我們彷彿可

以看到一幅幅佛陀在世時的各種沙門、婆羅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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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場景，瞭解到他們當時的生活方式。 

 

佛陀接著說： 

“就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 

 

“受尊敬”(bhonto)：並非這些沙門、婆羅門真

的擁有受人尊敬的素質，而是說這些沙門、婆羅

門受人尊敬，卻做出與受尊敬的身份相違背的行

為。 

“沙門”(sama>a)：包括任何的出家人。 

“婆羅門”(brāhma>ā)：婆羅門種姓出身者。 

“受用”(bhuñjitvā)：食用食物、穿著衣服、居

住住所、服用藥品等都是受用。 

“信施”(saddhādeyyāni)：因為相信業和果報、

相信此世和來世而佈施。假如因為親戚關係、朋

友關係，或為了贖罪、為了道歉等而做的佈施並

不能叫做信施。 

 

“他們卻從事如此的損害種子類、生物村而

住。這就是：根種、幹種、節種、枝種，籽種為

第五。遠離如此的損壞種子類、生物村，這也是

他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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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生薑、菖蒲、麥冬、須芒草等從根生

長的植物叫做“根種”(mūlabīja%)；榕樹、菩提樹、

無花果樹、林檎等從樹幹可以種活的植物叫做“幹

種”(khandhabīja%)；甘蔗、蘆葦、竹子等從節裏長

出來的叫做“節種”(pha8ubīja%)；由插枝即能生長

的叫做“枝種”(aggabīja%)；水稻、大麥、小麥、

花生、綠豆、南瓜等是由種子發芽成長的，叫做

“籽種”(bījabījam)。 

他們接受信徒們的供養，但是卻從事如此的

損壞種子類和生物村。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儲存物品而住。這就

是：食物的儲存、飲料的儲存、衣服的儲存、車

輛的儲存、臥床的儲存、香的儲存、糧食的儲存。

遠離如此等的儲存物品，這也是他的戒。” 

 

作為比庫，不能像其他沙門、婆羅門一樣儲

存各種物品，囤積居奇。 

“食物的儲存”(annasannidhi%)：可分為律制的

和簡樸的兩種說法：對於律制，若比庫當天接到

任何食物，儲存到第二天食用者犯巴吉帝亞。但

若把自己的所得給沙馬內拉或淨人，他們獲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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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到第二天再供養給比庫則可以食用。但對生

活簡樸者則沒有儲存之事。 

“飲料的儲存”(pānasannidhi%)也是同樣。這裏

的飲料是指芒果汁、蒲桃汁等八種果汁，以及其

他隨順的夜分藥
11

。 

“衣服的儲存”(vatthasannidhi%)：儲存無決意、

無共用之衣，只會擾亂簡樸的生活。這是方便的

說法，非方便的說法則是只滿足於三衣，獲得第

四件衣即佈施給他人。 

“車乘的儲存”(yānasannidhi%)：車乘是指各種

車輛、手推車、四輪車、轎子、椅轎等。只有拖

鞋才是出家人的車乘。對比庫來說，一雙在林野

穿用，一雙在廁所穿用，最好的鞋也只是雙層拖

鞋。獲得第三雙時即佈施給他人。 

“臥床的儲存”(sayanasannidhi%)：比庫可以擁

有一間房間，一個日間住處，最多只是兩張床。

獲得多餘的則可佈施給其他的比庫或僧眾。不想

佈施是不適合的，儲存只會擾亂簡樸的生活。 

“香的儲存”(gandhasannidhi%)：如果比庫長瘡、

癬等皮膚病時則可以塗香。病癒後則應把這些香

                                                             

11 夜分藥
夜分藥夜分藥

夜分藥 (yāmakālika)：允許比庫於一天之內飲用的未加溫的果

汁和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蘋果汁、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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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施給其他的生病者，或者放在門上五指處。即

使為了日後疾病復發時使用而儲存也是不適合的，

儲存只會擾亂簡樸的生活。當然，現在的做法也

可以把香拿去供佛、供塔等。 

“糧食的儲存”(āmisasannidhi%)：假如比庫以預

防困難時期為由而儲存芝麻、稻米、綠豆、黃豆、

椰子、鹽、魚、肉、肉幹、酥油、油、砂糖等糧

食，在雨安居等時藉口道路泥濘而不去托缽，叫

沙馬內拉或淨人煮來食用，被稱為“禿頭財主的

生活”(mu>Faku�umbikajīvika%)，而不是沙門的生

活。像這樣叫做儲存糧食。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觀看表演而住。這就

是：跳舞、唱歌、音樂、戲劇、說書、手鈴樂、

鐃鈸樂、鼓樂、舞技、雜技、竹戲、洗骨、鬥象、

鬥馬、鬥水牛、鬥公牛、鬥山羊、鬥公羊、鬥雞、

鬥鵪鶉、棍鬥、拳鬥、搏鬥，演習、列兵、佈陣、

閱兵。遠離如此等的觀看表演，這也是他的戒。” 

 

“洗骨”(dhovana%)：據說在南印度有些地方的

風俗沒有把死去的親戚進行火化，而是用土葬埋

起來。幾年後再把已經腐爛掉的屍體挖出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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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骨清洗乾淨，塗上香後供奉著。到了祭祀時，

親戚們把屍骨擺出來供奉，在另一邊擺上酒席，

悲哀哭泣著飲酒。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遊戲和放逸之因而

住。這就是：八格、十格、空戲、踩線、取石、

骰子、擊棍、印手、玩球、葉笛、鋤、翻跟斗、

風車、葉斗、車、弓、猜字、猜心、模仿殘廢。

遠離如此等遊戲和放逸之因，這也是他的戒。” 

 

“遊戲”(jūta)：包括賭博等各種遊戲。 

“放逸之因”(pamāda��hānā)：沉迷於玩樂。 

“八格”(a��hapada%)：雙方都在有八個格的木

板上玩的一種賭博遊戲。 

“十格”(dasapada%)：雙方都在有十個格的木

板上玩的賭博遊戲。 

“空戲”(ākāsa%)：像玩八格、玩十格一樣，不

過是在空中玩的遊戲。 

“踩線”(parihārapatha%)：在地上畫了不同線條

的圈圈，如果誰踩到畫的圈圈、畫的線，誰就輸。 

“取石”(santika%)：把石頭取出來堆在一起，

然後用手指或者手指甲從中取走一塊，如果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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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了或者倒了就算輸。 

“骰子”(khalika%)：在賭博木板上投骰子玩的

遊戲。 

“擊棍”(gha�ika%)：用長棍子擊打短棍子的遊

戲。 

“印手”(salākahattha%)：把手放在染料或深紅

色粉劑上，問：“你想要什麼？”然後把手拍在牆

上或者地上，形成像馬、象等圖形的遊戲。 

“玩球”(akkha%)：打球運動。 

“葉笛”(pa6gacīra%)：一種用葉子做的管子吹

奏的遊戲。 

“鋤”(va6kaka%)：一種農村小孩玩的小鋤頭。 

“翻跟斗”(mokkhacika%)：拿著棍子在半空中

或頭倒立在地上從下往上翻的遊戲。 

“風車”(ci6gulika%)：用棕櫚葉等做成的玩具

風車，只要風一吹就會自動旋轉。 

“葉斗”(pattā8haka%)：用葉子做的量筒，用它

來量沙子等的遊戲。 

“車”(rathaka%)：玩具小車。 

“弓”(dhanuka%)：玩具小弓。 

“猜字”(akkharika%)：在空中或在背後寫字叫

對方猜的遊戲。 

“猜心”(manesika%)：猜測對方心念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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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殘廢”(yathāvajja%)：模仿瞎子、瘸腿、

駝背等殘疾人的缺陷給人看的遊戲。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使用如此的高大床座而住，這就

是：高床、獸腳床、長毛氍、彩毛毯、白毛毯、

花毛毯、棉墊、繡像毯、雙面毛毯、單面毛毯、

寶石絹絲品、絲綢、大地毯、象氈、馬氈、車氈、

羚羊皮席、羚鹿皮特級敷具、有華蓋者、兩端有

紅枕者。遠離如此等的高大床座，這也是他的

戒。” 

 

“高床”(āsandi%)：腳高超過尺寸的床座，即其

腳部高度超過善至的八指寬，約為 48厘米。 

“獸腳床”(palla6ka%)：腳上刻有猛獸像的床座。 

“長毛氍”(gonaka%)：長毛的大氍毹，該毛超

過四指長。 

“彩毛毯”(cittaka%)：彩繡的羊毛毯。 

“白毛毯”(pa�ika%)：羊毛織成的白毯。 

“花毛毯”(pa�alika%)：繡有團花的羊毛毯。 

“棉墊”(tūlika%)：填塞了木棉、蔓棉或草棉三

種棉花之一的床墊或坐墊。 

“繡像毯”(vikatika%)：繡有獅子、老虎等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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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羊毛毯。 

“雙面毛毯”(uddalomi%)：雙面都有毛的羊毛

毯。 

“單面毛毯”(ekantalomi%)：單面有毛的毛毯。 

“寶石絹絲品”(ka��issa%)：四周都鑲有寶石的

絹絲敷具。 

“絲綢”(koseyya%)：特指在四周都鑲有寶石、

由絲線織成的敷具，但純絲綢的可以使用。 

“大地毯”(kuttaka%)：可以供十六個舞女站著

跳舞的羊毛地毯。 

“象氈”(hatthatthara%)：鋪在象背上的敷具。 

“馬氈”(assatthara%)：鋪在馬背上的敷具。 

“車氈”(rathatthara%)：鋪在車上的敷具。 

“羚羊皮席”(ajinappave>i%)：用羚羊皮按照床

的尺寸縫製成的席子。 

“羚鹿皮特級敷具” (kadalimigapavarapaccattha- 

ra>a%)：以羚鹿皮製成的特級敷具，這是最上等的

敷具。 

“有華蓋者”(sauttaracchada%)：在床上綁有紅色

的傘蓋。 

“兩端有紅枕者”(ubhatolohitakūpadhāna%)：兩

端都有紅色頭枕和腳枕的床。 

這二十種稱為高大床座。前面的高床和獸腳



第五講  具足戒行  

219 

床兩種稱為高床座(uccāsayana)，其餘十八種稱為

大床座(mahāsayana)。這裏的“大”(mahā)是豪華；

“床”(sayana)是指鋪床所用的氍毹或毯子。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使用如此的妝飾、裝扮之因而

住。這就是：[香粉]塗身、塗油、沐浴、按摩、

照鏡、描眼、花鬘、芳香、塗香、化妝臉部、手

飾、頭飾、手杖、藥袋、刀劍、傘蓋、彩飾拖鞋、

頭巾、寶冠、拂塵、長穗白衣。遠離如此等的妝

飾、裝扮之因，這也是他的戒。” 

 

“塗身”(ucchādana%)：剛出生不久的嬰孩身上

散發出香氣，但長到十二歲左右就開始消失。為

了去除身上的臭氣而用香粉等塗抹身體。 

“沐浴”(nhāpana%)：泡在香湯、香水裏洗浴。 

“按摩”(sambāhana%)：好像大力士一樣用棍棒

等拍打手腳來讓手臂增大。 

“手飾”(hatthabandha%)：手上綁著各種螺貝、

龜甲、珍珠、金屬、絲線、蔓草等任何的裝飾品。 

“手杖”(da>Fa%)：拿著兩米長的或其他裝飾用

的棍杖。 

“藥袋”(nā8ika%)：用繡有男人像、女人像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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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藥袋掛在左邊。 

“刀劍”(asi% khagga%)：劍鞘上有寶物裝飾的

極鋒利的刀劍。 

“傘蓋”(chatta%)：用五彩線縫製的、有摩羯魚

牙等裝飾的漂亮傘。 

“彩飾拖鞋”(citrupāhana%)：用金銀等裝飾的，

或者有孔雀尾等裝飾的拖鞋。 

“頭巾”(u>hīsa%)：一種長兩拃手、寬四指，

可以見到髮際，形狀像雲端閃電的綁在額頭上的

頭巾。 

“寶冠”(ma>i%)：戴寶冠(cū8āma>i%)。 

“拂塵”(vālabījani%)：用犛牛尾製成的拂塵。 

 

“又猶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

信施之食，他卻從事如此的畜生論而住。這就

是：王論、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

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鬘

論、香論、親戚論、車乘論、村莊論、城鎮論、

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井

邊論、先亡論、各種論、世界的談論、大海的談

論、如此有無論。遠離如此等的畜生論，這也是

他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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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出離至生天和解脫之道的畜生般的言論

為“畜生論”(tiracchānakatha%)，也即是低級的、

無意義的言談。 

“王論”(rājakatha%)：關於諸王的言論，某某

國王有這麼大的權威等。但如果談論他有那麼大

的權威也都衰敗、無常了，則屬於談論業處。 

“村莊論”(gāmakatha%)：談論“我們村是怎樣

的富裕、怎樣的有錢，那個村是怎樣的貧窮”之

類的話。對於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也是如此。 

“女人論”(itthikatha%)：談論女人的容貌、長

相、身材等。但如果談及“她有信心、有淨信”

或“已死亡”等則是適合的。 

“先亡論”(pubbapetakatha%)：談論已經去世的

親戚。 

“各種論”(nānattakatha%)：不包括前面的那些

言論，各種瑣碎、毫無意義的言論。 

“世界的談論”(lokakkhāyika%)：例如這世界由

誰創造的，世界是這樣產生的，世界是由大自在

天所造的，世界是由上帝所造的等等這些關於世

界起源的談論。或者談論“烏鴉是白色的，因為

它的骨頭是白色的。鶴是紅色的，因為它的血是

紅色的”等等世間論、詭辯論等。 

“大海的談論”(samuddakkhāyika%)：例如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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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是怎麼來的，是薩嘎拉天神挖出來的，所以

叫做“海”(sāgara)。挖好後又用自己的手做印記，

所以叫“海”(samudda)。像這些無意義的談論叫

“大海的談論”。 

這三十二種言不及義、增長放逸、妄失正念

的言論都是畜生論。佛教出家人應遠離這三十二

種畜生論，這也是他的戒。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爭論而住。這就是：

‘你不知此法、律，我知此法、律。’‘你怎麼

能知此法、律呢？’‘你在行邪道，我在行正

道。’‘我的一致，你的不一致。’‘應先說的

後說，應後說的先說。’‘你的立論已被駁倒。’

‘你已被論破，你已辯輸。去！解救[你的]理

論，或假如[現在就]能解決。’他遠離如此的爭

論，這也是他的戒。” 

 

“立論”(adhici>>a%)：經長時間深思熟慮得出

的理論。 

“我的一致”(sahita% me)：“我的理論前後一致、

嚴謹、合理、有根據”的意思。 

“去！解救[你的]理論”(cara vādappamokkh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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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救你的理論漏洞，先去學好了再回來辯論

吧”的意思。 

“或假如 [現在就 ]能解決” (nibbe�hehi vā sace 

pahosi)：假如你自己有能力的話，現在就趕快解決

吧！ 

這裏指有些出家人整日沉迷於辯論。為了證

明自己的觀點正確，或者為了駁倒他人的理論而

時常和他人爭辯。佛教出家人應遠離這些無意義

的爭論，這也是他的戒。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從事如此的差遣走使而住。這就

是：為諸王、諸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居士、

童子：‘去這裏，去那裏；帶這個走，從那裏帶

這個來。’遠離如此等的差遣走使，這也是他的

戒。” 

 

比庫為在家人傳遞書信、攜帶東西，為在家

人服務，為在家人當跑腿等，這是比庫應該遠離

的。 

 

“又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

施之食，他們卻詭詐、虛談、暗示、詐騙、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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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利。遠離如此的詭詐、虛談，這也是他的戒。” 

 

“詭詐”(kuhakā)：例如有些出家人沒修行裝成

有修行，裝模作樣，目的是為了騙取別人的供養

或博取名聲。 

“虛談”(lapakā)：為了獲得供養、恭敬而說毫

無意義的話。例如說：“大居士你今天來了，是不

是來供養啊？”或者明明知道某居士從來不供養，

卻譏諷說“這是個大施主”等。 

“暗示”(nemittikā)：通過暗示獲得供養。例如

看到在家人有食物，說：“這些食物我們能不能吃

啊？這些食物是不是很好吃啊？” 

“詐騙”(nippesikā)：用各種手段騙取信眾的信

心和供養。 

“以利求利”(lābhena lābha% nijigī%sitāro)：又作

以施望施。通過給在家人一些好處，例如送給小

孩玩具等，來換取在家人的供養與恭敬。 

如果比庫通過這些方式獲得任何供養，都屬

於邪命(micchājīva)，即不正當獲得生活用品、必需

品的方式。詳細解釋請見《清淨之道》。 

這些在聖典裏稱為中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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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戒 

下面的“大戒”部分，又是佛陀在世時各種

沙門、婆羅門的謀生方式和職業的洋洋大觀。從

經文中可以看到，兩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祭司

階層和神職人員的宗教生活和惑眾手法，竟然和

今天沒有多大的區別！ 

 

且讓我們聽聽佛陀怎麼說： 

“就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 

 

“畜生明”(tiracchānavijjā)：tiracchāna 是動物、

畜生；vijjā 是明，知識、技巧。“畜生明”是指不

能出離至生天和解脫之道的畜生類一般的知識或

技巧。 

“邪命”(micchājīva)：“邪”是不正當的、錯誤

的；“命”是維生、活命。 

這句話的意思是：就像有些受人尊重的出家

人，卻以低等的伎倆來維生。 

 

哪些伎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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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相肢、占相、預測、占夢、看相、

占鼠齧、火供、杓供、麩皮供、米糠供、米供、

酥油供、油供、口供、血供，” 

 

“相肢”(a6ga%)：通過看手、腳等肢體來預言

長壽、名聞、吉凶等。 

“占相”(nimitta%)：據說般度王(Pa>Furājā)把三

顆珍珠握在手中，然後問占相者：“我手裏的是什

麼？”占相者即開始觀察各種徵兆。此時正好見

到被蜥蜴抓住的蒼蠅逃脫(mutta)，於是說“珍珠”

(muttā)。再問“有多少顆”時，正好聽見公雞啼了

三次，於是說“三顆”。像這些根據某些現象來推

測的方術叫做“占相”。    

“預測”(uppāta%)：通過雷電等發生的程度來

預測將會發生什麼。 

“占夢”(supina%)：通過做什麼夢，預言將會

發生什麼；夢見什麼，表示什麼等等。 

“看相”(lakkha>a%)：依照人的相貌來推測命

運，比如這個人是富貴相，這個人是官相。    

“占鼠齧”(mūsikacchinna%)：按照老鼠在布上

或衣服上咬過的痕跡來占卜。 

“火供、杓供、麩皮供、米糠供、米供、酥油供、

油供” (aggihoma% dabbihoma% thusahoma% 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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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a% ta>Fulahoma% sappihoma% telahoma%)：供，

依梵語 huma音譯為護摩。“火供”(aggihoma%)：用

木柴燃起火，然後把食物投進火中進行獻供。杓

供等也都屬於火供。 

“口供”(mukhahoma%)：把芥子等食物用口銜

著投進火中，誦著口語供犧牲。 

“血供”(lohitahoma%)：用右鎖骨、膝蓋等的血

來供犧牲。 

婆羅門教和拜火教等外道都有供聖火的儀式，

他們把米、酥油、油等食物投進火中進行祭祀，

藉此祈求消災、祈福、增益、滿願等。 

 

接著是： 

“肢體明、宅地明、政治明、吉祥咒、鬼神

咒、地咒、蛇咒、毒咒、蠍咒、鼠咒、鳥術、鴉

術、命數、防箭術、解獸語。遠離如此等依畜生

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肢體明”(a6gavijjā)：前面的相肢只是通過看

手足等進行預測。而這裏則是通過看手指骨等並

念咒來預言吉凶禍福。 

“宅地明”(vatthuvijjā)：觀察房屋或園林等地點

而推測吉凶禍福的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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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明”(khattavijjā)：為國王等進行預言。 

“吉祥咒”(sivavijjā)：念咒咒願安寧，例如進入

墳場念咒等。 

“鬼神咒”(bhūtavijjā)：招鬼、驅鬼的咒術。 

“地咒”(bhūrivijjā)：居住土屋者持誦的咒語。 

“蛇咒”(ahivijjā)：治療被蛇咬中者的咒術，或

者招引蛇的咒術。 

“毒咒”(visavijjā)：念咒令不會中蠱毒，或者

製作新的毒以吐出舊毒。 

“蠍咒、鼠咒”(vicchikavijjā mūsikavijjā)：治療被

蠍子或老鼠咬中的咒術。 

“鳥術、鴉術”(saku>avijjā vāyasavijjā)：能辨別

有翅的、無翅的、兩足的、四足的動物的啼叫。 

“命數”(pakkajjhāna%)：預言他人長壽短命的

術數。類似“算八字”等。 

“防箭術”(saraparittā>a%)：念咒使自己不會被

箭所傷。 

“解獸語”(migacakka%)：據說能夠聽懂所有鳥

類、四腳動物的啼叫。 

 

佛陀接著說：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寶珠占、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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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棍杖占、刀占、劍占、箭占、弓占、武器占、

女占、男占、童子占、童女占、奴僕占、婢女占、

象占、馬占、水牛占、公牛占、母牛占、山羊占、

公羊占、雞占、鵪鶉占、大蜥蜴占、耳環占、龜

甲占、獸占。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這也

是他的戒。” 

 

這裏講到的種種“占”，是依照各種事物的

顏色、形狀等特徵，來預言主人的吉凶禍福或者

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國王將出發，

國王將不會出發；我方國王將會進攻，敵方國王

將會撤退；敵方國王將會進攻，我方國王將會撤

退；我方國王將會勝利，敵方國王將被打敗；敵

方國王將會勝利，我方國王將被打敗；如此，一

方將勝利，一方將被打敗。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

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預言國家大事，預言戰爭勝敗等。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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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將有月蝕，將

有日蝕，將有星蝕，日月將依軌道運行，日月將

偏離軌道運行，星辰將依軌道運行，星辰將偏離

軌道運行，將有流星，將有天火，將有地震，將

有天鼓，日月星辰將升沉晦明；月蝕將有如此的

結果，日蝕將有如此的結果，星蝕將有如此的結

果，日月依軌道運行將有如此的結果，日月偏離

軌道運行將有如此的結果，星辰依軌道運行將有

如此的結果，星辰偏離軌道運行將有如此的結

果，流星將有如此的結果，天火將有如此的結

果，地震將有如此的結果，天鼓將有如此的結

果，日月星辰升沉晦明將有如此的結果。遠離如

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根據占星術或者某些天象，預言將會發生什

麼事情，然後依照天象、日月星辰的變化，預言

某人或世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將會雨量充

沛，將會乾旱，將會豐收，將會饑荒，將會安穩，

將有危險，將會生病，將會健康，印算、計算、

算數、作詩、世間學。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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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這也是他的戒。” 

 

用各種預兆、推測的方法來預言世間或人的

吉凶禍福。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擇吉]婚娶、

婚嫁，結婚、離婚，收債、放貸，招福、降禍，

墮胎，結舌咒、鎖齶咒、轉手咒、耳聾咒，問鏡、

問童女、問神，祭拜太陽、祭拜大[梵天]，噴火

咒，招請吉祥天。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

這也是他的戒。” 

 

“婚娶”(āvāhana%)：幫人擇吉說“這個男孩在

某吉日迎娶某家的女孩”為婚娶。 

“婚嫁”(vivāhana%)：“這個女孩在某吉日嫁給

叫某名的男孩，這樣將會吉祥”叫做婚嫁。 

“結婚”(sa%vara>a%)：例如說：“某日是好日

子，你們在那天結婚，以後就不會分離！”這樣

促成婚姻。 

“離婚”(vivara>a%)：例如說：“你們在某日離

婚，以後就不會再復合！”這樣促成離婚。 

“收債”(sa6kira>a%)：收回田租或追回借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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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放貸”(vikira>a%)：例如說“你們想放貸賺錢，

今天放貸就能得到雙倍或四倍的利息”，這樣來教

人賺錢。 

“招福”(subhagakara>a%)：念咒讓人喜歡、喜

愛，或者讓人幸運吉祥。 

“降禍”(dubbhagakara>a%)：念咒使人遭受不幸、

倒楣。 

“墮胎”(viruddhagabbhakara>a%)：使孕婦墮胎

流產，或者施藥讓胎兒不流產。有三種原因可能

造成流產：因風(vātena)，因寄生蟲(pā>akehi)，因

業(kammunā)。為了防止因風造成的流產，可以施

與清涼藥；為了防止因寄生蟲造成的流產，可以

治療寄生蟲。但是因業而流產者，即使佛陀也不

能阻止。 

“結舌咒”(jivhānibandhana%)：念咒使別人的舌

頭好像被綁住一樣不能說話。 

“鎖齶咒”(hanusa%hanana%)：念咒讓人的下巴

不能動，封住他的嘴巴。 

“轉手咒”(hatthābhijappana%)：念咒讓人的手旋

轉。據說站在七步之內念這種咒能使人的手轉動

並斷掉。 

“耳聾咒”(ka>>ajappana%)：念咒使別人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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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據說念了這種咒後，在法庭上可以隨心所

欲地說話，但對方卻不能聽見，從而使對方無法

進行辯護。 

“問鏡”(ādāsapañha%)：請鬼神附著鏡子來問問

題。 

“問童女”(kumārikapañha%)：請鬼神附在女孩

身上來問問題或降神諭。 

“問神”(devapañha%)：請鬼神附在婢女身上來

問問題。 

“祭拜太陽”(ādiccupa��hāna%)：為了生活而奉

祀太陽。 

“祭拜大[梵天]”(mahatupa��hāna%)：為了生活而

奉祀大梵天神。 

“噴火咒”(abbhujjalana%)：念咒使口中吐火。 

“招請吉祥天”(sirivhāyana%)：“吉祥女神啊！

來吧！請降到我的身上吧！”這樣招請吉祥女神。 

 

“又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

他們依畜生明邪命過活。這就是：許願、還願，

鬼神咒、宅地咒、壯陽咒、陽痿咒，擇地基、祭

地基，淨口、沐浴、供犧牲，嘔吐藥、瀉藥，治

上身藥、治下身藥，治頭藥、耳油藥、眼藥、灌

鼻、眼藥水、塗藥膏，眼科、外科、兒科，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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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藥、內服藥。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這

也是他的戒。” 

 

“許願”(santikamma%)：到神廟許願說：“如果

我能達成某願望，我將拿什麼來酬謝你們！”許

諾在滿願後會來酬謝叫許願。 

“還願”(pa>idhikamma%)：願望達成之後酬謝

神靈叫做還願。 

“宅地咒”(bhūrikamma%)：住在土屋後念咒語。 

“壯陽咒”(vassakamma%)：讓性無能的人增強

性功能。 

“陽痿咒”(vossakamma%)：讓男人失去性功能。

這只是讓男人沒有性欲或者失去性功能，而不是

讓他的生殖器消失。 

“擇地基”(vatthukamma%)：幫人在空地上選擇

地基，準備建造建築物。 

“祭地基”(vatthuparikamma%)：舉行儀式拜祭

土地，以祈求施工順利等。 

“淨口”(ācamana%)：用水進行淨口儀式。 

“沐浴”(nhāpana%)：進行沐浴儀式。 

“供犧牲”(juhana%)：為了某些目的舉行火供。 

“嘔吐藥”(vamana%)等：出家人靠幫他人看病、

施藥等來維生。假如比庫幫在家人治病，屬於“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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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kuladūsaka)的行為。假如因為幫人治病而獲

得供養，則屬於邪命。 

不過，比庫可以幫五種同法者
12

調藥，也可以

幫母親、父親、照顧父母者、自己的淨人和住在

寺院正準備衣缽求出家者這五種人調藥。也可以

幫兄弟姊妹、伯叔姨舅等十種人，以及七世血親

調藥，這些行為並不犯汙家和邪命。 

 

有人把以祭祀為業的祭司稱為“婆羅門”，

把從事修行以追求解脫的出家人稱為“沙門”。

而在“大戒”這一部分，我們看到佛陀在世時有

許多沙門、婆羅門都從事占卜、念咒、火供、祭

祀、祈禱、降神、驅邪、消災、算命、看相、擇

地、擇吉、預言、行醫等，充當祭司或神職人員，

甚至巫師和神棍，以此作為宗教生活和職業。 

佛陀把這一類的知識和技術貶稱為“畜生明”，

在《律藏》中，佛陀明令禁止比庫學習和教導這

一類畜生明。(Cv.287) 假如佛教出家人以這些畜

生明為職業，或者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獲取供養，

                                                             

12 同法者
同法者同法者

同法者 (sahadhammika)：以諸學為相同之法、共同之法故，稱

為同法者。五種同法者分別是比庫、比庫尼(bhikkhunī)、在學尼

(sikkhamānā)、沙馬內拉(sāma>era)、沙馬內莉(sāma>erī)這五種佛

教出家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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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過著背離八聖道的邪命生活。 

在《長部》這篇《沙門果經》的前面一篇經

文《梵網經》中，佛陀自述他遠離了這一系列的

非行和依畜生明的邪命。而在這一篇經文中，佛

陀則強調比庫通過遠離這一系列的非行和依畜生

明的邪命來具足戒行。 

 

“大王，這位比庫如此具足戒，見不到任何

來自戒律儀的怖畏。” 

 

通過戒律儀，他見不到有哪怕一點點的來自

於沒有防護戒行而產生的危險。為什麼呢？因為

通過戒律儀而不存在由於不防護帶來的危險。 

 

“大王，猶如已灌頂的剎帝利王征服了敵

人，見不到任何來自敵方的怖畏。” 

 

好像一名已經灌頂的剎帝利王，當他征服了

敵人後，不會再害怕有任何來自敵方的危險。 

 

“同樣地，大王，比庫如此具足戒，見不到

任何來自戒律儀的怖畏。他以此聖戒而具足，體

驗內在的無過之樂。大王，比庫乃如此具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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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sīla)：道德、品德、素質、素養。 

“無過之樂”(anavajjasukha%)：以持戒為近因，

而擁有無悔、愉悅、喜、輕安等法，從而體驗到

無過失的、無可指責的、善妙的身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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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第六講第六講第六講  定慧四緣定慧四緣定慧四緣定慧四緣 

前面講到未生怨王問佛陀，有什麼今生即可

以見到的沙門果，佛陀舉奴隸和農民為例，闡述

出家後即可以看到的沙門果。然後，國王希望瞭

解比這些更加超越、殊勝的沙門果。於是佛陀說，

當善男子聽了佛法並產生信心之後，認識到在家

生活是繁雜的，出家生活是開闊、自由自在的，

於是選擇了出家。出家之後，他持守各種戒，由

持戒而體驗到內在的無過之樂。 

 

一、守護根門 

下面，我們接著來學習作為培育定慧的第二

個基礎——守護根門。 

 

佛陀對國王說： 

“大王，比庫又如何守護諸根門呢？” 

 

“守護諸根門”(indriyasa%vara)：“守護”是保護；

“諸根門”是指感官，即眼、耳、鼻、舌、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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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門。 

 

“在此，大王，當比庫眼看見顏色，不取於

相，不取隨相。” 

 

“不取於相”(na nimittaggāhī hoti)：他不取著於

男相、女相、美麗相或會導致煩惱產生之相，而

只停留在所看到的程度。看只是看，不分別這個

人是否漂亮、樣貌如何等。 

“不取隨相”(nānubyañjanaggāhī)：能夠使諸煩惱

產生的細部特徵稱為“隨相”，例如眼睛長得很好

看，嘴唇紅潤，手指修長等。他不取著於手、足、

微笑、戲笑、說話、看等各種行相，看只是看而

已。 

 

“若由於不防護眼根而住，則會被貪、憂、

諸惡、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護眼根，

持守眼根律儀。當耳聽到聲音……鼻嗅到香……

舌嚐到味……身觸到觸……當意識知法，不取於

相，不取隨相。若由於不防護意根而住，則會被

貪、憂、諸惡、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律儀，保

護意根，持守意根律儀。他以此聖諸根律儀而具

足，體驗內在的無過之樂。大王，比庫乃如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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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諸根門。”  

 

我們通過“根”（感官）接觸外在的世界。由

於眼、耳、鼻、舌、身、意是接觸外境的通道、

管道，所以稱為“門”(dvāra)。好像從房間裏走到

外面必須經過門。這個世間離不開兩類東西：一

類是主觀，另一類是客觀。“主觀”是指眼、耳、

鼻、舌、身、意這些心識活動。“客觀”是指感官

所認知的對象，包括色、聲、香、味、觸、法。

這兩者也稱為根識與境，心與對境。 

所有的心都認知一定的對象，稱為“所緣”

(āramma>a)。我們通過什麼看到外在的顏色、光呢？

通過眼識。眼識可以看到紅色、黃色、藍色、白

色、光明、黑暗等。 

耳朵可以聽到聲音，例如人說話的聲音、音

樂的聲音、汽車的聲音、風吹的聲音、鳥叫的聲

音等。為什麼能聽到聲音呢？由於有耳根，依耳

根生起的耳識能夠聽到聲音、識知聲音。 

通過什麼識知臭或香的氣味呢？通過鼻識，

依鼻根生起的鼻識能識知氣味。 

吃東西的時候，知道酸甜苦辣鹹等味道，這

是通過依舌根生起的舌識品嚐到的。 

知道天氣冷或熱，感到腰痛、腿痛、頭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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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楚，是通過身體的觸覺來感知的。 

當我們心裏想：這個東西是好的，這個東西

不好，昨天怎麼樣，明天要怎麼樣等，這是意識

的思惟作用。和意識相對應的識知對象稱為“法

所緣”。法所緣的範疇很廣泛。 

如果某一根門壞了，或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

用，就不能感知相應的外境。如果一個人的眼睛

瞎了，就不能看到顏色、光暗，因為“看”要通

過眼睛。如果一個人的耳朵聾了或者塞了，他就

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如果一個人的身體失去知覺，

即使用刀割他，他也不覺得痛。所以，眾生都是

通過根門認知外界的。 

煩惱就是通過眼、耳、鼻、舌、身、意產生

的。例如眼睛看到美麗的對象時，內心會喜歡，

這是人之常情，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不過，看到

美麗的東西，內心產生樂受或感到舒服後，心往

往會黏著，於是就產生貪，會追求、執著對象，

想要得到、擁有、佔有對象。 

同樣地，看到一些醜陋的、兇惡的、可怕的、

骯髒的東西，心會排斥、不喜歡。這時的感受很

可能是憂受，即不喜歡的感受，這也是常人的心

理反應。不過，由於這種不喜歡的感受，通常的

心理反應是討厭、憎惡、抗拒這個目標，於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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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瞋。 

當人們喜歡、貪著某個對象時，只要它有任

何變動、變異，或者毀壞、消失，或者不能如願

以償，都會為此感到痛苦。痛苦的程度取決於貪

著的程度，愛之愈深，痛之愈切。 

又比如別人讚揚你，你會心花怒放、笑顏逐

開；別人批評你，你會失望沮喪，甚至惱羞成怒。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乎別人的看法，自己的喜

怒哀樂受別人的評價所左右。例如虛榮心強的人，

買豪宅、開名車、用名牌，一擲千金往往是為了

博取他人的欽羨眼光或奉承逢迎，哪怕對方只是

虛情假意。 

修行人在禪修中也時常會被聲音所左右。當

大家都很安靜地禪坐時，旁邊突然有人咳嗽一聲，

或者外面有人說話，可能有人馬上會對此感到厭

惡，心中充滿排斥，這是瞋心。聲音撞擊到耳根，

耳識聽到了，但不喜歡這種聲音，或者這種聲音

和你的願望相違背，內心抗拒它，於是就產生了

瞋心。 

人們的心會習慣用過去的經驗來作出判斷。

聽到別人讚揚時，判斷會讓我們喜歡，因為喜歡，

就容易產生貪或慢。聽到別人批評或辱罵時，判

斷會讓我們討厭，因為討厭而排斥，於是產生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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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什麼聲音撞擊到耳根時，我們都會習慣性地

判斷：這是好的，這是不好的。可是有誰會想到，

聲音只是聲音而已。假如有個外國人微笑著罵你，

你卻聽不懂他的語言，那會怎樣呢？你可能會以

為他在和你說話，或者在讚揚你。為什麼聽到罵

人的聲音卻不會生氣呢？因為不解其意，判斷在

此刻失去了準繩。 

在生活中，有的人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話，可是旁邊聽的人說不定會為這句話咬牙切齒

地恨上一輩子，儘管說話的人轉瞬即忘記了他剛

才所說過的話。人為什麼會這麼記恨呢？那是因

為重複，不斷地重複那個場景，那句對白，內心

又重複地判斷。如果用一塊髒布去擦一面白牆，

每擦一次，牆就髒一次，再擦一次，牆只會更髒，

這樣擦了幾年、幾十年，白牆也會變成黑牆。懷

恨就是這樣，每恨一次就加重不善業一次，久而

久之就變成了仇恨。 

別人只是說了幾秒鐘、幾分鐘的一句話，話

說完了馬上就飄散於風中，可是有人卻還要拼命

地去抓住那句話，背著它好幾年、幾十年。這種

人是如假包換的愚癡人。 

所以，守護根門是保持根識停留在看只是看、

聽只是聽的程度，不去比較，不去分別，如此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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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門就能得到守護，我們的心也會因此獲得平靜。

譬如軍隊只要佔領了軍事要塞，就能“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修行以調心為要，由於根門是內心

和相應的外境進行交流的唯一管道，只要把根門

守護好，煩惱就不容易通過根門而在內心滋生。

又如一座城池有了堅固的城牆，外敵就不容易入

侵。所有煩惱無一不是通過所看、所聽、所嗅、

所嚐、所觸、所想而產生的，看聽嗅嚐觸等又無

一不是通過根門來執行的，只要把根門守護好，

新的煩惱就無從找到缺口流漏到內心。 

 

二、具念正知 

下面接著來學習培育定慧的第三個基礎——

具念正知。 

 

佛陀接著教導說： 

“大王，比庫又如何具足念與正知呢？” 

 

“念”：巴利語 sati，是指把心沉入對象，保持

不忘失。阿毗達摩把“念”比喻為石頭沉入水中，

而不會漂浮在水面。與“念”對立的是妄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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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散亂，就好像把葫蘆或泡沫板丟入水中，它會

漂浮上來，隨波逐流。同樣地，在禪修的時候，

強調“正念”就是把心沉入對象。如果你在修入

出息念，就要把心沉入到呼吸裏。把心沉入業處

就是正念。有正念就不會散亂，心散亂一定沒有

正念！ 

“正知”：巴利語 sampajañña，由 sa% + pa + jñā

組成。jñā 是知道，加上 pa 是清楚地知道，sam 是

完全地。正知表示不僅只是知道，而且清楚地了

知。所以，正知是心保持清醒地知道對象。 

 

佛陀解釋比庫如何具足念與正知： 

“大王，於此，比庫在前進、返回時保持正

知，向前看、向旁看時保持正知，屈、伸[手足]

時保持正知，持桑喀帝、缽與衣時保持正知，食、

飲、嚼、嚐時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時保持正知，

行走、站立、坐著、睡眠、覺醒、說話、沉默時

保持正知。大王，比庫乃如此具足念與正知。” 

 

“桑喀帝”(sa6ghā�i)：是重複衣，由於它用兩重

布縫製而成，故名。 

“食”：吃飯、吃麵、吃肉等。 

“飲”：喝水、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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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咬嚼水果、糕點等。 

“嚐”：嚐蜜糖、糖等。 

這裏講到如何培養正念正知的方法。佛陀並

不是要求我們只是在房間內、在安靜的地方培養

正念正知，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動作都要

培養正念正知。培養正念正知是修行的一個重要

環節。 

義註提到有四種培養正知的方法，這也是由

淺到深的四種訓練方法： 

1. 有益正知(sātthakasampajañña)； 

2. 適宜正知(sappāyasampajañña)； 

3. 行處正知(gocarasampajañña)； 

4. 無癡正知(asammohasampajañña)。 

正知是清楚地知道做一切事情，例如走路時

知道走路，站立時知道站立。 

下面就以行走等為例子，說明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培養這四種正知： 

有益正知 

一、有益正知(sātthakasampajañña)。sa 是擁有；

attha 是意義、利益；sampajañña 是正知；sātthaka- 

sampajañña 是有利益的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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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走的時候，選擇去有益的地方，或者在

行走前先考慮，現在我去這個地方有沒有利益？

這裏的“利益”並不是金錢、名利、地位上的利

益，而是對修行、對善法有沒有幫助。例如某間

寺院在辦禪修營，我去參加禪修營是為了體驗佛

陀教導的法，為了培養定力，為了提升自己的心

智，因此去參加禪修營是有幫助的。 

比如有人約你一起去聽佛法開示，聽開示對

培養善法是有幫助的，在思考之後你就去了。但

如果有人約你晚上去酒吧或者舞廳，你知道去這

些地方沒有益處，於是不去。 

在行走之前知道“這是有利益的，這是沒有

利益的”，並選擇有益的而前往，稱為有益正知。 

在說話前先思考說這樣的話有沒有意義，並

選擇有意義的而說，也是有益正知。 

適宜正知 

二、適宜正知(sappāyasampajañña)。適宜正知

比有益正知更深一層。去一個地方，不僅知道去

那個地方是否有利益，還要考慮時機是否適合。

並不是一切有意義的事情隨時隨地都適合去做。 

例如去拜見長老比庫，長老能教導我們明白



第六講  定慧四緣  

249 

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可以從他那裏聽聞到佛

陀的教導，可以把取業處，學習禪修方法，對培

養善法、斷除煩惱有幫助，所以拜見長老是有意

義、有利益的。然而，如果長老正在為很多信徒

說法，或者正在禪修，正在休息，這時去請教長

老、打擾他是不適合的。 

佛陀在《律藏·遮止誦戒篇》裏講到：想要批

評、呵斥或指責一個人的時候，先要省察自己是

不是具足以下五個條件： 

1. 適時而說，非不適時 (kālena vakkhāmi, no 

akālena)：要在適當的時間和場合。比如在大庭廣

眾下批評指責他人是不適合的。 

2. 真實而說，非不真實(bhūtena vakkhāmi, no 

abhūtena)：先省察所呵斥的是否屬實。如果不是事

實，就是冤枉他人。批評他人之前，先檢查一下

你的批評是否有事實根據。 

3. 柔和而說，不以粗惡(sa>hena vakkhāmi, no 

pharusena)：語言要恰當。如果他只是犯極小的錯

誤，你就小題大做，用難聽的話語指責他，甚至

侮辱對方的人格，這是不適合的。 

4. 有益而說，非無利益(atthasa%hitena vakkhāmi, 

no anatthasa%hitena)：要考慮你的批評對對方有沒

有幫助。如果他是個不受批評的人，當你批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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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會承受不了，或者懷恨在心，甚至反其道

而行之。對於這種人，你批評他是沒有利益的。

所以想呵斥他人時，還要考慮對他有沒有幫助。 

5. 慈心而說，內心無瞋(mettacitto vakkhāmi, no 

dosantaroti)：批評人還要看出發點、動機。假如是

為了打壓別人，故意用批評、指責他人的手段來

滿足自己，那不是真心幫助對方。所以批評別人

時要有慈心。如果批評的動機、出發點是為了對

方好，希望對方改過，希望對方進步，那我們才

去指責、批評。(Cv.400) 

這五個條件既包括有益正知，也包括適宜正

知。指責別人的時候，如果具足這五個條件就是

適當，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不具足，則是不適當

的，不應該說。 

行處正知 

三、行處正知(gocarasampajañña)。這裏的“行

處”是指比庫前往托缽的村莊或者去處。比庫托

缽的時候要保持正知，把禪修業處放在心中的第

一位而行走。這也可以引申到做一切事情時，都

把禪修業處放在心中的第一位而做。 

例如大家的根本業處是入出息念，那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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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要去哪裡就立刻動身，而是把呼吸放在心

中的第一位，先知道呼吸，然後再行走。又比如

經行，不要把經行當作散步或閒逛。在經行的時

候，先站在經行道的一端，如果內心比較散亂，

就先閉上眼睛，把心放在鼻頭的呼吸上，等心清

楚地覺知呼吸後，才開始慢慢地走；在行走時仍

然覺知呼吸，走到經行道的另一端再走回來。 

無論去哪個地方，都把呼吸放在心中的第一

位，吃飯是這樣，掃地也是這樣，做一切事情都

是這樣，這就是行處正知。 

如果大家修習慈心，在行走的時候對眾生散

播慈愛，站立的時候對眾生散播慈愛，坐著的時

候對眾生散播慈愛，躺臥的時候也是對眾生散播

慈愛。 

無癡正知 

四、無癡正知(asammohasampajañña)。asammoha

即是沒有迷惑的、不癡迷的。這裏的“癡迷”是

指認為有“我”——我在行走、我在坐著、我在

吃飯、我在說話等。培育無癡正知的時候，內心

不存在“我”，只有業處。無癡正知特指修觀

(vipassanā)，因為修觀必須破除“我”，凡事不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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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為先。 

培養無癡正知的方法很多，下面舉行走時如

何修觀為例子。 

行走的時候，先觀照這個身體只是地、水、

火、風四界而已，然後再行走。行走是由於心生

風界帶動著整個業生色、心生色、時節生色和食

生色，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我”或某個人在行走，

如此觀照稱為無癡正知。 

或者可以觀照只是一堆色法（地、水、火、

風、顏色、香、味、食素、眼淨色、耳淨色、鼻

淨色、舌淨色、身淨色……）在行走而已，並沒

有一個實體的“我”、人在行走。 

又或者行走的時候，觀照這一堆色法和名法

的無常、苦、無我。 

為什麼會有行走的發生呢？由於想要行走的

心一生起，這種想行走的心就產生無數的心生色

法，這些心生色法立刻擴散到腳部，由於心生色

法的風界是最明顯的，於是帶動著整個身子移動。

所謂的“一個人在行走”或“我在行走”，實際

上只是一堆色法在行走。 

還可以依生滅或壞滅來觀照。例如在經行道

上經行，走到中間時，剛開始走時的那一堆名色

法已經滅去了；走到經行道末端時，走到中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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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堆名色法已經滅去了；折回來時，走到末

端的那一堆名色法已經滅去了。這也是無癡正知

的一種修法。 

推而觀之，在提腳的時候，站立時的名色法

已經滅去了；在伸腳的時候，提腳時的名色法已

經滅去了；在腳落下的時候，伸腳時的名色法已

經滅去了；當腳踏地的時候，腳落下時的名色法

已經滅去了；在提另一隻腳的時候，剛才踏地的

那一堆名色法已經滅去了。這樣不斷地觀生滅，

乃至觀到剎那剎那生滅、剎那剎那壞滅，然後作

意在行走的這一堆名法與色法也是無常、苦、無

我的。 

這是在行走時修觀的方法。對於前進、返回

等也是同樣。 

飲食時的四種正知 

飲食的時候如何修習這四種正知呢？ 

用餐時思惟飲食的目的：“如理省思我所吃的

食物，不為嬉戲，不為驕慢，不為裝飾，不為莊

嚴，只是為了這個身體住立存續，為了不會遭受

饑餓的傷害，只是為了資助梵行生活，如此我將

消除由於饑餓帶來的舊的苦受，不會產生由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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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過飽的新的苦受，如此我將沒有過失、安樂地

過活。”這是有益正知。 

適宜正知是選擇適合自己體質的、對禪修有

幫助的食物來吃，相反則是不適宜的。體質不適

合吃某類食物卻挑來吃，吃了某種食物晚上失眠，

導致第二天禪坐昏沉，那麼吃這些食物就是不適

合的。選擇適當的食物來吃，稱為適宜正知；只

為滿足自己的口味而不加選擇地亂吃則是沒有適

宜正知。 

行處正知是吃飯時把業處放在心中的第一位。

如果修入出息念，那就知道呼吸。修其他業處，

例如慈心、三十二身分等，也都把業處放在心中

的第一位而吃飯。 

對於無癡正知，可以這樣思惟：並沒有人用

鏟或桶把食物倒進嘴裏，只是由於心生風界，使

嘴巴張開，使手把食物送進嘴裏。並沒有杵和臼

在搗嘴裏的食物，只是由於心生風界，牙齒隨著

嘴巴的張合，舌頭的攪動，夾雜著唾液，把食物

嚼爛後吞下去。並沒有人用棍子把食物往食道裏

捅，只是由於心生風界，吃下去的食物就往胃裏

掉落。並沒有人在胃裏用爐火燒、用扇子扇，只

是由於命根九法聚裏的火界使吃下去的食物得到

消化。並沒有人用細棒把食物往腸裏塞，只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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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生風界，吃下去的食物往腸裏蠕動，只是這

樣而已。 

還可以觀照只是一堆名色法在咀嚼著一堆時

節生色而已，並沒有所謂的人在吃，沒有所謂的

食物，這也是無癡正知。或者在吃飯的時候，觀

照名色法的生滅，觀照其壞滅，觀照其無常、苦、

無我，這也是無癡正知。 

生活中的正知 

穿衣服時也可以培養這四種正知。穿衣時如

理省思：我所穿用之衣，只是為了防禦寒冷，為

了防禦炎熱，為了防禦虻、蚊、風吹、日曬、爬

蟲類的觸惱，只是為了遮蔽羞處。這是穿衣的有

益正知。 

對於穿衣的適宜正知，體質虛弱的人不要選

擇粗重的衣服，可以選擇輕一點的衣服。經典裏

這樣說：“破舊的、骯髒的衣服對一切人、一切時

都是不適合的。”所以不要故意把自己的衣服弄

得髒兮兮的，或者故意穿得破破爛爛。 

對於行處正知，穿衣服時只是覺知自己的業

處，例如覺知呼吸。 

對於無癡正知，可以如此思惟，衣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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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它並不知道“我要穿在身上”；色身也是

沒有心識的
13

，它不會知道“衣服要穿在我的身上”，

只是因為心生風界，才有穿衣動作的發生。 

躺臥時也可以培育無癡正知。躺臥時不作意

“我要睡在床上”，只是沒有心識的色身通過心

生色法的作用才躺在床上；床也不會知道“有個

身體睡在我的身上”，只是由於無心識的色身倒

在無心識的床上，才有躺臥的發生。 

如此思惟無心識的身體躺在無心識的床上，

可以很平靜、很快地入睡；醒來時，立刻保持醒

覺，這叫做睡眠的正知和醒來的正知，而不是要

求睡眠時保持正念正知。睡眠時心流落入有分，

偶爾有微弱的意門心路發生，表現為夢，比較難

控制。重點是醒來後正念正知要伴隨著意識的清

醒，從而開始新一天的生活。 

說話的時候，知道這是有益的，這是無益的，

這是說話的有益正知。現在說這樣的話是適合的，

這樣的話是不適合的，這是適宜正知。說話之後

思惟，剛才說話的那一堆名色法已經滅去了，這

是無癡正知。 

                                                             

13 身體屬於色法，色法本身並沒有心識、沒有知覺。能感知痛癢、

舒服的是依色身生起的身識，身識是名法。所以說色身沒有心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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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活中的其他行為，比如大便、小便、

站立、坐著、沉默等等，皆如此類推。 

如果做任何事情時都能保持正念、正知，那

麼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會符合於法、符合於律。

當一個人培養正念正知已經成為生命中的所有時，

我們會看到他走路是很有威儀的，他會慢慢地行

走，而不會急匆匆地走。經典裏講到，就像一頭

牛拉著一輛裝滿水的水桶的車在崎嶇的山路上走，

它會很穩重地行走，而不是輕浮、混亂地走。 

對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動作，除了睡眠外，無

論何時何地都應培育正念正知，這樣就是修行！ 

當心陷入情緒的時候，就暫時不要說話、不

要做事。一旦人陷入情緒，說出來的話可能會刺

傷人，可能會做出過火、事後懊悔的事情。當心

陷入貪欲的時候，就有可能做出愚蠢的事情，清

醒之後才知道所做的很愚蠢。生氣的時候所說的

話、所做的事，在平靜之後才發覺很衝動、很愚

癡。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沒有正念正知！如果擁

有正念正知，對自己的心念就會觀察得很好、守

護得很好。一旦有了正念正知，你對心的觀察也

會很微細。 

正念正知守護得好，要修行是很容易的。為

什麼呢？因為少散亂。平時都能守護好心念，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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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時自然就不容易胡思亂想。所以，培育正念正

知不僅是修行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修習止觀的

前行。 

 

三、知足 

接著，佛陀繼續對大王說比庫如何培育知足

(santoso)： 

“大王，比庫又是如何知足呢？大王，於

此，比庫滿足於保護身體之衣與果腹之食。” 

十二種知足 

“知足”(santu��ho)是指對資生的必需品感到滿

足。對於比庫來說，有四類必需品： 

(一) 衣(cīvara)或袈裟； 

(二) 食物(pi>Fapāta)； 

(三) 坐臥處(senāsana)，即住所； 

(四) 病者所需的醫藥資具(gilāna-paccaya- 

bhesajja-parikkhāra)，即醫藥。 

比庫滿足於這四類必需品，滿足於果腹的飲

食和保護身體的衣，即是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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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註提到對這四類必需品各有三種知足： 

(一) 隨所得知足(yathālābhasantoso)； 

(二) 隨體力知足(yathābalasantoso)； 

(三) 隨適宜知足(yathāsāruppasantoso)。 

下面我們舉袈裟為例來說明這三種知足。 

什麼是“隨所得知足”呢？比庫獲得一件袈

裟，無論這件袈裟的品質是好還是壞，是高等還

是低等，他只滿足於所獲得的袈裟，不再希求其

他的袈裟，即使獲得也不再接受。獲得什麼，就

滿足什麼，這是“隨所得知足”。 

什麼是“隨體力知足”呢？如果比庫生病、

身體虛弱，或者年老，穿粗重的袈裟感到不舒服，

於是和另一位比庫交換輕的袈裟並感到滿足，而

不是向施主要求：“我身體不舒服，需要新袈裟。”

這是“隨體力知足”。 

什麼是“隨適宜知足”呢？比庫獲得上等品

質的袈裟，或者貴重的袈裟，或者獲得多件袈裟。

他想，這些袈裟適合那些出家多年的長老，適合

那些博學多聞者，適合那些生病的比庫，或者適

合那些缺少袈裟的比庫。於是他把這些好袈裟供

養給這些人，只滿足於自己原來所穿的舊袈裟，

甚至滿足於從垃圾堆、墳場裏撿來的破布縫製的

塵堆衣(pa%sukūla)，這是“隨適宜知足”。 



《沙門果經》講義   

260 

對於缽食、住所和醫藥同樣都有這三種知足，

因此四類必需品的每一類都有三種知足，一共有

十二種知足。 

隨身物知足 

或者，比庫擁有八件隨身必需品是世尊所允

許的。哪八件呢？ 

1. 桑喀帝(sa6ghā�ī)，即雙重衣或重複衣； 

2. 上衣(uttarāsa6ga)； 

3. 下衣(antaravāsaka)； 

4. 缽(patto)； 

5. 削齒木用的小刀(dantaka��hacchedanavāsi)； 

6. 針線(ekā sūci)； 

7. 腰帶(kāyabandhana%)； 

8. 濾水器(parissāvana)。 

擁有這八件必需品已經足夠保護身體和維持

生活。如何可能呢？在行走時穿上三衣可以保護

身體，口渴時可以用衣角過濾水喝，或者用衣角

裝水果等可以維持生活。 

用缽裝水洗浴可以保護身體，用缽裝食物可

以維持生活等等。 

對於九件必需品者，住在臥室裏時，床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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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是允許的。對於十件必需品者，坐具或皮革

墊是允許的。對於十一件必需品者，拐杖或油筒

是允許的。對於十二件必需品者，雨傘或拖鞋是

允許的。 

當然，並不能說只擁有八件必需品者才叫做

知足，其他的就是不知足、多欲者。這些都是少

欲、知足、易扶持、生活簡樸者。不過世尊在此

經中是依八件必需品者來說的。 

只擁有這八件物品的比庫，把小刀和針線放

在濾水器裏，然後把它放進缽中。穿好下衣，綁

上腰帶，上面穿上上衣，外加桑喀帝。穿好這三

衣後，把缽背在肩上，這樣把八件必需品全部攜

帶著，無論想去哪裡都能快樂地離開，沒有其他

物品的負累，也不用回頭拿其他東西。為了顯示

這樣的比庫是生活簡樸者，所以世尊說：“比庫滿

足於保護身體之衣與果腹之食。”(santu��ho hoti 

kāyaparihārikena cīvarena, kucchiparihārikena 

pi>Fapātena)  

 

“無論他去哪裡，只是攜帶[這些]而去。” 

 

拿了這八件必需品，就等於拿了所有的隨身

物品而離開。他不會執著或貪戀“我的寺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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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所，我的侍者”等，就像一枝離弦之箭，或

者像一頭離群的野象，隨心所欲地受用住所、山

林、樹叢、樹下、山洞等，獨自住立，獨自坐，

一切威儀中皆獨自無伴。所以說：“無論他去哪裡，

只是攜帶[這些]而去。”(So yena yeneva pakkamati, 

samādāyeva pakkamati) 

猶如《經集·犀牛角經》說： 

“對四方無瞋，任何皆知足， 

危難不戰慄，如犀角獨行。” 

知足的譬喻 

“大王，猶如有翼之鳥，無論飛到哪裡，都

只是帶著兩翼；同樣地，大王，比庫只滿足於保

護身體之衣與果腹之食，無論他去哪裡，只是攜

帶[這些]而去。大王，比庫乃如此知足。” 

 

佛陀在這裏比喻知足的比庫就像飛鳥一樣，

無論飛到哪裡，都只是帶著一對翅膀，而無需帶

其他任何東西。同樣地，一位比庫無論去到哪裡，

都只是帶著這些必需品，無需攜帶其他東西。 

下面是這個譬喻的簡要意思：當鳥兒們知道

某個地方有棵樹長滿了成熟的果實，它們從各個



第六講  定慧四緣  

263 

方向飛來，用爪、翼、嘴等弄破、剝開果實來吃。

它們不會想“這是今天的食物，這些我要留到明

天”。當果實吃完了，它們也不會留在那裏守護

這棵樹，或者留下羽毛、爪印或喙印，只會毫無

留戀地離開那棵樹，隨心所欲地飛向遠方，隨身

只是帶著一對翅膀而已。 

比庫也是如此，沒有執著，沒有留戀，隨心

所欲地去他想去的地方。所以說“無論他去哪裡，

只攜帶[這些]而去”。 

 

在家人擁有各種眷屬、財產，這些就是他的

負累。擁有家庭，家庭就是你們的負累；擁有兒

女，兒女就是你們的負累；擁有房子，房子就是

你們的負累；擁有汽車，汽車就是你們的負累；

擁有錢財，錢財就是你們的負累。對於出家人來

說也是如此，擁有寺院，寺院就是負累；擁有名

利，名利就是負累；擁有弟子，弟子就是負累。 

一個人所擁有的並不等於是他所需要的。當

所擁有的超過了真正所需要的時候，這些過剩的

物品即成為他的負累。知足的比庫沒有這些負累，

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不受任何東西牽

累。 

對於知足的人，無論他住在哪裡、在任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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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是快樂和自由的。不知足的人，即使擁有

金山銀山，像皇帝一樣生活，也都不會快樂。有

句話叫“知足常樂”。不知足者，心必多求；多

所求者，必多掛憂，亦多所畏，何能快樂？所以

能滿足於自己的生活，滿足於溫飽就可以了，過

度的追求叫做貪婪，貪婪是造成痛苦、擔憂、畏

懼的原因。 



 

265 

第七講第七講第七講第七講  捨離五蓋捨離五蓋捨離五蓋捨離五蓋 

我們在上一節學習了比庫通過具足戒行體驗

內心的無過之樂，通過守護根門體驗內心的無垢

之樂，同時具念正知和培育少欲知足。 

 

一、禪修前行 

林居四緣 

佛陀接著說： 

“他以此聖戒蘊而具足，以此聖根律儀而具

足，以此聖念與正知而具足，以此聖知足而具

足。” 

 

這裏講到的四個條件(cattāro paccayā)都加了

了“聖”(ariya)字。這裏的“聖”並非說這位比庫

已經是聖者，而是神聖、聖潔、崇高、高尚的意

思。具足這四個條件是修習止觀、培育定慧的基

礎，即具足戒行、守護根門、具念正知和少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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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他以此”(So iminā ca)：比庫具足這四法，就

具足居住在森林的條件。如果比庫沒有具足這四

個條件，就不能成功地居住在森林中，充其量只

是像動物一樣生活，或者叫做森林流浪者。比庫

不具足這四種德，住在森林將會遇到各種危難，

連住在森林中的諸神都認為：“為何像這樣的惡比

庫也住在森林！”於是他們會製造可怕的聲音、

顯現恐怖的形像、用手拍打他的頭等把他趕走。

他聲名狼藉：“某比庫進入森林後做了這樣那樣的

惡業。” 

具足這四種條件的比庫，就能成功地居住在

森林中。當他省思自己的戒行時，見不到任何污

點、瑕疵而產生喜悅，並思惟該喜悅的滅盡而進

入聖者之地。住在森林中的諸神會滿意地讚歎他，

就像滴進水中的油滴一般聲名遠揚。 

適合禪修之處 

具足這四德之後，他可以： 

“前往遠離的坐臥處——” 

 

“遠離”(vivitta%)：空閒的、安靜的、沒有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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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沒有噪音的。《分別》關於這一點說：“遠

離，即使是近處的坐臥處，沒有雜亂的在家眾和出家

眾，那也可以叫做遠離。” 

“坐臥處”(senāsana%)：躺臥(seti)的地方和坐

(āsati)的地方叫做坐臥處，即床椅等的意思。《分

別》中說：“坐臥處：床是坐臥處，椅子、褥墊、枕

頭、住所、半簷屋、殿樓、樓房、洞窟、瞭望塔、圓

房、山洞、竹林、樹下、帳蓬也都是坐臥處。或者只

要比庫會回去的地方，一切處都是坐臥處。”(Vbh.527) 

又或者住所、半簷屋、殿樓和樓房等稱為“住

所坐臥處”(vihārasenāsana%)，床、椅子、褥墊、

枕頭等稱為“床椅坐臥處”(mañcapī�hasenāsana%)。

小地毯、皮革片、草席、葉席等稱為“敷墊坐臥

處”(santhatasenāsana%)。只要比庫會回去的地方則

稱為“空間坐臥處”(okāsasenāsana%)。這四類都是

坐臥處，所有這些都包括在坐臥處之中。 

 

哪些地方是適合禪修的坐臥處呢？ 

“林野、樹下、山丘、幽谷、山洞、墳場、

樹林、露地、草堆。” 

 

在此指出適合像小鳥一般雲遊四方的比庫的

坐臥處，所以說林野、樹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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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arañña)：遠離村莊、人群的幽靜地方，

包括森林與郊野。 

根據律教法，“林野”是指一個中等身材的

人站在村的邊界向外用力丟一塊石頭，石頭所落

之處以外的範圍都屬於林野。若根據經教法，林

野是指距村界以外至少五百弓的距離。一弓為四

肘，相當於兩米，五百弓約等於一千米。如此，

方圓一千米範圍之內都沒有村莊的地方才能稱為

林野，這是在《清淨之道·說頭陀支品》中所說的。 

“樹下”(rukkhamūla%)：任何遠離的、蔭涼的

樹下。 

“山丘”(pabbata%)：岩石山。 

這位比庫在山谷的水潭裏喝水、洗澡之後，

坐在蔭涼的樹下，四處都可以看見青山綠樹，清

風陣陣輕拂在身上，他的心變得專注。 

“幽谷”(kandara%)：山谷或者有小溪的峽谷，

溪流把山谷分成兩半。那裏有像銀箔一樣的沙子，

頭頂上的林蔭就像鑲嵌著寶珠的傘蓋，水流就像

珠寶堆一般。他進入這樣的幽谷，喝了水，清涼

肢體之後，堆起一堆沙堆，用塵堆衣鋪好座位坐

下來，為了完成沙門法(sama>adhamma%，即修習

止觀)，讓心變得專注。 

“山洞”(giriguha%)：兩座山之間的大夾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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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在一座山中像隧道般的大縫隙。 

“墳場”(susāna%)：燒過屍體或埋葬屍體的地

方。 

“樹林”(vanapattha%)：遠離村莊、人跡罕至的

地方，那裏沒人耕作，沒人種地。 

“露地”(abbhokāsa%)：沒有遮蓋的空曠地方。

想要住在露地的比庫，可以用袈裟搭個小帳篷住

在裏面。 

“草堆”(palālapuñja%)：稻草堆。他可以從大稻

草堆裏取一些稻草，搭成像山洞一樣的居處。也

可以把稻草丟在灌木、草叢等上面，然後坐在下

面實行沙門法。 

禪坐的前行 

“他托缽回來，飯食之後，結跏趺而坐，保

持其身正直，使正念現起於面前。” 

 

這句話講的是禪坐的姿勢和把心放在業處。

比庫入村托缽，離開村莊返回時，可以在村外有

水的地方用完餐，洗好缽，然後回到自己的住處，

把缽收起來，把衣折疊好，打掃周圍的地方。如

果天氣比較炎熱，可以把桑喀帝折成四疊，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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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臥稍微休息一會。之後起來禪坐，履行沙門的

義務。 

“結跏趺坐”(nisīdati palla6ka% ābhujitvā)：禪坐

時，兩腳心向上盤腿而坐，這是最好的坐姿。 

跏趺坐可分為三種： 

1.雙盤——兩腿交叉、兩腳心向上而坐。 

2.單盤——一隻腳在上，一隻腳在下，即一

條腿壓著另一條腿而坐。 

3.散盤——兩隻腳交叉著，腳背都碰到地上。

或者一腳在前、一腳在後，輕鬆地坐著也可以。 

“保持其身正直”(uju% kāya% pa>idhāya)：上半

身保持正直，十八節脊椎骨每一節都平正地相接。

這樣坐著者，皮膚、肌肉和筋腱都不會彎曲傾斜，

不會因為彎曲傾斜而導致一陣陣酸痛。由於姿勢

端正，身體沒有因姿勢不端正而產生的苦受，內

心容易專注，禪修業處不但不會退失，而且還能

增長、增進和成就。 

“ 使 正 念 現 起 於 面 前 ” (parimukha% sati% 

upa��hapetvā)：把正念安置在禪修業處上，或住立

在接近嘴唇的人中之處(mukhasamīpe)。如《分別》

中說：“此念住立、善住立於鼻頭或口相，因此稱為

使正念現起於面前。”(Vbh.537) 複註解釋“口相”

(mukhanimitta)為“上唇的中部”，即人中這一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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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呼吸入出鼻孔時的摩擦之處稱為“口相”。 

二、總說五蓋 

捨離五蓋 

該比庫把正念現起於人中這一帶區域後，致

力於捨離五蓋。 

五蓋，巴利語 pañcanīvara>a。“蓋”(nīvara>a)

是障蓋、障礙的意思。因為能障礙定力，使智慧

羸弱，故名。 

五蓋是五種負面的、不好的心理因素，一共

有七種心所： 

1. 欲貪蓋(kāmacchanda)：貪心所； 

2. 瞋恚蓋(vyāpāda)：瞋心所； 

3. 昏沉睡眠蓋(thinamiddha)：昏沉、睡眠心所； 

4. 掉舉追悔蓋(uddhaccakukkucca)：掉舉、追

悔心所； 

5. 疑蓋(vicikicchā)：疑心所。 

 

佛陀在《增支部》中說： 

“諸比庫，有這五種障礙、蓋、心的覆蓋、使慧

羸弱者。哪五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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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欲貪是障礙、蓋、心的覆蓋、使慧羸弱

者。諸比庫，瞋恚是障礙、蓋、心的覆蓋、使慧羸弱

者。諸比庫，昏沉睡眠是障礙、蓋、心的覆蓋、使慧

羸弱者。諸比庫，掉舉追悔是障礙、蓋、心的覆蓋、

使慧羸弱者。諸比庫，疑是障礙、蓋、心的覆蓋、使

慧羸弱者。諸比庫，這五種乃是障礙、蓋、心的覆蓋、

使慧羸弱者。 

諸比庫，該比庫實未捨斷這五種障礙、蓋、心的

覆蓋、使慧羸弱者，其軟弱無力之慧能知自己的利益，

能知他人的利益，能知兩者的利益，或能證悟上人法、

能為聖者的殊勝智見者，無有此事！…… 

諸比庫，該比庫實捨斷這五種障礙、蓋、心的覆

蓋、使慧羸弱者，其有力之慧能知自己的利益，能知

他人的利益，能知兩者的利益，或能證悟上人法、能

為聖者的殊勝智見者，乃有此事！”(A.5.51) 

如果還沒有去除這五種負面的心理因素，內

心充滿這五種蓋的任何一種，內心將無法平靜，

還沒有培養起來的定力將不能培養，已經培養起

來的定力將會退失。因此，修定最大的障礙是這

五種蓋。致力於去除這五種蓋，內心才能平靜，

定力和智慧才能培養起來。 

 

“他捨離對世間的貪愛，以離貪之心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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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心從貪愛中淨化。” 

 

這裏的“世間”特指五取蘊。由於五取蘊是毀

壞的、分解的，所以稱為“蘊”。 

“以離貪之心而住”(vigatābhijjhena cetasā viharati)：

通過鎮伏而離了貪欲，而非像眼識一樣自然沒有

貪欲。 

“使心從貪愛中淨化”(abhijjhāya citta% 

parisodheti)：使心從貪愛之中解脫出來，或者解脫

了之後就不再執著它。 

 

“捨離惱害、瞋恨，以無瞋之心而住，慈憫

於一切有情生類，使心從惱害、瞋恨中淨化。” 

 

“惱害”(byāpāda)：心因為惱害而患病，就像餿

了的麵食一樣，失去它之前的本質。同樣地，當

一個人瞋恨時，心也變得扭曲。 

“瞋恨”(padosa%)：因為瞋恨而使心變得畸形、

扭曲。瞋恨也能污染、傷害他人。 

這裏的“惱害”和“瞋恨”都是憤怒的意

思。 

 

“捨離昏沉、睡眠，住於離昏沉、睡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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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想，念與正知，使心從昏沉、睡眠中淨化。” 

 

“昏沉”(thina%)：心的疾病。 

“睡眠”(middha%)：心所的疾病。“昏沉”與“睡

眠”表現為心與心所的軟弱無力。 

“持光明想”(ālokasaññī)：即使在黑夜也能加強

感知和作意白天所見到的光明，具足遠離諸蓋的

清淨之想。 

“念與正知”(sato sampajāno)：具足正念與正知。

念與正知都有助於覺知光明，通過持光明想而超

越昏沉睡眠，“使心從昏沉、睡眠中淨化”(thinamiddhā 

citta% parisodheti)。 

 

“捨離掉舉、追悔，住於無掉舉，內心寂靜，

使心從掉舉、追悔中淨化。” 

 

“掉舉”(uddhacca%)：心的散亂不安，就像把

石頭丟到塵堆裏致使塵土飛揚一樣。心因為散亂

而無法專注，妄念紛飛、胡思亂想。 

“追悔”(kukkucca%)：想到應該做的事卻沒有

做，或者做了不應該做的事而內心後悔、懊惱。 

 

“捨離疑惑，度脫疑惑而住，對諸善法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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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使心從疑惑中淨化。” 

  

“疑惑”(vicikiccha%)：懷疑不該懷疑的事。 

有八種疑： 

1. 懷疑導師(satthari ka6khati vicikicchati)：這裏

的導師是指佛陀。 

2. 懷疑法(dhamme ka6khati vicikicchati)。 

3. 懷疑僧(sa6ghe ka6khati vicikicchati)。 

這三種是對佛法僧三寶的疑惑不信。 

4. 懷疑學(sikkhāya ka6khati vicikicchati)：懷疑

戒定慧三學。例如懷疑“我還能修定嗎？”“現在

還能不能證得禪那？”是對於定學的懷疑。 

5. 懷疑前際(pubbante ka6khati vicikicchati)：對

過去生的懷疑：“有沒有過去世？”“我過去世是

怎麼樣的？” 

6. 懷疑後際(aparante ka6khati vicikicchati)：對

未來世的懷疑：“有沒有未來世？”“我死後還有

來世嗎？” 

7. 懷疑前後際(pubbantāparante ka6khati 

vicikicchati)：同時懷疑過去世和未來世。 

8. 懷疑此緣性、諸緣生法(idappaccayatā 

pa�iccasamuppannesu dhammesu ka6khati vicikicchati)：

懷疑因果法則。例如“現在行善有沒有善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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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有沒有惡報？”“我現在的福報是不是過去世所

造的善業帶來的？”“我現在那麼倒楣、不幸，是

不是過去所造的惡業導致的？”對業果法則、因

果律的懷疑。 

如是一共有八種疑。 

捨離五蓋的譬喻 

佛陀進一步用譬喻來說明五蓋和捨離五蓋： 

“大王，猶如有人借債來經營事業，其後事

業成功，他不但能夠還清舊債，而且尚有盈餘養

活妻子。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借債來經營

事業，其後該事業成功，我不但能夠還清舊債，

而且尚有盈餘養活妻子。’他以此因緣獲得愉

悅，得到喜悅。 

大王，又猶如有人生病，痛苦、重患，不能

享用食物，身體無力。他於後時從該疾病痊癒，

能夠享用食物，同時身體有力。為此他這樣[想]:

‘我之前生病，痛苦、重患，不能享用食物，身

體無力。現在我已從該疾病痊癒，能夠享用食

物，身體有力。’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

悅。 

大王，又猶如有人被囚禁於牢獄。他於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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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無險地脫離牢獄，並且沒有損失任何財產。

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被囚禁於牢獄，現在

我已平安無險地脫離了那牢獄，並且沒有損失任

何財產。’他以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悅。 

大王，又猶如有人淪為奴隸，不能自主，隸

屬他人，不能到想去之處。他於後時被免除了該

奴隸的身份，能夠自主，不隸屬他人，為自由人，

能夠到想去之處。為此他這樣[想]:‘我之前淪

為奴隸，不能自主，隸屬他人，不能到想去之處。

現在我已被免除了該奴隸的身份，能夠自主，不

隸屬他人，為自由人，能夠到想去之處。’他以

此因緣獲得愉悅，得到喜悅。 

大王，又猶如有人富有、多財，必須行走於

饑饉、充滿危險的荒野旅途。他於後時平安地越

過該荒野，安全無險地到達村落。為此他這樣

[想]:‘我之前富有、多財，必須行走於饑饉、

充滿危險的荒野旅途。現在我已平安地越過該荒

野，安全無險地到達村落。’他以此因緣獲得愉

悅，得到喜悅。 

同樣地，大王，猶如借債，如患病，如牢獄，

如淪為奴隸，如荒野旅途；當這些五蓋未被捨離

時，比庫如此看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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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五蓋強盛，內心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

佛陀舉出這些譬喻： 

譬如一個人向別人借了錢並揮霍掉，當債主

催他還債時，他無力償還，債主會對他粗言惡語，

甚至打他，但他必須忍受這一切。為了躲避討債，

他只能藏匿起來，內心充滿恐懼，但卻不得不忍

受。同樣地，一個人對他人產生欲愛，他以那個

人為貪欲的目標時，即使那個人罵他、嘲諷他，

他也必須忍受。所以，人心有貪欲的話，就像欠

債被人討債一樣，貪欲是他必須承受、忍受的。

所以，禪修者應當把欲貪視為債務。 

患膽汁病的人對於糖、蜜糖等美味可口的食

物都不能品嘗，在他們眼中會認為它們是苦的一

樣難以下嚥。一個充滿瞋恨的人，即使他的老師

充滿慈悲地教訓他，或者稍微嚴厲地教訓他，他

都無法接受，甚至憤然離去。就像患膽汁病的人

不能享用美味的食物一樣，被瞋恨征服的人也無

法品嘗佛陀教法的滋味——出離之樂、出家之樂、

禪那之樂、菩提之樂。所以，應當把瞋恚視為疾

病。 

又如一個人在節日裏被關進牢房，當他被釋

放後，聽到人們在談論：“昨天的慶典是多麼美妙

啊！”“昨天的慶典是多麼歡快啊！”“昨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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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唱歌多麼動聽啊！”“那些人跳舞多麼好看啊！”

他都無法應答，因為他沒有參加這個慶典。同樣

地，內心被昏沉睡眠征服時，即使長老比庫講經

開示，他也無法聽聞、無法明瞭。等開示結束後

人們說“剛才的開示很美妙”“多美妙的譬喻以及

經文的講解”等，他都不知道，因為聽經時在打

瞌睡，無法享用佛法的利益。所以，應當把昏沉

睡眠視同犯人被囚禁。 

一個奴隸在放假時也可能被主人差使，他必

須趕快去辦這件事情，不能享受節假日的休息，

也不能去觀看節假日的慶典。同樣地，如果比庫

不懂戒律，只是為了隱居而到森林裏，即使因為

一些小小的罪犯戒，他的心也無法平靜。那時他

的心已經被追悔所征服，不得不捨棄隱居。所以，

應當把掉舉追悔視為奴隸。 

當一個人帶有眾多錢財走在荒漠上，他知道

一路上多有盜賊、強盜出沒，即使聽到風吹樹枝

的聲音也會感到害怕，擔心盜賊來了。一會兒擔心

後面有盜賊追來，一會兒懷疑前面有強盜攔路，心

中充滿疑慮、恐懼。同樣地，一個人懷疑佛、法、

僧、戒定慧三學等八樣事情，他就會對修行猶豫

不決，不能夠毫無障礙地走在修行的道路上。所

以，應當把懷疑視為充滿危險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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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捨離欲貪 

應當如何捨離這五蓋呢？ 

一、欲貪蓋(kāmacchanda)：對欲樂目標的貪求。

kāma 是五欲；chanda 也是欲，是追求的意思。追

求欲樂的目標，稱為“欲貪”或“欲欲”。 

哪五欲呢？色、聲、香、味、觸。佛陀說一

個人的心充滿貪欲，就像一盆加滿紅、黃、藍、

橙色染料的水，視力正常的人想以水為鏡，卻不

能看清自己的臉。同樣地，心受到欲貪控制，被

欲貪打敗時，他不能正確地看清自己，不能知曉

自己真正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以及自他兩者的利

益。 

欲貪是如何生起的呢？佛陀說由於取著淨

（美麗的、漂亮的）相，於是生起欲貪。 

應當如何去除欲貪呢？義註提到有六種方

法： 

1. 把取不淨相(asubhanimittassa uggaho)； 

2. 致力於修習不淨(asubhabhāvanānuyogo)； 

3. 守護諸根門(indriyesu guttadvāratā)； 

4. 飲食知節量(bhojane mattaññutā)； 

5. 親近善友(kalyā>amitt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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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適當的言談(sappāyakathā)。 

修習不淨 

對欲樂目標產生貪愛時應該修習不淨業處。

有兩類不淨業處：1.有意識的不淨業處；2.無意

識的不淨業處。這兩類不淨業處包括十一種業

處。 

1. 有意識的不淨業處(saviññā>aka-asubha- 

kamma��hāna)：思惟、觀察有生命的身體的厭惡不

淨，又稱為身至念或三十二身分，即思惟身體的

三十二個組成部分的骯髒、厭惡、不淨。哪三十

二種呢？它們是：頭髮、身毛、指甲、牙齒、皮

膚，肌肉、筋腱、骨、骨髓、腎，心、肝、膜、

脾、肺，腸、腸間膜、胃中物、糞便、腦，膽汁、

痰、膿、血、汗、脂肪，淚、油膏、唾液、鼻涕、

關節滑液和尿。這三十二個身體的組成部分，有

哪個部分是漂亮的、乾淨的、美麗的呢？但是只

要把這三十二個部分堆砌在一起，人們就會認為

這一堆東西組成的“人”很漂亮。假如把身體分

解開來，或者把人的皮扒掉，還漂亮嗎？假如把

裏面的內臟由裏向外翻出來，還美麗嗎？《清淨

之道》中說：假如把裏面的東西翻出來的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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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拿棍子驅趕烏鴉和狗了。因此，思惟身體的不

淨、骯髒、厭惡，可以克服對有生命的人（包括

自己和他人）的貪戀、貪愛。 

2. 無意識的不淨業處(asaviññā>aka-asubha- 

kamma��hāna)：思惟屍體的厭惡不淨。屍體是沒有

心、沒有意識的。從一個人死後兩、三天開始發

青、發腫，到屍體流水、發臭、膿爛、腫脹、全

部腐爛，到最後剩下一堆白骨，共有十個過程，

稱為“十不淨相”。禪修者取屍體腐爛的任何一個

過程來培養不淨，都可以去除欲貪。人們一直以

來都執著身體“她的身材很苗條”“她的臉長得很

可愛”“她的眼睛很漂亮、很迷人”“她的嘴巴很

迷人”等等，因為執著於淨相，認為對方是美麗

的、動人的，於是貪欲生起。如果面對的是一具

屍體，還會認為漂亮嗎？ 

在這裏講一下希麗瑪(Sirimā)的故事。佛陀時

代，有一個很漂亮的妓女叫希麗瑪，她的容貌傾

城傾國，嫖客想和她共度一宵要付一千金。當時

有位比庫暗戀希麗瑪，甚至到了茶飯不思的程度。

後來希麗瑪病死了，佛陀對國王賓比薩拉說，請

不要把希麗瑪的屍體火化掉，也防止被烏鴉、狗

等吃掉，先停放在那裏。到了第四天，佛陀對比

庫們說，今天我們去看希麗瑪。當時那位比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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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希麗瑪已經死了，聽說要去見希麗瑪，很

高興地跟著佛陀和僧團一起去。到達後，佛陀故

意問國王：“她是誰？”“尊者，她是希麗瑪。”

佛陀讓國王擊鼓宣佈：“誰願意出一千金，就可以

把希麗瑪帶回家。”這樣宣佈之後，當時圍觀看

熱鬧的人很多，可是全場卻連“啊”一聲都沒有。

後來降到五百金、二百五十金、兩百金、一百金、

五十金，降到一金、一元、一分，最後是免費可

以把希麗瑪帶回家，結果全場還是鴉雀無聲。於

是佛陀說：“看吧！諸比庫，這個大眾都喜歡的女

人，以前在這城中要出一千金才能與她過一夜，

現在免費贈送都無人要。看吧！諸比庫，自己的

身體也會像這樣走向毀壞、滅盡！” 

她不是天姿國色、傾城傾國嗎？為什麼死了

之後就一文不值呢？這就是生命的真相，這就是

身體的真相！癡迷希麗瑪的那位比庫也認識到此

真相，並證得了入流果。 

思惟沒有生命的厭惡不淨也能去除貪愛。 

守護根門 

“守護諸根門”：由於很好地防護眼根，就

不會因為看到漂亮的東西生起貪愛。對於守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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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門也是同樣。 

飲食知節量 

“飲食知節量”：對那些貪吃的人來說，他應

該思惟:“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不為嬉戲，

不為驕慢，不為裝飾，不為莊嚴，只是為了此身

住立存續，為了停止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如此

我將消除舊受，並使新受不生，我將維持生命、

無過且安住。”通過思惟所吃的食物來去除對口

味的貪著。 

善友 

“善友”：巴利語 kalyā>amitta。kalyā>a 是善的、

妙的、好的；mitta 是朋友。北傳翻譯為善知識。 

善友對修行至關重要。有一次，阿難尊者對

世尊說：“尊者，梵行有一半要依靠善友，與善友

結伴，與善友相處。”佛陀立刻糾正他“阿難，

不要這樣說！阿難，不要這樣說！我說整個梵行

都要依靠善友，與善友結伴，與善友相處。” 

為什麼呢？因為修行必須有人指導。佛陀是

我們最好的良師益友，因為有了佛陀，我們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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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離之道，才知道解脫煩惱的方法。佛陀般涅

槃後，八十位大弟子當中仍然住世者是善友。他

們都般涅槃後，阿拉漢聖者是我們的善友；如果

阿拉漢聖者很難找，三果聖者是我們的善友；如

果三果聖者很難找，二果聖者是我們的善友；如

果二果聖者也很難找，初果聖者是我們的善友；

如果連初果聖者都沒有，那麼得禪的凡夫也是善

友；得禪的凡夫也沒有的話，那麼能夠背誦三藏

的三藏持者是善友；如果背誦三藏的人也沒有，

那麼二藏持者是善友；如果二藏持者也沒有，一

藏持者也是；如果連能背誦一藏的長老也找不到，

那麼能背誦一部，例如背誦《長部》、背誦《中部》、

背誦《相應部》的比庫也可以；假如連能夠背誦

一部的人都沒有，那麼必須找一位通達三藏的知

恥者，因為這樣的知恥者在講經開示或講授業處

時不會任意發揮、自我作古，他只會依照傳統來

教導他人。 

親近這些善友能知道如何修行，我們做錯時

他們會糾正，做對時他們會鼓勵。猶如明燈能指

引我們走向光明，猶如道路能使我們到達目的地，

所以佛陀說梵行的全部都要依靠善友。親近這樣

的善友能夠教導我們去除欲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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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言談 

“適當的言談”：遠離三十二種畜生論，即

王論、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戰爭論、食物論

等等。比如談論食物的美味與否，談論男女相貌

如何等，只會讓人生起貪欲。貪欲有時就是因為

不適當的言論而產生的，所以應當避免這些言

論。 

佛陀允許談十種論：少欲論、知足論、遠離

論、獨處論、勤勉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

解脫論、解脫知見論。這十種論是佛陀鼓勵的、

允許的、適當的言談。因為這些言論對消除貪欲

有幫助，有助於心的解脫，有助於導向厭離、離

貪、滅盡、寂止、證智、正覺與涅槃。因此，這

十種論是適當的言談。 

 

四、捨離瞋恚 

兩類瞋恚 

如何去除瞋恚蓋呢？有些人愛發脾氣、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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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情緒容易失控，現在就來講如何克制自己的

脾氣，消除自己的瞋怒。 

“瞋恚”或者“瞋恨”是指心排斥、厭惡、

抗拒所緣。 

有兩類瞋恚：1.破壞性的瞋恚；2.憂鬱性的

瞋恚。這兩種瞋恚包括從程度極強的暴怒、生氣，

到極微細的憂鬱、擔心、焦慮、憂愁、傷心、緊

張等。巴利語 vyāpāda 從字面上翻譯為瞋恚，容易

讓人理解為生氣，其實這個詞的巴利語包含的範

圍很廣，不僅生氣被稱為瞋恚，憂愁、悲傷、煩

躁等都屬於瞋。瞋心必然伴隨著憂受，一切憂受

都屬於瞋心。憂受即不樂的感受。換個角度，感

受憂愁、鬱悶、不安、不樂的即是瞋恚。 

破壞性的瞋恚是生氣、暴怒，表現為語言或

行動會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當人生氣時，在

行動上可能會打人，亂摔東西，甚至可能動刀動

槍殺人。在語言上表現為用粗言惡語罵人、詛咒

人；批評別人很多時候也是因為瞋恚。所謂沒修

養的人愛發怒，沒涵養的人愛批評，沒能力的人

愛抱怨，這些幾乎都是瞋恚的表現。 

憂鬱性的瞋恚主要出現在意門，表現為憂愁、

焦慮、擔心、恐懼、緊張、煩躁不安等。 

瞋恚沒有任何利益可言。阿毗達摩把“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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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為能燒毀自己的依處、傷害自己的身心。瞋

心是帶有殺傷力的“武器”，當瞋心還沒有傷害

到別人時，已經先在傷害自己了。為什麼呢？因

為瞋心本身具有破壞性，由這種心產生的心生色

法會傷害、破壞我們的身體。現代醫學實驗證明，

當人生氣時，體內會分泌毒素，能破壞自身的免

疫系統，影響人的健康。 

去瞋諸法 

義註提到有六種去除瞋恚的方法： 

1. 把取慈相(mettānimittassa uggaho)； 

2. 致力於修習慈心(mettābhāvanānuyogo)； 

3. 思惟自己是業的主人(kammassakatā)； 

4. 多作有益思惟(pa�isa6khānabahulatā)； 

5. 善友(kalyā>amittatā)； 

6. 適當的言談(sappāyakathā)。 

佛陀在《增支部》裏也提到有五種方法可以

去除瞋恚、消除怒氣，哪五種呢？ 

1. 瞋心生起時，應當修慈； 

2. 應當修悲； 

3. 應當修捨； 

4. 不作意會引起瞋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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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惟眾生都是自己業的主人、業的擁有

者。 

通過這五種思惟來去除瞋恚。 

修習慈心 

修慈是去除瞋心的很好方法，因為“慈”與

“瞋”是兩種對立的心態，它們兩者是不相容的。

瞋心是用粗暴、僵硬、帶破壞性、傷害性的心去

抗拒、厭惡、排斥對象，而慈心是用柔和、柔軟、

愉悅的心去包容、善待對象。這兩種心的性質截

然不同。當一個人被瞋心控制的時候，慈愛很難

培育起來；而當一個人散播慈心的時候，瞋心就

不容易生起。所以，為了克服瞋心，我們應當培

育慈愛，經常致力於培育慈愛。 

培養慈心又稱散播慈愛，用現在的話來說是

祝福。慈愛(mettā)，源於友好(mitta)，是用友善的

態度來對待目標。 

慈愛就猶如慈母對待自己的獨生子一般。如

《應作慈愛經》(Kara>īyametta sutta%)裏佛陀教導： 

“Mātā yathā niya% putta%, āyusā ekaputtamanurakkhe; 

evampi sabbabhūtesu, mānasa% bhāvaye aparimā>a%.” 

“正如母親對待自己的兒子，會以生命來保護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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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兒子；也如此對一切生類培育無量之心！” 

兩類慈心業處 

應該如何修慈、散播慈愛呢？ 

散播慈愛的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一切處

業處(sabba��haka kamma��hāna)；二、應用業處

(pārihāriya kamma��hāna)。 

一切處業處的方法主要用來調心。因為它適

合一切修行者，是任何人都可以修，並且應當修

行的，所以稱為“一切處業處”。 

什麼是“應用業處”呢？即通過修習這種禪

修業處直到證得禪那，稱為“應用業處”或“根

本業處”。 

如果我們散播慈愛只是為了讓心柔和、去除

瞋恚，這是“一切處業處”的修法。如果通過持

續地散播慈愛來達到禪那，證得慈心的三種禪那

或證得慈心解脫，這是“應用業處”或“根本業

處”的修法。   

應用業處的修法可以按照《小部·無礙解道》

裏記載的五百二十八種方式，對十方十二類有情

眾生散播慈愛。 

在此簡單地講一講一切處業處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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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種一切處業處，又稱為保護業處。哪四

種呢？ 

1. 佛隨念(Buddhānussati)； 

2. 慈心修習(mettābhāvanā)； 

3. 不淨業處(asubha kamma��hāna)； 

4. 死隨念(mara>ānussati)。 

當貪欲生起時，應當修習不淨；當瞋心生起

時，應當修習慈心；缺乏信心時，應當修習佛隨

念；懈怠、懶惰、放逸時，應當修習死隨念。 

貪心、瞋心、無信、懈怠放逸這四種心態，

是修行人經常可能生起的不良心態。所以可以用

這四種保護業處來保護禪修者。同時，修佛隨念、

修不淨和修慈心還能起到保護禪修者不會受到內

外干擾的作用，所以稱為“保護業處”。 

初修不對六類人修慈 

剛開始修習慈心的時候，不應對六類人修慈。

哪六類呢？ 

第一、不喜歡的人(appiyapuggale)。如果一開

始就對不喜歡的人修慈，心容易乏味、疲勞，因

為對目標沒有興趣。 

第二、極親愛的人(atippiyasahāyake)。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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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極親愛的人修慈，心容易緊張，容易為對方的

苦樂患得患失。 

第三、中性者(majjhatte)。因為對中性者（既

不太喜歡，又不會討厭的人）沒有感覺，所以一

開始時也不應該對這類人修慈。 

第四、敵人、厭惡的人(verīpuggale)。因為沒

有定力，你會在意、計較對方給你造成的傷害，

或者在乎他的言行，心反而不能平靜。 

第五、特定的異性(li6gavisabhāge odhiso)。剛

開始修習的時候，女性不適合對個別的男性修慈，

男性也不適合對個別的女性修慈，因為容易產生

貪愛。修習一段時間培養了定力後，可以對整組、

整體的異性散播慈愛。比如，願所有的女性快樂，

願整個寺院的女性快樂，願整個縣的女性快

樂…… 

第六、去世的人(kālakate)。無論對已經去世的

人如何修慈都不能培養定力，乃至連近行定都不

能得。 

所以剛開始時不適合對這六類人修慈。 

先對自己修慈 

剛開始修慈的時候，可以先對自己修。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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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快樂，每個人都不希望自己痛

苦，所以先學會祝福自己，學會了祝福自己，才

能推己及人去祝福他人。 

可以用四種方式對自己修慈： 

Aha% avero homi - 願我無怨敵！ 

abyāpajjho homi - 願我無瞋害！ 

anīgho homi - 願我無惱苦！ 

sukhī attānaP pariharāmi - 願我保有自己的快樂！ 

我們也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散播慈愛。

例如可以祝福：“願我沒有危難，願我沒有心靈

的痛苦，願我沒有身體的痛苦，願我快樂安穩！”

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或自己的理解方式來對自己修

慈。 

剛開始的時候不宜太雜，只是用你最有感覺

的那一句去修就可以。閉上眼睛感受一下，祝福

自己，感受自己的快樂。 

不過，有些人確實連感受自己的快樂都很困

難。這時應該怎麼辦呢？他可以先回憶起自己曾

經做過的一件令自己很歡喜、開心的善事，例如：

他曾經佈施僧團或拜見一位心靈導師、宗教師等，

那時他很歡喜。他可以先回憶當時那種歡喜的心

情，然後再以這種心情讓自己的慈心培養起來。

當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快樂時，再這樣保持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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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例如維持五分鐘或者十分鐘，這個時間長度

並沒有硬性的規定。 

對恭敬的人修慈 

然後，再對一位自己所恭敬、尊敬的人修慈。

對出家人來說，可以對自己的剃度師、戒師、教

授師等修慈。對在家人來說，可以對自己的老師，

或者宗教師修慈。有些人，例如有些女性很難找

到一位自己很恭敬的人那該怎麼辦？她可以找一

位曾經用心、真誠地幫助過自己的恩人，然後對

這個人修慈： 

Aya% sapuriso averā hotu - 願這位善人無怨敵！ 

abyāpajjhā hotu - 願他無瞋害！ 

anīghā hotu - 願他無惱苦！ 

sukhī attāna% pariharatu - 願他保有自己的快樂！ 

我們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對他散播慈愛：

“願我的老師（恩人）不會遭受危難，願我的老師

沒有心靈的痛苦，願我的老師沒有身體的痛苦，

願我的老師快樂安穩！”剛開始不要一下子都用

四句，只需用任何一句你最有感覺的話，然後閉

上眼睛，思惟你恭敬的人坐在你前面兩、三米的

地方，取他很快樂的樣子，然後用心去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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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散播慈愛。 

如果你原來已經擁有一顆柔和的心，擁有良

善的素質，當你向對方散播慈愛時，很快就能感

受到對方的快樂，而對方的快樂也就是你的快樂。

如果我們用一顆良善的心對待他人，即使別人還

沒有感受到，我們自己也能先感受到。當你祝福

他人時，他人還沒有收到你的祝福，你自己就先

獲得快樂了。送人玫瑰，己先聞香，當你真誠地

祝福他人快樂時，首先感受到快樂的是你自己，

最先受益的是自己。 

用這些方式向對方散播慈愛，直到你的慈愛

可以毫無障礙地散播出去。在這個時候，一切處

業處和應用業處就有差別。如果是應用業處，就

用這種方式持續地維持下去，直至證得禪那。但

是對於一切處業處，這時就可以換另外一位恭敬

的人來散播慈愛，當換了三、五位恭敬的人之後，

就可以換自己親愛的人。對於女性來說，可以對

自己的母親、姐妹、女兒等散播慈愛；對於男性

來說，可以對自己的父親、兄弟、兒子，或者知

心朋友散播慈愛。 

用這種方式大概對四到六位散播慈愛，當然，

越多越好，這證明你的心容易對不同的人散播慈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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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人修慈 

對大約十位恭敬的人和親愛的人散播慈愛後，

可以再向中性者散播。中性者是指不會太親愛又

不會討厭的人，例如所認識的普通朋友，對於出

家人來說可以是同法者、同梵行者。可以對大概

十位左右散播慈愛。 

如果可以毫無障礙地向他們散播慈愛後，再

向你討厭的人散播慈愛。有些人有很多怨敵，看

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也討厭，這證明他的性格和

心理很有問題，人際關係一定不好。但是有些人

性格很好，幾乎找不到討厭、憎恨的人，他看任

何人都可以看到其優點、長處，這證明他是個性

格好、人緣佳的人。如果確實找不到討厭的人，

他可以找自己不喜歡的人，比如某些言行粗魯的

人，可以向他們散播慈愛。要做到向自己討厭的

人，和向自己親愛的人和向自己都能毫無差別地

散播慈愛，這樣才算做到慈心平等。 

破除界限 

對於應用業處，還有一個階段叫“破除界限”

(sīmāsambheda)，即把四種人分為一組：自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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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人、中性者、怨敵。每一組都先選自己，然

後再選一位親愛的或恭敬的人，一位中性者和一

位怨敵。之後先對自己修慈，然後對敬愛者、中

性者和怨敵修慈。如果對其中任何一個人修慈都

能做到完全沒有差別，則證明其慈愛在對待怨敵、

討厭的人也能像對待自己那樣平等、毫無差別，

這叫做破除界限。這裏的“界限”是指人與人之

間的界限。 

繼續對另外一組四種人散播慈愛，如此大概

十組左右，然後可以用限定範圍的方式：“願這個

禪堂裏的所有眾生免除危難，沒有心靈的痛苦，

沒有身體的痛苦，保持自己的快樂！”你可以用

這四種方式的其中一種向他們散播慈愛。 

慈心遍滿 

之後，再用傳統的分類方式遍滿慈愛： 

“Sabbe sāttā, sabbe pā>ā, sabbe bhutā, sabbe puggalā, 

sabbe attabhāvapariyāpannā, sabbā itthiyo, sabbe purisā, 

sabbe ariyā, sabbe anariyā, sabbe devā, sabbe manussā, 

sabbe vinipatikā.” 

“願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類、一切個

體、一切擁有自體者，願一切的女性(包括女人、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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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天女、女鬼等)、一切男性、一切聖者、一切凡

夫、一切天人、一切人類、一切墮惡趣者。” 

一共有這十二類眾生。對每一類眾生都用四

種方式散播慈愛:“願他們免除危難，願他們沒有

心靈的痛苦，願他們沒有身體的痛苦，願他們快

樂安穩！”先限定一個小範圍，例如整個禪堂，

然後整個寺院、整個村莊、整個鎮、整個縣、整

個市、整個省、整個國家、整個亞州、整個世界，

乃至十方世界，用這種方式來遍滿慈愛。 

對於作為調心方法的一切處業處來說，就不

用那麼嚴格了。我們可以先對自己散播慈愛，之

後再向一位恭敬的人散播慈愛，在換兩、三位後，

可以換親愛的人，人數不用多。總之，在散播慈

愛時，要感受到自己的心變得柔和、柔軟、快樂、

平靜，一切慈心都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如果在散

播慈愛時，你的心還是很僵硬、固執、忿忿不平，

那證明慈愛還沒有培育起來，應當經常致力於散

播慈愛。如果有時對散播慈愛的某個對象沒有感

覺，那可以先換另外一位。用這種方式來調節自

心。 

這裏簡單地教導了修習慈愛的方法後，各位

都可以去修習、培養，而且應該經常這樣培養。 

以上是用修慈來去除瞋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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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作意 

我們還可以用如理作意的方法來去除瞋恚。 

當內心充滿怒氣、怨恨的時候，可以用多角

度來思惟： 

別人中傷我、傷害我，那是他在造惡。如果

我為此而生氣，那我的心也陷入不善，生氣的心

必然是不善的。對方在造惡，我也在造惡，我比

對方也好不了多少。 

別人在激怒我，令我生氣，而我自己也用生

氣來刺激自己。別人希望我由於生氣而遭受痛苦，

而我自己也真的如他所願般陷入痛苦，這不正中

他的下懷嗎？所以不應該生氣。 

我對他生氣，也許能令他痛苦，也許不能令

他痛苦，但我在生氣的當下，自己必然是痛苦的。 

由於對方被瞋恨所打敗，所以加害我、中傷

我。他所造的惡業使他走向墮落，走向惡趣之門，

而我自己也通過生氣步其後塵，也在走向墮落。 

生氣的時候，我到底是生他哪個部分的氣呢？

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他只是由三十

二個身體部分所組成的，我對他的哪一個部分生

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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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所做的某些動作發生以後，很快就消失、

滅去了，對方所說的某些話早已經隨風飄逝了，

我這愚癡人為什麼還要抓著他以前所做的動作、

所說的話緊緊不放呢？我在為他過去所做的某些

行為、所說的某些話語耿耿於懷嗎？也許他做了

那些行為或說了那些話之後早已經淡忘了，但我

卻還在對那些行為、那些話語耿耿於懷，我不是

一個愚癡人嗎？ 

如果我看到路邊有一堆糞便，於是把糞便拈

起來放進自己的口袋，然後一直在生氣：這糞便

為什麼那麼臭！這糞便弄髒了我的手，又弄髒了

我的口袋。其實愚癡的是我自己，因為自己去碰

糞便還放進口袋，所以才弄髒了手又弄髒口袋。

惡人造作的惡行猶如糞便，我抓住他的某些言行

放在自己的心裏，就如用手去抓糞便後放在自己

的口袋裏。糞便本來是臭的，只要不去碰它，它

就沾不了我，也沒必要對它生氣。同樣地，雖然

那些愚癡人有意想要中傷我、傷害我，但是他並

沒有直接對我的身體造成任何的傷害，只不過是

由於我看不慣他的行為、聽不慣他的言語而已。 

一個愚人冒犯不應該冒犯的人，譭謗、批評

清淨無染的人，就像在逆風中撒塵土、丟垃圾，

或者向著天空吐痰、吐唾沫一樣，最終傷害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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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自己。 

我們還可以思惟佛陀時代的一個故事。有一

個名叫責罵者跋拉德瓦迦 (Akkosakabhāradvāja 

brāhma>a)的婆羅門，他對長兄出家成為了佛陀的

弟子感到很氣憤，於是來到佛陀跟前，用很難聽、

粗惡的語言辱罵世尊。等他罵完後，佛陀問他： 

“你認為如何，婆羅門，你是否有朋友、親戚、

客人來訪呢？” 

“朋友果德瑪，有時有朋友、親戚、客人來訪。” 

“你認為如何，婆羅門，你是否會拿出副食、主

食或美味[款待]他們？” 

“朋友果德瑪，有時我會拿出副食、主食或美味

[款待]他們。” 

“婆羅門，假如他們不接受，它屬於誰的呢？” 

“朋友果德瑪，假如他們不接受，它還是屬於我

的。” 

“同樣地，婆羅門，若你辱罵我們不辱罵者、生

氣不生氣者、爭吵不爭吵者，我們不接受你的。婆羅

門，這還是你的！婆羅門，這還是你的。 

婆羅門，若對辱罵還以辱罵、生氣還以生氣、爭

吵還以爭吵，婆羅門，這叫做共用、交換。我們既不

和你共用，也不交換。婆羅門，這還是你的！婆羅門，

這還是你的。”(S.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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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進行如理作意，

思惟瞋恚、憤怒、憂傷所帶來的危害。如果生氣

可以使你造善業的話，那就生氣吧！如果生氣可

以使你解脫的話，那就生氣吧！但這是不可能的

事！生氣是愚人的力量，乃智者所不應為。我們

不要被自己的情緒所打敗，不要被自己的怒氣所

征服，從而做瞋恚的奴隸。 

這是對治瞋恚的方法。 

 

五、捨離昏沉睡眠 

接著講如何克服第三種蓋——昏沉與睡眠。 

昏沉是心的病，睡眠是心所的病。如果把瞋

恚比喻成一鍋燒開的水，昏沉與睡眠就好比是一

湖長滿水草的水，不能夠看清楚自己的臉。心陷

入昏沉睡眠的時候，他既不能知曉自己的利益，

也不能知曉他人的利益，以及不能知曉自他兩者

的利益。 

去除昏沉六法 

如何去除昏沉睡眠呢？義註提到有六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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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 不要吃得過飽(atibhojane nanimittaggāho)。

剛吃飽或者吃得太飽時，禪坐容易昏沉，所以在

飯後那一座經常昏沉的人應該少吃點。當然，午

飯後稍事休息一下，對下午的禪修是有幫助的。 

2. 改變威儀(iriyāpathasamparivattanatā)。變換

一下身體姿勢，例如感覺心無力時可以站起來，

或者來回經行。 

3. 作意光明想(ālokasaññāmanasikāro)。 

4. 住於露地(abbhokāsavāso)。 

5. 善友(kalyā>amittatā)。 

6. 適當的言談(sappāyakathā)。 

去除睡意八法 

在《增支部·睡意經》(Pacalāyamāna sutta%)裏，

佛陀教導了八種去除昏沉睡眠的方法。這一篇經

是佛陀在成佛之後第一年所教導的。那一年，沙

利子和摩嘎喇那先後聽聞阿沙基(Assaji)尊者所說

的那首偈誦之後，證得了入流道果。此後他們帶

著弟子們加入佛陀的比庫僧團。加入僧團後，摩

嘎喇那尊者住在馬嘎塔國的咖喇瓦臘子村

(Kallavā8aputtagāme)，以很強的精進連續修行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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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七夜。到了第七天，由於過度疲倦，他坐在那

裏打瞌睡。 

那時，佛陀住在跋嘎國(Bhagga)蘇蘇馬拉山

(Susumāragire)的恐怖林鹿園裏，佛陀用超越一般人

的天眼，看到摩嘎喇那尊者坐在那裏打瞌睡，於

是前往摩嘎喇那那裏。摩嘎喇那尊者見到佛陀前

來，急忙起立，頂禮佛陀，坐在一邊。佛陀問他：

“摩嘎喇那，你是否打瞌睡？”他回答說：“是的，

尊者。”於是，佛陀教導了八種去除昏沉的方法： 

1.“這樣吧，摩嘎喇那，當你住於某想時陷入昏

睡，則不作意該想，不多作該想。”如果你的心專

注某個所緣而感到疲倦、乏味的時候，你不要繼

續注意這個目標。通過不作意這個目標，可以去

除昏沉。 

2.“可用心思惟、思考，用意審慮所聽聞、所學

過之法。”如果通過不作意目標還是不能去除昏沉，

應該用心思惟、思考所聽聞、所學過之法，讓心

活躍起來，能夠去除昏沉。 

3.“可詳細地背誦所聽聞、所學過之法。”如果

這樣還是不能去除昏沉，可以背誦所聽聞、所學

過之法。通過背誦經文，可以去除昏沉。 

4.“可拉扯雙耳，按摩手足、肢體。”這麼做時，

還是不能消除昏沉，你可以用拉扯雙耳、按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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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肢體、揪揪大腿等辦法來去除昏沉。 

5.“從座起來，用水擦眼；眺望遠方，仰望星空。”

這樣還是不能去除昏沉，你可以從座位站起來，

睜開眼睛望望遠方，或者用冷水擦擦眼睛、洗洗

臉，讓自己精神起來。 

6.“可作意光明想，決意白晝想，白天如黑夜，

黑夜如白天。”這樣還是不能去除昏沉，你可以作

意光明想，修習光明遍，把光明擴大到一切處。

對於沒有禪那的人，他可以睜開眼睛，看看光明，

或者注意外面的光。如果是在黑夜，就想像猶如

白天一樣；白天的時候，應當持續地維持。通過

作意光明想來去除昏沉。 

7.“可決意來回想而經行，諸根向內，意不向外。”

這樣還是不能去除昏沉，你應當通過變換威儀、

來回經行走動去除睡意。 

8.“以右肋作獅子臥，足足相疊，具念、正知，

作起來想。醒後迅速起來，不住於躺臥、橫臥、睡眠

之樂。”假如經行還是不能去除昏沉，你可以右脅

作獅子臥小睡片刻。在睡前決意：“讓我小睡十分

鐘”或者“讓我小睡十五分鐘”。醒來後不應繼續

耽著躺臥之樂、橫臥之樂、睡眠之樂，趕快起來，

繼續禪修。 

通過這八種方法來去除昏沉睡眠。(A.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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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沉之因 

為什麼禪坐時容易昏沉睡眠呢？原因大致有

以下幾種： 

一、睡眠不足。比如睡眠一直不好，或者昨

晚失眠，或者很晚才睡。由於睡眠不足，禪坐時

就容易昏沉。要解決這種情況首先應該保證每天

的睡眠時間。如果好幾天都睡眠不足，則可以用

補充睡眠的方法來解決。 

二、疾病。由於身體患有某一類病，造成禪

坐時容易昏沉。這種情況可以通過保健、運動、

食療、中醫等辦法進行綜合調理。 

三、飽食。剛吃飽飯禪坐容易昏沉。可以在

吃完飯之後經行，或者少吃一點，或者在午餐後

小睡片刻，都可以解決昏沉。 

四、缺乏精進。如果由於心的精進力不足而

造成的昏沉，可以通過修習死隨念或者思惟精進

的事情來激發、策勵心。 

修習死隨念的方法，可以思惟“生命是不確

定的”、“死亡是必然的”、“這個身體必然會

死”、“死亡必然會發生在這個身體上”等，然

後憶念“死、死、死……”或者“生命是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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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是必然的”等方式來思惟死亡。憶

念死亡能策勵精進，不會陷於放逸懈怠。 

八悚懼事 

他也可以思惟八種激發精進的“悚懼事”。

哪八種呢？ 

1. 生之苦； 

2. 老之苦； 

3. 病之苦； 

4. 死之苦； 

5. 墮落惡趣之苦； 

6. 基於過去輪迴之苦； 

7. 基於未來輪迴之苦； 

8. 今生覓食之苦。 

人一旦擁有生命，他必須在母胎中待九個月，

這是一種苦。待在母胎裏快樂嗎？母胎乾淨嗎？

母胎是個很骯髒的地方！但是，我們還沒出生前

在母胎中已經蹲了九個月。假如現在要你再回到

裏面蹲一天，願意嗎？當然不願意！所以，生是

苦。 

老是苦。有誰喜歡衰老？多數老人家聽到別

人奉承說“你這麼青春”“這麼年輕”都會心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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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明知對方在哄自己，都會很高興。誰希望自

己老呢？老了頭髮白了，皮也皺了，牙也掉了，

記憶力消退了，行動也很不方便。所以，沒有人

喜歡衰老，衰老確實是苦！ 

病是苦，頭痛、牙痛、胃痛、腰痛、腳痛，

特別是現在還有各種各樣奇怪的病，現代病、文

明病。疾病是苦！ 

死亡是苦，和親人離別也是苦！ 

墮惡趣之苦。只要我們不修行，繼續放逸，

都不可避免會墮落惡趣。可以這樣說，只要還沒

有證得初果，以前所造作的不善業必然還會使我

們墮落惡趣，即使菩薩都不能倖免。我們看《本

生》故事，菩薩也經常因為不善業而投生為獅子、

鹿、猴子等。菩薩尚且如此，何況被諸惡業纏縛

的我們呢？所以應該激發精進，趕快修行！ 

我們再思惟：在過去漫長的輪迴以來，我們

遭受過各種各樣的苦，或墮落地獄，或成為畜生，

或成為鬼，或被人砍頭，被人欺負，受人打壓，

被人砍手砍腳，被人追債等，這些都是無盡的痛

苦。 

只要我們不修行，未來的痛苦也是不可避免

的。所以，一想到未來的痛苦，我們就要精進！ 

現在為了生計、為了自己和家庭的溫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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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盡心血、風雨無阻地工作，賺點錢來養家糊口，

所以，今生的覓食也是苦！ 

思惟這八種苦的任何一種，都可以激起悚懼

感，不讓自己陷於放逸。在禪坐中由於放逸、無

精打采而打瞌睡時，可以思惟這八種苦。 

這是克服昏沉睡眠的方法。 

 

六、捨離掉舉追悔 

第四種蓋是掉舉和追悔。追悔，義註提到的

主要是對戒律方面的追悔。出家人犯戒之後內心

感到不安、後悔，稱為“追悔”(kukkucca)。 

去除追悔六法 

義註提到有六種去除追悔的方法： 

1. 多聞(bahussutatā)； 

2. 發問(paripucchakatā)； 

3. 瞭解戒律(vinaye pakataññutā)； 

4. 親近長輩(vuFFhasevitā)； 

5. 善友(kalyā>amittatā)； 

6. 適當的言談(sappāyaka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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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方式來去除戒律方面的疑惑和追悔。 

去除掉舉四法 

“掉舉”是指心的散亂，愛打妄想，思緒紛

紛擾擾。妄想是心取不同的所緣，抓取不同的對

象，不能安定下來，猶如被風吹的旗在飄揚；又

如把石頭丟到塵土堆裏，使塵土飛揚一樣。 

一、要讓妄想止息下來，可以把心專注在一

個對象上，如此它就不會晃來晃去。為什麼心不

能持續地專注在一個對象上呢？由於缺乏精進，

心變得軟弱無力，於是容易跑掉。還有一個原因

是念力不夠。“念”是讓心猶如石頭沉入水中一

般沉入對象，例如修入出息念，把心沉入呼吸即

是念。用精進和正念來保護心，心就不容易飄走。

由於精進力不夠，心容易漂浮。正念和妄想是不

共存的，就如瞋心與慈心是不共存的一樣。正念

強，妄想就少；正念弱，心就散亂。我們可以通

過提升精進、加強正念來克服妄想。 

二、還可以用數息的方法來克服妄想。“數

息”是數呼吸，例如從一數到八，或者從一數到

十。 

如果只是數息還是不行的話，可以用決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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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方法。你可以在每數一個來回時下決心：“從

一數到八期間讓我的心不飄走！”如果數著數著

心又飄走了，就不要再數下去，重新回到一，從

“入、出、一；.... ” 重新開始數。要把從一數

到八這個時間段保持完整，不要被妄想打斷。這

是一種克服妄想的方法。 

如果這樣還是不行，可以用更強的數息方法：

在吸氣的時候，快速地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呼氣的時候，再快速地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要讓妄想有機會溜進來。 

三、另外一種方法是平時培養正念正知，在

兩座之間多經行。禪坐的時候，心放在業處上，

經行的時候，心仍然放在業處上。如此，心一直

都專注在業處上，經行和禪坐只不過是身體變換

姿勢而已。 

如果禪坐時看上去好像很認真地坐著，但心

裏一直在盼望“什麼時候才敲鐘？”“怎麼現在

還沒有敲鐘？”一旦聽到鐘響了，就像監犯放風

一般跑出去，心馬上散亂了。這樣定力怎麼能夠

很好地培養起來呢？禪坐時心怎麼能不散亂呢？

如同燒水一樣，想把水燒開，必須讓火持續地燒

著，不能燒到一半就把火滅了。這樣的話，水要

等何時才能燒開呢？水燒開後，要讓它保持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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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也是保溫！所以，我們要懂得保溫，日常生

活中的正念與正知就是保溫。不懂得保溫就是浪

費資源，浪費我們此前的修行。 

四、還有一種方法是清除內心的污垢。如果

還有心事沒放下，還有牽掛，在禪坐時它就會以

另一種方式使心紛擾不安，讓心不能很好地專注。

在禪坐前可以先檢查一下自己：是否還有心事？

內心是否還有牽掛？要先清除心裏的污垢、雜質，

讓心保持平靜、清淨。當心平靜、清淨時，專注

業處就能事半功倍。 

這些是去除掉舉的方法。 

 

七、捨離疑蓋 

最後一種蓋是疑——懷疑。這是對八種事的

疑：佛、法、僧、戒定慧三學、過去世、未來世、

過去未來世以及因果法則（此緣性、緣生法）。 

義註提到有六種去除疑的方法： 

1. 多聞(bahussutatā)； 

2. 發問(paripucchakatā)； 

3. 瞭解戒律(vinaye pakataññutā)； 

4. 多作勝解(adhimokkhabahul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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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友(kalyā>amittatā)； 

6. 適當的言談(sappāyakathā)。 

修行過程中，以下四種懷疑也時常容易發

生： 

一、懷疑法。例如懷疑：“這種方法是不是

佛陀教導的？”“我這樣修行到底能不能夠證得

禪那？”這種懷疑可以通過學習經典來去除，當

你看到佛陀在經典裏確實是這樣教導的，就不會

再懷疑法了。 

二、懷疑業處老師。例如對業處老師產生這

樣的懷疑“老師教的方法對不對？”“老師會不會

厚此薄彼”等等。有人會想：“他教別人都可以成

功，為什麼教我就不成功呢？”這並不是老師的

錯，而是你自己的錯。正如古人云：“自恨枝無葉，

莫怨太陽偏。” 

三、懷疑自己。還有很多人會懷疑自己：“我

的根基不行，修行哪裡有可能成功？”其實沒必

要懷疑自己，只要學的是佛陀教導的法，而你又

是在依法修行，那就是在培養菩提資糧。只要朝

著解脫的目標前進，想要斷除煩惱，就應當走一

步是一步，沒必要懷疑自己。如果你想限定今生

一定要成就，今年一定要證果，你的疑也許是成

立的。但是，我們不能以短淺的目光來修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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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目光放長遠一點。我們都經過了那麼多世的

輪迴，就不要再計較今年能不能證果了。如果不

禪修的話，肯定還會繼續這樣輪迴下去的！所以，

沒必要懷疑自己。 

四、懷疑時代。有些人認為現在是末法時期，

無法再通過修習戒定慧而證道果。但是上座部佛

教並不同意這個觀點。上座部佛教認為現在還是

正法時期。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三藏聖典還在，

止觀禪修的傳承還在，還有人證悟道果，我們沒

必要懷疑現在是不能證果的時期。緬甸的雷迪西

亞多(Ledi Sayadaw)說過，懷疑現在這個時代是不

能證果的時代，屬於造成“法障”的邪見。如果

你宣傳現在不能證果，既會障礙你自己，也會障

礙他人。所以我們沒必要懷疑時代，只要依法而

行，堅持下去就是了。 

 

八、捨離五蓋的功德 

禪修者去除了五蓋，就如經文裏說的一樣： 

“大王，又猶如無債，如無病，如脫離牢獄，

如自由人，如安穩之處；大王，當這些五蓋被捨

離時，比庫乃如此看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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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到自己捨離這些五蓋而生愉悅，由愉悅

而生喜，由心喜而身輕安，身輕安而覺樂，樂而

心得定。” 

 

“生愉悅，由愉悅而生喜”(pāmojja% jāyati, 

pamuditassa pīti jāyati)：由於捨離了五蓋，他的心感

受到愉悅。由於這種愉悅，產生能使全身震動的

喜。 

“由心喜而身輕安”(pītimanassa kāyo passambhati)：

其心與喜悅相應的人，他的名身（心與心所）體

驗到輕安，並去除了掉舉等煩惱的憂惱不安。 

“身輕安而覺樂”(passaddhakāyo sukha% vedeti)：

由於輕安而體驗到身與心的快樂。 

“樂而心得定”(sukhino citta% samādhiyati)：通過

出離之樂，他的心以近行定與安止定而入定。 

又根據複註的解釋：“捨離這些五蓋而生愉悅”

的“愉悅”是指“繼起喜”(okkantika pīti)。猶如

海浪拍打海岸一樣，感覺到一陣一陣的喜悅，所

以說產生能使全身震動的喜。 

“由愉悅而生喜”：這裏的“喜”是指“遍滿喜”

(phara>a pīti)。就像洪水沖進山洞而灌滿整個山洞

一樣。同樣地，當禪修者生起遍滿喜時，喜遍及

全身的每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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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的輕安”是指非色聚（所有名法）的輕

安，並非只是受、想、行三蘊的輕安。 

“身與心的快樂”：通過前面所說的前分修習，

他體驗到內心的快樂。這些心又能產生殊勝的心

生色法並遍滿全身，於是也體驗到身體的快樂。 

“出離之樂”：有兩種出離之樂：一、捨離五蓋，

這是近行定的出離之樂；二、證得初禪，這是安

止定的出離之樂。 

“捨離這些五蓋而生愉悅……身輕安而覺樂”的

整個過程，屬於“遍作修”。 

什麼是“遍作修”呢？能夠證得禪那的業處

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 遍作修(parikammabhāvanā)； 

2. 近行修(upacārabhāvanā)； 

3. 安止修(appanābhāvanā)。 

對於修入出息念的禪修者，當他從業處老師

那裏學到了禪修業處，從專注呼吸的那一刻開始，

一直到證得近行定，這個階段的修習稱為“遍作

修”。“遍作”(parikamma)是準備、預備的意思。 

“近行修”是達到近行定的修習。什麼是近

行定呢？非常接近禪那的定，稱為“近行定”。 

從證得禪那的那一刻開始稱為“安止修”。 

對於如何修習近行定和安止定，我們下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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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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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第八講第八講第八講  成就初禪成就初禪成就初禪成就初禪 

上一講學習了如何去除障礙定力、使智慧羸

弱的五蓋——欲貪、瞋恚、昏沉睡眠、掉舉追悔、

疑，禪修者“捨離這些五蓋而生愉悅，由愉悅而生喜，

由心喜而身輕安，身輕安而覺樂，樂而心得定。” 

捨離五蓋之後，定力得以培養起來。 

 

佛陀接著說： 

“他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

離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他此身乃被離生

之喜、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

任何一處不被離生之喜、樂所遍滿。” 

 

佛陀在這段話中描述證得初禪的境界。 

一、四十業處 

想要證得初禪的禪修者，先要捨離五蓋，並

通過專注特定的所緣(āramma>a，心的目標、對象)

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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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種業處 

在佛陀教化的四十五年中，教導了很多培養

定力的方法，《清淨之道》把這些方法總結為四十

種止業處，有些義註把它們歸類為三十八種。 

業處，巴利語 kamma��hāna 的直譯。kamma 是

工作、業；�hāna 是地方、場所、處所，kamma��hāna

即工作的地方，特指心工作的地方。什麼是心工

作的地方呢？即心的對象。由於心專注於四十種

特定的目標可以培養定力，所以稱為四十種業處。 

哪四十種業處呢？它們分別是：十遍、十不

淨、十隨念、四無量心、四無色、一差別和一想。 

十遍：通過專注特定的顏色或質材來證得禪

那，即：地遍、水遍、火遍、風遍、青遍、黃遍、

紅遍、白遍、光明遍和限定虛空遍。 

十不淨：“不淨”是指屍體，禪修者通過專

注屍體的不淨相來培養定力而證得禪那。它們依

次是：青瘀相、腫脹相、膿爛相、斷壞相、食殘

相、散亂相、斬斫離散相、血塗相、蟲聚相和骸

骨相。這些是一具屍體從剛死亡不久開始青瘀，

然後腐爛直至變成一堆白骨的整個過程。把這些

過程分為十個階段，取其中的一個階段來專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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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達到初禪。 

十隨念：取十種不同的對象，持續地憶念而

達到近行定或證得禪那。它們是：佛隨念、法隨

念、僧隨念、戒隨念、捨隨念、天隨念、身至念、

入出息念、死隨念和寂止隨念。其中的佛隨念、

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捨隨念和天隨念稱為

六隨念，身至念又稱三十二身分，入出息念是專

注呼吸的方法。 

四梵住：又稱四無量心，即慈、悲、喜、捨。 

四無色：即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

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一差別：四界差別。 

一想：食厭惡想。 

這些是四十種業處。 

業處的分別 

這四十種業處中，有三十種可以證得禪那，

有十種只能證得近行定。其中，十遍、十不淨可

以證得禪那，十種隨念中有兩種可以證得禪那，

即身至念可證得初禪，入出息念可證得色界四種

禪那，四無量心也可以證得禪那，四無色定本身

是無色界禪那，這三十種可以證得禪那，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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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只能證得近行定。禪那包括色界定和無色定。

在三十種禪那業處中，四無色從名字上即可以知

道它們屬於無色定，其餘的二十六種可以證得色

界定。 

什麼是近行定呢？非常接近禪那，但還不是

禪那的定力，叫做近行定。所有近行定都屬於欲

界定。 

十種可以證得近行定卻不能證得禪那的業處

分別是：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捨

隨念、天隨念、死隨念、寂止隨念、四界差別和

食厭惡想。 

如何判斷哪些業處可以證得禪那，哪些只能

證得近行定呢？依所緣的性質來分，有概念所緣

和自性法（究竟法）所緣兩種。凡是只能證得近

行定而不能證得禪那的業處，它們的所緣都有一

個共同的特點——自性法。例如四界差別的四界

（四大種）是自性法，四界中的“地”有硬、粗、

重、軟、滑、輕的特性，但如果作意“土地”的

“地”，則可以證得禪那。為什麼同樣都是“地”，

效果卻不同呢？因為四界的“地”並不是“土地”

的“地”，而是指一切物質所具有的堅硬性。色法

的堅硬性稱為“地界”，這是自性法。如果注意“土

地”的概念，心裏默念“地、地、地”，可以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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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那，不僅可以證得初禪，還可以證得第四禪。 

對於“水”也是如此。如果注意大海的水、

江河的水，或碗裏的水、缽裏的水可以證得禪那。

但如果注意四界的水界——物質的黏結性、流動

性——就不能證得禪那。為什麼呢？因為海水、

江水、河水、溪水等屬於概念法，是可分析的，

不是真實存在的，取水的概念可以證得禪那，但

如果注意色法的黏結性（一切物質之所以能夠成

形而不會離散，是因為其黏結性。它是一種向心

力，不會使物質變成粉塵隨風飄散。黏結性或流

動性是水界的特相），就只能證得近行定而不能成

就禪那。 

所以，十種近行業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所緣都是自性法。而能證得色界禪那的二十六種

業處也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所緣都是概念法。 

例如向一切眾生散播慈愛，在究竟意義（勝

義諦）上並沒有所謂的眾生、人、男人、女人，

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人是概念法，又稱“假名”

或“施設法”(paññatti)，在勝義諦上是不存在的。

借助這些概念法對特定的名色法作標記，給它施

設、安立一個名字，這是男人、女人、佛陀、弟

子等等，被意識認知、標記後，再通過注意這些

概念法來培養定力，就可以證得禪那。但如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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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他們的名色法，把色法再分析為地、水、火、

風等，則是勝義諦的範疇。 

比如大地的“地”是可以分析的，假如把所

有的“地”碎為微塵，那時不能叫做“地”，而

是微塵。如果把這些微塵繼續粉碎，它會成為更

微細的粉塵，再繼續分就是分子、原子、中子等，

在究竟意義上並沒有土地的“地”。但是如果這

樣分析，則不能證得禪那，我們只是取平時所認

定的“土地”的概念，然後專注“地、地、地”，

就可以證得禪那。 

無色定的所緣，有兩種是究竟法，另外兩種

則是概念法。空無邊處定的所緣是概念法，通過

專注無邊的虛空，能證得空無邊處定；但如果專

注遍滿虛空的定心而成就識無邊處定，其所緣則

屬於究竟法。專注於空無邊處定心的沒有而成就

無所有處定，其所緣屬於概念法；之後再專注無

所有處定心的殊勝、寂靜，而成就非想非非想處

定，其所緣則是究竟法。所以無色定的所緣另當

別論。 

為了幫助理解，下面把四十種業處、能成就

的定力及其所緣的性質列於下表，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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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種業處 所證禪定 所緣 

十遍 

地遍、水遍、火遍、風遍、

青遍、黃遍、紅遍、白遍、

光明遍、限定虛空遍 

四種色界禪那 

概念法 

 

十不淨 

青瘀相、膨脹相、膿爛相、

斷壞相、食殘相、散亂相、

斬斫離散相、血塗相、蟲聚

相、骸骨相 

初禪 

十隨念 

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戒隨念、捨隨念、天隨念、

死隨念、寂止隨念 

近行定 自性法 

身至念 初禪 

概念法 

入出息念 四種色界禪那 

四梵住 

慈梵住、悲梵住、喜梵住 前三種禪那 

捨梵住 色界第四禪 

四無色 

空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 無色定 

識無邊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無色定 

自性法 一想 食厭惡想 近行定 

一差別 四界差別 近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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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要證得色界禪那，所緣必須

是概念法，唯有通過專注概念法，才能證得色界

禪那。另外，所有這些概念都是基於色法所形成

的概念。如：紅色是基於色法所形成的概念，黃

色、白色、青色、土地的“地”、河水的“水”、

燃燒的“火”、清風的“風”、光明、虛空等，

都是基於色法所形成的概念。又比如：眾生是基

於色法所形成的概念，屍體也是基於色法所形成

的概念，通過專注這些概念才能證得禪那。 

分析了專注什麼樣的所緣可以證得禪那後，

再來講如何修習特定的業處證得禪那。 

在三十種可以證得禪那的業處中，有些是不

適合沒有定力的人修的，例如四無色和捨無量心。

沒有色界禪那，就不可能證得無色定，所以四無

色可以排除；捨無量心直接證得第四禪，對於沒

有初、二、三禪的初學禪修者來說，也不可能直

接證得捨無量心禪那。 

在所有業處當中，最簡單、最容易下手，而

且能夠成就高深禪定的業處就是入出息念。為什

麼這樣說呢？我們來分析對比一下就明白： 

在三十種禪那業處當中，可以先把四無色定

排除在外；還有十不淨和身至念這十一種只能證

得初禪，不能證得更高的禪那；慈、悲、喜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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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住不能證得第四禪，只能證得初、二、三禪；

剩下的十遍和入出息念這十一種業處可以證得初、

二、三、四禪。 

修習十遍必須準備遍相。例如想要修白遍的

禪修者，先要做一個白色的圓相(ma>Fala,曼陀羅，

即圓的意思)，通過不斷地專注這個白色的圓相，

作意“白、白、白”。等他閉上眼睛，白色的圓相

能清晰地呈現在面前，猶如開眼時一般，稱為“取

相”。再專注取相，當取相變得很潔白、透亮的時

候，稱為“似相”。然後再把似相擴大到一切處而

成就白遍，通過專注白色的遍相而入禪。所以，

想修十遍必須先準備遍相，做一個圓相然後再專

注。 

但是修入出息念就不用另外準備相，閉上眼

睛專注呼吸，呼吸本身就是一種相——“遍作相”

(parikamma-nimitta)，它即是心專注的目標。修十

遍雖然可以證得初、二、三、四禪，但是要做遍

相，修入出息念同樣可以證得初、二、三、四禪，

卻不用做遍相，閉上眼睛乃至睜開眼睛經行時專

注的呼吸就屬於相。所以說修入出息念是最簡單、

下手最容易的方法，並且可以證得很高深的定力，

因此它被歷代的禪定大師們所實踐、所推崇、所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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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出息念 

聖典文句 

在這裏簡單地講一講修習入出息念證得禪那

的方法。 

必須強調的是，修習任何一種業處都有一個

先決條件：要依照佛陀的教導。在巴利三藏的很

多經典中，佛陀都教導修入出息念業處，例如《長

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乃

至《律藏》都有教導。 

修習入出息念的方法在經文裏的記載幾乎都

是一樣的。佛陀這樣說： 

“諸比庫，在此，比庫前往林野，前往樹下，或

前往空閒處，結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置念於面

前。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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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這段經文雖然很短，但佛陀在這裏已經教導

了禪修者從沒有定力直到證得第四禪的方法。不

過，只是依照這段經文，很難瞭解具體的方法應

該怎麼修，但如果結合《清淨之道》等義註的解

釋，其方法和次第就變得清晰明瞭。 

修習前行 

我們先簡單地解釋這段經文。 

“諸比庫”：當時聽法的主要對象。雖然聽眾以

比庫為主，當知在此也包括一切禪修者。 

“在此”：在佛陀的教法中。 

“林野”(arañña)：舊譯為阿蘭若，包括遠離村

莊的森林、郊野。 

“前往樹下，或前往空閒處”：還沒有定力的時

候，應該找一處幽靜、安靜、沒有噪音的地方來

培養定力。 

佛陀曾經說過：“聲音是初禪之刺。”在定力

還很脆弱的時候，對聲音很敏感，聲音會障礙定

力的培養，障礙禪那，所以佛陀要求沒有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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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要在安靜的地方培養定力。 

“結跏趺而坐，保持其身正直”：這是對禪坐姿

勢的要求。    

“結跏趺而坐”：在行、立、坐、臥四威儀當中，

坐姿是最有利於培養定力的。由於行走過於動而

不容易持久地培養定力，站立太久容易疲勞，躺

臥雖然很舒服，但由於過度放鬆，心容易陷於放

逸，也不適合。坐姿是最好的，因為坐姿符合中

道，既不像行走或站立那樣容易疲勞，又不會因

為躺臥太舒適而心生放逸。 

在坐姿中，結跏趺坐是最好的。從外相上看，

盤腿坐姿呈等腰三角形，給人安定、平穩的感覺。

結跏趺坐最好是雙盤，如果不能雙盤就單盤，如

果單盤也不行就散盤，如果散盤還不行的話，一

隻腳在前、一隻腳在後也可以。如果有些人確實

連盤腿都很辛苦，那他坐在凳子上也可以。總之，

坐姿要求坐得安穩與持久。 

“保持其身正直”:“正直”是上身正直，既不

彎著腰，也不挺胸或繃得太直。彎著腰容易造成

胸悶或呼吸不順暢；繃得太直容易疲勞，腰肌容

易酸痛，坐不到一個小時就覺得腰酸背痛。坐著

時上半身要保持自然平直。 

“置念於面前”：把心念建立在鼻孔入口處或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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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上方、人中一帶區域。 

入出息的四個階段 

“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So satova assasati, 

satova passasati)：他的心只是專念於呼吸本身。so

是他；satova 只是念於；assasati入息；passasati 出

息。 

這句話很重要！佛陀提醒禪修者不要注意其

他所緣，只在人中一帶專注入息與出息。 

“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他學:‘我將平

靜身行而出息。’”這部分包括修習入出息念的四個

階段： 

“他只念於入息，只念於出息。” 

這是第一階段——入出息。 

“入息長時，了知:‘我入息長。’ 

出息長時，了知:‘我出息長。’ 

入息短時，了知:‘我入息短。’ 

出息短時，了知:‘我出息短。’” 

這是第二階段——長短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入息。’ 

他學:‘我將覺知全身而出息。’” 

這是第三階段——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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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這是第四階段——微息。 

佛陀在這段經文裏，把禪修者專注呼吸的過

程分為四個階段：入出息——長短息——全

息——微息。 

剛坐下來的時候，由於心比較散動、波動，

還沒有平靜，呼吸也比較粗。由於呼吸比較粗，

禪修者體驗到的呼吸是明顯的，這時就只是注意

入的息、出的息。這稱為專注入出息的階段。 

等禪修者的心稍微平靜時，呼吸有時緩慢一

些，知道這是“長息”；有時稍快一些或明顯一

點，知道這是“短息”。這是專注長短息的階段。 

隨著心越來越平靜，呼吸變得越來越緩慢、

綿長，進入了全息的階段。全息(sabbakāya)，直譯

為一切身。但不要望文生義地理解這裏的“身”，

誤認為“一切身”就是通過全身的毛孔來出氣、

入氣。巴利語“身”(kāya)是聚合的意思。有三種

身：色身，名身，呼吸身。這裏的“身”是“呼

吸身”，而不是色身。“全身”即呼吸從頭到尾的

整個過程。 

全息是呼吸從開始、中間到結尾的整個過程。

隨著定力的提升，呼吸會變得緩慢、綿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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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還是專注入息與出息，未免會因為心不夠細，

不能與此時較綿長的呼吸相應。因此，在全息的

階段應把心再調細一些，對呼吸的整個過程都保

持正念正知，了知呼吸的開始、中間、結尾。在

入息開始時，了知“初”；中間階段了知“中”；

結尾階段了知“後”。對出息也是如此了知。 

微息 

隨著禪修者的心越來越平靜，呼吸也會變得

越來越微細，甚至感覺若有若無、若隱若現，這

個階段稱為微息，即呼吸很微細的階段。正如《清

淨之道》中提到： 

“如其他的業處愈往上[所緣]愈明顯，但此[入

出息念業處]則不然。此[業處]愈往上修習，其[所緣]

愈微細，甚至變成不現起。”(Vm.299) 

此乃入出息念業處的特點——呼吸越來越微

細。其他的禪修業處是越專注對象越明顯，但是

專注入出息則是越專注呼吸越不明顯。假如越專

注呼吸變得越粗，甚至在喘氣，那就有問題了。

越專注呼吸越微細才是正常的。 

依常理分析，當一個人的心平靜時，氣就會

順暢，由於氣順暢，氣血也流暢，於是呼吸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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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這是自然的生理現象。 

隨著心越來越平靜，呼吸越來越微細。到了

微息的階段，很多禪修者反而會感到困惑，認為

呼吸不見了。由於誤以為沒有呼吸，心沒有對象

了，於是不知不覺跑去注意其習慣的對象，心開

始妄想掉舉，或者由於對象不明顯而陷入昏沉。 

如何克服這些現象呢？ 

首先，應肯定微息比入出息、長短息和全息

更好。微息是更高的階段，不是壞事。接受微息，

相信微息比前面幾個階段都好，心就不會困惑。 

其次，應相信自己還有呼吸，而不是沒有呼

吸。只有七種人才沒有呼吸，哪七種人呢？ 

1.母胎裏的胎兒； 

2.潛入水中的人； 

3.無想有情天人； 

4.死人； 

5.入第四禪的人； 

6.已投生到色界和無色界的梵天人； 

7.入滅盡定的人。 

這七種人當中，你哪一種都不是，所以你還

有呼吸，只不過由於呼吸太微細，覺察不到而已。

換言之，由於心太粗了，所以覺知不到呼吸。 

應當怎麼辦呢？是不是進行深呼吸讓呼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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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顯呢？不是！改變呼吸是不可取的！應該讓

心平靜。為什麼在微息階段心容易飄走呢？因為

心與息不平衡。呼吸變微細了，但是心還不夠細，

還沒有達到和呼吸同一個層次、同一個水準；由

於心和對象不平衡，中間有空隙，於是心跑掉了。 

那該怎麼辦呢？這時我們不用去尋找呼吸，

只需把心安住在人中一帶等待呼吸再次出現就可

以。就好像牧童的牛不見了，他不用跑進樹林裏

去找牛，只需在有水的池塘邊等待，等牛走出來

喝水時再把它牽回就可以。或者把心調細，讓心

平靜下來，只安住在鼻前。又或者把心投入到人

中區域的微息中，猶如把一塊晶瑩剔透的冰塊放

到一個晶瑩剔透的水杯裏，然後看著杯子裏的冰

塊一樣。同樣地，當呼吸很微細的時候，把心安

住在人中一帶就可以，不用改變呼吸，如此保持

下去。 

在微息階段，既不用去注意呼吸的進與出，

入出息已經不重要了，也不用注意呼吸是有或無，

有或無也不重要了，只需把心安住在這裏就可以。

不要懷疑自己沒有呼吸，這個階段的呼吸是綿綿

密密、若隱若現的。假如我們把手放在人中的位

置，還是可以感覺到一團暖暖的氣，這就是“息”。

當然，並非真的要你用手去試，而是要你相信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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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氣息在就可以了。 

微息階段既是一個比較難覺知的階段，又是

更容易讓心安定、平靜的階段。說比較難覺知是

因為稍微把握不好，心和呼吸失去平衡，或誤以

為沒有呼吸，妄想就容易乘虛而入。而說更容易

讓心安定、平靜是由於呼吸很微細，心也調得很

細，心息平衡，定力就很容易被培養起來。 

能夠這樣讓心安住在人中一帶持續地專注微

息，這個階段就是“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入息。’

他學:‘我將平靜身行而出息。’” 

 

這四個階段只是一個大概的過程，在實際禪

修中，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調整。並非每一

位禪修者在修習過程中都必然要經過這四個階段，

不一定沒有經過長短息就不能進入全息，沒有經

過全息就不能進入微息階段，不是這樣的。在實

際修習中，個別禪修者閉上眼睛專注入出息不久，

呼吸就變得很微細，甚至找不到呼吸，這時可以

直接進入微息階段。所以不要生搬硬套，應根據

呼吸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處於哪個階段。 

禪修者專注呼吸的過程中，如果呼吸一直都

很明顯，則可以按照這四個階段逐漸過渡。假如

專注呼吸很長一段時間，呼吸還沒有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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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以下決心：“讓我的心平靜下來！”然後進入

第四個階段。當然，最好的辦法是讓呼吸自然而

然地變平靜、微細，自然地進入微息階段。 

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去改變它、造作它。剛

開始禪坐時呼吸很粗，這時知道呼吸很清楚，不

要刻意讓呼吸變緩慢。刻意讓呼吸變緩慢，甚至

憋氣憋到臉紅耳赤，這是不可取的！也不要在呼

吸變得緩慢的階段，用加深呼吸的方法使呼吸變

明顯。一定要保持自然的呼吸，無需調息，只需

調心就可以了。 

光與禪相 

善巧、具念與正知的禪修者，通過專注呼吸

而提升定力。當定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時，禪修者

能夠體驗到光。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禪修者體

驗到的光是出現在臉部或者面前，有的出現在右

側或左側，有些人感覺它像煙、像霧。這些只能

稱其為光，還不是“禪相”。 

光的出現既是好現象，也可能有不良影響。

為什麼說是好現象呢？因為隨著定力的提升，光

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說，光的出現是定

力提升的標記，它可以增強自己對禪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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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光的出現為什麼會有不良影響呢？因為

心可能會執著它，甚至玩弄它。光剛出現的時候，

心通常會感到好奇而去注意它。有些人天生愛幻

想，想像力比較豐富，或者信仰某一類神鬼、佛

菩薩等等，當他的定力提升到某個階段時，由於

正念不強，心會變現出一些影像，於是他會說“我

看見佛菩薩”、“我看見師父”、“我看到美好

的景象”等等，這些都是不好的！ 

應該怎樣處理呢？光不等於禪相，光是光，

禪相是禪相。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呢？只要是出

現在面前，或者籠罩著頭部，總之遠離鼻頭、人

中一帶的光，那只是光。禪相只會出現在人中這

一帶，並且是由呼吸變成的。只有禪相才是修入

出息念專注的目標，如果是光則不用理睬它。 

隨著定力的提升，有些禪修者會發現面前的

光很刺眼、耀眼，他的心不知不覺地跑去注意光。

為什麼呢？因為呼吸變微細後，所緣就不明顯，

而光又很亮、很明顯，於是心容易跑去注意明顯

的對象。由於外面的光是不穩定的，心注意不穩

定的對象而沒有守護好業處，心飄走了，定力也

可能會退失，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不用去理會光，還是持續地守護好業處，

就像開店的老闆守護自己的店子一樣。如果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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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演，他很想走出去觀看，但是離開了店子，

裏面的東西可能會被偷，所以不用去管它們，仍

然守好自己的店子就可以。同樣地，如果外面的

光很耀眼，或者看見一些影像，或者身心體驗到

輕安、愉悅的覺受，都不用去管它們，只守護好

自己的業處，堅守住呼吸就可以了。 

隨著定力的提升、正念的加強，禪修者不久

就能體驗到光出現在人中這裏。光剛開始出現在

這裏的時候，它可能跟呼吸還是若即若離，這時

還不用去注意它，還是繼續專注呼吸。直到呼吸

變成了光，光變成了呼吸，這個時候的光才叫做

“禪相”。禪相，巴利語 nimitta，意思是標記、標

誌，它既是定力提升的標記，又是心通過專注它

而證得禪那的對象。 

禪相是怎樣產生的呢？擁有定力的心是一種

殊勝的善心，這種善心能夠產生許許多多代的心

生色法，由殊勝的心產生的心生色法也很殊勝。

心生色法裏的顏色是明亮的，而由這些心生色法

裏的火界所產生的時節生色，其顏色也是明亮的。

於是，心生色法和時節生色法裏面明亮的顏色，

被禪修者體驗為光。 

在《增支部》裏有五篇經文提到有四種光： 

1.月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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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陽光； 

3.火光——包括人為的燈光和大自然的火光

等； 

4.智慧之光——修習止、觀產生的光。 

禪修的時候，由於定力提升而體驗到的光叫

做“智慧之光”，它主要是由心產生的。專注呼

吸時出現的禪相就是這樣產生的。 

有三種禪相，依次是： 

1. 遍作相(parikamma-nimitta)； 

2. 取相(uggaha-nimitta)； 

3. 似相(pa�ibhāga-nimitta)。 

什麼是遍作相？呼吸本身是遍作相；專注呼

吸時，鼻頭這一帶也稱為“遍作相”。 

什麼是取相？隨著定力的提升，在接觸點這

一帶出現猶如煙、霧，或者如白雲、棉花一般的

光，稱為“取相”。 

什麼是似相？隨著定力的提升，出現在接觸

點的光明像太陽光，或者像寶石、珠寶、珍珠、

明月、晨星，這樣的光稱為“似相”。 

取相的光明通常不是很明亮、晃耀，但似相

是很明亮、穩定的，它比取相要明亮百倍、千倍。 

雖然大家修習的都是入出息念，但是每個人

所體驗的禪相卻不盡相同。為什麼呢？因為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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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想而生，是概念法，不同人的心想不同，所

以禪相也不同。有些禪修者的禪相呈現為白光，

有些禪修者的禪相是藍色的、紫色的、紅色的、

黃色的……沒有絕對的標準。不要分辨禪相的顏

色和形狀，更不要玩弄禪相。只要確定它是禪相，

一心專注它就夠了。 

禪相剛開始出現在人中一帶的時候，如果還

不明亮或不穩定，就不用管它，還是繼續專注在

呼吸上。直到發現呼吸就是光，光就是呼吸，光

和呼吸完全融合在一起，這時才轉為專注禪相。

最好的辦法是持續地專注呼吸，直到心不知不覺

地專注在禪相上。 

在“取相”階段，光還不是太明亮，可能像

白雲或棉花一樣。只要持續地專注下去，專注越

持久，光就會越來越明亮、越來越晃耀，最後變

為“似相”。禪修者通過專注似相而證得近行定

與安止定。 

近行定與安止定 

近行定與安止定的分界不是太明顯。由於禪

支還沒有被培養到強有力的程度，偶爾還會落入

有分，這個階段稱為“近行定”。當禪支被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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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強有力，心可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安住、投入

於禪相之中，稱為“安止定”。 

什麼是“落入有分”呢？禪修者在專注禪相

的時候，突然感覺有一瞬間心和所緣完全空白，

有些人描述為落入“無記”的狀態，有些人描述

為“能所雙泯”。當他清醒過來後回憶道“剛才

一切都空了”。這就是落入有分。 

為什麼會“落入有分”呢？因為他的定力還

不夠強有力，就像小孩子剛學走路時經常會跌倒

一樣。 

如何才能克服落入有分呢？必須提升正念和

精進力，同時不斷地練習入禪。通過不斷的修習，

專注力越來越強，定力越來越穩固，心也越來越

善巧純熟，於是可以長時間地把心安住在似相中

而成就安止定。 

 

三、證得初禪 

剛證得禪那時，由於定力還不穩定，經常會

落入有分，有時候也可能從定中退出來。為此《清

淨之道》教導，要讓禪那更穩固，在這個階段很

重要的是不應該經常檢查判斷，而應該練習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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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安住在定中。 

五禪支 

當禪修者可以持續地專注似相一個小時、兩

個小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業處老師通常

會教他查位於心所依處的“有分”(bhava6ga)。有

分像一面鏡子，可以反映出所看到或所專注的目

標。當禪修者查到有分之後，就在有分裏查禪支。 

禪支，巴利語 jhāna6ga。jhāna 音譯為禪那； 

a6ga 是組成部分、因素；構成禪那的因素稱為禪

支。禪那屬於一種心，禪支其實是五種心所。 

初禪有五禪支，分別是： 

1. 尋(vitakka)——把心投入似相； 

2. 伺(vicāra)——心繼續地思惟似相； 

3. 喜(pīti)——心喜歡似相； 

4. 樂(sukha)——心體驗似相的快樂； 

5. 一境性(ekaggatā)——心只專注於似相。 

這五禪支都是心和似相（禪那所緣）的關係，

它們整體被稱為“初禪”，即第一種禪那。 



《沙門果經》講義   

344 

禪那的定義 

什麼是禪那呢？《清淨之道》用兩種含義來

解釋： 

1.“專注所緣故為禪那”(Āramma>ūpanijjhānato 

jhāna%)。心極專注所緣的狀態稱為禪那。 

2.“燒盡敵對法故為禪那”(Paccanīkajhāpanato 

jhāna%)。paccanīka 是敵對法，特指五蓋；jhāpana

是燒。由於燒盡了稱為敵對法的五蓋，故稱為禪

那。 

這是從詞源學上分析禪那的兩種含義。 

聖典文句 

當禪修者成就初禪時，就如佛陀所說的： 

“So vivicceva kāmehi, vivicca akusalehi dhammehi 

savitakka% savicāra% vivekaja% pītisukha% pa�ham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 

“他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

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 

“欲”：五蓋之一的欲貪。 

“不善法”：指五蓋，或指除了欲貪之外的其餘

四種蓋。 



第八講  成就初禪  

345 

“離諸欲，離諸不善法”(vivicceva kāmehi, vivicca 

akusalehi dhammehi)：初禪已經遠離了包括欲貪在

內的諸不善法，或者說禪修者證得初禪時已經鎮

伏了五蓋。 

“有尋、有伺”(savitakka% savicāra%)：初禪的兩

種禪支。 

“離生喜、樂”(vivekaja% pītisukha%)：遠離五蓋

故為“離”。由於遠離五蓋而生起喜與樂，“喜”

與“樂”也是兩種禪支。 

“成就並住於初禪”(pa�ham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通過遠離五蓋，生起強烈的

喜與樂，其心持續地專注在似相上，達到心一境

性，所以初禪有五種很明顯的心所（禪支）——

尋、伺、喜、樂、一境性。 

禪修者證得初禪時，能體驗到： 

“他此身乃被離生之喜、樂所浸潤、流遍、充滿、

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離生之喜、樂所遍滿。” 

“他此身”(So imameva kāya%)：由四界所成的

業生身。 

“被離生之喜、樂所浸潤”(vivekajena pītisukhena 

abhisandeti)：被遠離五蓋所產生的喜與樂所浸潤。

有五種喜：小喜、剎那喜、繼起喜、踴躍喜和遍

滿喜。這裏是指遍滿喜。樂是樂受，快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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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身被喜樂所充滿、所浸潤，就像灌滿氣的氣

球或者水灌進山洞一樣。“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離

生之喜、樂所遍滿。”(nāssa kiñci sabbāvato kāyassa 

vivekajena pītisukhena apphu�a% hoti) 

初禪的譬喻 

然後，佛陀打了一個譬喻： 

“大王，猶如熟練的洗浴師或洗浴師的學

徒，在銅盆裏撒了洗浴粉後，不斷灑水揉捏，使

此沐浴球內外皆[被水]滲透、浸透、遍滿、濕潤

且不滴下。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乃被離生之

喜、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

何一處不被離生之喜、樂所遍滿。” 

 

這是禪修者成就初禪時就能體驗到的。 

那時，禪修者整個身體都被由遠離五蓋的初

禪喜、樂所遍滿。佛陀將之比喻為濕透了的洗浴

粉（現在用肥皂，古印度用細滑的泥土作洗浴粉）：

灑水使整個洗浴球裏裏外外皆濕透，水滲進整個

洗浴球裏面且不會滴下來。證得初禪時，喜和樂

也滲透全身，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滲透進全身的

每一個細胞。這是初禪的喜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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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這樣說：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

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這種初禪的喜、樂是禪修者通過正確的方法

培養定力，在今生證得禪那時就可以體驗到的，

它比前面的出家之樂更加超越、更加殊勝。 

還有沒有在今生即可以成就的更殊勝的沙門

果呢？我們在下一節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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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第九講第九講第九講  其餘三禪其餘三禪其餘三禪其餘三禪 

我們在上一講學習了修習入出息念直到證得

初禪的方法。禪修者證得初禪時，就如經典中描

述的：“他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

生喜、樂，成就並住於初禪。” 

初禪的樂是禪那之樂，它超越欲界一切由感

官所帶來的欲樂，唯有超越對諸欲的追求才能成

就。對於沒有證得禪那的人，這種樂是不可能想

像出來的，它是禪修者證得禪那時的內心體驗。 

這種樂超越了一般人所追求的顏色、聲音、

氣味、味道、觸覺等粗劣的、感官刺激的欲樂，

以及通過出家而免除債務、責任之樂，也比持戒

的無過失之樂、守護根門的無垢之樂更超越、殊

勝，所以佛陀說：比庫證得初禪，擁有離生喜樂

的初禪是他在今生可以體驗到的，它比之前的沙

門果更加超越、更加殊勝的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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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禪 

除了這種樂之外，還有沒有更高之樂呢？有！

佛陀繼續說： 

“再者，大王，比庫尋、伺寂止，內潔淨，

心專一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就並住

於第二禪。” 

初禪五自在 

比初禪之樂更加超越、更加殊勝的是第二禪

之樂。想要證得第二禪的禪修者必須以初禪為基

礎進一步修習第二禪。但想要達到第二禪的禪修

者，不應在剛剛證得初禪之後，就匆忙去修第二

禪，他先須把初禪練習穩固、穩定，才可修習第

二禪。 

如何讓初禪更穩固、穩定呢？禪修者通過專

注呼吸培育定力，當呼吸變得很微細時，他把心

安住於微息。隨著定力提升，他依次能在業處這

一帶體驗到遍作相、取相和似相。似相穩定後，

再把心投入似相而證得初禪。《攝阿毗達摩義論》

(Abhidhammatthasa6gaha)中說：“確實是通過專注似

相而轉起近行定與安止定。”修行入出息念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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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通過專注似相才能生起近行定以及安止定。 

如果禪修者的似相呈現為光明，當他證得初

禪時，其心完全投入光明中，他的心除了似相之

外，沒有其他的所緣。禪那心是純意門心路，那

時他不會說“我的眼睛看到什麼”、“我的耳朵

聽到什麼”或“我的身體感觸到什麼”，他的心

猶如被光明吸進去一樣，完全融入光明當中。 

剛開始時，他應該練習長時間安住在似相上，

決意入定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乃至更

久。 

當禪修者成就初禪並且有能力辨識初禪的五

禪支後，還必須練習初禪的五自在。它們分別是： 

1.轉向自在: 隨心所欲地把心轉向於諸禪

支。 

2.決意自在: 隨心所欲地進入初禪。 

3.住定自在: 隨心所欲地住於初禪多長時

間。 

4.出定自在: 隨心所欲地按預定時間出定。 

5.省察自在: 隨心所欲地省察諸禪支。 

如何在實修中練習初禪的五自在呢？禪修者

可以先決定自己想要入定的時間，例如三個小時。

當他閉上眼睛專注呼吸時，似相即現起於業處，

他決意：“讓我入定三個小時。”猶如給心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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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命令，決意後即能夠無障礙地把心投入似相並

進入初禪，這稱為“決意自在”。 

在決意入定的三個小時期間，他的心一直安

住在初禪中，不會由於禪支太弱而退出來或者落

入有分，這稱為“住定自在”。 

等他生起一個心念“現在時間到了”，然後

很快地把心轉向於“有分”處的諸禪支，稱為

“轉向自在”。能夠輕易地省察到尋、伺、喜、

樂、一境性，稱為“省察自在”。再睜開眼睛看

時間，正好是三個小時，這稱為“出定自在”。

若能隨其所願、毫無障礙地做到這幾點，即表明

他已經成就了初禪的五自在。 

成就第二禪 

練習了初禪五自在後，他才可以繼續修習第

二禪。如果禪修者還沒有練習初禪五自在就匆忙

上第二禪，就會像佛陀在《增支部·母山牛經》中

講到的那頭愚蠢的母山牛一樣：有一頭母山牛想

爬到山頂上去喝水、吃鮮嫩的草，由於心太急，

在前腳還沒站穩時就提起後腳，結果不僅沒能爬

到山上去喝水、吃草，反而滾了下來。如果初禪

還沒有穩定，還沒有練習初禪五自在，就想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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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二禪，他不僅不能成就第二禪，而且連初禪

也會退失。 

這個譬喻也可以應用在一切修行上。修行應

該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不要在根基不穩時就

匆忙往上衝，這樣不僅不能達到更高的成就，連

已經達到的成就都會退失。所以，想要成就第二

禪的禪修者必須先練習初禪五自在。 

為什麼要省察禪支呢？因為更高的禪那是通

過捨離或去除禪支而成就的。如果禪修者不能省

察到禪支，將很難成就更高的禪那。除非他糊裏

糊塗地覺得“不喜歡這個”而去除，誤打誤撞地

上更高的禪那。確實有這樣一類禪修者，自己上

到哪個禪那都不清楚，只是糊裏糊塗地修行。所

以，修行無論是修定還是修觀，都要依照止觀的

次第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禪修。 

禪修者想要成就第二禪，他應先進入初禪一

段時間，例如一個小時，出定後查五禪支。查到

五禪支後，如此思惟：“由於初禪接近敵對的五蓋，

而且還有尋與伺兩個粗的禪支，所以其禪支弱，

它不如第二禪那樣寂靜、殊勝。”這樣省察後，

他把心再投入似相約五至十分鐘，出定後再查禪

支。這時他會發現五禪支中的尋與伺非常粗劣，

喜、樂、一境性顯得微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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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尋、伺粗劣，喜、樂、一境性微細呢？

因為尋是心投入似相，伺是心持續思惟似相，它

們給禪修者的體驗是動感強。喜是內心的喜悅，

樂是體驗殊勝的快樂，一境性是心很專注。因此，

相對於這三個禪支，尋和伺顯得很粗劣。 

禪修者看到了尋和伺是粗劣的，心自然不會

喜歡它們，於是決意：“讓我捨離尋與伺，進入第

二禪。”去掉尋與伺後，再把心投入似相大約一

個小時，然後再查禪支，這時他會發現已經查不

到尋、伺，只有喜、樂、一境性。如果這時讓禪

修者描述：是喜歡之前有五禪支的初禪，還是現

在這種體驗？他們會說：“現在這種體驗更殊勝！”

因為沒有了尋與伺的攪動，他體驗到更加微妙的

喜與樂。 

聖典文句 

禪修者成就了第二禪，就如佛陀所說的： 

“Vitakkavicārāna% vūpasamā ajjhatta% sampasādana% 

cetaso ekodibhāva% avitakka% avicāra% samādhija% 

pītisukha% dutiy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 

“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

定生喜、樂，成就並住於第二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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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伺寂止”(vitakkavicārāna% vūpasamā)：第

二禪已經止息、捨離了尋與伺。由於這兩個禪支

是攪動的，所以擁有第二禪體驗的禪修者會說初

禪是粗劣的，第二禪更加微妙、寂靜。 

“內潔淨”(ajjhatta% sampasādana%)：內心潔淨。 

“心專一性”(cetaso ekodibhāva%)：內心專注、

專一。 

“無尋、無伺”(avitakka% avicāra%)：第二禪已

經沒有了尋、伺。 

“定生喜、樂”(samādhija% pītisukha%)：與第二

禪相應的定力生起強烈的喜與微妙的樂。 

雖然初禪也有喜與樂，但是由於有更粗的尋

與伺，他體驗到初禪的喜與樂不如第二禪那麼明

顯。第二禪由於沒有了粗劣的尋與伺，喜顯得很

強烈，樂也顯得很殊勝。猶如室內的燈光，雖然

燈光的亮度在白天和黑夜都一樣，但是在黑夜由

於沒有白天時室外太陽光的影響，燈光會顯得更

加明亮。 

“成就並住於第二禪”(dutiy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成就並安住於第二禪。 

初禪是通過捨離五支、成就五支而達成，第

二禪是通過捨離兩支、具足三支而成就。 

初禪捨離的五支為：欲貪、瞋恚、昏沉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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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舉追悔、疑。 

初禪具足的五支為：尋、伺、喜、樂、一境

性。 

第二禪捨離的兩支為：尋、伺。 

第二禪具足的三支為：喜、樂、一境性。 

禪修者成就了第二禪，將能體驗到： 

“他此身乃被定生之喜、樂所浸潤、流遍、

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定生之喜、

樂所遍滿。” 

 

“此身”(imameva kāya%)和“其身”(kāyassa)都

是指他的業生身（色身）。 

“被定生之喜、樂”(samādhijena pītisukhena)：由

第二禪的定力、內心的平靜而成就的喜、樂。初

禪被稱為“離生喜、樂”：由遠離五蓋而產生喜與

樂。第二禪被稱為“定生喜、樂”，比初禪的喜、

樂更加殊勝。 

這一段的意思是： 

他的色身被由定產生的喜、樂所浸潤、流遍、

充滿、遍佈，他的色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這種由

定產生的喜、樂所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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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禪的譬喻 

佛陀接著打了個譬喻說： 

“大王，猶如有湖水從深泉湧出，” 

 

就像在一處很幽靜的山頂上，有一個很深的

湖，湖底下有泉水湧出。 

 

該湖： 

“既無從東方流入之水，又無從南方流入之

水，無從西方流入之水，無從北方流入之水，天

也沒有時時提供足夠的雨水。但從其湖底有清涼

的泉水湧出，使該湖被清涼之水所浸潤、流遍、

充滿、遍佈，該湖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涼之水所

遍滿。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乃被定生之喜、

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

處不被定生之喜、樂所遍滿。大王，這也是比前

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

果！” 

 

佛陀在此用山頂上的深湖作比喻。這深湖裏

面並沒有從其他地方流進來的水，有的只是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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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湧出來的清涼泉水充滿了整個湖。禪修者成就

第二禪時，其喜樂遍佈全身就像這種感覺。這種

定生喜、樂是在今生即可以達到、成就、體驗到

的沙門果，同時也是比之前的初禪之樂更加超越、

更加殊勝的沙門果！ 

 

二、第三禪 

除了這種今生即可以體驗到的沙門果外，還

有沒有更加超越、更加殊勝的沙門果呢？有！佛

陀接著說： 

“再者，大王，比庫離喜並住於捨，念與正

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

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禪。” 

 

佛陀繼續談到可以通過成就第三禪來達成更

高的沙門果。 

成就第三禪 

如何成就第三禪呢？必須以初禪、第二禪為

基礎，在第二禪的基礎上成就第三禪。就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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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禪那樣，禪修者練習了第二禪五自在後，依

次進入初禪、第二禪。在第二禪住定大約一個小

時，出定並查到喜、樂、一境性三個禪支後，如

此思惟：“第二禪接近敵對的尋與伺，而且還有喜

的激動；喜是粗的，所以禪支也弱，它不如第三

禪那麼殊勝、寂靜。”如此思惟後，他再把心投

入似相大約五到十分鐘，然後再查第二禪的三個

禪支，他將發現其中的喜禪支是很粗的。對比起

樂和一境性，喜被禪修者體驗為內心的激動。於

是他決意“捨離喜禪支，進入第三禪”，把心再投

入似相，練習進入第三禪。 

如果這時去問剛成就第三禪的人：“是之前的

第二禪更加殊勝，還是現在捨離了喜的體驗更加

殊勝？”他們會說：“捨離了喜的體驗更加殊勝！”

為什麼呢？因為第二禪還有粗的喜在激蕩著，第

三禪連喜都沒有了，只有純粹的樂，這種樂被形

容為世間的“最上樂”或者“至上樂”。世間上最

高的樂受是第三禪之樂，因為到了第四禪就連樂

受也沒有了，只有平靜的捨受。所以，從樂受上

來說，第三禪連喜悅都被平息了，只有純粹的內

心之樂。 

當禪修者可以進入第三禪之後，他應該練習

長時間把心安住於第三禪，例如三個小時、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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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乃至更久，使第三禪更加穩固、持久。 

聖典文句 

成就了第三禪的禪修者，將能體驗到佛陀所

說的： 

“Pītiyā ca virāgā upekkhako ca viharati sato sampajāno, 

sukhañca kāyena pa�isa%vedeti, ya% ta% ariyā 

ācikkhanti - upekkhako satimā sukhavihārī’ti, tatiy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 

“離喜並住於捨，念與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

者們所說的：‘捨、具念、樂住。’成就並住於第三

禪。” 

“離喜”(pītiyā ca virāgā)：捨離了喜禪支。 

“住於捨”(upekkhako ca viharati)的“捨”是指

禪那捨(jhānupekkhā)，是內心的中捨、平等。在初

禪和第二禪中，捨雖然也發揮了征服尋伺等的作

用，但不明顯。在第三禪當中，捨不被尋伺等所

征服，作用很明顯。 

“念與正知”(sato sampajāno):“念”指正念，

作用是不忘失所緣。“正知”指心的明瞭、清楚，

特點是無癡。 

為什麼在第三禪中特別提出念與正知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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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把一頭未斷奶的小牛犢和它的母牛分開，只要

稍不注意，小牛就會跑回母牛身邊。同樣地，第

三禪之樂雖然已經捨離了喜，但若不以念與正知

去守護，樂又會不知不覺地跑去跟喜相應。同時，

人心總是習慣染著於樂的，只有通過念與正知的

威力，才不至於染著極微妙的第三禪之樂。所以，

在第三禪特別提出了念與正知。 

“以身受樂”(sukhañca kāyena pa�isa%vedeti)：雖

然成就第三禪的人並沒有“我要享受第三禪的微

妙之樂”的意欲，但他的名身（心與心所）自然

與樂受相應。同時，由樂受相應之心產生的心生

色法也遍佈、遍滿入禪者的全身，其色身也體驗

極微妙之樂。 

“正如聖者們所說的：‘捨、具念、樂住。’”(ya% 

ta% ariyā ācikkhanti - upekkhako satimā sukhavihārīti)：

第三禪是佛陀等聖者們所宣說、開示、分別、闡

明、說明、讚歎的。 

入第三禪者之心即使對最上微妙之樂也能保

持中捨，不被該樂所牽引。為防止喜的生起而現

起的念為“具念”。他的名身體驗到聖者們所讚

歎、所經常安住的無雜染之樂，所以值得讚歎。

因為值得讚歎，所以聖者們這樣讚歎第三禪的功

德說：“捨、具念、樂住。” 



《沙門果經》講義   

362 

“成就並住於第三禪”(tatiy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成就、達到、證得第三禪。 

第三禪的譬喻 

佛陀接著用譬喻來描述第三禪： 

“他此身乃被離喜之樂所浸潤、流遍、充

滿、遍佈，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離喜之樂所遍

滿。 

大王，猶如在青蓮花池、紅蓮花池或白蓮花

池中，有一些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在於水

中，長於水中，沒長出水面，泡在水中養育，從

其頂部到根部皆被清涼之水所浸潤、流遍、充

滿、遍佈，沒有任何的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

不被清涼之水所遍滿。同樣地，大王，比庫此身

乃被離喜之樂所浸潤、流遍、充滿、遍佈，其身

沒有任何一處不被離喜之樂所遍滿。大王，這也

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

門果！” 

 

佛陀用生長在蓮花池中的蓮花來比喻第三禪

之樂。一朵還在水中生長的蓮花，整株都被清涼

的水所浸潤。同樣地，禪修者成就了第三禪，其



第九講  其餘三禪  

363 

業生身也被離喜之樂所浸潤、所充滿。 

第三禪之樂又比第二禪之樂更加殊勝。初禪

是離生喜樂，第二禪是定生喜樂，第三禪叫離喜

妙樂。已經捨離了喜的純粹之樂是第三禪之樂。 

第三禪通過捨離一支、具足兩支來達成的。

捨離一支為捨離喜，具足兩支為樂與一境性。所

以第三禪有兩個禪支：樂與一境性。 

禪修者體驗到第三禪的離喜妙樂，這種樂又

比之前的初禪、第二禪之樂更加超越、更加殊勝。 

 

三、第四禪 

還有沒有比這更加超越、更加殊勝的今生可

以證得、達成、體驗到的沙門果呢？有！佛陀繼

續說： 

“再者，大王，比庫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

的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

就並住於第四禪。” 

 

在這裏，佛陀指出第四禪是比之前更加殊勝

的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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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第四禪 

如何成就第四禪呢？他必須先熟練第三禪的

五自在，在此基礎上成就第四禪。他先依次進入

初禪、第二禪、第三禪，在第三禪住定大概一個

小時，出定並省察到樂、一境性兩個禪支後，如

此思惟:“第三禪接近敵對的喜，同時樂禪支是粗

的，所以禪支也弱，它不如第四禪那麼寂靜、殊

勝。”如此思惟後，再把心投入似相大概五到十

分鐘，然後再查第三禪的兩個禪支。這時他將發

現樂禪支變得很粗，於是決定捨離樂
14

，進入更寂

靜、更殊勝的第四禪。 

如果這時去問剛進入第四禪的人：“是之前

的第三禪更殊勝，還是現在沒有了樂受的定境更

殊勝？”他們會說現在的定境更加殊勝、微妙。

因為第四禪的受是捨受，對比第三禪的樂受，捨

受更加寂靜、平靜，連樂都沒有了，內心只有完

全的平靜和專注。所以，第四禪有兩個禪支：捨、

一境性。 

禪修者可以進入第四禪之後，應練習長時間
                                                             

14
 從心所的角度來說，則是把樂受平息下來。因為受心所是遍一

切心的心所，不可能被去除掉。第四禪禪心也有受心所，其受為

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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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安住於第四禪，例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乃至更久，使第四禪更加穩固、堅固、持久。 

聖典文句 

成就第四禪的禪修者，將能體驗到佛陀所描

述的： 

“Sukhassa ca pahānā dukkhassa ca pahānā, pubbeva 

somanassadomanassāna% attha6gamā 

adukkhamasukha% upekkhāsatipārisuddhi% catutth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 

“捨斷樂與捨斷苦，先前的喜、憂已滅沒，不苦

不樂，捨、念、清淨，成就並住於第四禪。” 

“捨斷樂與捨斷苦”(sukhassa ca pahānā dukkhassa 

ca pahānā)：這裏的“樂”是指身的樂受，“苦”是

指身的苦受。在第四禪中已經沒有身受的樂和苦。 

“先前的喜、憂已滅沒”(pubbeva somanassa- 

domanassāna% attha6gamā)：“喜”是指心的樂受，“憂”

是指心的苦受。身心的樂受與苦受，在之前的階

段已經被捨離了。 

“不苦不樂”(adukkhamasukha%)：第四禪沒有苦、

憂、喜、樂，內心只有平靜的捨受。 

“捨、念、清淨”(upekkhāsatipārisuddhi%)：由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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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念的清淨。第四禪中的念極清淨，此念的

清淨是由捨所致，而非其他，所以說“捨、念、

清淨”。 

“成就並住於第四禪”(catuttha% jhāna% 

upasampajja viharati)：禪修者達到、成就、安住於

被稱為“捨念清淨”的第四禪。 

雖然第四禪不能用樂受來形容，但此時內心

更加平穩、寂靜，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第四禪又

比第三禪的離喜妙樂更超越、更殊勝。 

第四禪的譬喻 

佛陀繼續用譬喻來形容第四禪： 

“他此身乃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滿而坐

著，其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

滿。 

大王，猶如有人用白布披著頭而坐著，其身

沒有任何一處不被白布所遍滿。同樣地，大王，

比庫此身乃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滿而坐著，其

身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清淨、潔淨之心所遍滿。 

 

這個比喻是指一個剛洗完熱水澡的人，用乾

淨的白布裹頭坐著，這整塊白布都被他身上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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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熱能所遍佈、滲透。在此比喻禪修者成就

第四禪時，樂受已經沒有了，只有內心的潔淨、

清淨。這種潔淨、清淨之心充滿全身，其身沒有

任何一處不被這種清淨之心所遍滿著。 

 

有了第四禪體驗的禪修者會覺得它比前面三

種禪那更微妙，這種微妙可以從專注的所緣和禪

修者內心的體驗來說。以入出息念為例： 

在初禪時，似相很光明、晃耀；到了第二禪，

似相同樣很光明、晃耀，但被禪修者體驗為更穩

固；到了第三禪，似相也是很光明、晃耀、穩固，

禪修者會感覺光和心完全融在一起，分不出什麼

是心、什麼是光；到了第四禪，禪修者體驗到的

似相好像有無窮的生命力，很晶瑩剔透，更加內

在。這是從所緣上說的。 

從初禪到第四禪，心專注的所緣愈來愈殊勝，

內心的體驗更是如此。初禪很快樂，有強烈的喜

和樂，但由於心還需要不斷地投入似相，感覺心

還是攪動的。只擁有初禪體驗的人，不一定能夠

分別出來。有了第二禪體驗後，他會發現初禪是

粗的；有了第三禪體驗後，他會發現第二禪也是

粗的；而有了第四禪體驗之後，他會發現連第三

禪的樂都很粗。心越往上越寂靜、越微妙、越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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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所以第四禪也比之前的體驗更加殊勝。 

 

於是佛陀說：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

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至此，佛陀解釋了色界的四種禪那。成就這

些禪那並不是通過改變所緣，而是通過捨離禪支

來達成。 

 

四、無色定 

其他業處 

禪修者成就入出息念的初、二、三、四禪後，

可以轉修其他業處繼續培養定力。在四十種業處

中，能成就初禪到第四禪的有十一種，入出息念

只是其中一種。他可以通過專注地的遍相來修習

地遍，再把地的遍相擴大到一切處，成就初、二、

三、四禪。或者修習水遍、火遍、風遍、青遍、

黃遍、紅遍、白遍、光明遍和限定虛空遍。這十

種遍業處都可以次第成就色界的四種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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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通過轉換所緣（業處）來成就初禪到第

四禪的方法。 

此後，他還可以通過十遍中的前面九種遍（限

定虛空遍除外）來成就四種無色定。無色定不能

通過入出息念或者慈、悲、喜、捨而證得，必須

通過遍業處來成就。雖然佛陀在這篇經文裏沒有

直接提到四無色定，但是想成就後面更殊勝的沙

門果，必須先成就四無色定。特別是想成就神通

的禪修者，沒有無色定是不可能成就的。 

佛陀談到第四禪時，通常也包括四無色定。

例如佛陀在解釋八支聖道的正定時，雖然只提到

四種色界定，而沒有提及四無色定，但是第四禪

其實已包括了四無色定。因為第四禪的禪支是捨、

一境性，四種無色定的禪支也都是捨、一境性，

它們的禪支是一樣的，所以依禪支來分，無色定

也包括在第四禪中。 

色界定通過捨離禪支而成就，無色定則是通

過轉換所緣來成就。在此簡單地講解如何依地遍

的第四禪來成就四種無色定。 

四無色定 

想成就無色定的禪修者，先思惟色法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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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患：因為色法的緣故，人與人之間才會有拿棍、

拿刀等戰爭、爭吵，才會有頭疼、眼痛、耳痛、

手疼、肚子痛等數千種疾病；但是在無色界中全

無此事。 

思惟了色法的過患後，取地遍的遍相為所緣，

依次進入初、二、三、四禪，從第四禪出定後，

再思惟第四禪的過患：“此第四禪是以我所厭惡的

色法為所緣，它接近敵對的第三禪之樂，不如空

無邊處定那麼寂靜。”於是擴大地遍的遍相至一

切處或隨意的程度，然後專注原先地遍所觸及的

無邊空間來去除遍處色，作意“虛空、虛空……”

或“無邊的虛空、無邊的虛空……”，如此成就“空

無邊處定”。如果不能做到這樣，也可以去尋找地

遍遍相裏的空隙，如同尋找皮膚上的毛孔一樣。

看到空隙之後，再把空隙擴大，乃至無邊無際。

此時，地的遍相已經沒有了，剩下的只是無邊的

虛空。將心安住於空無邊處，持續一段很長的時

間。 

成就並熟練空無邊處定的五自在後，可以繼

續修習識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的“識”是指空

無邊處定的定心（禪那心）。想成就識無邊處定的

禪修者無需再專注無邊的虛空，而是專注遍滿虛

空的心來成就。他從空無邊處定出定後，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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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空無邊處定接近敵對的第四禪，它不如識無

邊處定那麼殊勝。”於是取遍滿無邊虛空的心，

作意“識、識……”或“無邊的識、無邊的

識……”，從而成就“識無邊處定”。 

成就識無邊處定之後，想修習無所有處定的

禪修者從識無邊處定出定，思惟：“這識無邊處

定接近敵對的空無邊處定，它不如無所有處定那

麼寂靜。”於是專注於空無邊處定心的不存在，

作意“空、空……”、“無、無……”或“遠離、

遠離……”，從而成就“無所有處定”。 

想成就非想非非想處定的禪修者，從無所有

處定出定後思惟：“這無所有處定接近敵對的識

無邊處定，它不如非想非非想處定那麼寂靜。”

於是作意無所有處定的“寂靜、寂靜……”來成

就非想非非想處定。 

以上是簡單介紹四無色定的修習方法。唯有

已成就了遍業處四種色界禪那的禪修者，才能夠

次第地修習四無色定。 

禪修者成就這八定之後，在此基礎上可以引

導其心去修觀，以及修習神通。我們在下一講再

來學習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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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第十講第十講第十講  七世間智七世間智七世間智七世間智 

我們在上一講討論了禪修者通過培養定力而

成就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定。接著，佛陀教

導禪修者在擁有定力的基礎上轉修維巴沙那。 

 

一、觀智 

佛陀說：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則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 

定力的八種素質 

佛陀在此教導禪修者培養觀智——這裏的

“智見”(ñā>adassana)指“觀智”(vipassanāñā>a)。想

要擁有觀智，其心需要具備八種素質——得定、

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

業、住立不動——然後才引導心來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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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如此”(So eva% cite):“他”指已經證得

第四禪的禪修者。“心”指色界心、禪那心。“如

此”指次第證得初、二、三、四禪。 

“得定”(samāhite)：擁有第四禪的定力。 

“清淨”(parisuddhe)：第四禪由於捨、念而清

淨故為“清淨”。 

“明淨”(pariyodāte)：其心極光明清淨。 

“無穢”(ana6ga>e)：通過破除樂等諸緣而破壞

了貪等的垢穢。 

“離諸隨煩惱”(vigatūpakkilese)：垢穢能污染其

心，以無垢穢故而離諸隨煩惱。 

“柔軟”(mudubhūte)：心已得自在。 

“適合作業”(kammaniye)：因為柔軟而適合做

任何的事情。 

在此，“柔軟”和“適合作業”可以連在一

起講。如同金匠想打造金器，生金是不可能隨心

所欲地被加工的，金匠必須把這塊生金放進爐火

中冶煉，使其變得柔軟，然後可以隨自己的意願

打造各種金器。同樣地，擁有定力的心是柔軟的，

他想讓心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又如雕塑家想塑造人像，或者製造任何器皿，

一塊硬泥塊是不能隨心所欲地被塑造的。他應先

把泥打濕、揉搓，直到泥土變得柔軟，才能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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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地塑造各種人像或器皿。同樣地，一個人的

心僵硬時，做什麼都非常吃力，而擁有定力的心

是柔軟的，在此前提下把心導向於想要做的事，

想做什麼都可以達成，這稱為“柔軟”和“適合

作業”。 

“住立不動”(�hite āneñjappatte)：“住立”：其心

安住於清淨；“不動”：不動搖。其心不容易動搖、

晃動，可以達成專注。 

又可以這樣說： 

第四禪的定力為“得定”。 

遠離欲貪等諸蓋為“清淨”。 

超越尋、伺等為“明淨”。 

已沒有了證得禪那的種種障礙（欲貪、瞋恚

等）為“無穢”。 

已離欲貪等心的隨煩惱為“離諸隨煩惱”。 

心得自在為“柔軟”。 

能清楚地取名色法為所緣為“適合作業”，即

把心轉向於觀智。 

能圓滿修習觀智，其心處於殊勝的狀態為“安

住不動”。 

“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 (ñā>adassanāya citta% 

abhinīharati abhininnāmeti)：為了讓觀智生起，出定

之後讓心傾向於它，轉向於它，導向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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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修觀 

“他如此了知:‘此身有形色，由四大種所

成，由父母所生，由飯麵所長養，是無常、塗抹、

按摩、破壞、破散之法。且我此識依於此，繫著

於此。’” 

 

“此身有形色……破滅之法。”：取色法為目標。 

“且我此識依於此”：取名法及色法為目標。 

這段話可以分為九句： 

“此身有形色”(aya% kho me kāyo rūpī)：身（色

身）。 

“由四大種所成”(cātumahābhūtiko)：色身由地、

水、火、風四大種（四界）所造。 

“由父母所生”(mātāpettikasambhavo)：色身以父

母為緣，在結生時結生心執取由父精母卵所凝成

的受精卵為身體，因此心識得以住立。 

“由飯麵所長養”(odanakummāsūpacayo)：由米

飯、麵食等滋養才能夠成長。 

“無常法”(aniccadhammo)：以有已即無之義為

無常法。 

“塗抹法”(ucchādanadhammo)：為了驅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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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出來的臭味而塗上香水為塗抹法。 

“按摩法”(parimaddanadhammo)：為了消除手足

肢體等的病痛而需要按摩為按摩法。 

“破壞、破散之法”(bhedana viddha%sana- 

dhammo)：即使如此保護、愛護身體，它最終還是

要毀壞和離散，這是它的本質。 

其中的六句——1.此身有形色；2.四大種所

成；3.父母所生；4.飯麵所長養；6.塗抹；7.按

摩——是指色身的生起。 

另外三句——5.無常；8.破壞；9.破散——

是指壞滅。這句話是指身體（色身）的生滅，如

此觀照其生滅。 

“且我此識依於此”(idañca pana me viññā>a% 

ettha sita%)：“識”特指修觀的心。“此”是指四大

種所成之身。“我此識依於此”是指修觀之心必須

依靠包括心所依處在內的色身。 

“繫著於此”(ettha pa�ibaddha)：心識不能夠離開

身體而獨存。 

在五蘊世間中，包括欲界和色界的所有心識

都不能離開色法（物質）而單獨存在。為什麼呢？

因為在五蘊世間，心識必須依靠依處才能生起和

存在。眼識依眼淨色，耳識依耳淨色，鼻識依鼻

淨色，舌識依舌淨色，身識依身淨色，此五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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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依靠五根（五種淨色）而生起，意識必須依靠

心所依處而生起。所有這些依處都是色法。即使

禪修者證得無色定，只要他是在五蘊世間，其無

色定心還是要依靠心所依處生起，除非死後投生

到無色界梵天，那時的心才沒有依處色。欲界和

色界的有情，一切心識活動都要依靠色法而生

起。 

心識不僅要依色法生起，而且還取色法為目

標（所緣）。眼識看到的顏色，耳識聽到的聲音，

鼻識嗅到的氣味，舌識嘗到的味道，身識觸到的

冷、暖、硬、軟、痛、舒服等，無一不是色法。

即使意識想到的，極大部分仍然是色法。 

修觀的譬喻 

“大王！猶如紅寶石，美麗、天然，具有八

面，經過精雕細琢，晶瑩、透明、無瑕、具足一

切品質，有條青色、或黃色、或紅色、或白色、

或淡黃色之線穿過其中。若具眼之人把它放在手

中即能觀察:‘這顆紅寶石美麗、天然，具有八

面，經過精雕細琢，晶瑩、透明、無瑕、具足一

切品質，有條青色、或黃色、或紅色、或白色、

或淡黃色之線穿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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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大王，比庫之心如此得定、清淨、

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

立與不動時，則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他如此了

知:‘此身有形色，由四大種所成，由父母所生，

由飯麵所長養，是無常、塗抹、按摩、破壞、破

散之法。且我此識依於此，繫著於此。’大王，

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

見沙門果！” 

 

在此，“紅寶石”(ma>i ve8uriyo)比喻生於不淨

的身體(karajakàyo)。 

“青色、或黃色、或紅色、或白色、或淡黃色之

線”(sutta% āvuta% nīla% vā pīta% vā lohita% vā odāta% 

vā pa>Fusutta% vā)比喻觀智。 

“具眼之人”(cakkhumā puriso)比喻擁有觀智的

比庫。 

“放在手中即能觀察”(hatthe karitvā 

paccavekkheyya)比喻觀智。 

“線穿過其中”(tatrida% sutta% āvuta%)比喻其觀

智能觀察色身、瞭解色身，又比喻把心轉向於觀

智之後，清晰地了知觸為第五者
15

，或一切心與心

                                                             

15
 觸為第五者

觸為第五者觸為第五者

觸為第五者 (phassapañcamakāna%)：識、受、想、思、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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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觀智，取其為目標來觀照。 

在此，為什麼佛陀說觀智比之前的禪那更加

超越、更加殊勝呢？因為禪那之樂屬於世間之樂，

若禪修者只安住於禪那之樂，他就不可能有更高

的出世間成就，唯有通過修觀（培養智慧）才能

達到更高的成就。 

外道定與佛教定的區別 

有人會問：有些外道強調修定，佛教也強調

修定，外道定和佛教定有什麼區別？ 

答：在佛陀的教法中，佛弟子培養定力和外

道修習禪定是不同的。修定外道所追求的最高目

標就是禪定，他們的定力很強，甚至比很多佛弟

子的定力還要強。據說古印度有些修定外道可以

入定很長時間，七天乃至更久。而在佛教中，禪

定只是作為次第、一個過程、一種工具。在戒、

定、慧三學中，慧是更高的，有慧才能解脫，定

只是產生慧的足處（直接原因）。佛教並不以修定

為最終目標，修定只是一個重要過程。假如一個

人耽著於禪定的殊勝微妙之樂，他就不可能證悟

更高、更殊勝的智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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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純觀乘者 

問：既然觀智才能導向滅苦，那麼可否沒有

定力就直接修觀呢？這類禪修者不是純觀乘者嗎？

慧解脫阿拉漢不是也沒有禪那嗎？ 

答：禪定雖然並非佛教的最終目標，也不能

直接導向滅苦，但是卻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

佛陀教導修行次第時，都講到戒、定、慧。正如

佛陀在《相應部·定經》(Samādhi sutta%)裏這樣說： 

“Samādhi%, bhikkhave, bhāvetha. 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ūta% pajānāti.” 

“諸比庫，應修習定！諸比庫，擁有定力的比庫

能如實了知。”(S.3.5; 4.99; 5.1071) 

什麼才是“如實了知”(yathābhūta% pajānāti)

呢？只有不摻假、不靠觀想、不靠推理、不靠思

辨、不靠猜測，只有如實地照見、觀察、現見到

一切名色法、諸行法的智慧，才稱得上“如實了

知”。這種智慧必須建立在定力的基礎上，所以

《清淨之道》中說定是智慧的近因(pada��hāna)。 

在此必須澄清的是：在巴利三藏中，找不到

任何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佛陀曾經教導過不得禪

那就直接修觀的方法，也找不到類似“純觀乘者”



《沙門果經》講義   

382 

的字眼。同時，在佛陀的眾多大弟子當中，也沒

有一位可以被證明是“純觀乘者”。 

另外，認為“慧解脫阿拉漢沒有禪那”是解

讀上的誤區。佛陀在《中部·積嗒山經》中說： 

“諸比庫，哪種人是慧解脫者呢？在此，有一種

人對那寂靜、解脫、超越於色的無色[定]，他們未能

以[名]身觸而住，及以慧見到後滅盡諸漏。諸比庫，

這種人稱為慧解脫者。”(M.2.182) 

因此，只要還沒有證得四無色定的禪修者，

當他們證悟阿拉漢道果時就稱為“慧解脫者”。 

該經義註解釋說：“慧解脫者即通過慧而解脫者。

他是乾觀者，以及從四種禪那出定後證得阿拉漢的四

種人。以此共有五種。”(M.A.2.182) 

也即是說，慧解脫者依其所證得的定力可以

分為五種：四種色界禪那以及欲界近行定。其中，

尚未證得禪那即直接以欲界近行定為基礎修觀者，

該義註稱為“乾觀者”(sukkhavipassako)，《清淨

之道》則稱之為“純觀乘者”(suddhavipassanā- 

yānika)。 

所以，不得禪那直接修觀的方法並沒有受到

巴利聖典的支持，義註則依其可能性而稱這類禪

修者為“乾觀者”或“純觀乘者”。 

沒有禪定滋潤的乾慧就像鈍口的斧頭，想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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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顯得非常吃力；得到禪定支持的觀智猶如鋒

利的斧頭，可以輕鬆的砍伐大樹。沒有禪定滋潤

的乾慧就像視力不好的眼睛（近視眼）看不清遠

處的事物；得到禪定支持的智慧猶如明亮的眼睛，

能看清遠近的事物。所以佛陀在此經中說：“當他

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

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則引導其心轉向於智

見。” 

定乃慧的近因 

培養強有力的定力後，禪修者的心是柔軟的、

適合作業的，以此來清晰地照見諸行法，再觀照

諸行法的無常、苦、無我。如此培養觀智，通過

觀智來斷除煩惱。所以，禪修者培養定力是一個

過程，此過程以培養觀智為更高的目標。因此佛

陀說觀智比成就定力更殊勝。 

從感受上來說，進入禪那是很舒服的。在修

觀時，觀照一切行法只是生滅、只是壞滅，從而

不會再取樂於極快速生滅的諸行法。 

若想成就殊勝智見就必須培養觀智。因為有

了定力才把心導向於觀智，所以佛陀把觀智放在

禪定之後，是比禪定更加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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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佛陀在這裏也強調觀智是在今生需要

培養的，是今生可以成就的。 

從修行次第來說，禪那的近因是樂，由樂而

證禪那。而慧（觀智）的近因是定，由定而有慧。 

二、意所成神變智 

下面繼續講如何在成就禪定後修習神通。佛

陀對未生怨王說：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變化意所成身。他從此身變化出

另一個由意所成、具一切肢體、諸根無缺的色

身。” 

十四御心法 

在此，佛陀談到比庫成就禪那後，可以繼續

修習神通（神變）。 

想修習神通者，首先需要具備八項素質：“得

定、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

業、住立與不動。” 

要具備這八項素質，必須先修習十遍，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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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面的八遍：地遍、水遍、火遍、風遍、青遍、

黃遍、紅遍、白遍。每一遍都要成就八定：初禪、

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

處定、無所有處定以及非想非非想處定。通過八

遍成就八定來修習神通。 

然後，他必須以十四種御心法來培養神通的

基礎。十四種御心法分別是：1.順遍；2.逆遍；

3.順逆遍；4.順禪；5.逆禪；6.順逆禪；7.跳禪；

8.跳遍；9.跳禪遍；10.超支；11.超所緣；12.超

支與所緣；13.確定支（禪支）；14.所緣的確定。 

以這十四種御心法來調御心，使心達到清淨、

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

立與不動。 

 

如何修習十四種御心法呢？ 

一一一一、、、、順遍順遍順遍順遍(kasi>ānulomato) 

當禪修者精通了十遍中的前八遍和八定後，

他先從地遍依次進入初禪、第二禪、第三禪乃至

非想非非想處定，再從水遍依次進入八定，如此

順次依火遍、風遍、青遍、黃遍、紅遍、白遍進

入八定。如果一座是一個小時，他在一座中以這

種方式從地遍進入八定，然後從水遍等依次進入

八定，如此做一百次、兩百次……幾百次，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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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非常快速。 

 

二二二二、、、、逆遍逆遍逆遍逆遍(kasi>apa�ilomato)    

成就順遍後，他可以練習逆遍。逆遍也比較

容易，他先從白遍依次進入初禪至非想非非想處

定。再從紅遍依次進入八定，隨後依黃遍、青遍、

風遍、火遍、水遍、地遍進入八定。逆著八遍的

順序入定，稱為“逆遍”。 

順遍是依“地、水、火、風、青、黃、紅、

白”的順序依次進入八定；逆遍則依“白、紅、

黃、青、風、火、水、地”的順序依次進入八定。 

 

三三三三、、、、順逆遍順逆遍順逆遍順逆遍(kasi>ānulomapa�ilomato)    

做“地、水、火、風、青、黃、紅、白”的

順遍之後，再做“白、紅、黃、青、風、火、水、

地”的逆遍，每一個遍都依次進入八定，稱為“順

逆遍”。 

 

四四四四、、、、順禪順禪順禪順禪(jhānānulomato) 

先以地遍依次進入八定，再以水遍、火遍、

風遍、青遍、黃遍、紅遍、白遍依次進入八定。

這種修法強調禪那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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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逆禪逆禪逆禪逆禪(jhānapa�ilomato) 

逆禪難度相對較大，要由地遍一下子進入非

想非非想處定，然後進入無所有處定，逆序而至

初禪，稱為“逆禪”。 

 

六六六六、、、、順逆禪順逆禪順逆禪順逆禪 (jhānānulomapa�ilomato) 

由地遍順禪進入初禪至非想非非想處定，再

以逆禪從非想非非想處定倒至初禪，以此順逆的

方法來練習，稱為“順逆禪”。 

 

七七七七、、、、跳禪跳禪跳禪跳禪(jhānukkantikato) 

先從地遍進入初禪，然後跳到第三禪，再跳

到空無邊處，跳到無所有處，再跳到第二禪，跳

到第四禪，跳到識無邊處定，跳到非想非非想處

定。再由水遍的初禪跳到第三禪，跳到空無邊處

定，跳到無所有處定，再跳到第二禪，跳到第四

禪，跳到識無邊處定，跳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如

此用火、風、青、黃、紅、白遍，每一遍也如此

修習。這種不跳遍而僅於中間跳過一禪的方法，

稱為“跳禪”。 

 

八八八八、、、、跳遍跳遍跳遍跳遍(kasi>ukkantikato) 

由地遍進入初禪，然後跳到火遍初禪，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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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紅、水、風、黃、白各遍之初禪。之後，

由地遍進入第二禪，由火遍進入第二禪……由白

遍進入第二禪。像這樣不跳禪，僅於中間跳過一

遍的方法，稱為“跳遍”。 

 

九九九九、、、、跳禪遍跳禪遍跳禪遍跳禪遍(jhānakasi>ukkantikato) 

練習了跳禪與跳遍後，再練習跳禪遍。這是

十四種御心法當中最難的修法。由地遍進入初禪，

再由火遍進入第三禪，由青遍進入空無邊處定，

由紅遍進入無所有處定，然後由水遍進入第二禪，

風遍進入第四禪，黃遍進入識無邊處定，白遍進

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在一座中練習許多次，

以此修習跳禪跳遍。 

 

十十十十、、、、超支超支超支超支(a6gasa6kantito) 

練習了跳禪遍之後，再做超支就顯得容易多

了。禪修者早在修習初、二、三、四禪的時候，

已經練習過超支了。從地遍進入初禪，出定後去

掉尋、伺禪支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定後去

掉喜禪支而進入第三禪……。用這種方法依次進

入八種定，稱為“超支”。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超所緣超所緣超所緣超所緣(āramma>asa6kant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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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遍進入初禪，再由水遍、火遍、風遍、

青遍、黃遍、紅遍、白遍進入初禪，每一種禪那

都用八種所緣（八遍）進入，稱為“超所緣”。

對第二禪、第三禪等亦是如此。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超支與所緣超支與所緣超支與所緣超支與所緣 (a6gāramma>asa6kantito)  

由地遍進入初禪，再由水遍進入第二禪，由

火遍進入第三禪，由風遍進入第四禪，由青遍進

入空無邊處定，由黃遍進入識無邊處定，由紅遍

進入無所有處定，由白遍進入非想非非想處

定……稱為“超支與所緣”。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確定支確定支確定支確定支(a6gavavatthāpanato) 

十三、十四種都比較容易。先進入地遍初禪，

確定初禪有尋、伺、喜、樂、一境性五個禪支；

再進入地遍第二禪，確定有喜、樂、一境性三個

禪支；確定第三禪有樂、一境性兩個禪支；確定

第四禪有捨、一境性兩個禪支；確定空無邊處定、

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也都

有捨、一境性兩個禪支。對水遍等其餘七遍都用

這種方法，稱為“確定支”，即確定禪支。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確定所緣確定所緣確定所緣確定所緣(āramma>avavatthāpa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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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地遍初禪，出定後確定其所緣為地遍；

再進入地遍第二禪，出定後確定其所緣為地

遍……。如此進入水遍、火遍、風遍、青遍、黃

遍、紅遍、白遍，出定後皆確定其所緣，稱為“確

定所緣”。 

不斷地練習這十四種御心法直到純熟，熟練

到在一座當中可以完成許多遍、幾十遍。之後，

他就可以練習神通。在這十四種御心法中，最難

的是第九種——跳禪與跳遍，很多禪修者就是滯

留在這個階段，沒辦法完成。練習這十四種御心

法確實很累，需要有很好的精力和心力。 

練習神通者需要一決意即直接進入第四禪，

從第四禪一出定立刻作決意，然後其神通即能顯

現。所以，如果沒有完成這十四種御心法的人，

想要成就神通是不可能的事。正如《清淨之道》

中強調： 

“之前未曾修習的初學禪修行者，若不能以這十

四種行相調御心而想成就神通變化者，無有此事！”

(Mv.367)  

對於沒有神通的初學禪修者，如果不能用這

十四種御心法來調御其心，想要成就神通變化是

不可能的！只有以這十四種御心法來調御其心，

才有可能成就神變。即使練習了這十四種御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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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就能夠成就神通。 

意所成身 

禪修者練習了這十四種御心法，其心變得柔

軟、適合作業，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的事情時，

則可以“引導其心轉向於變化意所成身”。 

“意所成身”(manomaya% kāya%)：通過心意變

化產生出來的身體。 

想成就意所成身的禪修者先需進入第四禪，

因為一切神通的基礎（神通根本定）是第四禪，

神通是第四禪禪心的作用。當他進入作為神通基

礎的第四禪，出定後作決意：“讓我變化出一個和

我一樣的身體。”在決意的同時，即出現一個和

他的身體一樣的身體。 

意所成神變的譬喻 

佛陀用譬喻來形容意所成神變： 

“大王，猶如有人將萱草從葦中抽出，他這

樣想：‘這是萱草，這是葦。萱草與葦不同，但

萱草是從葦中抽出的。’大王，又猶如有人將劍

從鞘中抽出，他這樣想：‘這是劍，這是鞘。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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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鞘不同，但劍是從鞘中抽出的。’大王，又猶

如有人將蛇從蛻皮中拔出，他這樣想：‘這是

蛇，這是蛻皮。蛇與蛻皮不同，但蛇是從蛻皮中

拔出的。’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

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

業、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變化意所成

身。他從此身變化出另一個由意所成、具一切肢

體、諸根無缺的色身。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

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當佛陀在三十三天教導“阿毗達摩”的時候，

就是用意所成身變現出一位佛陀在天界繼續說法，

其色身則去到北古盧洲(Uttarakuru)托缽。 

 

三、種種神變智 

聖典文句 

接著是種種神變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種種神變。他體驗各種神變：一



第十講  七世間智  

393 

[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顯現，隱

匿；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如虛空；

能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能行於水上不沉，如

在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鳥；能

以手觸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月

亮和太陽；乃至能以身自在到達梵天界。” 

 

禪修者成就種種神變，能擁有如下能力： 

“一[身]能成多[身] ”(ekopi hutvā bahudhā hoti)：

可以變化出無數個像他一樣的人。 

“多[身]能成一[身] ”(bahudhāpi hutvā eko hoti)：

以多身恢復到一身。 

“顯現”(āvibhāva%)：可以把隱匿的東西顯現出

來。當他想顯現某些東西或某些地方時，先把黑

暗之處作意為光明，進入作為神通基礎的第四禪

之後，即能使原來黑暗之處成為光明，讓別人可

以看到，這稱為“顯現”。 

“隱匿”(tirobhāva%)：能把光明變成黑暗，把

看得見的東西變成看不見。 

“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如虛空”

(tiroku��a% tiropākāra% tiropabbata% asajjamāno 

gacchati seyyathāpi ākāse)：擁有神通者想穿牆走壁，

他先進入虛空遍，出定後決意：“讓這扇牆壁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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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在決意的同時，這扇牆壁變成虛空，於

是他即能穿牆走壁，猶如虛空，行走無礙。在別

人看來，牆壁還是牆壁，但對有神通者則如虛空。

對於穿山也是如此。 

“能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Pathaviyāpi 

ummujjanimujja% karoti seyyathāpi udake)：成就神通

者先進入水遍，出定後限定某塊土地，決意其成

為水。在決意的同時，這塊土地即變成水，於是

他即能“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 

“能行於水上不沉，如在地上”(udakepi 

abhijjamāne gacchati seyyathāpi pathaviyā)：他先進入

地遍，出定後限定某一範圍內的水，決意其成為

地。在決意的同時，該處之水即變成地，於是他

即能在水上行走，不會下沉，就像走在陸地上。 

“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之鳥”(Ākāsepi 

palla6kena kamati seyyathāpi pakkhī saku>o)：他先進

入地遍，出定後限定某一範圍，決意其成為地。

如果是坐，則限定為如座位大小的地方；如果想

行走，則限定道路的地方。在決意的同時，該處

的虛空即變成地，於是他即能夠在空中或坐或行。

在別人看來，他就像有翅膀的飛鳥一樣。 

“能以手觸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

的月亮和太陽”(imepi candimasūriye eva%mahiddh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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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ahānubhāve pā>inā parāmasati parimajjati)：這也

是他的神通。 

“以身自在到達梵天界”(yāva brahmalokāpi 

kāyena vasa% vatteti)：他能把遠的地方變為近，把

近的地方變為遠。通過這樣的方法，他就能快速

地飛行，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種種神變的譬喻 

佛陀用譬喻形容這種神變智： 

“大王，猶如熟練的陶師或陶師的學徒，能

將處理好的泥隨其所欲地做成想要的器皿。大

王，又猶如熟練的牙雕匠或牙雕匠的學徒，能將

處理好的象牙隨其所欲地雕刻成想要的牙雕。大

王，又猶如熟練的金匠或金匠的學徒，能將處理

好的黃金隨其所欲地雕刻成想要的金器。同樣

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

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

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種種神變。他體驗各種神

變：一[身]能成多[身]，多[身]能成一[身]；顯

現，隱匿；能穿牆、穿壁、穿山，行走無礙，猶

如虛空；能出沒於地中，猶如水中；能行於水上

不沉，如在地上；能在空中以跏趺而行，如有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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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鳥；能以手觸摸、擦拭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

威力的月亮和太陽；乃至能以身自在到達梵天

界。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

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四、天耳智 

聖典文句 

接著是天耳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天耳界。他能以清淨、超人的天

耳界，聽到遠處、近處的天及人的兩種聲音。” 

 

“天耳界”：可以聽到很遠之處人的聲音、天人

的聲音。由於這種聽力是一般人的肉耳所不能聽

到的，所以稱為“清淨、超人的天耳界”(dibbāya 

sotadhātuyā visuddhāya atikkantamānusik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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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耳智的譬喻 

“大王，猶如有人行於途中，他聽見大鼓

聲，小鼓聲，螺貝、腰鼓、銅鼓聲，他這樣想：

‘這是大鼓聲，這是小鼓聲，這是螺貝、腰鼓、

銅鼓聲。’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

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

業、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天耳界。他

能以清淨、超人的天耳界，聽到遠處、近處的天

及人的兩種聲音。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

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果！” 

 

這是天耳智的譬喻。想要成就天耳智的比庫，

先進入作為神通基礎的第四禪，出定後決意一個

範圍，例如：“在這個寺院範圍內的任何聲音我都

能聽到。”於是他即能聽到這個寺院裏，有人說

話的聲音，有雞啼的聲音，有鳥叫的聲音，有煮

開水的聲音……此後，他慢慢把決意的範圍擴大，

擴大到整個村、整個縣、整個省乃至更遠的地方。

於是，他可以隨自己的意願，想聽哪個方向、哪

裡的聲音，都可以聽到。這是天耳智的修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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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心智 

聖典文句 

第四種是他心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他心智。他能以心辨別、了知其

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對有貪心，能了知有貪心；

對離貪心，能了知離貪心。對有瞋心，能了知有

瞋心；對離瞋心，能了知離瞋心。對有癡心，能

了知有癡心；對離癡心，能了知離癡心。” 

 

“有貪心”(sarāga% citta%)：八種貪根心。 

“有瞋心”(sadosa% citta%)：兩種瞋根心。 

“有癡心”(samoha% citta%)：兩種癡根心——

掉舉相應和疑相應癡根心。 

當別人生起貪根心時，他能知道對方生起貪

根心。生起瞋根心時，能知道對方生起瞋根心。

生起癡根心時，知道對方生起癡根心。 

如果對方生起離貪心、離瞋心或離癡心，他

也能了知其生起離貪心、離瞋心或離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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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昏昧心，能了知昏昧心；對散亂心，能

了知散亂心。” 

 

“昏昧心”(sa6khitta% citta%)：昏沉睡眠的心。 

“散亂心”(vikkhitta% citta%)：掉舉的心，胡思

亂想。 

 

“對廣大心，能了知廣大心；對不廣大心，

能了知不廣大心。” 

 

“廣大心”(mahaggata% citta%)：色界與無色界

禪那心。 

“不廣大心”(amahaggata% citta%)：欲界心。一

個人沒有能力入定，沒有證得任何禪那，他所生

起的心都是不廣大心。 

 

“對有上心，能了知有上心；對無上心，能

了知無上心。” 

 

“有上心”(sauttara% citta%)：三界（欲界、色

界、無色界）的一切心。 

“無上心”(anuttara% citta%)：出世間聖道、聖

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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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他心智的聖者能知道對方是不是聖者。

如果他是入流聖者，他只能知道對方是不是入流

聖者，但不能知道更高的道果心。如果他是擁有

他心智的不來聖者，他可以知道對方是入流還是

不來，但不能知道更高的道果。如果他是一位擁

有他心智的阿拉漢聖者，則能夠知道對方是聖者

還是凡夫，是哪一種聖者。然而，對於擁有他心

智的凡夫來說，只能知道凡夫的心，而不能知道

聖者的心，因為聖者的心超越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他們無法檢查到出世間的道果心。 

 

“對得定心，能了知得定心；對無定心，能

了知無定心。” 

 

“得定心”(samāhita% citta%)：證得近行定和安

止定的心。 

“無定心”(asamāhita% citta%)：沒有證得這兩種

定的心。 

一位擁有他心智的禪修者能知道他人是否有

定力，是否能入禪。例如有一些人看樣子好像坐

得挺好，其實只是坐在那裏胡思亂想，連禪那都

沒有，有他心智的人一查就知道，瞞不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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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解脫心，能了知解脫心；對未解脫心，

能了知未解脫心。” 

 

“解脫心”(vimutta% citta%)：包括彼分解脫、

鎮伏解脫、正斷解脫、安息解脫和遠離解脫這五

種解脫心。 

“未解脫心”(avimutta% citta%)：未證得這五種

解脫的心。 

已經證得聖道聖果、斷除煩惱的擁有他心通

者，能夠知道對方是否已經斷除煩惱、證悟哪一

道果。然而，即使是聖者，如果沒有他心智，也

無法知道對方生起哪種心。 

這裏一共有八對十六種心：有貪心、離貪心，

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昏昧心、散

亂心，廣大心、不廣大心，有上心、無上心，得

定心、無定心，解脫心、未解脫心。擁有他心智

的聖者能了知所有這十六種心，而擁有他心智的

凡夫除了無上心和部分解脫心外，其餘的心都可

了知。 

他心智的譬喻 

佛陀接著打了個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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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猶如年輕、青春、愛打扮的女人或

男人，對著清淨、潔淨的鏡子或澄清的水缽觀看

自己的臉容，有痣知道有痣，無痣知道無痣。” 

 

一個愛漂亮的女子或男子照著鏡子，若臉上

長了一顆痣或者有一塊斑，她（他）能看得清清

楚楚。 

 

“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

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

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他心智。他能以

心辨別、了知其他有情、其他人的心：對有貪心，

能了知有貪心；對離貪心，能了知離貪心。對有

瞋心，能了知有瞋心；對離瞋心，能了知離瞋心。

對有癡心，能了知有癡心；對離癡心，能了知離

癡心。對昏昧心，能了知昏昧心；對散亂心，能

了知散亂心。對廣大心，能了知廣大心；對不廣

大心，能了知不廣大心。對有上心，能了知有上

心；對無上心，能了知無上心。對得定心，能了

知得定心；對無定心，能了知無定心。對解脫心，

能了知解脫心；對未解脫心，能了知未解脫心。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

勝的現見沙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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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宿住隨念智 

聖典文句 

接著，佛陀講宿住隨念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宿住隨念智。他能憶念種種宿

住，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

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

千生、百千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

劫：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

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命的限量。他

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那裏，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

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

如此壽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這裏。如

是能以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 

 

“宿”：過去；“住”：生；“宿住”：過去生。 

“宿住隨念智”(Pubbenivāsānussatiñā>a)：能憶念

起過去生種種細節的智慧。俗稱宿命通。 

“他能憶念種種宿住……許多壞劫、許多成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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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壞成劫”(So anekavihita% pubbenivāsa% 

anussarati……anekepi sa%va��akappe anekepi 

viva��akappe anekepi sa%va��aviva��akappe)：他能夠憶

念很久遠的過去。 

對於不同的人，其宿住隨念智的能力也不同：

外道得定者最多可以憶念四十大劫；一般的佛弟

子可以憶念一百劫、一千劫；八十大弟子可以憶

念到十萬劫；兩位上首弟子可以憶念一個不可數

(asa6kheyya)及十萬大劫；獨覺佛可以憶念兩個不

可數及十萬大劫；佛陀可以憶念無限、無量久遠

以前的事情。 

如何修習宿住隨念智呢？禪修者熟練地掌握

了十四種御心法之後，先從作為神通基礎的第四

禪出定，然後用逆推的方法來憶念過去：先從一

天、兩天、三天，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一

年、兩年、三年，這樣不斷地用智往前逆推；再

逆推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前，一直

逆推到今生結生的時候；然後再決意穿過結生，

見到過去世。見到過去第一世之後，再用同樣的

方法逆推到過去第二世、過去第三世……乃至盡

自己的能力憶念多少個過去世。 

這種方法和修習緣起時辨識過去世的方法很

相似。不過，宿住隨念智的威力要比修緣起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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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觀智要強得多。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修習緣起培養起來的智叫做“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ñā>a)，它屬於觀智，觀智的所緣

只是究竟法，所以禪修者見到的過去世只是一堆

名色法。例如他剛見到自己的過去世時，通常不

能確定那時是男的還是女的，必須通過辨識其性

根色來確定，如果辨識到男性根色才知道前世是

男的，辨識到女性根色才知道前世是女的。 

對於擁有宿住隨念智的人，一見到過去世就

知道過去是男人還是女人、是天男還是天女、是

雄性動物還是雌性動物。因為宿住隨念智屬於神

通，神通的威力要比觀智強很多，就如佛陀所說

的“能以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以宿住隨念

智見到過去世，他能知道到許多細節，例如過去

世叫什麼名字，出生在哪裡，父母是誰，自己在

幾歲時經歷過什麼事情，曾吃過什麼食物，曾經

做過什麼職業，在幾歲去世等等。這些都屬於宿

住隨念智的範圍。 

這是緣攝受智與宿住隨念智的區別。 

宿住隨念智的譬喻 

佛陀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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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猶如有人從自己村前往別的村，從

該村前往另一村，又從該村回到自己村。他這樣

想：‘我從自己村前往某村，在那裏這樣站立，

這樣坐著，這樣說話，這樣沉默。從那個村前往

某村，在那裏這樣站立，這樣坐著，這樣說話，

這樣沉默。又從那個村回到自己村。’同樣地，

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宿住隨念智。他能憶念種種宿

住，也即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

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

千生、百千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

劫：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姓、如此容貌、如此

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如此壽命的限量。他

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那裏，在那裏有如此名、如此

姓、如此容貌、如此食物、經歷如此的苦與樂、

如此壽命的限量。他從該處死後投生到這裏。如

是能以形相、細節來憶念種種宿住。大王，這也

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

門果！” 

 

佛陀在這裏打了一個譬喻：猶如有人在一天

之內去了幾個村子，當他回到自己村（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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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對今天所走過的路、所說過的話、所發生的

事情都能記得清清楚楚。同樣地，擁有宿住隨念

智的比庫也能清清楚楚地回憶他過去生所經歷的

事情，過去生叫什麼名字，投生到哪裡，細節如

何。這也是一名比庫在今生即可以成就的沙門

果。 

 

七、天眼智 

聖典文句 

佛陀接著講有情死生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有情死生智。他能以清淨、超人

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貴，

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

‘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惡行、具足語

惡行、具足意惡行，誹謗聖者，為邪見者，受持

邪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

趣、墮處、地獄。然而，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

為具足身善行、具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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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聖者，為正見者，受持正見業；諸尊者，他們

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如此能以清淨、

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的死時、生時，低賤、高

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

其業。” 

 

“有情死生智”(sattāna% cutūpapātañā>a)：也稱

為天眼智(dibbacakkhuñā>a)。成就天眼智的人能夠

了知有情的種種死與生，以及業果運作的規律。

他能見到自己和他人過去生造了什麼業，在那裏

死後，依其所造之業而投生到另一個地方。這稱

為“隨業趣智”(Yathākammupagañā>a)，即了知有

情隨其業而投生到哪裡的智慧。 

這種隨業趣智慧知道一個人在過去生曾經造

了什麼樣的業，導致今生投生到這裏。如果一個

人造的是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這些不善業

成熟將使他墮落惡趣；又有一些人譭謗聖者、擁

有邪見、堅持自己的邪見，這些不善業成熟將使

他們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又有一些

人培養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這些善行成熟

將使他們投生到善趣、天界。 

成就天眼智的人擁有這樣的能力，但是這種

能力有時候也會因為短視的緣故而錯誤地判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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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佛陀在《中部·大業分別經》裏講到，有

些沙門、婆羅門擁有天眼智，看到有一些人曾經

造了善業，死後卻墮落到苦界、惡趣、墮處、地

獄；看到有一些人曾經造了惡業，死後卻投生為

人或天界。於是他們說業果是虛假的，認為造善

業沒有善果，造惡業也沒有惡果；造了善行的人

會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造了惡行的

人卻會投生到天界。 

這些人雖然有能力看到部分業與果報，但卻

不能看到更久遠的過去。若他們能看得更久遠，

將會發現：一個惡人死後投生到善趣，那是因為

他曾做過的善業在其臨終時成熟；一個善人死後

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那是因為曾做

過的惡業在其臨終時成熟。 

業果是跨時的，通常都不能立刻成熟。就像

種下的種子，也許隔一段時間，甚至要到第二年

或第三年才能發芽成長。同樣地，業被造作之後，

必須有各種外緣、助緣的促成才會成熟。如果助

緣尚未具足，業可以潛伏很多世，直至遇到因緣

才會成熟。業與果報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擁有天眼智的人可以看到業與果報的關係，

看到過去生的行為和今生不同境遇的因果關係。

例如有些人過去生造了傲慢的業，今生投生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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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的人；有些人過去生造了恭敬謙虛的業，今生

投生為高貴的人；有些人樂善好施，今生很富有；

有些人吝嗇、一毛不拔，甚至偷盜，今生貧窮困

苦；有些人性格好、不易怒，今生長得美麗；有

些人愛發怒、脾氣大，今生長得醜陋等等。 

通過天眼智，能看到一切眾生都是依照業果

法則運作的。業果法則很平等，它不會因為你的

勢力大、地位高，就對你僥倖一點，也不會因為

你老實或低賤，就對你狠一點。世間之所以有人

天鬼畜，人間之所以有命運的升沉好壞、吉凶禍

福，都是由各自的行為、各自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決定的。業果法則只是按照其自己的規律而運作，

它並不需要由誰來主宰、操控。在佛教看來，即

使是諸佛菩薩、天主上帝也都不能僥倖於業果法

則之外。 

還有一種能知道未來的特別的天眼智——

“未來分智”(anāgata%sañā>a)。成就未來分智的人

能知道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天眼智的譬喻 

佛陀繼續用譬喻來形容天眼智： 

“大王，猶如十字街頭中間的殿樓，有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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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站立其上，能看見人們進入、離開其家，或

行走於車道、人行道，或坐於十字街頭中間。” 

 

就如建築在十字街頭馬路邊的一座高樓，有

人站在樓上往下看，能夠看到下面的行人走在路

上或人行道上，看到車水馬龍，看到有些人坐在

街頭。（印度和尼泊爾人喜歡在十字街頭悠閒地坐

著。） 

 

“他這樣想：‘那些人進入其家，那些人離

開，那些人行走於車道、人行道，那些人坐於十

字街頭中間。’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

得定、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

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有情

死生智。他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的

死時、生時，低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

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諸尊者，此有情

的確因為具足身惡行、具足語惡行、具足意惡

行，誹謗聖者，為邪見者，受持邪見業；諸尊者，

他們身壞死後，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然而，諸尊者，此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善行、具

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誹謗聖者，為正見者，

受持正見業；諸尊者，他們身壞死後，生於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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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如此能以清淨、超人的天眼，見到有情

的死時、生時，低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

不幸，能了知有情各隨其業。大王，這也是比前

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現見沙門

果！” 

 

佛陀為什麼要在這裏詳細地講述神通呢？因

為聽法的主要對象是當時還沒有完全生起信心的

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佛陀通過講述神

通來使他生起和加強信心。佛陀在世的年代，擁

有神通並不稀奇，未生怨王也親眼見過。正是因

為當時迭瓦達答在他面前顯現神通，他才對迭瓦

達答生起信心，而且他也應該聽聞或見過佛陀及

其弟子們顯現神通。所以，佛陀在這個時候講述

神通，未生怨王容易理解，也很容易生起信心。

特別是佛陀強調：這就是一名出家人在今生可以

達到、可以體驗到的沙門果。如此，他非常理解

佛陀所講述的這些神通確實是今生即可以獲得的，

同時這也是讓國王對佛法生起信心的一個充分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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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淺談神通 

神通與智 

神通一般分五種，稱為“五神通”，如果加上

即將要講的漏盡通，共有“六通”。在這篇經文中，

佛陀都用“智”(ñā>a)來稱謂神通。同時，“神通”

的巴利語 abhiññā 是一個組合詞，由 abhi(殊勝的，

卓越的) + ñā(智，知識)構成。所以，可以把“神

通”理解為一種殊勝的智。 

有時候也把神通稱為“明”(vijjā)，即智慧、

知識。例如佛陀的十種德號之一“明行具足者”

(vijjācara>a-sampanno)，這裏的“明”既可以指“三

明”——宿住隨念明、有情死生明及漏盡明（俗

稱宿命通、天眼通及漏盡通），也可以指“八明”

——觀智、意所成智、種種神變智、天耳智、他

心智、宿住隨念智、天眼智和漏盡智。這三明或

八明是佛陀所具足的，再加上十五種德行，所以

佛陀被稱為“明行具足者”。 

在緬甸的帕奧禪林也有教導神通的修法，有

一些人能成功，也有一些人不成功。現在，在帕

奧禪林一般教導的是宿住隨念智和天眼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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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比庫成就這些神通，例如他們可以看到許

多大劫以前的事情，可以用天眼看到天人、鬼道

眾生、非人等。 

為什麼現在只教導這兩種智，而不教導其他

幾種呢？因為比較容易成就。根據上座部佛教的

傳統，果德瑪佛陀的正法住世五千年，第一個千

年可以證得四無礙解阿拉漢；第二個千年可以證

得六通阿拉漢；第三個千年可以證得三明阿拉漢；

第四個千年可以證得純觀阿拉漢；第五個千年不

能證得阿拉漢果，只能證得其他較低的果位。現

在是佛滅後的兩千五百多年，即佛滅的第三個千

年，在這一千年裏，還有可能證得三明阿拉漢。

由於現在這個時期仍然可以證得三明，所以要修

習宿住隨念智與天眼智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當然，

要成就作為神通基礎的十四種御心法並非易事，

很多禪修者在練習過程中就因太辛苦而知難而

退。 

神通的利弊 

佛陀及很多大弟子都擁有神通，但是，佛陀

卻制定了一條學處：不得向在家人顯現神通神變

(Cv.252)。同時，過分強調神通會使佛教落於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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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神，甚至顯異惑眾，這是佛陀及一切有識之士

都不喜歡、不鼓勵的。 

神通並非佛陀教法的最終目的。在此，佛陀

把觀智放在神通前面，是因為一個擁有神通卻沒

有觀智的人，很可能會因為見到一些怖畏的所緣

而心生恐慌，導致危險的發生。例如當他用天耳

智聽到恐怖的聲音，用宿住隨念智憶念起過去恐

怖的往世，用天眼見到恐怖的景象時，由於沒有

觀照諸行無常等，就會產生驚慌、恐懼等。在實

際教學中，如果禪修者沒有強力的觀智，也不會

輕易地教他神通。神通是一種能力，一種經過調

御心之後產生的能力。如果一個人充滿貪欲和瞋

恨，這些能力就會成為他滿足私欲或達到不可告

人目的的工具。如此，擁有神通不僅無利反而有

害，就如迭瓦達答一樣。 

然而，善用神通對觀智有很大的幫助。例如

擁有宿住隨念智的禪修者可以先觀自己的許多過

去世，觀一個大劫、兩個大劫、三個大劫、很多

大劫之前的事，然後再觀照它們的無常、苦、無

我。如此，神通便成為培養觀智的強有力助緣：

即使過去世多麼快樂榮耀，曾經投生為梵天人、

天神、國王，或者多麼痛苦不幸，都是無常、苦、

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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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若能善用神通，它是解脫的強力助緣。

神通一旦被誤用，則會變成滿足私欲、打壓他人、

報仇解恨的手段。神通本身是一種心的能力，一

種殊勝之智。如果內心已經沒有煩惱，或者有能

力鎮伏煩惱，神通是極佳的能力與智慧。 

沒有禪那的人想擁有神通是不可能的事。不

過，有一類“通”是不值得鼓勵的，那就是民間

傳聞的“降神”“養小鬼”或咒術。通過念咒、

降神、招鬼等也可以獲得某些“通”，但那是“鬼

通”。俗話說得好：“請神容易送神難。”鬼神

是不好惹的，招神養鬼只會給日後帶來不善的果

報，這是有識之士不應該碰的。 

今天晚上簡單地講了神通以及神通的修習方

法。對於如何成就漏盡智來斷除一切煩惱，我們

在下一講繼續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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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第十一講第十一講第十一講  沙門極果沙門極果沙門極果沙門極果 

我們在上一講學習了一名比庫成就了八遍與

八定之後，引導其心修習觀智以及成就種種神

通。 

依照止觀禪修的次第而言，通過培育禪那而

成就神通，通過培育觀智而成就道果。但是，我

們在這篇經文中看到佛陀解釋了四種禪那之後，

接著講如何運用定力轉修觀，然後才講到神通，

最後講漏盡智。佛陀之所以採用這種教導順序，

是因為在諸經典裏都是把六通——世間神通和出

世間神通——結合在一起講的。六通是：神足通

（又說神變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

通和漏盡通。前面五種是共凡夫的世間神通，後

面的漏盡通是聖者的出世間神通。 

對於定慧的實修次第，就如《清淨之道》中

所教導的：先修習禪定；證得八定後，接著講神

通；講完神通後，再講修慧；講了修慧、培育觀

智後，最後才講斷煩惱、證道果。佛陀在這篇經

文裏也揭示了定慧的禪修次第，只不過是先講修

慧培養觀智，接著講世間神通，最後講出世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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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這樣就不會分割佛陀以及聖弟子們所具足的

八明或六通。 

一、觀智 

接著請看經文：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清淨、明淨、無穢、

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與不動時，

引導其心轉向於諸漏盡智。” 

 

“當他的心如此得定”(So eva% samāhite citte)：

佛陀在這裏教導禪修者擁有禪那之後，以第四禪

作為修觀的基礎(vipassanāpādaka%)，最終達到漏盡

（煩惱的斷盡）。 

如果想要成就神通，十四種御心法是必不可

少的，但對於想斷盡煩惱的禪修者來說則不是必

修的，因為十四御心法並非斷煩惱的近因（必要

條件）。想要斷盡煩惱的禪修者一定要修觀，而且

是在擁有定力的基礎上轉修觀。 

兩類智慧 

應該如何修觀呢？必須按照次第來修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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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轉車經》等經典裏揭示了修行所必經的七

種清淨，而在《清淨之道》中則詳盡地解釋了十

六種觀智。禪修者應通過這樣的次第來培養觀智、

成就智慧。 

智慧包括兩類：一類是世間智，另一類是出

世間智。 

在七清淨中：戒清淨等於增上戒學；心清淨

等於增上心學；後五種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

道非道智見清淨、行道智見清淨和智見清淨）等

於增上慧學。 

在增上慧學的五種清淨當中，從見清淨到行

道智見清淨四種清淨屬於世間慧，智見清淨屬於

出世間慧，包括道智和果智，通常也專指道智。

想要成就出世間慧，必須先培養世間智，即觀智。 

出世間智又可以分為八種：入流道智、入流

果智，一來道智、一來果智，不來道智、不來果

智，阿拉漢道智、阿拉漢果智。所有這八種出世

間智皆取涅槃為目標。所以，這裏的“漏盡智”

(āsavakkhayañā>a)是指涅槃智，也可以指阿拉漢道

智，即斷除一切煩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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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 七清淨 十六觀智 智的分類 

增上戒學 戒清淨 (四遍淨戒) 

(慧根) 

增上心學 心清淨 (近行定與安止定) 

增上慧學 

見清淨 名色識別智 

世間智 

度疑清淨 緣攝受智 

道非道智見清淨 
思惟智 

生滅隨觀智(未成熟) 

行道智見清淨 

生滅隨觀智(成熟) 

壞滅隨觀智 

怖畏現起智 

過患隨觀智 

厭離隨觀智 

欲解脫智 

審察隨觀智 

行捨智 

隨順智 

 種姓智 

智見清淨 
道智 

出世間智 
果智 

 省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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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下面經文： 

“他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

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

滅之道；如實了知此是漏，如實了知此是漏之

集，如實了知此是漏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漏

滅之道。” 

 

這段話包括兩層意思：通過世間觀智了知世

間四聖諦，以及通過出世間道智了知出世間四聖

諦。 

維巴沙那 

如何通過世間觀智了知苦、了知苦之集、了

知苦之滅、了知導至苦滅之道呢？禪修者應先培

育禪那，當定力變得強有力之後再轉修觀。 

什麼是“觀”呢？觀，巴利語 vipassanā，音

譯為維巴沙那。《無礙解道義註》和《法集義註》

中解釋說： 

“Aniccatādivasena vividhehi ākārehi dhamme passatīti 

vipassanā.” 

“通過無常等種種行相觀照諸法，稱為觀。” 

vividhehi ākārehi 是用種種行相，從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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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無常(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等種種

行相。諸法(dhamme)，這裏特指諸行法(sa6khāra 

dhamma)，即因緣和合、有生有滅的事物。觀照

(passati)，意為看。從種種(vi)角度觀照(passati)，稱

為“觀”(vipassanā)。所以維巴沙那即通過無常、

苦、無我等種種方法來觀照諸行法。 

觀智的所緣 

對於觀智所觀照的諸行法，佛陀在經典裏從

各種角度進行分析，例如： 

五取蘊：色、受、想、行、識。 

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

香、味、觸、法。 

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聲、

香、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意識。 

二十二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意根，女性根、男性根，命根，樂根、苦根、悅

根、憂根、捨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

慧根，未知當知根、已知根、具知根。 

四聖諦：苦、苦之集、苦之滅、導至苦滅之

道，簡稱苦集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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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緣起支：無明、行、識、名色、六處、

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這些都是觀智所觀照的對象，稱為慧地。 

《清淨之道》在解釋“慧”時，用三個層面來

分析觀智： 

1. 慧地(paññābhūmi)——修觀的所緣，觀智觀

照的目標。 

2. 慧根(paññāmūla)——修觀的根基。 

3. 慧體(paññāsarīra)——觀智本身的進展。 

“慧根”是戒清淨及心清淨。先持戒清淨，

然後培養定力，以戒清淨和成就禪定為修觀的基

礎。如果一個人持戒不清淨或沒有定力就開始修

觀，他就猶如無根之樹，不可能茁壯成長。 

樹木要在大地上才能生長，同樣地，觀智也

必須有所緣才能培育。要觀照諸行法，即：五取

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二根、十二緣起支、

四聖諦等，這些都稱為“慧地”，即觀智的所緣。

這些所緣又可以歸納為名法和色法，名法即心理

現象，色法即物質現象。我們所處的世間可以歸

類為物質現象和心理現象兩大類，佛教稱為“名

色法”。辨識、觀照色法，稱為“色業處”(rūpa- 

kamma��hāna)；辨識、觀照名法，稱為“名業處”

(nāmakamma��h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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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觀的次第 

通過觀照名色法而次第培養的觀智，稱為

“慧體”。通過慧體結出的慧果，即聖道、聖果

與涅槃。如同大樹要有根才能生長在大地上，然

後發芽，生枝長葉，最後開花結果。觀智也必須

按照這種基本架構來培育。 

修觀所觀照的是諸行法、名色法。什麼是名

色法？人是不是？動物是不是？花草樹木、山河

大地是不是？都不是，這些只是由名色法而形成

的概念(paññatti)。觀智必須以究竟法(paramattha 

dhamma)為所緣。雖然通過專注概念法可以證得色

界禪那，但是概念法在勝義諦(paramattha sacca)上

是不存在的，如果對概念法修觀，比如觀照所謂

的“人無我”，那是不可能培育真正的觀智的！有

些人看到樹葉枯黃、青春消逝、人死了，認為這

就是無常。然而，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觀智，因為

樹葉、人等都是概念法，對概念法的認知不能算

是真正的智慧，更不能斷煩惱！ 

哪些才是究竟法呢？ 

究竟法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為法，即色

法與名法；另一類是無為法，即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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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包括四大種與四大所造。四大種，即地、

水、火、風四界；四大所造，即眼、耳、鼻、舌、

身，色、聲、香、味等 24種所造色。 

名法包括心與心所。心包括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等 89 心；心所包括觸、受、想、

思、一境性、名命根、作意、尋、伺、勝解、精

進、喜、欲、信、念、慚、愧、無貪、無瞋等 52

心所。 

修觀必須先見到這些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

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觀智才是真正的觀智。所

以，想要修觀的禪修者首先必須培育名色識別智

(Nāmarūpaparicchedañā>a)。 

名色識別智即先破除概念法的密集。色法有

三種密集：組合密集、相續密集和功用密集。也

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認知的概念法都是被包裝的，

都是組合的、持續的。之所以會認為日月星辰、

山河大地是永恆的，認為女人、男人能活上幾十

年的時間，是因為我們沒有見到它們剎那生滅的

本質，只是見到它們相續地存在。又由於它們是

由若干的色法所組成，所以我們認為它們是有實

體、真實存在的。於是，我們對它們產生顛倒想：

常想、樂想、我想、淨想。 

要辨識究竟色法，是為了破除色法的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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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要辨識究竟名法，是為了破除名法的四種

密集：組合密集、相續密集、功用密集和所緣密

集。禪修者可通過六門心路來辨識究竟名法，擁

有禪那者還必須辨識欲界心路、色界心路和無色

界心路。依照心路來辨識、照見每個心識剎那裏

的心以及若干相應的心所。 

既能辨識自他色身的色法，又能辨識六門心

路裏的心與心所，由此成就“名色識別智”，這是

十六觀智中的第一種。此時，由於他已經見到了

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不會再執持有所謂的女人、

男人、靈魂、本體、自我等邪見，因此也稱為“見

清淨”(Di��hivisuddhi)。 

成就了名色識別智後，還必須通過查找名色

法之因，來把握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的名色

法並非無因的，它們都是因緣而生的，從而成就

“緣攝受智”(Paccayapariggahañā>a)。在把握名色之

緣的同時，也消除了對三世因果之疑，故也稱為

“度疑清淨”(Ka6khāvitara>a-visuddhi)。 

當禪修者能透視究竟名色法及其因之後，在

此基礎上再見到名色法及其因的生滅，並觀照其

為無常、苦、無我。以各種方法思惟、觀照究竟

色法、究竟名法及其因的無常、苦、無我所建立

的觀智，稱為“思惟智”(Sammasanañā>a)。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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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法包括：聚思惟，理法觀，四十思惟法，七

色觀法、七非色觀法，十八大觀，七種隨觀等。 

當觀智進一步成熟時，再依兩種生滅照見諸

行法：一、見緣生滅(paccayato udayabbaya dassana)，

二、見剎那生滅(kha>ato udayabbaya dassana)。 

他照見由於過去因生起，今生的果報生起；

由於過去因滅，今生的果報也滅；過去因無常，

今生的果報也無常等。如此通過觀照由於過去的

無明、愛、取、行、業有等的生與滅，以及今生

名色法的生與滅等，來觀照它們為無常、苦、無

我，稱為“見緣生滅”。之後，他再照見這些行

法的生滅直到當下剎那，稱為“見剎那生滅”。 

隨觀這兩種生滅之智稱為“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ānupassana ñā>a)。 

在生滅隨觀智還沒有成熟的階段，禪修者將

會產生許多殊勝的體驗，他見到前所未有的光明，

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智、喜悅、輕安、樂、勝解、

策勵、現起、捨和欲，這十種稱為“觀的隨煩惱”

(vipassanupakkilesa)。 

禪修者修到這個階段，還只是屬於“初觀”

(taru>avipassanā)，意即幼稚的觀智。由於這些禪修

體驗很殊勝、微妙，是他之前從來沒有體驗過的，

一些不善巧、不聰慧的禪修者這時會以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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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從來沒有體驗過像這樣的光明，未生起過

像這樣的智、喜、輕安、樂、勝解、策勵、現起、

捨，我確實已經證得了聖道，證得了聖果。”於

是執著這些境界，產生很微細的欲(nikanti)，並放

棄了自己的根本業處，只是坐享欲樂。 

擁有善巧和智慧的禪修者必須以慧觀察和辨

明光明等殊勝體驗並非真正的聖道和涅槃，它們

也是無常、緣生、壞滅的。於是，他確定了道與

非道：“光明等法並非道，只有解脫了隨煩惱而行

於道的觀智才是道”。這個階段稱為“道非道智見

清淨”(Maggāmaggañā>adassanavisuddhi)。到此時，

他的生滅隨觀智才達到成熟。 

在生滅隨觀智的階段，他所照見的諸行法還

有生、住、滅相，到了壞滅隨觀智(Bha6gānupassanā 

ñā>a)階段，他只需觀照諸行法的壞滅，即不再作

意生、住、轉起和相，只觀照其壞滅、滅盡。此

時，他在觀照所觀的諸行法為無常、苦、無我的

同時，也要反觀能觀的觀智也是無常、苦、無我。 

如是，禪修者進入禪那時，能體驗很殊勝的

妙樂，然而，即使禪那妙樂再殊勝，在觀智的觀

照之下也是剎那生滅的，也是無常、苦、無我的。 

未得禪那的禪修者就沒辦法通過入定，借助

禪那產生的強有力的智慧之光來觀照諸行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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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沒能力觀照色界名色法和無色界名法，也沒能

力破除對色界、無色界的貪著。 

成就禪那者在觀照被稱為極殊勝、微妙的色

界和無色界都是剎那壞滅時，他會發現三界的名

色法都是壞滅、滅盡的。 

於是，他對一切都壞滅的諸行法生起大怖畏，

稱為“怖畏現起智”(Bhayatupa��hāna ñā>a)。 

對產生怖畏的一切諸行中，完全無味無樂，

所見到的只是種種過患，稱為“過患隨觀智”

(Ādīnavānupassanā ñā>a)。 

他如此觀照一切諸行的過患，則對一切諸行

感到厭離、不滿、不喜，稱為“厭離隨觀智”

(Nibbidānupassanā ñā>a)。 

其心只想儘早從諸行中解脫出來，稱為“欲

解脫智”(Muñcitukamyatā ñā>a)。 

然而，如果他的觀智還沒有成熟，為了從一

切諸行中解脫，他必須重複地復習之前所修習過

的觀法，例如用佛陀在《無我相經》裏教導的十

一種觀法來觀照五蘊：即觀照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劣、勝，粗、細，遠、近的色、受、想、

行、識五蘊的無常、苦、無我；也可以用《無礙

解道》教導的四十思惟法觀照；或者用七色觀法、

七非色觀法，十八大觀、七隨觀法、逐一法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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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觀照諸行法的三相，稱為“審察隨觀智”

(Pa�isa6khānupassanā ñā>a)。 

達到高級觀智時，禪修者的心已能很平等、

銳利地觀照諸行法。那時，他對極快速生滅的諸

行法，不會再像之前沒有修觀時那樣執著與喜愛，

也不會像初修觀智時那樣感到怖畏與厭離，其心

對諸行只是成為不關心而中立，這稱為“行捨智”

(Sa6khārupekkhā ñā>a)。 

當他的觀智成熟時，會生起稱為“導至出起

之觀”(Vu��hānagāminīvipassanā)的隨順智、種姓智。

其中，隨順智(Anuloma ñā>a)是指這種智慧既隨順

之前的觀智，又隨順之後的道智。 

種姓智(Gotrabhu ñā>a)即改變凡夫種姓，成為

聖者的種姓。 

種姓智滅去後，即生起道智(Maggañā>a)。在

道智生起的那一剎那，即能斷除相應的煩惱。 

道智執行與四聖諦相應的四種作用： 

1.遍知苦——遍知五蘊、名色法。 

2.斷除集——斷除苦之因——煩惱。 

3.證悟滅——證悟涅槃。 

4.修習道——完全培育八支聖道。 

道智滅去後，立刻生起果智。果智滅去後，

生起省察智，省察已證得的聖道、聖果及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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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哪些煩惱已經被斷除，以及還有哪些煩惱尚

未被斷除。 

這就是禪修者由培養世間觀智一直到證悟出

世間智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進展分為十六種觀智。

若依清淨來分，則為五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

道非道智見清淨、行道智見清淨和智見清淨。智

見清淨(Ñā>adassanavisuddhi)即禪修者如實知、如實

見到四聖諦。 

 

二、漏盡智 

我們再看經文： 

“他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

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

滅之道；” 

世間智了知四聖諦 

從世間智的角度上來說，“如實了知此是苦”

是指禪修者在見清淨的階段，通過名色識別智而

了知被稱為苦的五取蘊。 

“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是指禪修者在度疑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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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通過緣攝受智辨識五取蘊或名色法之因，

於是他了知五取蘊的生起之因。 

“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是指禪修者在生滅隨觀

智的階段，除了觀照諸行法的有生之滅(uppāda 

nirodha)外，還應觀照無生之滅(anuppāda nirodha)—

—在未來證阿拉漢道時，所有的煩惱滅盡不再生

起；在未來般涅槃時，五蘊完全滅盡，不再生起。 

“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是指禪修者在道

非道智見清淨階段，了知光明、喜等殊勝體驗並

非道，唯有繼續修觀才是道。 

又或者禪修者在修習生滅隨觀智的階段，以

見剎那生滅(kha>ato udayabbayadassanena)而了知苦

諦，以見緣生(paccayato udayadassanena) 而了知集

諦，以見緣滅(paccayato vayadassanena) 而了知滅諦，

以見生滅(udayabbayadassana%) 而了知道諦。 

這是禪修者以世間觀智如實了知世間四聖諦。

(Vm.727; Ps.A.50) 

出世間智了知四聖諦 

在聖道生起的那一剎那，其道心也執行如實

了知出世間四聖諦的作用。其中， 

“如實了知此是苦”是指出世間聖道透徹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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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被稱為苦的五取蘊。 

“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是指聖道斷除相應的煩

惱，例如入流道斷除有身見、戒禁取和疑三種最

粗的煩惱。他了知苦之集——由於無明、渴愛而

導致五取蘊的生起。 

“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是指證悟聖道時，聖道

心緣取苦之滅的涅槃為目標，即“證悟涅槃”。 

“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是指聖道心中，

同時具足八支出世間聖道。 

這是禪修者以出世間道智如實了知出世間四

聖諦。 

聖典文句 

這時，禪修者： 

“如實了知此是漏，如實了知此是漏之集，

如實了知此是漏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漏滅之

道。他如此知，如此見，心解脫欲漏，心解脫有

漏，心解脫無明漏。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

智，了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

無後有。’” 

 

“如實了知此是漏” (Ime āsavāti yathābhū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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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ānāti)：這裏的“漏”(āsava)是煩惱的異名。有

四種漏，分別是：欲漏(kāmāsava)、有漏(bhavāsava)、

見漏(di��hāsava)和無明漏(avijjāsava)。為什麼稱為漏

呢？以流動之義為漏，即從眼流向於色，從耳流

向於聲，從鼻流向於香等。又以流向、引生漫長

的輪迴之苦故為漏。 

“他如此知，如此見”(tassa eva% jānato eva% 

passato)：該比庫以世間觀智和已到達頂峰的出世

間道智如此了知、如此親見。 

“心解脫欲漏，心解脫有漏，心解脫無明漏”

(kāmāsavāpi citta% vimuccati, bhavāsavāpi citta% 

vimuccati, avijjāsavāpi citta% vimuccati)：在道心剎那

即斷除了這三種漏。 

“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智”(vimuttasmi% 

vimuttami’ti ñā>a% hoti)：“於解脫”是指聖果剎那。

“有‘已解脫’之智”是指省察智。 

“了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

有。’”(khī>ā jāti, vusita% brahmacariya%, kata% 

kara>īya%, nāpara% itthattāyā’ti pajānāti) 

什麼是“生已盡”？通過圓滿地培育聖道而斷

盡一切煩惱。他省察到由於沒有煩惱，即使存在

有業也不會在未來導致結生。 

“梵行已立”的“梵行”指道梵行(maggabra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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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ya%)。善行凡夫和七有學聖者稱為“住於梵行

者”(brahmacariyavāsa%)，漏盡者則稱為“已住梵

行者”(brahmacariyavutthavāsa)。換言之，從一名在

家居士受持三皈五戒開始，直到證悟第四道智時

都稱為“過著梵行生活”。第四道智一滅去，在生

起阿拉漢果的剎那，圓滿的梵行生活已經確立，

稱為“梵行已立”。 

“應作已作”：已經完成了四種聖道對四聖諦的

十六種任務：應遍知的已遍知，應斷除的已斷除，

應證悟的已證悟，應修習的已修習。意思是應被

每一聖道斷除的煩惱都已被斷除，已滅盡了一切

苦之根。 

應遍知什麼？應遍知五取蘊，遍知名色法，

遍知諸行法的無常、苦、無我。 

應斷除什麼？應斷除一切煩惱。 

應證悟什麼？應證悟涅槃。 

應修習什麼？應修習八支聖道，修習戒、定、

慧，修習止觀。 

對於善行凡夫和有學聖者來說，這些都是他

們需要做和正在做的任務。 

漏盡者已經完成了所有這些任務，稱為“應

作已作”。 

“再無後有”：他了知：“我現在再也沒有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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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十六種任務、為了斷盡煩惱而需要培育聖

道的任務了。”或者了知：“我在後世再也沒有像

現在這種繼續流轉的諸蘊相續了，這五蘊已被遍

知，就像被挖了根的樹一樣，它們在最後之心滅

去後，猶如油盡火滅一樣達到涅槃的狀態。” 

漏盡智的譬喻 

佛陀繼續用譬喻來描述： 

“大王，猶如山頂上的水池清澈、清淨、澄

清，有具眼之人站在其岸邊，能看見牡蠣、砂礫，

和遊動、靜止的魚群。他這樣想：‘這水池清澈、

清淨、澄清，其間有牡蠣、砂礫，和遊動、靜止

的魚群。’同樣地，大王，當比庫的心如此得定、

清淨、明淨、無穢、離諸隨煩惱、柔軟、適合作

業、住立與不動時，引導其心轉向於諸漏盡智。

他如實了知此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實

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

如實了知此是漏，如實了知此是漏之集，如實了

知此是漏之滅，如實了知此是導至漏滅之道。他

如此知，如此見，心解脫欲漏，心解脫有漏，心

解脫無明漏。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智，了知:

‘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



第十一講  沙門極果  

437 

大王，這也是比前面的現見沙門果更超越、更殊

勝的現見沙門果！大王，再也沒有比此現見的沙

門果更超越、更殊勝的其他現見的沙門果！” 

 

佛陀在這裏強調“再也沒有比此現見的沙門

果更超越、更殊勝的其他現見的沙門果”，於是

把他的教導，以及作為沙門所修所證的目標推向

了巔峰。 

佛陀的教法以斷盡一切煩惱為終極(anata)，以

證悟阿拉漢道果為最終目標(pariyosāna)。當禪修者

達到漏盡智的階段，他的修行成果是受到了禪那、

神通等諸上人法，以及這十四種大沙門果所莊嚴

的。漏盡智猶如一顆鑲嵌在由黃金、寶石等所建

造的佛塔頂上的鑽石一樣，這顆鑽石稱為最上之

寶。同樣地，在種種沙門果中，漏盡智被稱為最

上。 

佛教以漏盡為終極 

有些信奉後期佛教的人認為：斷盡煩惱、證

阿羅漢並不是佛陀教法的終極。他們認為阿羅漢

不發大心度眾生，只顧自己“灰身滅智”歸於空

寂，而佛陀說法的終極目標是證得萬德圓滿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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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以小乘聖者最終還須“回小向大”，發菩

提心，求無上覺，畢竟成佛。 

這種論調對不對呢？究竟成佛是不是佛陀教

法的終極呢？有沒有這種可能？且讓我們先聽一

聽佛陀怎麼說。 

佛陀在諸經中曾多次強調說： 

“A��hānameta%, bhikkhave, anavakāso ya% ekissā 

lokadhātuyā dve arahanto sammāsambuddhā apubba% 

acarima% uppajjeyyu%, neta% �hāna% vijjati.”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在一個世界

中有兩位阿拉漢、正自覺者不前不後地出現，無有此

事！”(D.2.298; D.3.161; M.3.129; A.1.277) 

自從菩薩最後一生的入胎結生開始，直到佛

陀般涅槃後其舍利完全消失無餘為至，在此期間，

一萬個輪圍世界內都不可能有其他的佛陀出現。

這是法的定律(Dhammaniyāma)！ 

即使未來有下一位佛陀出世，現在的佛陀通

常也會有預言，就猶如我們的果德瑪佛陀預言在

遙遠的未來，人壽八萬歲時將會有美德亞佛陀

(Metteyya Buddha)出現一樣。(D.3.107) 

假如唯有究竟成佛才是佛陀說法的最終目標，

那麼，這意味著佛陀說法利生四十五年間，或者

佛教流傳至今 2600年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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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教法的終極。因為現在是果德瑪佛陀的教法

時期，此間不可能再出現另一位佛陀。而事實上，

自從我們的果德瑪佛陀成佛至今，確實不曾也不

可能有其他的人成佛。“唯有成佛才是終極”的論

調無疑等於否定了佛陀說法度人的目的，否定了

佛法的現見性與可證性，更否定了已經達到佛教

終極——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作為僧寶的佛

陀聖弟子。
16

 

到底什麼才是佛陀教法的終極呢？佛陀在

《相應部》中明確地表示：貪瞋癡滅盡的涅槃才是

終極： 

“Katamañca, bhikkhave, anata%? Yo, bhikkhave, 

rāgakkhayo dosakkhayo mohakkhayo - ida% vuccati, 

                                                             

16 在《本生》、《諸佛史》、《所行藏》等聖典和義註中曾提到“大

菩提乘”的修法，因此在南傳上座部佛教中也有不少的人希望最

終成就佛果。根據上座部佛教，唯有得到佛陀的親自授記後，才

能成為真正的菩薩(bodhisatta)。自從授記後，菩薩需要用至少四個

不可數以及十萬大劫的漫長時間來圓滿十種巴拉密(pāramī)。即使

是在極漫長的無佛出世的空劫時期，他們仍然毫不退縮地圓滿各

種巴拉密。在圓滿巴拉密之前，菩薩還是凡夫，未能證悟任何聖

道聖果。一旦巴拉密圓滿，菩薩即證悟與一切知智相應的阿拉漢

道，成為無上正自覺者。 

 因此，行菩薩行、成就佛果是極少數人的意願。就如醫生不會

要求每個病人都必須成為醫生，國王不會要求每個臣民都必須成

為國王，同樣地，佛陀也不可能要求每個弟子皆成為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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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kkhave, anata%.” 

“諸比庫，什麼是終極？諸比庫，貪的滅盡，瞋

的滅盡，癡的滅盡。諸比庫，這稱為終極。”(S.4.378) 

《中部·小智解經》也說： 

“Nibbānogadhañhi, āvuso visākha, brahmacariya%, 

nibbānaparāyana% nibbānapariyosāna%.” 

“賢友維沙卡，梵行潛入涅槃，以涅槃為彼岸，

以涅槃為終極。”(M.1.466) 

在《中部·大心材譬喻經》中，佛陀也肯定地

說只有證悟阿拉漢果才是佛教梵行的最終目標： 

“Yā ca kho aya%, bhikkhave, akuppā cetovimutti - 

etadatthamida%, bhikkhave, brahmacariya%, eta% sāra%, 

eta% pariyosāna%.” 

“諸比庫，只有這不動的心解脫，諸比庫，那才

是此梵行的目標，是其心材，是其終極。”(M.1.311) 

所以，佛陀教法的終極是斷盡貪瞋癡、斷盡

一切煩惱、證悟阿拉漢道果。佛陀教法的終極，

也正是佛教沙門的最終目標——最高沙門果。 

正如佛陀在《相應部》中說的： 

“Katamo ca, bhikkhave, sāmaññattho? Yo kho, 

bhikkhave, rāgakkhayo dosakkhayo mohakkhayo - aya% 

vuccati, bhikkhave, sāmaññattho’ti.” 

“諸比庫，什麼是沙門的目標？諸比庫，是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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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諸比庫，這稱為沙門的

目標。”(S.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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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第十二講第十二講第十二講  國王皈依國王皈依國王皈依國王皈依 

我們在上一講談到佛陀以斷盡煩惱、證悟阿

拉漢果為沙門的最終目標。佛陀結束這段開示時，

從開頭、中間到最後都專心聆聽開示的未生怨王

這樣想：“我曾經問過許多沙門、婆羅門這些問題

很久了，但就像打穀糠一樣不能獲得任何有實質

的東西。啊！世尊確實具足功德，他就像一千盞

燈所放射出來的大光明一樣回答了我的這些問題。

我已被蒙蔽很久而不知道十力尊的功德威力。”

他思惟了佛陀的功德之後，身體遍滿五種喜，於

是發出下面的讚歎。 

 

一、國王皈依 

國王的讚歎 

請看經文： 

“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對世尊這樣說:“奇哉！尊者，奇哉！尊者。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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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猶如倒者令起，覆者令顯，為迷者指示道路，

在黑暗中持來燈光，使有眼者得見諸色。正是如

此，尊者，世尊以種種方便開示法。” 

 

 “奇哉”(abhikkanta%)：是極好的、極可愛的、

極美好的、極美妙的意思。 

為什麼未生怨王重複地說兩次“奇哉”呢？

當知說兩次是表示淨信和讚賞。 

第一次“奇哉”是國王對佛陀教說的讚歎，

第二次“奇哉”是表達自己對佛法的淨信心。它

是意思是：“尊者，世尊的教說實在太美妙了！我

對世尊的教法生起的淨信也太美妙了！” 

又或者用兩重含義來讚歎世尊的話：世尊的

話驅除過失故為奇哉，成就功德故為奇哉；能生

起信心故，生起智慧故；有義理故，有語言故；

文句明瞭故，義理深奧故；悅耳動聽故，深入人

心故；不自讚故，不毀他故；慈悲清淨故，智慧

潔淨故；聽聞時快樂故，思惟時有益故等。可以

這樣結合著來理解。 

接著，國王用四種譬喻來讚歎教說： 

“倒者令起”(nikkujjita% vā ukkujjeyya)：把倒放

著的東西扶正過來。 

“覆者令顯”(pa�icchanna% vā vivareyya)：把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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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東西顯示出來。 

“為迷者指示道路”(mū8hassa vā magga% 

ācikkheyya)：為迷失方向的人指出一條道路。 

“在黑暗中持來燈光”(andhakāre vā telapajjota% 

dhāreyya)：在漆黑的夜晚中帶來光明、持來光明。 

它們的意思是：就像把顛倒的東西擺正，同

樣地，當我偏離正法、陷入非法時，世尊把我從

非法中喚醒。就像蒙蔽的東西被顯露出來，同樣

地，自從過去咖沙巴世尊的教法隱沒之後，一直

被邪見之林所覆蓋的教法，現在又被重新顯示出

來。就像給迷路的人指示正確的道路，同樣地，

當我行於歧途邪道時，世尊為我指示通向天界和

解脫的道路。就像在黑暗中持來燈光，同樣地，

當我陷入愚癡的黑暗中、看不見猶如寶石般的佛、

法、僧時，世尊為我帶來教說的明燈，驅除了這

些覆蓋的愚癡黑暗。所以，世尊用種種的方法來

開示佛法。 

佛法僧的分別 

未生怨王如此讚歎佛陀的教說後，為了表達

自己因聽聞這次教說而對三寶生起的信心，他表

示願意皈依佛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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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āha%, Bhante, Bhagavanta% sara>a% gacchāmi 

dhammañca bhikkhusa6ghañca” 

“尊者，我皈依世尊、法以及比庫僧，” 

 

這句話也可意譯為：“尊者，我前往您這位

世尊為皈依處，我前往法為皈依處，我前往比庫

僧團為皈依處！” 

由於在生死輪迴當中，佛法僧為人們提供了

能夠導向生天以及解脫的皈依處、庇護所，所以

當善男子、善女人對佛陀、法、僧生起信心之後，

通過表白自己願意以佛陀為皈依、以法為皈依、

以僧為皈依，如此成為佛陀的弟子。 

 

下面簡單地解釋一下皈依佛、法、僧。 

“皈依”：巴利語 sara>a%，名詞，直譯為皈依

處、庇護所、避難所。gacchāmi 是我去、我前往。 

“世尊”(Bhagavanta%)：在此是單數，即專指

我們的導師果德瑪佛陀。 

現在的教法時期是果德瑪佛陀的教法時期，

佛弟子所皈依的對象即是果德瑪佛陀，以果德瑪

佛陀這位導師為唯一的皈依處。 

雖然巴利聖典中也提到有許多過去諸佛，而

且他們都是值得禮敬的對象，但作為三皈依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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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則只是以果德瑪佛陀為皈依處。
17

 

“法” (dhammañca)：源於動詞“支持”

(dhāreti)。因保持已得達於聖道、已證悟於寂滅、

如教導而行道者不墮落四惡趣故為法。依其含義

則是指聖道以及涅槃。當然，法還包括聖果和教

理之法(pariyattidhammo)。 

“僧”(bhikkhusa6ghañca)：通過見的和合與

戒的和合而集合為僧。 

見的和合是指觀點的一致。如說：“若此見能導

向聖、出離、依此而行者能完全滅盡苦，達到見

的一致者以這樣的見而住。” (D.3.324；M.1.492；

3.54)戒的和合是指戒行的一致。如說：“若於諸戒

無毀、無斷、無斑、無雜、自由、為智者讚歎、

無執取、導向於定。達到戒的一致者以這樣的戒

而住。”(D.3.323；M.1.492；3.54)比庫僧團的和

合必須以見的一致和戒的一致為基礎，任何見解

的分歧或戒律的分歧都有可能導致僧團的紛爭甚

至分裂。 

然而，無論聖者們居住在哪裡，甚至天各一

方，他們皆以自己的功德和諧而達成一致。諸聖

者不可能執持違背三藏的錯見，也不可能故意違
                                                             

17 巴利三藏並沒有他方諸佛的說法，論藏和義註則直接否定有他

方諸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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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世尊制定的大小學處。 

所以，這裏的“僧”依其含義是指八種聖者

組合的團體。由比庫們組成的僧團為比庫僧。 

皈依的分別 

有兩種皈依：出世間的皈依和世間的皈依。 

1. 出世間的皈依是在知見四聖諦、證悟聖道

的那一剎那，即通過完全去除了皈依的污垢，取

涅槃為目標後，以作用而成就對整體三寶的皈

依。 

2. 世間的皈依是凡夫通過鎮伏皈依的污垢，

取佛法僧的功德為目標而成就皈依。在意義上是

對佛法僧三寶獲得信心，以信心為根的正見則是

十種作福德事(dasa puññakiriyavatthū)中的“見正直

業”(di��hijukamma)。 

 

有四種方式可以達成世間的皈依： 

1.奉獻自己(attasanniyyātana%)：把自己奉獻給

三寶。他可以這樣說：“從今天開始，我把自己奉

獻給佛陀，奉獻給正法，奉獻給僧團！” 

2.以三寶為皈依處(tapparāya>atā)：可以這樣表

白：“從今天開始，佛陀是我的皈依處，法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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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處，僧是我的皈依處，請您憶持我！”如此

以三寶為皈依處。 

3.接受弟子的身份(sissabhāvūpagamana%)：可

以這樣說：“從今天開始，我是佛陀的弟子，是法

的弟子，是僧的弟子，請您憶持我！” 

4.頂禮(pa>ipāto)：他表白：“從今天開始，我

只向佛陀、法和比庫僧這三種對象行頂禮、恭敬、

起立、作合掌和做適當的義務，請您憶持我！”

這樣對佛法僧作恭敬禮拜。 

可以通過這四種方式的任何一種來表白自己

的皈依。 

對於頂禮，有四種頂禮： 

1.向親族中的長輩頂禮：在家人向母親、父

親、親族中的長輩頂禮。 

2.因害怕的頂禮：因害怕或權威而向皇帝、

國王、地方長官等頂禮。 

3.向老師頂禮：向傳授、教導文化、知識、

技術的老師頂禮。 

4.向值得供養者頂禮：生起信心，相信對方

是值得供養、恭敬者而行宗教禮。 

在這四種頂禮中，前面三種頂禮並不能稱為

皈依，只有最後一種行宗教禮才稱為皈依。假如

在家居士向已加入外道團體的親族長輩頂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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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皈依並沒有破，因為這是向親戚頂禮。假如他

向信奉外道的國王、長官頂禮，也沒有破皈依。

假如他頂禮教導他世間知識或技術的外道，認為

“這是傳授我知識的老師”，他的皈依也沒有破。

但是，如果在家居士向除了佛、法、僧以外的任

何對象行宗教禮，相信他們能保佑自己，或者以

他們為庇護所，則他對三寶的皈依即因此失去。 

 

世間的皈依有兩種破： 

1.有罪的破皈依(sāvajjo)； 

2.無罪的破皈依(anavajjo)。 

什麼是有罪的破皈依？當佛弟子在皈依、禮

拜佛、法、僧三寶以外的神、鬼、宗教導師等，

或奉獻自己等時，即破了他的皈依，他已不再是

佛弟子了。這種破皈依是有罪的，只會帶來不好

的結果。 

什麼是無罪的破皈依？佛弟子在死亡時，他

的皈依也自然失去了。這種破皈依是無罪的。 

出世間的皈依不可能破。聖弟子即使投生為

其他的生命，也不會指認其他的宗教導師。 

所以，佛陀在《增支部》中說： 

“A��hānameta%, bhikkhave, anavakāso, ya% 

di��hisampanno puggalo añña% satthāra% uddiseyy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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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即具見之人還

會指認其他的導師！”(A.1.276) 

具見之人(di��hisampanna)——特指初果和初

果以上的聖者——絕不會皈依佛、法、僧三寶以

外的對象。他們不會這樣相信、確認其他的宗教

導師：“這是佛陀”、“這是我的導師”、“這是我的

皈依處”。對於聖者來說，有罪的破皈依是不可能

發生的。 

佛陀繼續說： 

“Vhānañca kho eta%, bhikkhave, vijjati, ya% 

puthujjano añña% satthāra% uddiseyya. �hānameta% 

vijjatīti.” 

“諸比庫，乃有此事，即凡夫還會指認其他的導

師，乃有此事！”(A.1.276) 

有罪的破皈依只會發生在凡夫身上。凡夫對

佛法僧的信心是可能動搖、不確定的。儘管他們

曾經表白以佛法僧為皈依，願意成為佛弟子，但

是卻很可能因為無知、恐懼、迷茫或習俗等而崇

拜、皈依天神鬼怪等，或者因為錯信、邪勝解

(micchādhimokkha)而把非佛陀當作佛陀來皈依、頂

禮。雖然凡夫今生有幸成為虔誠的佛弟子，但是

在漫長的輪迴流轉之中，當他投生於無佛法的時

期或者邪見盛行的邊地，其時就連“佛陀”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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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聽不見，更談不上生起信心了。佛陀出世猶如

漫漫長夜電光一閃，正法住世猶如曇花一現，在

絕大多數無佛出世的空劫中，眾生即使有幸得生

為人，也只能皈依梵天、天神、惡魔、精靈、鬼

怪，甚至崇拜山川、樹木、石頭、動物（如圖騰）

等。所以聖典精闢地解釋“凡夫”為： 

“Puthu satthārāna% mukhullokikā’ti puthujjanā.” 

“仰望各種不同的導師者為凡夫。”(大義釋 51) 

在家弟子的分別 

未生怨王接著說： 

“願尊者憶持我為近事男，” 

 

“願尊者憶持我為近事男”(Upāsaka% ma% 

bhagavā dhāretu)：意思是願世尊這樣接受、記得、

知道我：“這是近事男”。 

誰是近事男？任何已行皈依的在家人，男的

稱為近事男(upāsaka)，女的稱為近事女(upāsikā)，

也即佛教徒、居士或在家弟子。正如佛陀說： 

“大名，只有已皈依佛陀、已皈依法、已皈依僧

者，才能成為近事男。”(S.5.1033) 

為何稱為近事男？親近奉侍三寶故。以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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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奉侍佛陀、法和僧為近事男。 

在家弟子有哪些戒？有五戒。例如說： 

“大名，只有近事男遠離殺生，遠離不與取，遠

離欲邪行，遠離虛妄語，遠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大

名，這才是持戒的近事男。”(S.5.1033) 

什麼是在家弟子的活命（謀生方式）？捨棄

五種不正當的買賣，依法維持生計。如說： 

“諸比庫，此五種買賣是近事男不應做的。哪五

種呢？刀槍的買賣，有情的買賣，肉的買賣，酒的買

賣，毒藥的買賣。諸比庫，乃此五種買賣是近事男不

應做的。”(A.5.177) 

在家弟子不應從事五種交易：1.販賣武器；

2.販賣人口；3.飼養供屠宰的畜生（例如養雞、

養豬、養魚等以供人屠宰）；4.販賣煙酒等麻醉品；

5.販賣毒藥。不從事這五類職業，即是他的正命

成就。 

什麼是在家弟子的失壞？有戒失壞和活命失

壞。又或者成為賤種、污穢和可惡，當知這也是

他的失壞，意即他有無信等五種行為。如佛陀在

《增支部》中說： 

“諸比庫，具有五法的近事男是賤種近事男、污

穢近事男和可惡的近事男。哪五種呢？無信，破戒，

迷信徵兆，依靠徵兆而不是業，從此之外尋求應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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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先向該處禮敬。”(A.5.175) 

只要在家弟子擁有五種行為的其中一種，他

的佛弟子身份即會受影響： 

1.無信：對佛、法、僧三寶沒有信心。 

2.破戒：故意違犯五戒。 

3.迷信徵兆：迷信算命、看相、風水等。 

4.依靠徵兆而不是業：在遇到危難或不幸時，

他依靠求神拜佛、求籤問卜、驅邪念咒等，而不

是相信業果。由於他對業果沒有信心，才會迷信

徵兆。 

5.從此之外尋求應施者，並先向該處禮敬：

在家弟子禮敬、皈依佛、法、僧之外的宗教對象，

或者除了三寶以外還去尋求其他的宗教保護。 

什麼是在家弟子的成就？有戒成就和活命成

就，或者以擁有信心等五種行為而成為寶近事男

等。如說： 

“諸比庫，具有五法的近事男是寶近事男、紅蓮

花近事男和白蓮花近事男。哪五種呢？有信，持戒，

不迷信徵兆，依靠業而不是徵兆，不從此之外尋求應

施者，並先向此處禮敬。”(A.5.175) 

 

未生怨王又說： 

“從今日起乃至命終行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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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命終行皈依”(pā>upeta% sara>a% gata%)：

只要我的生命還存在，我就沒有其他的導師，只

通過三皈依而行皈依，請世尊憶持、記得我為近

事男和淨人！即使有人拿著鋒利的刀劍要砍掉我

的頭，我也不會說出“佛陀不是佛陀，法不是法，

僧不是僧”之類的話。 

 

二、國王懺悔 

未生怨王表白了對佛、法、僧三寶的信心之

後，開始發露自己曾犯下的罪行。國王說： 

“尊者，罪惡戰勝了我，我如此愚蠢，如此

愚癡，如此不善！我為了奪取王權而殺死了父

親、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 

 

未生怨王表白自己在惡友的教唆之下，為了

奪取王位而殺死了自己的父王。 

 

“尊者，為此願世尊接受我的罪為罪，以防

護未來！” 

 

未生怨王通過表白自己的罪惡，請求佛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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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的罪為罪而進行懺悔。 

懺悔與除障 

懺悔，巴利語 khamati pa�idesanā。khamati 是請

求對方認可；pa�idesanā 是說出自己的罪，或者向

對方說出罪過。把自己的罪過說出來，然後請求

對方認可，接受自己的錯過，稱為懺悔。 

懺悔能不能消除惡業呢？或者說過去所造的

惡業能不能通過懺悔消除呢？不能！如前所述，

“消業”的觀點是耆那教等外道的主張。
18

 懺悔的

作用並不在於消除舊業，而是在於悔過自新。 

懺悔雖然不能消除惡業，但是卻能夠去除某

些障礙。這裏就簡單地談一談“障礙”(antarāyikā)。

律註《普端嚴》中說： 

“能造成生天與解脫的障礙，故為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它們是

業、煩惱、果報、誹謗和違令五種。  

其中，五無間業名為業障業障業障業障。如污比庫尼之業只會

造成他的解脫障解脫障解脫障解脫障，而非生天。定邪見法名為煩惱障煩惱障煩惱障煩惱障。

般噠咖19、畜生趣、兩性人等結生法名為果報障果報障果報障果報障。誹

                                                             

18 見本書 p.154-155。 
19 般噠咖
般噠咖般噠咖

般噠咖 (pa>Faka)：舊譯作半擇迦、黃門等。因生理、心理、閹

割等原因而造成性別或性心理異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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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聖者名為誹謗障誹謗障誹謗障誹謗障，只要沒有向聖者請求原諒，則不

能除障。故意犯罪名為違令障違令障違令障違令障，只要他是比庫身份或

自認為[比庫]，不出罪或不懺悔，則不能除障。”

(Pc.A.417) 

能造成生天與解脫的障礙一共有五種： 

1.業障(kammantarāyikā)：這裏的“業”是指

弒母、弒父、弒阿拉漢、惡心出佛身血和分裂僧

團這五種極重惡業，即無間業。只要一個人犯了

這五種無間業的任何一種，此惡業即能障礙他生

天和解脫，他今生不可能證得任何聖道聖果，下

一生也不可能生天，連投生為人的機會都沒有，

他必然會墮落到地獄。 

2.煩惱障(kilesantarāyikā)：這裏的“煩惱”特

指定邪見，即頑固地執持無因見、無作用見或虛

無見這三種斷滅見的任何一種。 

3.果報障(vipākantarāyikā)：這裏的“果報”是

指無因結生。有情投生為畜生、餓鬼、般噠咖、

兩性人、先天性殘疾人等，由於其結生心是無因

心，所以無論如何修行皆無法獲得成就。 

4.誹謗障(upavādantarāyikā)：誹謗聖者。一個

人不管有意或無意誹謗聖者，即造成其禪修和解

脫的障礙。 

5.違令障(ā>āvītikkamantarāyikā)：這裏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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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世尊制定的學處，以世尊所制定的學處稱為

“威令教說”(ā>ādesanā)故。故意犯戒，並且不認

罪或不想懺悔，即構成“違令障”。 

 

在這五種障礙中，業障即使懺悔也不可能去

除，就像本經中的未生怨王一樣。煩惱障只需完

全放棄其邪見即可去除；果報障與生俱來，今生

既無法改變，也無法通過懺悔去除；誹謗障必須

向所誹謗的聖者發露懺悔，即可去除；對於違令

障，比庫或自認為是比庫者可以通過如法的懺悔

而去除，沙馬內拉和在家居士則可通過重新受皈

戒而去除。 

雖然通過懺悔可以去除誹謗障和違令障，即

不再構成生天與解脫的障礙，但其所造的惡業卻

不能去除。例如某比庫故意殺生，事後經懺悔而

去除了違令障，不再障礙其禪修，但他殺生的惡

業仍然還在。又如某人譭謗了聖者，儘管懺悔後

該聖者原諒了他，他也去除了禪修的障礙，但誹

謗聖者的惡業仍然還在。 

在此講一下持律第一的伍巴離(Upāli)尊者前

世的故事。在兩個大劫以前，伍巴離出生為名叫

旃達那(Candana)的王子。有一天，他騎著名叫西

利格(Sirika)的大象前往花園，半路上有位名叫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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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勒(Devala)的獨覺佛走在他的前面，他很生氣並

怒罵了佛陀。不久，他全身發熱猶如火燒，事後

即前往獨覺佛之處請求懺悔。雖然獨覺佛原諒了

他，他的燒熱也因此消退了，但是辱罵獨覺佛的

惡業，卻使他最後一生投生為低等種姓，成為釋

迦族的宮廷理髮師。 

懺悔的意義 

對於國王的懺悔，佛陀說： 

“大王，罪惡確實戰勝了你，你如此愚蠢，

如此愚癡，如此不善！你殺死了父親、正直、如

法之王的生命。大王，若你能見罪為罪，如法懺

悔，在未來達到防護，我接受此事。” 

 

佛陀接受未生怨王所犯下的罪行，並接受他

的懺悔： 

“大王，這就是在聖者之律中成長：能見罪

為罪，如法懺悔，在未來達到防護！” 

 

“在未來達到防護”(āyati% sa%vara% āpajjati)：

為了防護未來，為了不再做出像這樣的罪行、過

惡、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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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佛陀談到懺悔的意義。懺悔不是在內心

中隱瞞或壓抑自己的過錯，或者知道自己做錯了

還不肯表白道歉，而是坦誠地把自己的過失表白

出來，請求對方原諒，然後在未來努力達到防護。

“下定決心從此不再犯”才是懺悔的意義，而不

是犯了懺、懺了又犯，反反覆覆。所以，改過還

需要自新，懺悔才有意義。 

國王當著佛陀的面懺悔，而且佛陀也接受他

的懺悔，他的罪是不是就因此滅了？他的罪並沒

有滅！由於他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這是無間業，

所以他死後仍然墮落到地獄。然而，由於他後來

親近如來、皈依三寶，因為佛陀教法的偉大，就

像被判處死刑的人通過交罰金而解脫。同樣地，

他死後將投生到“銅鍋地獄”(Lohakumbhiya%)，

往下沉三萬年到達鍋底，然後往上浮三萬年，當

他再浮上鍋面時，就能從地獄中解脫出來。 

皈依三寶後的國王決定不再親近惡友，並積

極行善，例如在佛陀般涅槃那年，他作為外護護

持了第一次聖典結集。 

三、國王聞法的利益 

請繼續看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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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說時，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對世尊這樣說：‘尊者，我們現在要走了，我們

還有許多事務、許多事情。’” 

 

佛陀說： 

“大王，你現在考慮時間吧！” 

 

意思是說：大王，你知道現在應該是要離開

的時候了，你自己掌握時間吧！ 

 

“於是，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對世

尊之所說[感到]歡喜與隨喜，從座位起來，禮敬

世尊，作右繞後離開。 

當時，世尊在馬嘎塔國韋迭希之子未生怨王

離開不久，告訴比庫們：‘諸比庫，這位國王根

絕[自己]。諸比庫，這位國王毀了[自己]。諸比

庫，假如這位國王沒有殺死父親、正直、如法之

王的生命，他將即於此座中生起遠塵離垢之法

眼。’” 

 

“遠塵”(viraja%)：除去了貪等塵垢。 

“離垢”(vītamala%)：遠離了貪等污垢。 

“法眼”(dhammacakkhu)：諸法之眼(dhammesu 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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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khu%)，即知見四聖諦法之眼。或由法而生之眼

(dhammamaya% vā cakkhu%)，即是由止觀之法、戒

定慧三法構成之眼。在其他經典中，法眼是指前

面三種聖道，但在這裏只是指入流道(sotāpatti- 

magga)。 

佛陀說，假如這位國王不曾殺死自己的父親，

他將在聽聞這篇《沙門果經》的時候就能證悟初

道。 

為什麼這位國王只是通過聽聞佛陀說法就能

夠證悟呢？因為他過去生曾經修行過很長時間，

所以他擁有只是通過聽聞佛陀說法就能證悟聖道

聖果的巴拉密(pāramī)。 

那這個國王又為什麼不能證悟呢？由於他曾

親近惡友，犯下種種罪行，特別是造了業障，障

礙他獲得解脫的機會。 

雖然國王原來擁有很強的巴拉密，能夠只通

過聽聞佛法而證悟初果，但是由於他造了業障，

因此他自己毀了自己，自己根絕了自己。猶如自

己挖掉了自己的根一樣，他所犯下的惡行摧毀了

證悟道果的寶貴善根，失去了難得的機會。 

國王聽聞佛法之後獲得了什麼利益呢？獲得

了大利益。他自從殺害了自己父親的那個時候開

始，無論黑夜還是白天都無法安眠。但是自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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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導師、聽聞這甜美如甘露般的佛法教說之後，

他可以安眠了。他對佛、法、僧三寶表現出極大

的恭敬，對於凡夫所具足的信心，沒有人能比得

上這位未生怨王。這位國王在未來很久以後將成

為名叫“勝利”(Vijitāvī)的獨覺佛，然後般涅槃。 

 

“世尊如此說。那些比庫滿意與歡喜世尊之

所說。” 

 

當時在場的那些比庫聽了世尊所揭示的這一

系列的沙門果，都對世尊的開示感到滿意和歡

喜。 

 

四、總結 

下面我們簡單地作一下歸納總結。這篇經文

包含三層意義： 

第一層意義：這篇經文的發生背景是令人心

酸的宮廷事變。未生怨王為了爭奪世俗權利而弒

父篡位，致使自己陷入悲哀、懊惱和痛苦之中。

未生怨王篡位的動機是想要獲得世俗的最高成就，

但是當他如願以償地擁有這一切的時候，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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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安樂地過一天。於是國王開始質疑這種世

俗的成就：是否存在有比世俗的快樂更加超越的

快樂？是否存在超越世俗成就的、今生現見的殊

勝成就？ 

第二層意義：當時已有一部分人投身於沙門

行列，追求超越世俗的快樂，追求生命的意義和

人生的終極。但是由於智慧或能力的局限，他們

的思想學說未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經文借助

國王轉述他曾經拜訪過的沙門六師，羅列了這些

宗教導師們的哲學觀點、宗教思想。 

第三層意義：佛陀指出一個人可以因為出家

而免除俗務、獲得自由，通過具足戒行而內心體

驗無悔無過之樂，通過守護根門而內心體驗無污

垢之樂，通過知足而衣食無憂，通過捨離五蓋而

身心愉悅快樂，通過證得禪那而體驗微妙的禪悅

之樂，通過擁有神通而獲得神通遊戲和心自在之

樂，最後通過漏盡智而獲得菩提之樂、寂靜之樂、

涅槃之樂。寂靜的涅槃之樂則是沙門的終極成就。

而所有這一系列循序漸進、次第增上的沙門成就，

又無一不是在今生即可獲得的！換言之，佛陀的

教法不是等死的宗教，她要我們好好地把握今生，

只要依照戒、定、慧的次第修行，在今生即可獲

得所有這些佛陀教法的功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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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層意義都緊扣著一個“果”字，也就是

成果、成就。第一層的世俗成果只會帶來痛苦，

即使擁有快樂，也是短暫的、潛伏著諸多隱患的。

第二層的外道沙門成果是片面的、不究竟的。第

三層的佛教沙門成果是層層殊勝、不斷超越的，

最終則是在今生斷盡一切煩惱，證得解脫之樂、 

涅槃之樂，這是至上的、終極的沙門果。 

 

在結束這篇《沙門果經》的學習之際，為了

方便大家理解此經的整體內容，今特列出下面的

經文內容結構表，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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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都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按照佛陀

為我們指示的這條道路，有次第地、循序漸進地、

踏踏實實地修行，儘量在今生能夠成就多少的沙

門果，就成就多少的沙門果！ 

 

現在，讓我們一起合掌來做迴向。在這裏先

簡單地說明迴向的意義。我們把所做的一切佈施、

持戒、禪修、服務、聽聞佛法、隨喜等功德善業，

發願成為禪修順利的助緣，成為早日斷盡煩惱、

證悟涅槃的助緣！當然，我們也把這些功德善業

迴向給一切眾生，願一切眾生都能平等地分享我

們所做的功德！ 

 

Ida% me puñña% āsavakkhayāvaha% hotu. 

Ida% me puñña% nibbā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ññabhāga% sabbasattāna% bhājemi, 

Te sabbe me sama% puññabhāga% labhantu. 

願我此功德，導向諸漏盡！ 

願我此功德，為證涅槃緣！ 

我此功德分，迴向諸有情， 

願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ādhu! Sādh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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