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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法教本 
〈進階禪觀集〉 

 

編者序 

 

《雜阿含經》是坐禪人所習，它的核心是智慧禪觀，所以

《雜阿含經》的經法其實就是禪法，只可惜，我們一般人

在學習經典的時候，就如古大德所說：「皆作道理會去

也。」都把它當作道理知識在學，所以就很難深入思惟觀

察經典的深妙義。 

 

此次編輯原始佛法教本，選錄雜阿含 1362經中的 380篇

經文，分為 4個部分：1.初心入門集（1-80篇）；2.基礎

教理集（81-180篇）；3.進階禪觀集（181-280篇）；4.

雜含驪珠集（281-380篇）。『雜含驪珠集』是前面三集

未收錄，但對於法義和禪觀有參考價值的其它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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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學習沒有門檻，但必須有相應的心行質地和修學的

正確智見，否則，就貿然學習禪修，其實生命很難有真實

的轉化，所以每一集教本的編排次序是以《雜阿含 346

經》的完整修證內容為基本架構，分為六個簡要的修學次

第如下～～ 

1.為善男子：①慚、愧、不放逸；②恭敬、順語、親近善

知識。 

2.聞法正信：③樂見賢聖、樂聞正法、不求人短；④生

信、易受教、勤奮。 

3.內寂其心：⑤不掉、住律儀、學戒；⑥不失念、正知、

住不亂心。 

4.如實觀察：⑦正思惟、習近正道、精進不懈怠。 

5.如實知見：⑧不著身見、不著戒取、度疑惑。 

6.正向涅槃：⑨離貪、恚、癡；⑩斷老、病、死。 

 

願您聞法得益，正見增明，正念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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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簡介 

 

印順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一書中提到：以

「法」來說，原始結集的只是「四部阿含」，而這四部又

根源於「雜阿含（相應阿含）」。 

 

「雜阿含」內容有三：①根本內容『修多羅』是甚深法義

的結晶。②通過一般民間的神教意識而成立『祇夜』。③

分別抉擇「修多羅」、「祇夜」的『弟子所說』與普化社

會的『如來所說』，這兩個就是『記說』。 

 

『修多羅』、『祇夜』、『記說』這三部的總合就稱為

「雜阿含」。依這三部分再開展集成的，就是《中阿

含》、《長阿含》、《增一阿含》。共為「四部阿含」。 

 

依古人的傳承解說：①以「修多羅」根本部分為主的『雜

阿含（即相應阿含）』，是「顯揚真義」──「第一義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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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②以分別抉擇為主的『中阿含』，是「破斥猶疑」

──「對治悉檀」。③以教化弟子啟發世出世善的『增一

阿含』，是「滿足希求」──「為人（生善）悉檀」。④

以述明佛陀超越天魔梵為主的『長阿含』，是「吉祥悅

意」──「世間悉檀」。 

 

這是佛法適應世間、化導世間的四大宗趣，也是學習者從

中所能得到的或淺或深的四類利益。佛法的四大宗趣，從

「四部」聖典的特性中表現了出來。」可見《雜阿含經》

是原始聖典的根本法要（第一義悉檀），它的重要性為全

世界佛學者（不論南北傳、各教派）所公認、無可爭辯的

事實。 

 

佛法歷經約二千六百年的流傳，由於時、地，內、外，

因、緣的衝擊，先是由於印度佛滅後約一百五十年，佛弟

子漸漸偏重於義理的分辨，開始失去了佛在世時「人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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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的風格，以致內部一再分裂，思想上分成十八或二十

部派，根本二部是上座部和大眾部。 

 

四部『阿含經』中，以《雜阿含經》為根本。《雜阿含

經》意思是「聖弟子輾轉傳來的事相應聖教集」，即南傳

「五部尼柯耶」的「相應部」。 

 

《雜阿含經》的名稱有二義： 1.依據各種事理教義分

類。 2.依分類將相關、相應的經文次第編輯在一塊。 

 

這些事理教義總括起來就是九種事理內容。哪九種事？1.

有情事，2.受用事，3.生起事，4.安住事，5.染淨事，6.差

別事，7.說者事，8.所說事，9.眾會事。 

 

有情事者，謂五取蘊。受用事者，謂十二處。生起事者，

謂十二分緣起及緣生。安住事者，謂四食。染淨事者，謂

四聖諦。差別事者，謂無量界。說者事者，謂佛及彼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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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說事者，謂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眾會事者，所謂八

眾：①剎帝利眾，②婆羅門眾，③長者眾，④沙門眾，⑤

四大天王眾，⑥三十三天眾，⑦焰摩天眾，⑧梵天眾。 

 

可見佛法只是「一切事相應教」。四部『阿含經』中，將

佛陀的隨機教說，依相應部類集成的是《雜阿含經》。然

後依不同意趣加以不同組織，而成為《長阿含》、《中阿

含》、《增一阿含》（依名相之數編集，南傳稱為《增支

部》）等三部。《長》、《中》、《增一》這三部『阿

含』的法義，雖有不同的部份，但論到佛法的根本，也不

外乎是對固有的「一切事相應教」的闡明，所以四部都被

稱「事契經」。 

 

《雜阿含經》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三部份： 

（一）開顯佛陀在菩提樹下的正覺禪法和相關教法：主張

「善護其身，守諸根門，善繫心住」，然後「常當修習，

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實觀察」。闡明正確的禪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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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並提示了當時異教禪法的缺失，演示正確禪修的步

驟、方法、注意事項以及果證等。因此有人認為本經重在

教導禪觀，是修學趣向正覺、趣向智慧的禪觀行者所應當

重視的。 

（二）闡述原始佛法基本法義：包括五蘊、六入、緣起、

三十七菩提分等教說，以闡明無常、苦、空、無我的生命

真相。同時開演了四聖諦、十二因緣、四食、八正道、四

念處、七覺分、四禪、十八界、因緣業報等教理。 

（三）為在家學眾講述「在家成就十六法」：鼓勵在家學

眾信奉佛教，皈依三寶，勤修善業，但也不忘提攜他們進

道上升，趣向究竟解脫。 

 

感謝歷代聖賢弟子傳承聖教！感恩眾多弘傳大德真誠奉

獻，努力還原《雜阿含經》本來面目，闡發經義，讓佛陀

原始聖典的光華重現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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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凡例 

 

本書《雜阿含經》採用莊春江工作站的經文，《相應部》

採用元亨寺譯《南傳大藏經》經文。 

雜阿含採用大正本經號，經號後括弧內註明所屬相應以及

對應的南傳經典經號。 

※經文校訂符號：  

① [ ] -- 中括弧是補足漏字。 

② ( ) -- 小括弧是改錯為正，為便於讀誦，直接刪除了錯

字。 

③ * -- 星號是刪除多餘的贅字。 

※經典代碼：  

SA雜阿含；MA中阿含；DA長阿含；AA增一阿含 

OA別譯雜阿含；TB南傳經典；SN相應部；MN中部 

DN長部；AN增支部；UD自說經 



 

9 

 
開  經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遍〉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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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寂其心 
※六根律儀 

大正 281/印順 404/佛光 280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縈髮目揵連出家來詣佛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

坐一面。爾時，世尊告縈髮目犍連：「汝從何來？」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我從彼眾多種種異道沙門、婆羅

門、遮羅迦出家集會未曾講堂聽法，從彼林來。」 

佛告縈髮目揵連：「汝為何等福力故，從彼眾多種種異道

沙門、婆羅門、遮羅迦出家所聽其說法？」 

縈髮目揵連言：「我試聽其競勝論義福利，聽其相違反論

議福利故。」 

佛告目揵連：「長夜久遠，種種異道沙門、婆羅門、遮羅

迦出家，競勝論議，相違反論議福利，迭相破壞。」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瞿曇！為諸弟子說何等法福利，令

彼轉為人說，不謗如來，不增不減，誠說法說，法次法

說，無有餘人能來比挍，難詰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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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目[揵]連：「明解脫果報福利，為人轉說者，不謗如

來，不乖其理，法次法說，無有能來比挍，難詰嫌責。」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瞿曇！諸弟子有法修習多修習，令

明、解脫福利滿足者不？」 

佛告縈髮目揵連：「有七覺分修習多修習，明解脫福利滿

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有法修習，能令七覺分滿足不？」 

佛告縈髮目揵連：「有四念處修習多修習，能令七覺分滿

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四念處滿足

不？」 

佛告縈髮目揵連：「有三妙行修習多修習，能令四念處滿

足。」 

縈髮目揵連白佛言：「復有法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

不？」 

佛告目揵連：「有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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縈髮目揵連白佛言：「云何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

三妙行滿足？」 

佛告目揵連：「若眼見適意、可愛念、能長養欲樂、令人

緣著之色，彼比丘見已，不喜、不讚歎、不緣、不著、不

住；若眼見不適意、不可愛念、順於苦覺之色，諸比丘見

已，不畏、不惡、不嫌、不恚。於彼好色起，眼見已，永

不緣著；不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內心安住不動，

善修解脫，心不懈倦；耳……鼻……舌……身……意識

法亦復如是，如是，於六觸入修習多修習，滿足三妙行。 

云何修三妙行，滿足四念處？ 

多聞聖弟子於空閑處、林中、樹下作如是學、如是思惟：

『此身惡行現世、後世必得惡報，我若行身惡行者，必當

自生厭悔，他亦嫌薄，大師亦責，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

我，惡名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於身惡

行，見現世、後世如是果報，是故除身惡行，修身妙行；

口、意惡行亦復如是，是名修習三妙行已，得四念處清淨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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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修四念處得七覺分滿足？ 

目揵連！比丘如是順身身觀住，彼順身身觀住時，攝念安

住不忘，爾時方便修習念覺分；方便修習念覺分已，得念

覺分滿足。 

於彼，心念選擇於法，覺想思量，爾時方便修習擇法覺

分；方便修習擇法覺分已，逮得擇法覺分滿足。 

選擇彼法，覺想思量，方便修習精進覺分；方便修習精進

覺分已，逮得精進覺分滿足。 

勤精進已，生歡喜心，爾時修習方便歡喜覺分；修習歡喜

覺分已，逮得歡喜覺分滿足。 

心歡喜已，身心止息，爾時修習猗息覺分；修習猗息覺分

已，逮得猗息覺分滿足。 

身心息已，得三摩提，爾時修習定覺分；修習定覺分已，

定覺分滿足。 

謂一其心，貪憂滅息，內心行捨，方便修習捨覺分；方便

修習捨覺分已，逮得捨覺分清淨滿足。 

受、心、法念處亦如是說，如是修習四念處，七覺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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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云何修習七覺分，明、解脫滿足？ 

目揵連！若比丘修念覺分，依遠離、依離欲、依滅、捨於

進趣修念覺分，逮得明解脫清淨滿足。……乃至修習捨覺

分，亦如是說，是名修習七覺分已，明解脫清淨滿足。 

如是，目揵連！法法相(依)，從此岸而到彼岸。」 

說是法時，縈髮目揵連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縈髮目

揵連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於他，於

諸法律得無所畏，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

言：「我今寧得於正法律出家，得具足比丘分不？」 

佛告目揵連：「汝今已得於正法律出家，具足得比丘

分。」 

得出家已，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成阿羅漢。 

 

※勝妙安般念 

大正 805/印順 1093/佛光 817 (安般念 SN54.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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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我所說安那般那念，汝等修習

不？」 

時，有比丘名阿梨瑟吒，於眾中坐，即從座起，整衣服，

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安

那般那念，我已修習。」 

佛告阿梨瑟吒：「比丘！汝云何修習我所說安那般那

念？」 

比丘白佛：「世尊！我於過去諸行不顧念，未來諸行不生

欣樂，於現在諸行不生染著，於內外對礙想善正除滅。我

已如是修世尊所說安那般那念。」 

佛告阿梨瑟吒：「比丘！汝實修我所說安那般那念，非不

修。然其，比丘！於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更有勝妙過其

上者。何等是勝妙過阿梨瑟吒所修安那般那念者？是比丘

依止城邑、聚落，……如前廣說，……乃至於滅出息觀察

善學，是名，阿梨瑟吒比丘！勝妙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

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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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807/印順 1095/佛光 819 (安般念 SN54.1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一奢能伽羅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欲二月坐禪，諸比丘勿復往

來，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 

爾時，世尊作是語已，即二月坐禪，無一比丘敢往來者，

唯除送食及布薩時。爾時，世尊坐禪，二月過已，從禪

覺，於比丘僧前坐，告諸比丘：「若諸外道出家來問汝

等：『沙門瞿曇於二月中，云何坐禪？』汝應答言：『如

來二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所以者何？我於此

二月念安那般那多住思惟：『入息時，念入息如實知；出

息時，念出息如實知。 

若長，……。 

若短，……。 

一切身覺入息念如實知；一切身覺出息念如實知。 

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實知，……。乃至……滅出息念如實

知。』 

我悉知已，我時作是念：『此則麁思惟住，我今於此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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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息已，當更修餘微細修住而住。』 

爾時，我息止麁思惟已，即更入微細思惟，多住而住。 

時，有三天子，極上妙色，過夜來至我所，一天子作是

言：『沙門瞿曇時到。』復有一天子言：『此非時到，是

時向至。』第三天子言：『非為時到，亦非時向至，此則

修住，是阿羅訶寂滅耳。』」 

佛告諸比丘：「若有正說聖住、天住、梵住、學住、無學

住、如來住、學人所不得當得，不到當到，不證當證、無

學人現法樂住者，謂：安那般那念，此則正說，所以者

何？安那般那念者，是聖住、天住、梵住，……乃至無學

現法樂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如實觀察 

4-1.於五陰觀察生滅 

大正 42/印順 154/佛光 88 (陰 SN22.5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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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處善，三種觀義，盡於此法

得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具足

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云何比丘七處善？比丘！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滅道

跡、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

行……識、識集、識滅、識滅道跡、識味、識患、識離

如實知。 

云何色如實知？諸所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是名為

色，如是色如實知。 

云何色集如實知？愛喜是名色集，如是色集如實知。 

云何色滅如實知？愛喜滅是名色滅，如是色滅如實知。 

云何色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

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色滅道跡，如是色

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色味如實知？謂：色因緣生喜樂，是名色味，如是色

味如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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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色患如實知？若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色患，如

是色患如實知。 

云何色離如實知？謂：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

是名色離，如是色離如實知。 

云何受如實知？謂六受：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

觸生受，是名受，如是受如實知。 

云何受集如實知？觸集是受集，如是受集如實知。 

云何受滅如實知？觸滅是受滅，如是受滅如實知。 

云何受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是名受滅道跡，如是受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受味如實知？受因緣生喜樂，是名受味，如是受味如

實知。 

云何受患如實知？若[受]無常、苦、變易法，是名受患，

如是受患如實知。 

云何受離如實知？若於受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

名受離，如是受離如實知。 

云何想如實知？謂六想：眼觸生想，耳、鼻、舌、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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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生想，是名為想，如是想如實知。 

云何想集如實知？觸集是想集，如是想集如實知。 

云何想滅如實知？觸滅是想滅，如是想滅如實知。 

云何想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是名想滅道跡，如是想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想味如實知？想因緣生喜樂，是名想味，如是想味如

實知。 

云何想患如實知？若想無常、苦、變易法，是名想患，如

是想患如實知。 

云何想離如實知？若於想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

名想離，如是想離如實知。 

云何行如實知？謂六思身：眼觸生思，耳、鼻、舌、身、

意觸生思，是名為行，如是行如實知。 

云何行集如實知？觸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實知。 

云何行滅如實知？觸滅是行滅，如是行滅如實知。 

云何行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是名行滅道跡，如是行滅道跡如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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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行味如實知？行因緣生喜樂，是名行味，如是行味如

實知。 

云何行患如實知？若行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行患，如

是行患如實知。 

云何行離如實知？若於行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

名行離，如是行離如實知。 

云何識如實知？謂六識身：眼識身，耳、鼻、舌、身、意

識身，是名為識，如是識如實知。 

云何識集如實知？名色集是識集，如是識集如實知。 

云何識滅如實知？名色滅是識滅，如是識滅如實知。 

云何識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是名識滅道跡，如是識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識味如實知？識因緣生喜樂，是名識味，如是識味如

實知。 

云何識患如實知？若識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識患，如

是識患如實知。 

云何識離如實知？若識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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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離如實知。 

比丘！是名七處善。 

云何三種觀義？比丘！若於空閑、樹下、露地，觀察陰、

界、入，正方便思惟其義，是名比丘三種觀義。 

是名比丘七處善，三種觀義，盡於此法得漏盡，得無漏，

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61/印順 58/佛光 52 (陰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謂：色受

陰，受、想、行、識受陰。 

云何色受陰？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為

色受陰。復次，彼色是無常、苦，變易之法。若彼色受陰

永斷無餘，究竟捨離、滅盡、離欲、寂沒，餘色受陰更不

相續，不起不出，是名為妙，是名寂靜，是名捨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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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云何受受陰？謂：六受身，何等為六？謂：眼觸生受，

耳、鼻、舌、身、意觸生受，是名受受陰。復次，彼受受

陰無常、苦，變易之法。……乃至滅盡、涅槃。 

云何想受陰？謂：六想身，何等為六？謂：眼觸生

想，……乃至意觸生想，是名想受陰。復次，彼想受陰無

常、苦，變易之法。……乃至滅盡、涅槃。 

云何行受陰？謂：六思身，何等為六？謂：眼觸生

思，……乃至意觸生思，是名行受陰。復次，彼行受陰無

常、苦，變易之法。……乃至滅盡、涅槃。 

云何識受陰？謂：六識身，何等為六？謂：眼識身，……

乃至意識身，是名識受陰。復次，彼識受陰是無常、苦，

變易之法。……乃至滅盡、涅槃。 

比丘！若於此法，以智慧思惟觀察、分別忍，是名隨信

行，超昇離生，越凡夫地，未得須陀洹果，中間不死，必

得須陀洹果。 

比丘！若於此法，增上智慧思惟觀察、忍，是名隨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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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昇離生，越凡夫地，未得須陀洹果，中間不死，必得須

陀洹果。 

比丘！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三結盡斷知，謂：身見、戒

取、疑。比丘！是名須陀洹果，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

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竟苦邊。 

比丘！若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不起心漏，名阿羅漢：諸

漏已盡，所作已作，捨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

智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64/印順 61/佛光 55 (陰 SN22.5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起，出講堂，於堂陰中大眾前，敷座

而坐。爾時，世尊歎優陀那偈：「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

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脫此，則斷下分

結。」 

時，有一比丘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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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世尊！云何無吾我，亦無有我所，我既非當有，我

所何由生？比丘解脫此，則斷下分結？」 

佛告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計色是我、異我、相在；

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 

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想……

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亦非知者，亦非見者。 

此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 

色是苦；受、想、行、識是苦。 

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 

此色非當有；受、想、行、識非當有。 

此色壞有；受、想、行、識壞有。 

故非我、非我所，我、我所非當有。 

如是解脫者，則斷五下分結。」 

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斷五下分結已，云何漏盡，

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比丘：「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於無畏處而生恐畏。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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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凡夫、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我所，二俱非當生，攀緣

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愛樂，增進、

廣大、生長；於受……想……行識住：攀緣、愛樂，增

進、廣大、生長，比丘！識於此處，若來、若去、若住、

若起、若滅，增進、廣大、生長。 

若作是說：更有異法識，若來、若去；若住、若起、若

滅；若增進、廣大、生長者，但有言說，問已不知，增益

生癡，以非境界故。 

所以者何？比丘！離色界貪已，於色意生縛亦斷；於色意

生縛斷已，識攀緣亦斷，識不復住，無復增進、廣大、生

長；受、想、行界離貪已，於受、想、行意生縛亦斷；

受、想、行意生縛斷已，攀緣亦斷，識無所住，無復增

進、廣大、生長，識無所住故，不增長；不增長故，無所

為作；無所為作故，則住；住故，知足；知足故，解脫；

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

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

不受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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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67/印順 86-97/佛光 58 (陰 SN22.5,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

所以者何？比丘！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已，如實觀

察。 

云何如實觀察？ 

如實知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

[此]識，此識集，此識滅。 

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 

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

不如實知故，樂著彼色、讚歎於色；樂著於色、讚歎色故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如

是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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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色滅？受、想、行、識滅？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

知故，不樂著色、不讚歎色；不樂著、讚歎色故，愛樂

滅；愛樂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

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多聞聖弟子如實

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

離如實知；知彼故，不樂著彼識、不讚歎於識；不樂著、

讚歎識故，樂愛滅；樂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

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皆

悉得滅。比丘！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 

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觀察，……乃至作證，十二經亦如是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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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五陰非我是為正見 

大正 58/印順 170/佛光 104 (陰 SN22.8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母講堂。 

爾時，世尊於晡時從禪覺，於諸比丘前敷座而坐，告諸比

丘：「有五受陰。云何為五？謂色受陰，受、想、行、識

受陰。」 

時，有一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白佛言：「世尊！此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

識受陰耶？」 

佛告比丘：「還座而問，當為汝說。」 

時彼比丘為佛作禮，還復本座，白佛言：「世尊！此五受

陰，以何為根？以何集？以何生？以何轉？」 

佛告比丘：「此五受陰，欲為根，欲集、欲生、欲轉。」 

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而白佛言：「世尊！為說

五陰即受，善哉所說！今當更問：世尊！陰即受，為五陰

異受耶？」 

佛告比丘：「非五陰即受，亦非五陰異受。能於彼有欲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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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五受陰。」 

比丘白佛：「善哉！世尊！歡喜隨喜，今復更問：世尊！

有二陰相關耶？」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猶若有一人，如是思惟：我於未

來得如是色、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識，是名比

丘陰、陰相關也。」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

何名陰？」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

切總說陰，是名為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是

比丘！是名為陰。」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何

因、何緣名為色陰？何因、何緣名受、想、行、識陰？」 

佛告比丘：「四大因、四大緣，是名色陰。所以者何？諸

所有色陰，彼一切悉皆四大緣、四大造故。觸因、觸緣，

生受、想、行，是故名受、想、行陰。所以者何？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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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彼一切觸緣故。名色因、名色緣，是故名為

識陰。所以者何？若所有識，彼一切名色緣故。」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云何色

味？云何色患？云何色離？云何受……。想……。

行……。云何識味？云何識患？云何識離？」 

佛告比丘：「緣色生喜樂，是名色味。若色無常、苦、變

易法，是名色患。若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

名色離。若緣受、想、行、識生喜樂，是名受、想、行、

識味。受、想、行、識，無常、苦、變易法，是名受、

想、行、識患。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斷欲

貪、越欲貪，是名受、想、行、識離。」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

何生我慢？」 

佛告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我、異我、相在；於

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於此生我慢。」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歡喜隨喜，更有所問：世尊！云

何得無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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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比丘：「多聞聖弟子，不於色見我、異我、相在；不

於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 

比丘白佛：「善哉所說！更有所問：何所知、何所見，疾

得漏盡？」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

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比丘！如是知、如是見，疾得漏盡。」 

爾時，會中復有異比丘，鈍根無知，在無明殼，起惡邪

見，而作是念：若無我者，作無我業，於未來世，誰當受

報？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於此眾中，

若有愚癡人，無智明，而作是念：若色無我，受、想、

行、識無我，作無我業，誰當受報？如是所疑，先以解釋

彼。 

云何比丘！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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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

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故，比丘！若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

切非我、非我所，如是見者，是為正見。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便修厭，厭已離欲，離欲已解脫，

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佛說此經時，眾多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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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觀五陰非我離慢清淨 

大正 23/印順 29/佛光 23 (陰 SN18.21;SN22.71,9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

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

能令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佛告羅睺羅：「善哉！善哉！能問如來：『云何知、云何

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令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

繫著？』耶？」 

羅睺羅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羅睺羅：「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

說。羅睺羅！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

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

觀。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

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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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羅睺羅！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知、如是見

者，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

繫著。 

羅睺羅！比丘若如是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

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比丘是名斷愛欲，轉去諸結，正

無間等，究竟苦邊。」 

時，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觀五陰集滅離慢清淨 

大正 103/印順 171/佛光 105 (陰 SN22.89) 

如是我聞：一時，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彌國瞿師羅園。 

時，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彌國跋陀梨園，身得重病。時，有

陀娑比丘為瞻病者。時，陀娑比丘詣諸上座比丘，禮諸上

座比丘足，於一面住。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汝往

詣差摩比丘所，語言：『諸上座問汝：身小差(ㄔㄞˋ)，

安隱，苦患不增劇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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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言：「諸上座比丘問訊，汝苦患漸差不？眾苦不至增

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病不差，不安隱，身諸苦轉

增無救，譬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繩繼頭，兩手急

絞，極大苦痛，我今苦痛有過於彼；譬如屠牛，以利刀生

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甚

於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懸著火上，燒其兩足，我

今兩足，熱過於彼。」 

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以差摩比丘所說病狀，具白

諸上座。時，諸上座還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

比丘言：「世尊所說，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陰，

受、想、行、識受陰，汝差摩能少觀察此五受陰非我、非

我所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已，往語差摩比丘言：「諸

上座語汝：『世尊說五受陰，汝能少觀察非我、非我所

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言：「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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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陀娑比丘還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能觀

察非我、非我所。』」 

諸上座比丘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汝能於五受陰

觀察非我、非我所，如漏盡阿羅漢耶？」 

時，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往詣差摩比丘所，語差摩

言：「比丘！能如是觀五受陰者，如漏盡阿羅漢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非

漏盡阿羅漢也。」 

時，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

『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也。』」 

時，諸上座語陀娑比丘：「汝復還語差摩比丘：『汝言我

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前後相

違！』」 

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往語差摩比丘：「汝言我觀五

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前後相違！」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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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而非阿羅漢者，我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

知、未離、未吐。」 

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

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者，於五

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諸上座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有我，於何所

有我？為色是我？為我異色？受……想……行……識是

我？為我異識耶？」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我不言色是我，我異色；

受……想……行……識是我，我異識，然於五受陰我慢、

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何煩令汝驅馳往反，汝取杖

來，我自扶杖詣彼上座，願授以杖！」 

差摩比丘即自扶杖，詣諸上座。時，諸上座遙見差摩比丘

扶杖而來，自為敷座，安停腳机，自往迎接，為持衣鉢，

命令就座，共相慰勞。慰勞已，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我

慢，何所見我？色是我耶？我異色耶？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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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是我耶？我異識耶？」 

差摩比丘白言：「非色是我，非我異色；非受……想……

行……識是我，非我異識，然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

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 

譬如優鉢羅、鉢曇摩、拘牟頭、分陀利華香，為即根香

耶？為香異根耶？為莖、葉、鬚、精麁香耶？為香異精麁

耶？為等說不？」 

諸上座答言：「不也，差摩比丘！非優鉢羅、鉢曇摩、拘

牟頭、分陀利根即是香，非香異根，亦非莖、葉、鬚、精

麁是香，亦非香異精麁也。」 

差摩比丘復問：「彼何等香？」 

上座答言：「是華香。」 

差摩比丘復言：「我亦如是：非色即我，我不離色；非

受……想……行……識即我，我不離識，然，我於五受陰

見非我、非我所，而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

未離、未吐。 

諸上座！聽我說譬，凡智者因譬類得解。譬如乳母，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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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衣者，以種種灰湯浣濯塵垢，猶有餘氣，要以種種雜香

薰令消滅。 

如是，多聞聖弟子雖於五受陰正觀非我、非我所，然於五

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然後

於五受陰增進思惟，觀察生滅：此色，此色集，此色滅；

此受……想……行……識，此識集，此識滅。於五受陰如

是觀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實正

觀。」 

差摩比丘說此法時，彼諸上座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差摩

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法喜利故，身病悉除。 

時，諸上座比丘語差摩比丘言：「我聞仁者初所說，已

解、已樂，況復重聞！所以問者，欲發仁者微妙辯才，非

為嬈亂，汝便堪能廣說如來、應、等正覺法。」 

時，諸上座聞差摩比丘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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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計是我 

大正 261/印順 44/佛光 38 (陰 SN22.83) 

如是我聞：一時，尊者阿難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 

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年少初

出家時，常說深法，作如是言：『阿難！生法計是我，非

不生。阿難！云何於生法計是我，非不生？色生，生是

我，非不生；受……想……行……識生，生是我，非不

生。 

譬如士夫手執明鏡及淨水鏡，自見面生，生故見，非不

生。是故，阿難！色生，生故計是我，非不生，如是，

受……想……行……識生，生故計是我，非不生。云何，

阿難！色是常耶？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 

又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 

又問：『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聖弟子於中復計我、

異我、相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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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不也。』 

『如是，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 

『若無常是苦耶？』 

答曰：『是苦。』 

又問：『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於中寧復

計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 

『阿難！是故，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

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

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

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

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實知，如實

觀察；*如是觀者，聖弟子於色生厭，離欲，解脫：「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如是，

受……想……行……識生厭，離欲，解脫：「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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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當知彼尊者於我有大饒益，我從彼尊者所聞法

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我從是來，常以此法為四眾說，非餘外道、沙門、婆羅門

出家者說。」 

 

※滅法滅故是名為滅 

大正 260/印順 43/佛光 37 (陰 SN22.2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卻坐一

面。時，尊者舍利弗問尊者阿難言：「欲有所問，仁者寧

有閑暇見答以不？」 

阿難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舍利弗言：「阿難！所謂滅者，云何為滅？誰有此滅？」 

阿難言：「舍利弗！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

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云何為五？所謂：色受

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

名為滅。如是，受、想、行、識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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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 

舍利弗言：「如是如是！阿難！如汝所說：此五受陰是本

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

滅。云何為五？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

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如是，受、想、行、

識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

名為滅。 

阿難！此五受陰若非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者，云何可滅？ 

阿難！以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

彼法滅故，是名為滅。」 

時，二正士各聞所說，歡喜而去。 

 

4-2.於六入觀察集滅 

大正 195/印順 189-92/佛光 197 (入處 SN35.43-5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無常，云何一切無常？謂眼

無常，若色……眼識……眼觸……若眼觸因緣生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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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樂覺、不苦不樂覺，彼亦無常；耳、鼻、舌、身、意

亦復如是。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眼生厭，若色……眼識……眼

觸……眼觸因緣生受：苦覺、樂覺、不苦不樂覺，於彼生

厭。耳、鼻、舌、身、意，聲、香、味、觸、法；……意

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苦覺、樂覺、不苦不樂

覺，彼亦生厭。 

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無常經，如是，苦、空、無我亦如是說。 

 

大正 211/印順 273/佛光 213 (入處 SN35.11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禪

思思惟自心多向何處？觀察自心，多逐過去五欲功德，少

逐現在五欲功德，逐未來世轉復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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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多逐過去(五)欲心已，極生方便，精勤自護，不復令

隨過去五欲功德，我以是精勤自護故，漸漸近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汝等諸比丘亦復多逐過去五欲功德，現在、未來亦復微

少。汝今亦當以心多逐過去五欲功德故，增加自護，亦當

不久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所

以者何？眼見色因緣生內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耳……鼻……舌……身……意、法因緣生內受：若苦、若

樂、不苦不樂。 

是故，比丘！於彼入處當覺知，若眼滅色想則離；耳、

鼻、舌、身、意滅法想則離。」 

佛說當覺六入處，言已入室坐禪。 

時有眾多比丘，世尊去後，作此論議：「世尊為我等略說

法要，不廣分別而入室坐禪。世尊說言：『當覺六入處！

若彼眼滅色想則離；耳、鼻、舌、身、意滅法想則離。』

我等今日於世尊略說法中猶故不解，今此眾中，誰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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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廣為我等演說其義？」 

復作是念：「唯有尊者阿難，常侍世尊，常為大師之所讚

歎，聰慧梵行，唯有尊者阿難堪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

中，演說其義，我等今日皆共往詣尊者阿難所，問其要

義，如阿難所說，悉當奉持。」 

爾時，眾多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於一面

坐，白尊者阿難言：「尊者！當知世尊為我等略說法

要……（如上所說，具問阿難），當為我等廣說其義！」 

尊者阿難語諸比丘：「諦聽！善思！於世尊略說法中，當

為汝等廣說其義。世尊略說者，即是滅六入處，有餘當說

故言：『眼處滅色想則離；耳、鼻、舌、身、意入處滅法

想則離。』世尊略說此法已，入室坐禪，我今已為汝等分

別說義。」 

尊者阿難說此義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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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32/印順 305/佛光 234 (入處 SN35.8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世尊！所謂世間空，云何名為世間空？」 

佛告三彌離提：「眼空，常、恆、不變易法空，我所空，

所以者何？此性自爾。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

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空，常、恆、不變易法

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耳、鼻、舌、身、意

亦復如是，是名空世間。」 

佛說此經已，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41/印順 316/佛光 243 (入處 SN35.23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比丘！寧以火燒

熱銅籌以燒其目，令其熾然，不以眼識取於色相，取隨形

好，所以者何？取於色相，取隨形好故，墮惡趣中，如沈

鐵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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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無聞凡夫，寧燒鐵錐以鑽其耳，不以耳識取其聲相，

取隨聲好，所以者何？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

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鼻，不以鼻識取於香相，

取隨香好，所以者何？以取香相，取隨香好故，身壞命終

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

取隨味好，所以者何？以取味相，隨味好故，身壞命終墮

惡趣中，如沈鐵丸。 

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剛鐵利槍以刺其身，不以身識取於觸

相及隨觸好，所以者何？以取觸相及隨觸好故，身壞命終

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諸比丘！睡眠者是愚癡活，是癡命，[無果、]無利、無

福；然諸比丘寧當睡眠，不於彼色而起覺想，若起覺想

者，必生纏縛諍訟，能令多眾起於非義，不能饒益安樂天

人。 



 

50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今寧以熾然鐵槍以貫其目，不

以眼識取於色相，墮三惡趣，長夜受苦。 

我從今日，當正思惟，觀眼無常、有為、心緣生法，若

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

不樂，彼亦無常、有為、心緣生法。 

耳……鼻……舌……身入處當如是學：寧以鐵槍貫其身

體，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故，墮三惡道。 

我從今日，當正思惟，觀身無常、有為、心緣生法，若

觸、身識、身觸、身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

不樂，彼亦無常、有為、心緣生法。 

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睡眠者是愚癡活，癡命，無果、無

利、無福；我當不眠，亦不起覺想，起想者生於纏縛、諍

訟，令多人非義饒益，不得安樂。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眼生厭，若色、眼識、眼觸、眼

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生厭，厭

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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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耳、鼻、舌、身、意亦

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49/印順 375/佛光 251 (入處 AN4.17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詣尊者舍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欲有

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舍利弗言：「隨仁所問，知者當答。」 

尊者阿難問尊者舍利弗：「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

已，更有餘不？」 

尊者舍利弗語阿難言：「莫作此問：『六觸入處盡、離

欲、滅、息沒已，更有餘不？』」 

阿難又問尊者舍利弗：「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

已，無有餘耶？」 

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亦復不應作如是問：『六觸入處

盡、離欲、滅、息沒已，無有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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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復問尊者舍利弗：「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

已，有餘無餘、非有餘非無餘耶？」 

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此亦不應作如此問：『六觸入處

盡、離欲、滅、息沒已，有餘無餘、非有餘非無餘

耶？』」 

尊者阿難又問舍利弗：「如尊者所說，六觸入處盡、離

欲、滅、息沒已，有亦不應說，無亦不應說，有無亦不應

說，非有非無亦不應說，此語有何義？」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

已，有餘耶？此則虛言；無餘耶？此則虛言；有餘無餘

耶？此則虛言；非有餘非無餘耶？此則虛言。 

若言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已，離諸虛偽，得般涅

槃，此則佛說。」 

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各還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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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53/印順 379/佛光 255 (入處 SN35.133) 

如是我聞：一時，尊者優陀夷往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拘

磐茶聚落，到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菴羅園中住。 

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有諸年少弟子，遊行採樵，至

菴羅園中，見尊者優陀夷坐一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

靜，心意安諦，成就第一調伏。見已，往詣其所，共相問

訊已，退坐一面。時優陀夷為諸年少種種說法，勸勵已，

默然而住。彼諸年少聞尊者優陀夷所說，歡喜隨喜，從座

起去。 

時，諸年少擔持束薪，還至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置

薪束於地，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白言：「我和上

尼！當知菴羅園中有沙門優陀夷，姓瞿曇氏，依於彼住，

極善說法。」 

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語諸年少言：「汝可往請沙門優陀

夷瞿曇氏明日於此飯食。」 

時諸年少弟子受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教已，往詣尊者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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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夷所，白優陀夷言：「尊者！當知我和上毘紐迦旃延氏

婆羅門尼請尊者優陀夷明旦飯食。」 

時，優陀夷默然受請。 

時，彼諸年少知優陀夷受請已，還歸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

羅門尼所，白言：「和上尼！我以和上尼語請尊者優陀

夷，尊者優陀夷默然受請，和上尼自知時。」 

爾時，尊者優陀夷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往詣毘紐迦旃延

氏婆羅門尼舍。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遙見尊者優陀

夷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坐，設種種飲食，自手供養，豐

美滿足。食已，澡(漱)、洗鉢訖，還就本座。 

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知食已訖，著好革屣，以衣覆

頭，別施高床，現起輕相慠慢而坐，語優陀夷言：「欲有

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優陀夷答言：「姊妹！今是非時。」 

作此語已，從座起去。 

如是，明日諸弟子復至菴羅園採樵聽法，還復白和上尼，

和上尼復遣詣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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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三返，……乃至請法，答言非時，不為說法。 

諸年少弟子復白和上尼：「菴羅園中沙門優陀夷極善說

法。」 

和上尼答言：「我亦知彼極善說法，再三請來，設食問

法，常言非時，不說而去。」 

諸弟子言：「和上尼著好革屣，以衣覆頭，不恭敬坐，彼

云何說？所以者何？彼尊者優陀夷以敬法故，不說而

去。」 

和上尼答言：「若如是者，更為我請。」 

彼諸弟子受教更請，供養如前。時，和上尼知食訖已，脫

革屣，整衣服，更坐卑床，恭敬白言：「欲有所問，寧有

閑暇見答與不？」 

優陀夷答言：「汝今宜問，當為汝說。」 

彼即問言：「有沙門、婆羅門說苦樂自作；復有說言苦樂

他作；復有說言苦樂自他作；復有說言苦樂非自非他作，

尊者！復云何？」 

尊者優陀夷答言：「姊妹！阿羅訶說苦樂異生，非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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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婆羅門尼復問：「其義云何？」 

優陀夷答言：「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諸苦樂。」 

優陀夷復語婆羅門尼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於意云

何？有眼不？」 

答言：「有。」 

「有色不？」 

答言：「有。」 

「有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

不樂不？」 

答言：「如是，尊者優陀夷！」 

優陀夷復問：「有耳……鼻……舌……身……意[法、意

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不？」 

答言：「如是，尊者優陀夷！」 

優陀夷言：「此是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於苦樂。」 

婆羅門尼言：「尊者優陀夷！如是阿羅訶說，從其因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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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樂耶？」 

優陀夷答言：「如是，婆羅門尼！」 

婆羅門尼復問：「沙門！云何阿羅訶說因緣生苦、樂、不

苦不樂滅？」 

優陀夷答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婆羅門尼！一切眼，一切時滅無餘，猶有眼觸因緣生受：

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耶？」 

答言：「無也，沙門！」 

「如是耳……鼻……舌……身……意，一切時滅永盡無

餘，猶有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耶？」 

答言：「無也，沙門！」 

「如是，婆羅門尼！是為阿羅訶說因緣生苦、樂、不苦不

樂滅。」 

尊者優陀夷說是法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 

爾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見法、得法、知法、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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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疑惑，不由於他，入佛教法，於法得無所畏，從坐起，

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優陀夷：「我今日超入決定，

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從今日盡壽歸依三

寶！」 

爾時，優陀夷為婆羅門尼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去。 

 

大正 254/印順 380/佛光 256 (入處 MA123;AN6.5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住耆闍崛山，常精勤修習菩提分法。 

時，尊者二十億耳獨靜禪思，而作是念：「於世尊弟子精

勤聲聞中，我在其數，然我今日未盡諸漏。我是名族姓

子，多饒財寶，我今寧可還受五欲，廣行施作福。」 

爾時，世尊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告一比丘：「汝等今往

二十億耳所，告言：『世尊呼汝。』」 

是一比丘受佛教已，往詣二十億耳所，語言：「世尊呼

汝。」 

二十億耳聞彼比丘稱大師命，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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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面。爾時，世尊告二十億耳：「汝實獨靜禪思，作是

念：『世尊精勤修學聲聞中，我在其數，而今未得漏盡解

脫。我是名族姓子，又多錢財，我寧可還俗受五欲樂，廣

施作福。』耶？」 

時，二十億耳作是念：「世尊已知我心。」驚怖毛竪，白

佛言：「實爾，世尊！」 

佛告二十億耳：「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二十億耳！汝在

俗時，善彈琴不？」 

答言：「如是，世尊！」 

復問：「於意云何？汝彈琴時，若急其絃，得作微妙和雅

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云何？若緩其絃，寧發微妙和雅音不？」 

答言：「不也，世尊！」 

復問：「云何？善調琴絃，不緩、不急，然後發妙和雅音

不？」 

答言：「如是，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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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二十億耳：「精進太急，增其掉悔；精進太緩，令人

懈怠。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莫著、莫放逸、莫取

相。」 

時，尊者二十億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尊者二十億耳，常念世尊說彈琴譬，獨靜禪思，如上

所說，……乃至漏盡，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得阿羅漢，內覺解脫喜、樂，作是

念：「我今應往問訊世尊。」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世尊！於世尊法中得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

已作，捨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解脫，當

於爾時，解脫六處。云何為六？離欲解脫、離恚解脫、遠

離解脫、愛盡解脫、諸取解脫、心不忘念解脫。 

世尊！若有依少信心，而言：『離欲解脫。』此非所應，

貪恚癡盡，是名真實離欲解脫。 

若復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離恚解脫。』此亦不

應，貪恚癡盡，是名真實[離恚]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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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有人依於修習利養遠離，而言：『遠離解脫。』是亦

不應，貪恚癡盡，是真實遠離解脫。 

貪恚癡盡，亦名離愛，亦名離取，亦名離忘念解脫。 

如是，世尊！若諸比丘未得羅漢，未盡諸漏，於此六處不

得解脫。 

若復比丘在於學地，未得增上樂涅槃，習向心住，爾時，

成就學戒，成就學根，後時當得漏盡，無漏心解脫，……

乃至自知不受後有，當於爾時，得無學戒，得無學諸根。

譬如：嬰童愚小仰臥，爾時，成就童子諸根，彼於後時漸

漸增長，諸根成就，當於爾時，成就長者諸根。在學地

者，亦復如是，未得增上安樂，乃至成就無學戒，無學諸

根。 

若眼常識色，終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意堅住故，內修

無量善解脫，觀察生滅，……乃至無常。耳識聲，鼻識

香，舌識味，身識觸，意識法，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

意堅住故，內修無量善解脫，觀察生滅。譬如：村邑近大

石山，不斷、不壞、不穿，一向厚密，假使四方風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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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搖，不能穿過。彼無學者亦復如是，眼常識色，乃至

意常識法，不能妨心解脫、慧解脫，意堅住故，內修無量

善解脫，觀察生滅。」 

爾時，二十億耳重說偈言：「 

離欲心解脫，無恚脫亦然，遠離心解脫，貪愛永無餘， 

諸取心解脫，及意不忘念。曉了入處生，於彼心解脫， 

彼心解脫者，比丘意止息，諸所作已作，更不作所作。 

猶如大石山，四風不能動，色聲香味觸，及法之好惡， 

六入處常對，不能動其心，心常住堅固，諦觀法生滅。」 

尊者二十億耳說是法時，大師心悅，諸多聞梵行者聞尊者

二十億耳所說，皆大歡喜。爾時，尊者二十億耳聞佛說

法，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二十億耳去，不久，告諸比丘：「善心解脫

者，應如是記說，如二十億耳，以智記說，亦不自舉，亦

不下他，正說其義，非如增上慢者，不得其義而自稱歎得

過人法，自取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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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312/印順 414/佛光 290 (入處 SN35.95;UD1.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摩羅迦舅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

思惟，不放逸住，……乃至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告摩羅迦舅言：「諸年少聰明利根，於我法律

出家未久，於我法律尚無懈怠，而況汝今日年耆根熟，而

欲聞我略說教誡！」 

摩羅迦舅白佛言：「世尊！我雖年耆根熟，而尚欲得聞世

尊略說教誡。唯願世尊為我略說教誡，我聞法已，當獨一

靜處，專精思惟，……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第二、第三亦如是請。 

佛告摩羅迦舅：「汝今且止。」 

如是再三，亦不為說。 

爾時，世尊告摩羅迦舅：「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佛告摩羅迦舅：「若眼未曾見色，汝當欲見，於彼色起欲

起愛、起念起染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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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言：「不也，世尊！」 

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如是說。 

佛告摩羅迦舅：「善哉善哉！摩羅迦舅！見以見為量，聞

以聞為量，覺以覺為量，識以識為量。」而說偈言：「 

若汝非於彼，彼亦復非此，亦非兩中間，是則為苦邊。」 

摩羅迦舅白佛言：「已知世尊！已知善逝！」 

佛告摩羅迦舅：「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 

爾時，摩羅迦舅說偈白佛言：「 

若眼已見色，而失於正念，則於所見色，而取愛念相。 

取愛樂相者，心則常繫著，起於種種愛，無量色集生。 

貪欲恚害覺，令其心退減，長養於眾苦，永離於涅槃。 

見色不取相，其心隨正念，不染惡心愛，亦不生繫著。 

不起於諸愛，無量色集生，貪欲恚害覺，不能壞其心。 

小長養眾苦，漸次近涅槃，日種尊所說，離愛般涅槃。 

若耳聞諸聲，心失於正念，而取諸聲相，執持而不捨。 

鼻香舌嘗味，身觸意念法，忘失於正念，取相亦復然。 

其心生愛樂，繫著堅固住，起種種諸愛，無量法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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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欲恚害覺，退(減)壞其心，長養眾苦聚，永離於涅槃。 

不染於諸法，正智正念住，其心不染污，亦復不樂著。 

不起於諸愛，無量法集生，貪瞋恚害覺，不退減其心。 

眾苦隨損減，漸近般涅槃，愛盡般涅槃，世尊之所說。 

是名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 

佛告摩羅迦舅：「汝真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所以者

何？如汝所說偈：『若眼見眾色，忘失於正念，則於所見

色，而取愛念相。……如前廣說。』」 

爾時，尊者摩羅迦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摩羅迦舅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已，於獨一

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成阿羅漢，心得解

脫。 

 

大正 335/印順 456/佛光 313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

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所謂第一義空經，諦聽善



 

66 

思！當為汝說。云何為第一義空經？ 

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

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

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除俗數法。 

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無明緣行，行

緣識……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起。又復，此無故彼無；此

滅故彼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如是廣說，乃

至純大苦聚滅。 

比丘！是名第一義空法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1166/印順 384/佛光 260 (入處 SN35.236-23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手故知有取捨；有足故知有往

來；有關節故知有屈伸；有腹故知有飢渴，如是比丘！有

眼故，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耳、

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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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若無手則不知取捨；若無足則不知往來；若無關

節則不知有屈伸；若無腹則不知有飢渴，如是諸比丘！若

無眼，則無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觀六入無常斷無明 

大正 203/印順 254/佛光 205 (入處 SN35.79,8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能斷一法者，則得正

智，能自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

不受後有。』」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演說！

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諸比丘！云何一法斷故，乃至不受後有？所謂無明離欲明

生，得正智，能自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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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右膝

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無明離

欲明生？」 

佛告比丘：「當正觀察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眼觸

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正觀無常；耳、

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見，無明

離欲明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觀六入集滅斷我見 

大正 209/印順 271/佛光 211 (入處 SN35.71-7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觸入處，云何為六？眼觸入

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沙門、婆羅門於此六觸

入處，集、滅、味、患、離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

門去我法律遠，如虛空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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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

言：「我具足如實知此六觸入處，集、滅、味、患、

離。」 

佛告比丘：「我今問汝，汝隨問答我。比丘！汝見眼觸入

處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於此眼觸入處非我、非異我、

不相在如實知見者，不起諸漏，心不染著，心得解脫，是

名初觸入處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

來法永不復起，所謂眼識及色。 

汝見耳、鼻、舌、身、意觸入處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於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非我、非異我、不相在作如是如實知見者，不起諸漏，心

不染著，(心)得解脫，是名比丘六觸入處已斷、已知，斷

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永)不復生，謂[耳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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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意識[及]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什麼是人 

大正 306/印順 408/佛光 284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比丘云何

知、云何見而得見法？」 

作是思惟已，從禪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作是念：『比

丘云何知、云何見而得見法？』」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有二

法，何等為二？眼、色為二，……如是廣說，……乃至非

其境界故。 

所以者何？眼、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

想、思，此四無色陰、眼、色，此等法名為人，於斯等法

作人想、眾生、那羅、摩㝹闍、摩那婆、士(夫)、福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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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耆婆、禪頭。 

又如是說：『我眼見色，我耳聞聲，我鼻嗅香，我舌嘗

味，我身覺觸，我意識法。』 

彼施設又如是言說：『是尊者如是名，如是生，如是姓，

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

齊。』 

比丘！是則為想，是則為誌，是則言說。 

此諸法皆悉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若無常、有為、思願

緣生者，彼則是苦。又復，彼苦生亦苦，住亦苦，滅亦

苦，數數出生，一切皆苦。 

若復彼苦無餘斷、吐盡、離欲、滅、息、沒，餘苦更不相

續、不出生，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捨一切有餘，一

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耳……鼻……舌……身、觸緣，生身識，三事和合觸，觸

俱生受、想、思，此四是無色陰，身根是色陰，此名為

人，如上說，……乃至滅盡、涅槃。緣意、法，生意識，

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四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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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依，此等法名為人，……如上廣說，……乃至滅盡、

涅槃。 

若有於此諸法心隨入住，解脫不退轉，於彼所起繫著無有

我。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則為見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何觀察根境識 

大正 273/印順 396/佛光 272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靜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等是

我？我何所住？」 

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

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於二法。諦聽！善思！云何為

二？眼、色為二，耳、聲，鼻、香，舌、味，身、觸，

意、法為二，是名二法。比丘！若有說言：『沙門瞿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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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二法，此非為二，我今捨此更立二法。』彼但有言數，

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境界故。所以者何？緣眼、

色，生眼識。 

比丘！彼眼者，是肉形，是內，是因緣，是堅，是受，是

名眼肉形內地界。 

比丘！若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津澤，是受，是名眼肉

形內水界。 

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明暖，是受，是名眼

肉形內火界。 

比丘！若彼眼肉形，若內，若因緣，輕飄動搖，是受，是

名眼肉形內風界。 

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

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

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隱、變易之我。所以者何？

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 

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是故比丘於空諸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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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譬如明目士夫，手執

明燈，入於空室，彼空室觀察。如是，比丘！於一切空行

*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

我、我所。 

如眼，耳……。鼻……。舌……。身……。意、法因緣生

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諸法無我、無

常，乃至空我、我所。」 

「比丘！於意云何？眼是常、為非常耶？」 

答言：「非常，世尊！」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復問：「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

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如是多聞聖弟子，於

眼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耳、鼻、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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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復如是。」 

時，彼比丘聞世尊說『合手聲譬經』教已，獨一靜處，專

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4-3.正觀因緣得明見 

大正 347/印順 489/佛光 346 (因緣 SN12.7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若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所共恭敬尊重，

供養佛及諸聲聞眾，大得利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都

不恭敬尊重，供養眾邪異道，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爾時，眾多異道聚會未曾講堂，作如是論：「我等昔來常

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一切之所奉事恭敬，供養衣

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但恭敬供養沙門瞿曇、聲

聞大眾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此眾中，誰有智慧大力，

堪能密往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聞彼法已，來還廣說，

我等當復用彼聞法，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令其信

樂，可得還復供養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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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人言：「有一年少名曰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

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聽彼法已，來還宣說。」 

時，諸外道詣須深所而作是言：「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

堂，作如是論：『我等先來為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

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

絕。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間，悉共奉事沙門瞿

曇、聲聞大眾。我此眾中，誰有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門

瞿曇眾中出家學道，聞彼法已，來還宣說，化諸國王大

臣、長者居士，令我此眾還得恭敬，尊重供養。』 

其中有言：『唯有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瞿曇法中出家

學道，聞彼說法，悉能受持，來還宣說。』是故，我等故

來相請，仁者當行！」 

時，彼須深默然受請，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眾多比

丘出房舍外，露地經行。 

爾時，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諸尊！我今可得於

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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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眾多比丘將彼須深，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

面，白佛言：「世尊！今此外道須深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

具足，修梵行。」 

爾時，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當度

彼外道須深，令得出家。」 

時，諸比丘願度須深出家，已經半月。 

有一比丘語須深言：「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

覺有觀，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離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

樂，具足第二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喜，捨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樂，

聖說及捨，具足第三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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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

念、一心，具足第四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若復寂靜解脫：起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不

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須深復問：「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

定而復記說？」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也。」 

作是說已，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 

爾時，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諸尊者所說

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得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 

作是思惟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

「世尊！彼眾多比丘於我面前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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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問彼尊者：『得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不起諸

漏，心善解脫耶？』 

彼答我言：『不也，須深！』 

我即問言：『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入正受，而復記

說自知作證。』 

彼答我言：『得慧解脫。』 

作此說已，各從座起而去。 

我今問世尊：『云何彼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不得正受，

而復說言自知作證？』」 

佛告須深：「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

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

解脫。」 

須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

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

漏，心善解脫。』」 

佛告須深：「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

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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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心善解脫。』」 

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見

法住智！」 

佛告須深：「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須深！於意云何？有

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耶？」 

須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

死。」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

處……名色……識……行……無明。有無明故有行，不離

無明而有行耶？」 

須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

行。」 

佛告須深：「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 

須深白佛言：「如是世尊！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

死滅。」 

「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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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深白佛：「如是世尊！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

滅。」 

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

法，……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 

須深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

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

解脫。」 

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深

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

中心得無畏，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我

於正法中盜密出家，是故悔過。」 

佛告須深：「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 

須深白佛言：「世尊！有眾多外道來詣我所，語我言：

『須深！當知我等先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世

人恭敬、供養，而今斷絕，悉共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

眾。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出家受法，得彼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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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來宣說，我等當以彼聞法，教化世間，令彼恭敬供養如

初。』 

是故，世尊！我於正法律中盜密出家，今日悔過，唯願世

尊聽我悔過，以哀愍故。」 

佛告須深：「受汝悔過，汝當具說：『我昔愚癡、不善無

智，於正法律盜密出家，今日悔過，自見罪、自知罪，於

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所以者何？凡

人有罪，自見自知而悔過者，於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

長，終不退減。」 

佛告須深：「今當說譬，其智慧者以譬得解。譬如國王有

防邏者，捉捕盜賊，縛送王所，白言：『大王！此人劫

盜，願王處罪。』 

王言：『將罪人去，反縛兩手，惡聲宣令，周遍國中，然

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劖以百矛。』 

彼典刑者受王教令，送彼罪人，反縛兩手，惡聲宣唱，周

遍城邑，將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劖以百矛。 

日中，王問：『罪人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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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白言：『活。』 

王復敕臣：『復劖百矛。』 

至日晡時，復劖百矛，彼猶不死。」 

佛告須深：「彼王治罪，劖以三百矛，彼罪人身寧有完處

如手掌不？」 

須深白佛：「無也，世尊！」 

復問須深：「時，彼罪人劖以三百矛因緣，受苦極苦劇

不？」 

須深白佛：「極苦世尊！若劖以一矛，苦痛難堪，況三百

矛當可堪忍！」 

佛告須深：「此尚可耳，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盜受持

法，為人宣說，當受苦痛倍過於彼。」 

佛說是法時，外道須深漏盡意解。 

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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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364/印順 517/佛光 363 (因緣 SN12.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謂法次法向，諸比丘！云何名為

法次法向？」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

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向，是

名法次法向。如是，生……乃至行生厭、離欲、滅盡向，

是名法次法向。 

諸比丘！是名如來施設法次法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453/印順 712/佛光 452 (界 SN14.2-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

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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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種種界？謂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

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 

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

種種愛？謂緣眼界生眼觸，非緣眼觸生眼界，但緣眼界生

眼觸；緣眼觸生眼受，非緣眼受生眼觸，但緣眼觸生眼

受；緣眼受生眼愛，非緣眼愛生眼受，但緣眼受生眼愛。

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緣生意觸，非緣

意觸生意界，但緣意界生意觸；緣意觸生意受，非緣意受

生意觸，但緣意觸生意受；緣意受生意愛，非緣意愛生意

受，但緣意受生意愛。 

是故，比丘！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非緣種種受生種種

觸，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

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 

是名，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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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482/印順 752/佛光 481 (受 AN5.17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 

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禮足，卻坐一面。佛為

說法，示教照喜。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整衣

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三

月請：衣被飲食、應病湯藥。」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從座起去，還歸自家。 

過三月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長者！三月供養衣被飲食、應

病湯藥，汝以莊嚴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

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汝當精勤，時時學遠離，喜

樂具足身作證。」 

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爾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知給孤獨長者去已，白佛

言：「奇哉世尊！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善勸勵給孤獨長

者言：『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淨治上道，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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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當受樂報，汝莫默然樂著此福，汝當時時學遠離，喜

樂具足身作證。』世尊！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具足身

作證，得遠離五法，修滿五法。 

云何遠離五法？謂斷欲所長養喜、斷欲所長養憂、斷欲所

長養捨、斷不善所長養喜、斷不善所長養憂，是名五法遠

離。 

云何修滿五法？謂隨喜、歡喜、猗息、樂、一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

身作證，遠離五法，修滿五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1258/印順 13351/佛光 1002 (譬喻 SN20.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人名陀舍羅訶，

彼陀舍羅訶有鼓，名阿能訶，好聲、美聲、深聲，徹四十

里。彼鼓既久，處處裂壞。爾時，鼓士裁割牛皮，周匝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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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雖復纏縛，鼓猶無復高聲、美聲、深聲。彼於後時轉

復朽壞，皮大剝落，唯有聚木。 

如是，比丘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以彼修身修戒、修心修

慧故，於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難見難覺、不可思

量、微密決定、明智所知，彼則頓受周備受，聞其所說，

歡喜崇習，出離饒益。 

當來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聞如來所說

修多羅：甚深明照、空相應、隨順緣起法，彼不頓受持，

不至到受，聞彼說者，不歡喜崇習，而於世間眾雜異論，

文辭綺飾，世俗雜句，專心頂受，聞彼說者，歡喜崇習，

不得出離饒益，於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應)法隨

順緣起者，於此則滅，猶如彼鼓朽故壞裂，唯有聚木。 

是故，諸比丘！當勤方便，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於如來

所說：甚深明照、空相(應)法、隨順緣起，頓受遍受，聞

彼說者，歡喜崇習，出離饒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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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逆觀察十二因緣 

大正 287/印順 468/佛光 325 (因緣 AA38.4;SN12.6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

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

死有？』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

有。如是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何法有

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

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時，齊

識而還，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

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

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

滅。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

行廣說。」 



 

90 

「我復作是思惟：『何法無故行無？何法滅故行滅？』即

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

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處滅，六入處滅

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

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

是純大苦聚滅。」 

「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道

跡，古仙人從此跡去，我今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

披荒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漸漸前進，見

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木清淨。彼作是念：

『我今當往白王令知。』即往白王：『大王當知！我遊曠

野，披荒求路，忽見故道、古人行處，我即隨行。我隨行

已，見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流清淨。大王

可往，居止其中。』王即往彼，止住其中，豐樂安隱，人

民熾盛。」 

「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跡，古仙人

去處，我得隨去，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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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

死集、老病死滅、老病死滅道跡。見生……。有……。

取……。愛……。受……。觸……。六入處……。名

色……。識……。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 

「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覺。為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及餘外道、沙門、婆羅門，在家、出

家，彼諸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梵行增廣，多所

饒益，開示顯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明（45,62,203,251,256-7,262,298,334） 

大正 45/印順 157/佛光 91 (陰 SN22.4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云何為五？色受陰，

受、想、行、識受陰。若諸沙門、婆羅門見有我者，一切

皆於此五受陰見我。諸沙門、婆羅門見色是我、色異我、

我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識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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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在識、識在我。 

愚癡無聞凡夫以無明故，見色是我、異我、相在，言我真

實，不捨；以不捨故，諸根增長；諸根長已，增諸觸；六

觸入處所觸故，愚癡無聞凡夫起苦、樂覺，從觸入處起；

何等為六？謂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如是，比丘！有意界、法界、無明界，愚癡無聞凡夫無明

觸故，起有覺、無覺、有無覺；我勝覺、我等覺、我卑

覺；我知、我見覺，如是知、如是見覺，皆由六觸入故。 

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觸入處捨離無明而生明，不生有覺、無

覺、有無覺；勝覺、等覺、卑覺；我知、我見覺，如是

知、如是見已，先所起無明觸滅，後明觸覺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56/印順 39/佛光 33 (陰 SN22.127,12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時，尊

者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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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娛悅已，卻坐一面。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

「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我說不？」 

舍利弗言：「隨仁所問，知者當說。」 

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所謂無明，云何是無明？誰有

此無明？」 

舍利弗答言：「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 

「何所不知？」 

「謂色無常，色無常如實不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

不知；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不知。受……想……

行……識[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實不知；識磨

滅法，識磨滅法如實不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不

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不知、不見、無無間

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 

又問舍利弗：「所謂明者，云何為明？誰有此明？」 

舍利弗言：「摩訶拘絺羅！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名為

明。」 

又問：「何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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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色無常，*色無常如實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

知；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知。受……想……行……識

[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實知；識磨滅法，識磨

滅法如實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知。拘絺羅！於此

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

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聞所說，展轉隨喜，從坐而起，各還本處。 

 

大正 257/印順 40/佛光 34 (陰 SN22.13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時，摩訶

拘絺羅晡時從禪起，詣尊者舍利弗所，共相問訊，種種相

娛悅已，卻坐一面。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

「欲有所問，寧有少暇為我說不？」 

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說。」 

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所謂無明，復云何為無明？誰

有此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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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答言：「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 

「何所不知？」 

「謂色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不如實知；

受……想……行……識不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

跡不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不知、

不見、不無間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成就此者，

名有無明。」 

又問舍利弗：「云何為明？誰有此明？」 

舍利弗言：「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明。」 

又問：「何所知？」 

舍利弗言：「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

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跡

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

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 

是二正士，各聞所說，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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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62/印順 45/佛光 39 (陰 SN22.90) 

如是我聞：一時，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波羅㮈國仙人住處

鹿野苑中，佛般泥洹未久。時，長老闡陀晨朝著衣持鉢，

入波羅㮈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

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請諸比丘

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當如法

知、如法觀。」 

時，諸比丘語闡陀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闡陀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

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闡陀復言：「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

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

名見法？」 

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闡陀復言：「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

法、見法？」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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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園，曾供養親覲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識知，

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闡陀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㮈城乞食。食

已還，攝舉臥具，攝臥具已，持衣鉢，詣拘睒彌國。漸漸

遊行，到拘睒彌國。攝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

共相問訊已，卻坐一面。 

時，闡陀語尊者阿難言：「一時，諸上座比丘住波羅㮈國

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㮈城乞

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

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

『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諸比丘為我說法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

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我爾時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

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

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

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 



 

98 

我爾時作是念：『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

法、見法？』我時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

師羅園，曾供養親覲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知

識，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善哉！尊者

阿難！今當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尊者阿難語闡陀言：「善哉！闡陀！我意大喜，我慶

仁者能於梵行人前無所覆藏，破虛偽刺。闡陀！愚癡凡夫

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

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今堪受勝妙法，汝今諦

聽，當為汝說。」 

時，闡陀作是念：「我今歡喜，得勝妙心，得踊悅心，我

今堪能受勝妙法！」 

爾時，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

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

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

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

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旃



 

99 

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

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

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

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闡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

時，闡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

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

「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

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

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

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時，阿難語闡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

慧眼。」 

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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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45,57,63,292,568） 

大正 57/印順 169/佛光 103 (陰 SN22.8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

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還，持衣鉢，不語眾，不告侍

者，獨一無二，於西方國土人間遊行。 

時，安陀林中有一比丘，遙見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

一無二，見已，進詣尊者阿難所，白阿難言：「尊者當

知！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一無二而出遊行。」 

爾時，阿難語彼比丘：「若使世尊不語眾，不告侍者，獨

一無二而出遊行，不應隨從，所以者何？今日世尊欲住寂

滅，少事故。」 

爾時，世尊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於人所守護林

中，住一跋陀薩羅樹下。時，有眾多比丘，詣阿難所，語

阿難言：「今聞世尊住在何所？」 

阿難答曰：「我聞世尊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人所守護林

中，跋陀薩羅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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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諸比丘語阿難曰：「尊者[當]知！我等不見世尊已

久，若不憚勞者，可共往詣世尊，哀愍故。」 

阿難知時，默然而許。爾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夜過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臥

具，持衣鉢，出至西方人間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

人[所]守護林中。 

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頭

面禮足，於一面坐。爾時，世尊為眾多比丘說法，示教利

喜。 

爾時，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見，疾得

漏盡？」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於

此座中作是念：『云何知、云何見，疾得漏盡？』者，我

已說法言：『當善觀察諸陰，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我已說如是

法，觀察諸陰，而今猶有善男子不勤欲作、不勤樂、不勤

念、不勤信而自慢惰，不能增進得盡諸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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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善男子，於我所說法觀察諸陰，勤欲、勤樂、勤念、

勤信，彼能疾得盡諸漏。 

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若見我者，是名為行。 

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彼

行。 

彼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彼愛受因，受集，受生，

受轉。 

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彼受觸因，觸集，觸生，

觸轉。 

彼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謂：彼觸六入處因，六入

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轉。 

彼六入處無常、有為、心緣起法；彼觸、受、[愛、]行亦

無常、有為、心緣起法。 

如是觀者而見色是我，不見色是我而見色是我所，不見色

是我所而見色在我，不見色在我而見我在色。 

不見我在色而見受是我，不見受是我而見受是我所，不見

受是我所而見受在我，不見受在我而見我在受。 



 

103 

不見我在受而見想是我，不見想是我而見想是我所，不見

想是我所而見想在我，不見想在我而見我在想。 

不見我在想而見行是我，不見行是我而見行是我所，不見

行是我所而見行在我，不見行在我而見我在行。 

不見我在行而見識是我，不見識是我而見識是我所，不見

識是我所而見識在我，不見識在我而見我在識。 

不見我在識，復作斷見、壞有見。 

不作斷見、壞有見而不離我慢。 

不離我慢者而復見我，見我者即是行。 

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如前所說，……乃至我

慢。 

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疾得漏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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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92/印順 473/佛光 330 (因緣 SN12.5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

時，思量眾生所有眾苦種種差別：此諸苦何因？何集？何

生？何觸？思量取因，取集，取生，取觸，若彼取滅無

餘，眾苦則滅，彼所乘苦滅道跡如實知。修行彼向次法，

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取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取何

因？何集？何生？何觸？思量彼取愛因，愛集，愛生，愛

觸，彼愛永滅無餘，取亦隨滅，彼所乘取滅道跡如實知。

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愛

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則思量彼

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愛受因，受集，受生，

受觸，彼受永滅無餘，則愛滅，彼所乘愛滅道跡如實知。

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受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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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受何

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受觸因，觸集，觸生，觸

緣，彼觸永滅無餘，則受滅，彼所乘(受)滅道跡如實知。

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觸何

因？何集？何生？何觸？當知彼觸六入處因，六入處集，

六入處生，六入處觸，彼六入處(永)滅無餘，則觸滅，彼

所乘(觸)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

苦，究竟苦邊。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六入

處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六入處名色因、名色

集、名色生、名色觸，名色永滅無餘，則六入處滅，彼所

乘(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

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名色滅。 

復次，比丘！思量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名色何因？

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名色識因、識集、識生、識觸，

彼識(永)滅無餘，則名色滅，彼所乘(名色)滅道跡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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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

識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識何

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

觸：作諸福行，善識生；作諸不福不善行，不善識生；作

無所有行，無所有識生，是為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

觸，彼行(永)滅無餘，則識滅，彼所乘(識)滅道跡如實

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

行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行何

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

生，無明觸：彼福行無明緣，非福行亦無明緣，非福不福

行亦無明緣，是故，當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生，

無明觸，彼無明永滅無餘，則行滅，彼所乘(行)滅道跡如

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

謂無明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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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比丘：「於意云何？若不樂無明而生明，復緣彼無明

作福行、非福行、無所有行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多聞聖弟子，不樂

無明而生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如是，乃

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我亦如是說，汝亦知此：於

彼彼法起，彼彼法生；彼彼法滅，彼彼法滅止、清涼、

息、沒。 

若多聞聖弟子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身分齊受

所覺時如實知；若壽分齊受所覺，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

知；身壞時壽命欲盡，於此諸受一切所覺，滅盡無餘。 

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乘熱置地，須臾散壞，熱勢悉

滅，如是，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如實

知；壽分齊受所覺如實知；身壞命終，一切受所覺悉滅無

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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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緣名色（39,43,44,80,284,294,298） 

大正 39/印順 151/佛光 85 (陰 SN22.5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種種子，何等為五？謂根種

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實種子。此五種子不

斷、不壞、不腐、不中風，新熟堅實，有地界而無水界，

彼種子不生長增廣。若彼種新熟堅實，不斷、不壞、[不

腐]、不中風，有水界而無地界，彼種子亦不生長增廣。

若彼種子新熟堅實，不斷、不壞、不腐、不中風，有地、

水界，彼種子生長增廣。 

比丘！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

界者，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何等為四？於色中識住，攀

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

受、想、行，貪喜潤澤，生長增廣，比丘！識於中若來、

若去、若住、若沒、若生長增廣。 

比丘！若離色、受、想、行，識有若來、若去、若住、若

生者，彼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益生癡，以非境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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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離貪；離貪已，於色封滯意生縛斷；於色封滯意生縛

斷已，攀緣斷；攀緣斷已，識無住處，不復生長增廣。

受……想……行界離貪；離貪已，於行封滯意生縛斷；於

行封滯意生縛斷已，攀緣斷；攀緣斷已，彼識無所住，不

復生長增廣。不生長故，不作行；不作行已，住；住已，

知足；知足已，解脫；解脫已，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

著；無所取、無所著已，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我說彼識不至東、西、

南、北，四維、上、下，無所至趣，唯見法，欲入涅槃、

寂滅、清涼、清淨、真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0/印順 137/佛光 71 (陰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說聖法印及見清淨。諦聽！善

思！若有比丘作是說：『我於空三昧未有所得，而起無

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莫作是說，所以者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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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空未得者，而言我得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無有

是處。若有比丘作是說：『我得空，能起無相、無所有、

離慢知見。』者，此則善說，所以者何？若得空已，能起

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斯有是處。云何為聖弟子*

見清淨？」 

比丘白佛：「佛為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諸比丘

聞說法已，如說奉行。」 

佛告比丘：「若比丘於空閑處、樹下坐，善觀色無常、磨

滅、離欲之法。如是，觀察受……想……行……識無

常、磨滅、離欲之法；觀察彼陰無常、磨滅、不堅固、變

易法，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如是觀者，亦不能離慢

知見清淨。 

復有正思惟三昧，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

是名無相。如是觀者，猶未離慢知見清淨。 

復有正思惟三昧，觀察貪相斷，瞋恚、癡相斷，是名無所

有。如是觀者，猶未離慢知見清淨。 

復有正思惟三昧，觀察[我、]我所從何而生？*觀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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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從若見、若聞、若嗅、若嘗、若觸、若識而生。 

復作是觀察：若因、若緣而生識者，彼識因緣為常、為無

常？復作是思惟：若因、若緣而生識者，彼因、彼緣皆悉

無常。復次，彼因、彼緣皆悉無常，彼所生識云何有常！ 

無常者是有為行，從緣起，是患法、滅法、離欲法、斷知

法，是名聖法印知見清淨。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知見清

淨，如是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48/印順 374/佛光 250 (入處 SN35.23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吒利弗多羅國雞林園。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尊者大純陀所，共相問訊已，於一面

坐。爾時，尊者阿難語尊者純陀言：「欲有所問，寧有閑

暇見答與不？」 

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隨仁所問，知者當答。」 

尊者阿難問尊者純陀：「如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

所見說四大造色，施設、顯露此四大色非我，如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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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覺所知所見，亦復說識非我耶？」 

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仁者最為多聞，我從遠來詣尊

者所，為問此法故，今日尊者唯願為說此義。」 

尊者阿難語純陀言：「我今問尊者，隨意見答。尊者純

陀！為有眼、有色、有眼識不？」 

答言：「有。」 

尊者阿難復問：「為緣眼及色生眼識不？」 

答言：「如是。」 

尊者阿難復問：「(緣)眼及色生眼識，彼因、彼緣，為

常？為無常？」 

答言：「無常。」 

尊者阿難又問：「彼因彼緣生眼識，彼因彼緣無常變易

時，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復問：「於意云何？彼法若生、若滅可知，多聞

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尊者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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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舌……身……*於意云何？有意、有法、

有意識不？」 

答曰：「有。」 

尊者阿難復問：「為緣意及法生意識不？」 

答曰：「如是。」 

尊者阿難復問：「若意緣法生意識，彼因、彼緣，為常？

為無常？」 

答曰：「無常。」 

尊者阿難復問：「若因、若緣生意識，彼因彼緣無常變易

時，意識住耶？」 

答曰：「不也。」 

尊者阿難復問：「於意云何？彼法若生、若滅可知，多聞

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語純陀言：「是故尊者！而如來、應、等正覺所

知所見說識亦無常。 

譬如，士夫持斧入山，見芭蕉樹，謂堪材用，斷根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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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斫枝]、剝皮，求其堅實，剝至於盡，都無堅處。如

是，多聞聖弟子正觀眼識，耳、鼻、舌、身、意識，當正

觀時，都無可取；無可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彼(二)正士說是法時，展轉隨喜，各還其所。 

 

大正 284/印順 465/佛光 322 (因緣 SN12.5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

(心縛)，其心驅馳，追逐名色，名色緣六入處，六入處緣

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譬大樹，根幹枝條、柯葉華果，下根深固，壅以糞土，溉

灌以水，彼樹堅固，永世不朽。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

生味著、顧念、心縛，其心驅馳，追逐名色，名色緣六入

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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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厭

觀，心不顧念，無所縛著，識則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

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

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則純大苦聚滅。 

猶如種樹，不隨時愛護，令其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

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

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以疾風，

或投之流水，比丘！於意云何？非為彼樹斷截其根，乃至

焚燒，令其磨滅，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

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識不驅馳追逐名

色，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

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

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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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88/印順 469/佛光 326 (因緣 SN12.6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爾時，

尊者舍利弗晡時從禪覺，詣尊者摩訶拘絺羅，共相問訊慶

慰已，於一面坐，語尊者摩訶拘絺羅：「欲有所問，寧有

閑暇見答與不？」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

答。」 

尊者舍利弗問尊者摩訶拘絺羅：「云何，尊者摩訶拘絺

羅！有老不？」 

答言：「有，尊者舍利弗！」 

復問：「有死不？」 

答言：「有。」 

復問：「云何老死自作耶？為他作耶？為自他作耶？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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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他無因作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

亦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生緣故有老死。如是，生……

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為自

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他無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

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 

復問：「彼識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非他無

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彼識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

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識(緣)名色生。」 

尊者舍利弗復問尊者摩訶拘絺羅：「先言名色非自作、非

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

而今復言名色緣識，此義云何？」 

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 

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竪立，若去其一，二亦

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竪立。識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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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尊者摩訶拘絺羅！世尊聲

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

作證者，謂尊者摩訶拘絺羅，乃有如是甚深義辯，種種難

問，皆悉能答，如無價寶珠，世所頂戴，我今頂戴尊者摩

訶拘絺羅，亦復如是。我今於汝所，快得善利，諸餘梵行

數詣其所，亦得善利，以彼尊者善說法故，我今以此尊者

摩訶拘絺羅所說法故，當以三十種讚歎，稱揚隨喜。 

尊者摩訶拘絺羅說老死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說

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厭患、離

欲、滅盡，是名法師。 

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乃至

識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 

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

善解脫，是名法師。」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於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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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

身作證者，謂尊者舍利弗，能作如是種種甚深正智之問，

猶如世間無價寶珠，人皆頂戴，汝今如是，普為一切諸梵

行者之所頂戴，恭敬奉事。我於今日，快得善利，得與尊

者共論妙義。」 

時，二正士更相隨喜，各還所住。 

 

大正 294/印順 475/佛光 332 (因緣 SN12.1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

得此識身。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六]觸[入

處]，此六觸入[處]所觸，愚癡無聞凡夫苦、樂受覺，因起

種種，云何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

處。 

若黠慧者，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如是，內有識

身，外有名色，此二緣生六觸入處，六觸[入處]所觸故，

智者生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何等為六？眼觸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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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愚夫、黠慧，彼於我所修諸梵[行]者，有何差別？」 

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

唯願演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諸比丘！彼愚癡無聞凡夫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

身。彼無明不斷，愛緣不盡，身壞命終，還復受身；還受

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此愚

癡凡夫本不修梵行，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身壞

命終，還復受身；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

惱苦。 

若黠慧者，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彼無明斷，

愛緣盡。無明斷，愛緣盡故，身壞命終，更不復受；不更

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彼先修

梵行，正向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彼身壞命終，更不

復受；更不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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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凡夫及黠慧者，彼於我所修諸梵行，種種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入處（41,45,59,284,294,371,609） 

大正 63/印順 60/佛光 54 (陰 SN22.4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謂色受陰，受、想、

行、識受陰，比丘！若沙門、婆羅門計有我，一切皆於此

五受陰計有我。何等為五？諸沙門、婆羅門，於色見是

我、異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見是我、

異我、相在。 

如是，愚癡無聞凡夫計我，無明分別，如是觀，不離我

所；不離我所者，入於諸根；入於諸根已，而生於觸；六

觸入所觸，愚癡無聞凡夫生苦、樂，從是生此等及餘，謂

六觸身；云何為六？謂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

入處。 

比丘！有意界、法界、無明界：無明觸所觸，愚癡無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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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言有、言無、言有無、言非有非無，言我最勝、[言我

劣，]言我相似，我知，我見。 

復次，比丘！多聞聖弟子住六觸入處而能厭離無明，能生

於明，彼於無明離欲而生於明：不有、不無、非有無、非

不有無，非有我勝、非有我劣、非有我相似、我知、我

見。 

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所起前無明觸滅，後明觸集起。」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觸（45,63,213,284,294） 

大正 213/印順 275/佛光 215 (入處 SN35.9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為汝等演說二法，諦聽！善

思！何等為二？眼色為二，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

法為二，是名二法。若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是非

二者，沙門瞿曇所說二法，此非為二。』彼自以意說二法

者，但有言說，(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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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者何？緣眼色眼識生，三事和合緣觸，觸生受：若

苦、若樂、不苦不樂，若於此受集、受滅、受味、受患、

受離不如實知者，種貪欲身觸，種瞋恚身觸，種戒取身

觸，種我見身觸，亦種殖增長諸惡不善法，如是純大苦

(聚)皆從集生，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緣，生

意識，三事和合觸，廣說如上。 

復次，眼緣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若苦、若

樂、不苦不樂，於此諸受集、滅、味、患、離如(實)知；

如(實)知已，不種貪欲身觸，不種瞋恚身觸，不種戒取身

觸，不種我見身觸，不種諸惡不善法，如是諸惡不善法滅

純大苦聚滅。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想行（46,68,214） 

大正 214/印順 276/佛光 216 (入處 SN35.9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緣生識，何等為二？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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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是廣說，……

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 

眼色因緣生眼識，彼無常、有為、心緣生。若色、眼、

識，無常、有為、心緣生，此三法和合觸，觸已受，受已

思，思已想，此等諸法無常、有為、心緣生，所謂：觸、

[受、]想、思；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愛（53,283,285） 

大正 304/印順 406/佛光 282 (入處 MN14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

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諦聽善思！有六六法，何

等為六六法？謂六內入處、六外入處、六識身、六觸身、

六受身、六愛身。 

何等為六內入處？謂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

身入處、意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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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六外入處？[謂]色入處、聲入處、香入處、味入

處、觸入處、法入處。 

云何六識身？謂眼識身、耳識身、鼻識身、舌識身、身識

身、意識身。 

云何六觸身？謂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云何六受身？謂眼觸生受、耳觸生受、鼻觸生受、舌觸生

受、身觸生受、意觸生受。 

云何六愛身？謂眼觸生愛、耳觸生愛、鼻觸生愛、舌觸生

愛、身觸生愛、意觸生愛。 

若有說言眼是我，是則不然，所以者何？眼生滅故。若眼

是我者，我應受生死，是故說眼是我者，是則不然。 

如是，若色、若眼識、眼觸、眼觸生受若是我者，是則不

然，所以者何？眼觸生受是生滅法，若眼觸生受是我者，

我復應受生死，是故說眼觸生受是我者，是則不然，是故

眼觸生受非我。如是，耳……鼻……舌……身……意觸生

受非我，所以者何？意觸生受是生滅法，若是我者，我復

應受生死，是故意觸生受是我者，是則不然，是故意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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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我。 

如是，比丘！當如實知眼所作、智所作、寂滅所作，開發

神通，正向涅槃。 

云何如實知見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 

如是，比丘！眼非我，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

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觀察非我；耳、

鼻、舌、身、意亦如是說，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乃

至正向涅槃。是名六六法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334/印順 455/佛光 312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為汝說法，初中後善，善義

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諦聽善思！謂有因有緣有縛法

經。 

云何有因有緣有縛法經？謂眼有因、有緣、有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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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眼因、眼緣、眼縛？謂眼，業因、業緣、業縛。 

業有因、有緣、有縛，何等為業因、業緣、業縛？*謂

業，愛因、愛緣、愛縛。 

愛有因、有緣、有縛，何等為愛因、愛緣、愛縛？謂愛，

無明因、無明緣、無明縛。 

無明有因、有緣、有縛，何等無明因、無明緣、無明縛？

謂無明，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緣、不正思惟縛。 

不正思惟有因、有緣、有縛，何等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

緣、不正思惟縛？謂緣眼色生不正思惟，生於癡；緣眼色

生不正思惟，生於癡，彼癡者是無明，癡求欲名為愛，愛

所作名為業。 

如是，比丘！不正思惟因無明；*無明因愛；愛因為業；

業因為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是名有因、

[有]緣、有縛法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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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43,44,107,292） 

大正 221/印順 288/佛光 223 (入處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趣一切取道跡，云何為趣一切

取道跡？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所取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取所

取故，是名趣一切取道跡。 

云何斷一切取道跡？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

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如是知耳、鼻、

舌、身、意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39,58,372,374） 

大正 372/印順 535/佛光 371 (食 SN12.1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

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麁摶食，二、細觸食，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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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食，四、識食。」 

時，有比丘名曰頗求那，住佛後扇佛，白佛言：「世尊！

誰食此識？」 

佛告頗求那：「我不言有食識者，我若言有食識者，汝應

作是問。我說識是食，汝應問言：『何因緣故，有識

食？』我則答言：『能招未來有令相續生，有有故，有六

入處；六入處緣觸。』」 

頗求那復問：「為誰觸？」 

佛告頗求那：「我不言有觸者，我若言有觸者，汝應作是

問：『為誰觸？』汝應如是問：『何因緣故生觸？』我應

如是答：『六入處緣觸；觸緣受。』」 

復問：「為誰受？」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受者，我若言有受者，汝應問：

『為誰受？』汝應問言：『何因緣故有受？』我應如是

答：『觸緣故，有受；受緣愛。』」 

復問：「世尊！為誰愛？」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愛者，我若說言有愛者，汝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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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問：『為誰愛？』汝應問言：『何緣故有愛？』我應如

是答：『緣受故，有愛；愛緣取。』」 

復問：「世尊！為誰取？」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言有取者，我若說言有取者，汝應

問言：『為誰取？』汝應問言：『何緣故有取？』我應答

言：『愛緣故，有取；取緣有。』」 

復問：「世尊！為誰有？」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有者，我若說有有者，汝應問

言：『為誰有？』汝今應問：『何緣故有有？』我應答

言：『緣取故，有有；能招當來有觸生，是名有。』 

有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

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 

謂：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

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

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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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374/印順 537/佛光 373 (食 SN12.6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

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摶食，二者、觸食，三

[者]、意思食，四者、識食。 

若比丘於此四食有喜有貪，則識住增長；識住增長故，入

於名色；入名色故，諸行增長；[諸]行增長故，當來有增

長；當來有增長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

苦聚集。 

若於四食無貪無喜；無貪無喜故，識不住、不增長；識不

住、不增長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行不增長；行不

增長故，當來有不生不長；當來有不生長故，於未來世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不起，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32 

※生（78,315,360,372,609,899） 

大正 360/印順 513/佛光 359 (因緣 SN12.3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思量，若妄想者，則有使，攀

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有未來世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

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

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老病死、憂悲惱苦（253,298,344,473,474,490） 

大正 302/印順 483/佛光 340 (因緣 SN12.1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時，有阿支羅迦葉，為營小事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遙

見世尊。見已，詣佛所，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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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閑暇見答與不？」 

佛告迦葉：「今非論時，我今入城，乞食來還，則是其

時，當為汝說。」 

第二，亦如是說。第三，復問瞿曇：「何為我作留難！瞿

曇！云何有異！我今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阿支羅迦葉：「隨汝所問。」 

阿支羅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苦自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作者，此是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他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苦自、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他作，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迦葉：「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所問苦自作耶，答言無記？他

作耶，自、他作耶，非自、非他、無因作耶，答言無記？

今無此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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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迦葉：「非無此苦，然有此苦。」 

迦葉白佛言：「善哉！瞿曇說有此苦，為我說法，令我知

苦、見苦。」 

佛告迦葉：「若受即自受者，我應說苦自作；若他受，他

即受者，是則他作；若受自受他受復與苦者，如是者自他

作，我亦不說；若不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我亦不說。

離此諸邊，說其中道。」 

「如來說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

至純大苦聚集。[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

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

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

「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盡壽作優婆塞，證知我！」 

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時，阿支羅

迦葉辭世尊去不久，為護犢牸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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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顏色鮮白。 

爾時，世尊入城乞食。時，有眾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

食，聞有傳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辭去不久，為牛

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 

諸比丘乞食已，還出，擧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

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眾多比丘

入城乞食，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律，辭去不久，為

護犢牸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世尊！

彼生何趣？何處受生？彼何所得？」 

佛告諸比丘：「彼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

涅槃，汝等當往供養其身。」 

爾時，世尊為阿支羅迦葉授第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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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初轉法輪，驚天動地 

大正 379/印順 542/佛光 378 (諦 SN56.1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

思惟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

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

覺。」 

「復次，苦聖諦(知)當復知，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

生眼、智、明、覺。苦集聖諦已知當斷，本所未曾聞法，

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滅聖諦已

知當*作證，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

覺。復(次)，此苦滅道跡聖諦已知當修，本所未曾聞法，

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比丘！此苦聖諦已知已知出，所未聞法，當正思

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集聖諦已知已斷

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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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滅聖諦已知已作證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

智、明、覺。復次，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出，所未曾聞

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智、

明、覺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

法眾中，為解脫，為出，為離，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

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 

憍陳如白佛：「已知，世尊！」 

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 

拘鄰白佛：「已知，善逝！」 

尊者拘鄰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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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阿若拘鄰知法已，地神擧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

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

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所未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

樂，哀愍世間，以義饒益，利安天人，增益諸天眾，減損

阿修羅眾。」 

地神唱已，聞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

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展轉傳唱，須臾之間，

聞于梵身天，梵天乘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柰國

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

門，諸天、魔、梵，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多所饒益，多

所安樂，以義饒益諸天、世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

眾。」 

世尊於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

法輪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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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如登階梯 

大正 436/印順 630/佛光 435 (諦 SN56.44,30) 

如須達長者所問，有異比丘問，亦如是說，唯譬有差別：

「如有四登階道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登初階而登第

二、第三、第四階昇堂殿。』者，無有是處，所以者何？

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如

是，比丘！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

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譬如：比丘！若有人言：『以四階道昇於殿堂，要由初

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應作是

說，所以者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

階，昇於殿堂，有是處故。 

如是，比丘！若言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於苦集聖

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應作是說，所以

者何？若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苦滅

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有是處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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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賢聖諸佛皆於四聖諦如實知 

大正 393/印順 563-83/佛光 392 (諦 SN56.3,4,23,2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彼

一切所應，當知四聖諦法。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

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 

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修無間

等。」 

如此章句，一切四聖諦經應當具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悉應當說。 

又，「三結盡，得須陀洹，一切當知四聖諦。何等為四？

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

諦。」 

如是當知、如是當見、如是無間等悉應當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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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

實知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

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 

如是當知、如是當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五下分結盡，生般涅槃，阿那含不還此世，彼一切知四

聖諦。何等為四？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

知苦滅道跡聖諦。」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一切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見法自知作證：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

一切悉知四聖諦。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

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得辟支佛道證，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

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

諦。」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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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無上等正覺，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

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

諦。」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5.四食 

大正 371/印順 534/佛光 370 (食 AA29.4;SN12.1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

攝受長養，何等為四？謂：一、麁摶食、二、細觸食，

三、意思食，四、識食。此四食何因？何集？何生？何

觸？謂：此諸食，愛因、愛集、愛生、愛觸。 

此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愛，受因、受集、受

生、受觸。 

此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受，觸因、觸集、觸

生、觸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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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觸，六入處因、六入

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觸。 

六入處集是觸集，觸集是受集，受集是愛集，愛集是食

集，食集故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苦

聚集。 

如是，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

則食滅，食滅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

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373/印順 536/佛光 372 (食 SN12.6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

攝受長養，云何為四？謂：一、麁摶食，二、細觸食，

三、意思食，四、識食。 

云何比丘觀察摶食？ 

譬如有夫婦二人，唯有一子，愛念將養。欲度曠野嶮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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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糧食乏盡，飢餓困極，計無濟理，作是議言：『正有

一子，極所愛念，若食其肉，可得度難，莫令在此三人俱

死。』作是計已，即殺其子，含悲垂淚，強食其肉，得度

曠野。 

云何比丘！彼人夫婦共食子肉，寧取其味，貪嗜美樂與

不？」 

答曰：「不也，世尊！」 

復問比丘：「彼強食其肉，為度曠野嶮道與不？」 

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凡食摶食，當如是觀！如是觀者，摶食斷

知；摶食斷知已，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五欲功德貪愛斷

者，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上有一結使而不斷

者；有一結繫故，則還生此世。 

云何比丘觀察觸食？ 

譬如有牛生剝其皮，在在處處，諸蟲唼食，沙土坌塵，草

木針刺。若依於地，地蟲所食；若依於水，水蟲所食；若

依空中，飛蟲所食；臥起常有苦毒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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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比丘！於彼觸食，當如是觀！如是觀者，觸食斷

知；觸食斷知者，三受則斷；三受斷者，多聞聖弟子於上

無所復作，所作已作故。 

云何比丘觀察意思食？ 

譬如聚落、城邑邊有火起，無煙無炎。時，有士夫聰明黠

慧，背苦向樂，厭死樂生，作如是念：『彼有大火，無煙

無炎，行來當避，莫令墮中，必死無疑。』作是思惟，常

生思願，捨遠而去。 

觀意思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意思食斷[知]；意思食

斷[知]者，三愛則斷；三愛斷者，彼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

所作，所作已作故。 

諸比丘！云何觀察識食？ 

譬如國王有防邏者，捉捕劫盜，縛送王所，如前須深經廣

說。以彼因緣受三百矛苦，覺晝夜苦痛。 

觀察識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識食斷知；識食斷知

者，名色斷知；名色斷知者，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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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已作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377/印順 540/佛光 376 (食 SN12.6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

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摶食，二者、觸食，三、意思

食，四者、識食。 

諸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純大苦

聚集。 

譬如比丘！樓閣宮殿，北西長廣，東西牕牖，日出東方，

應照何所？」 

比丘白佛言：「應照西壁。」 

佛告比丘：「如是，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

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於四食無貪無喜，亦無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

聚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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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比丘！畫師、畫師弟子集種種彩色，欲粧畫虛空，寧

能畫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彼虛空者，非色、

無對、不可見。」 

「如是，比丘！於此四食無貪無喜，亦無識住增長，乃

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6.三十七道品 

◎四念處 

大正 275/印順 398/佛光 274 (入處 OA6;AN8.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說言『大力者，其唯難

陀』，此是正說；其有說言『最端政者，其唯難陀』，是

則正說；其有說言『愛欲重者，其唯難陀』，是則正說。 

諸比丘！而今難陀關閉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精勤

修習，正念、正智成就，堪能盡壽純一滿淨梵行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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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難陀比丘關閉根門故，若眼見色，不取色相，不取隨形

好；若諸眼根增不律儀，無明闇障、世間貪憂、惡不善法

不漏其心，生諸律儀，防護於眼。耳……鼻……舌……

身……意根生諸律儀，是名難陀比丘關閉根門。 

飲食知量者，難陀比丘於食繫數：不自高、不放逸、不著

色、不著莊嚴，支身而已；任其所得，為止飢渴、修梵行

故；故起苦覺令息滅，未起苦覺令不起故，成其崇向故，

氣力、安樂、無聞獨住故。 

如人乘車，塗以膏油，不為自高，……乃至莊嚴，為載運

故；又如塗瘡，不貪其味，為息苦故。如是，善男子難陀

知量而食，乃至無聞獨住，是名難陀知量而食。 

彼善男子難陀，初夜、後夜精勤修業者，彼難陀晝則經

行、坐禪，除去陰障，以淨其身。於初夜時，經行、坐

禪，除去陰障，以淨其身。於中夜時，房外洗足，入於室

中，右脅而臥，屈膝累足，係念明想，作起覺想。於後夜

時，徐覺、徐起，經行、坐禪。是名善男子難陀初夜、後

夜精勤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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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善男子難陀勝念、正知者，是善男子難陀觀察東方，一

心正念，安住觀察；觀察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一心

正念，安住觀察。如是觀者，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

心。 

彼善男子難陀，覺諸受起，覺諸受住，覺諸受滅，正念而

住，不令散亂；覺諸想起，覺諸想住，覺諸想滅；覺諸覺

起，覺諸覺住，覺諸覺滅，正念而住，不令散亂，是名善

男子難陀正念、正智成就。 

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關閉根門，如善男子難陀；飲食

知量，如善男子難陀；初夜後夜精勤修業，如善男子難

陀；正念、正智成就，如善男子難陀。如教授難陀法，亦

當持是為其餘人說。」 

時，有異比丘而說偈言：「 

善關閉根門，正念攝心住，飲食知節量，覺知諸心相。 

善男子難陀，世尊之所歎。」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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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628/印順 791/佛光 642 (念處 SN47.2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雞林精舍。 

時，尊者優陀夷、尊者阿難陀亦住巴連弗邑雞林精舍。爾

時，尊者優陀夷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

一面，語尊者阿難：「如來、應供、等正覺所知所見，為

諸比丘說聖戒，令不斷、不缺、不擇、不離、不戒取、善

究竟、善持、智者所歎、所不憎惡；何故如來、應、等正

覺所見為諸比丘說聖戒不斷、不缺、……乃至智者所歎、

所不憎惡？」 

尊者阿難語優陀夷：「為修四念處故，何等為四？謂：身

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 

時，二正士共論議已，各還本處。 

 

大正 636/印順 810/佛光 650 (念處 TB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巴連弗邑雞林精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為汝說修四念處，何等為修四

念處？若比丘！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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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于世，演說

正法，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善義善味，純一

滿淨，梵行顯示，若族姓子、族姓女從佛聞法，得淨信

心，如是修學，見在家和合欲樂之過，煩惱結縛，樂居空

閑，出家學道，不樂在家，處於非家，欲一向清淨，盡其

形壽，純一滿淨，鮮白梵行：『我當剃除髮鬚，著袈裟

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 

作是思惟已，即便放捨錢財親屬，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正其身行，護口四過，正命清淨，習

賢聖戒，守諸根門，護心正念：眼見色時，不取形相，若

於眼根住不律儀，世間貪憂惡不善法常漏於心，而(令)於

眼起正律儀；耳、鼻、舌、身、意起正律儀亦復如是，彼

以賢聖戒律成就，善攝根門，來往、周旋、顧視、屈伸、

坐臥、眠覺、語默住智正智。 

彼成就如此聖戒，守護根門，正智正念，寂靜遠離，空處

樹下、閑房獨坐，正身正念，繫心安住，斷世貪憂，離貪

欲，淨除貪欲，斷世瞋恚、睡眠、掉悔、疑蓋；離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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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掉悔、疑蓋；淨除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斷除

五蓋：惱心、慧力羸、諸障閡分不趣涅槃者，是故，內身

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

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

說，是名比丘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627/印順 790/佛光 641 (念處 SN52.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若有比丘住於學地，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方

便求，是聖弟子當云何於正法律修習，多修習，得盡諸

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阿那律：「若聖弟子住於學地，未得上進安隱涅槃而

方便求，彼於爾時，當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

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法法觀念

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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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多修習已，得盡諸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大正 615/印順 777/佛光 629 (念處 SN47.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路中思

惟：「我今先至比丘尼寺。」即往比丘尼寺。 

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座。時，諸

比丘尼禮尊者阿難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我等諸

比丘尼修四念處，繫心住，自知前後昇降。」 

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當如汝等所

說而學：凡修習四念處，善繫心住者，應如是知前後昇

降。」 

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種種說法已，從座起

去。爾時，尊者阿難於舍衛城中乞食還，舉衣鉢，洗足

已，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比丘尼所說，具

白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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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應如是學四念處，善繫心住，知

前後昇降，所以者何？心於外求，然後制令求其心，散亂

心不解脫，皆如實知。 

若比丘於身身觀念住，於彼身身觀念住已，若身躭睡，心

法懈怠，彼比丘當起淨信：取於淨相，起淨信心。 

憶念淨相已其心則悅；悅已生喜；其心喜已身則猗息；身

猗息已則受身樂；受身樂已其心則定。 

心定者，聖弟子當作是學：『我於此義，外散之心攝令休

息，不起覺想及已觀想，無覺無觀，捨念樂住；樂住已，

如實知。』 

受……心……法念[住]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成佛未久，思惟教授之道 

大正 1189/印順 1289/佛光 1173 (梵天 SN47.1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

下，成佛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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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能淨眾生，

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法，謂四念處。何等為四？

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若有人不樂四念處者，則不樂如聖法；不樂如聖法者，

則不樂如聖道；不樂如聖道者，則不樂甘露法；不樂甘露

法者，則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若樂修四念處者，則樂修如聖法；樂修如聖法者，則樂

如聖道；樂如聖道者，則樂甘露法；樂甘露法者，得解脫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

頃，於梵天沒，住於佛前，作是歎言：「如是，世尊！如

是，善逝！有一乘道，能淨眾生，謂四念處，……乃至解

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謂有一乘道，見生諸有邊，演說於正法，安慰苦眾生。 

過去諸世尊，以乘斯道度；當來諸世尊，亦度乘斯道； 

現在尊正覺，乘此度海流。究竟生死際，調伏心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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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死輪轉，悉已永消盡；知種種諸界，慧眼顯正道。 

譬若恒水流，悉歸趣大海，激流浚漂遠，正道亦如是。 

廣智善顯示，逮得甘露法，殊勝正法輪，本所未曾聞， 

哀愍眾生故，而為眾生轉。覆護天人眾，令度有彼岸， 

是故諸眾生，咸皆稽首禮！」 

爾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卽沒不

現。 

 

※四念處集與沒 

大正 609/印順 764/佛光 623 (念處 SN47.4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諦聽！善思！何等為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食集則身集，食滅則身沒，如是，隨身集觀住，隨身滅觀

住，隨身集、滅觀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永無所取。 

如是，觸集則受集，觸滅則受沒，如是，隨集法觀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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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滅法觀受住，隨集、滅法觀受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

間都無所取。 

名色集則心集，名色滅則心沒，隨集法觀心住，隨滅法觀

心住，隨集、滅法觀心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

取。 

憶念集則法集，憶念滅則法沒，隨集法觀法住，隨滅法觀

法住，隨集、滅法觀法住，則無所依住，於諸世間則無所

取。 

是名四念處集、四念處沒。」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法念處觀生死集滅 

大正 352/印順 494/佛光 351 (因緣 SN12.13,1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

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彼非沙門、沙門

數，非婆羅門、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婆羅門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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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

受後有。』 

云何法不如實知？云何法集不如實知？云何法滅不如實

知？云何法滅道跡不如實知？謂：於老死法不如實知，老

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生……

有……取……愛……受……觸……六入處不如實知，六入

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諸法不

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

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沙門之沙門數，婆羅門之婆

羅門數，彼以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何等法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謂：

老死法如實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實知，如

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如

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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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353/印順 495/佛光 352 (因緣 SN12.13,1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

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非

沙門之沙門數，非婆羅門之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非

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何等法不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謂：六入處法不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

道跡不如實知，而於觸如實知者，無有是處，觸集、觸

滅、觸滅道跡如實知者，無有是處；如是，受……愛……

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無有是處。 

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

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者，於觸如實知，斯有是處，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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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滅、觸滅道跡如實知者，斯有是處；如是，受……

愛……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斯有是

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如老死，……

乃至六入處三經，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經亦如是

說。 

 

※依安般念修四念處 

大正 810/印順 1098/佛光 822 (安般念 SN54.13,1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金剛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 

爾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思惟禪思，作如是念：「頗有

一法修習多修習，令四法滿足；四法滿足已，七法滿足；

七法滿足已，二法滿足？」 

時，尊者阿難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

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思惟禪思，作是念：

『頗有一法多修習已，令四法滿足，……乃至二法滿

足？』我今問世尊：『寧有一法多修習已，能令乃至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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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耶？』」 

佛告阿難：「有一法，多修習已，……乃至能令二法滿

足。何等為一法？謂：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能令四念處

滿足；四念處滿足已，七覺分滿足；七覺分滿足已，明、

解脫滿足。 

云何修安那般那念，四念處滿足？ 

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如滅出息念學。 

阿難！如是，聖弟子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出息念時，

如出息念學。若長；若短。一切身行覺知入息念時，如入

息念學；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身行休息入息念時，如

身行休息入息念學；身行休息出息念時，如身行休息出息

念學。聖弟子爾時身身觀念住，異於身者，彼亦如是隨身

比思惟。 

若有時聖弟子喜覺知。樂覺知。心行覺知。心行息覺知入

息念時，如心行息入息念學；心行息出息念時，如心行息

出息念學。是聖弟子爾時受受觀念住，若復異受者，彼亦

隨受比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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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聖弟子心覺知。心悅。心定。心解脫覺知入息念時，

如入息念學；心解脫出息念時，如心解脫出息念學。是聖

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若有異心者，彼亦隨心比思惟。 

若聖弟子有時觀無常、斷、無欲、滅，如無常、斷、無

欲、滅觀住學。是聖弟子爾時法法觀念住，異於法者，亦

隨法比思惟。 

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滿足四念處。」 

阿難白佛：「如是，修習安那般那念令四念處滿足。云何

修四念處令七覺分滿足？」 

佛告阿難：「若比丘身身觀念住。念住已，繫念住不忘。

爾時方便修念覺分；修念覺分已，念覺分滿足。 

念覺滿足已，於法選擇、思量，爾時方便修擇法覺分；修

擇法覺分已，擇法覺分滿足。 

於法選擇、分別、思量已，得精勤方便，爾時方便修習精

進覺分；修精進覺分已，精進覺分滿足。 

方便精進已，則心歡喜，爾時方便修喜覺分；修喜覺分

已，喜覺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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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已，身、心猗息，爾時方便修猗覺分；修猗覺分已，

猗覺分滿足。 

身心樂已，得三昧，爾時修定覺分；修定覺分已，定覺分

滿足。 

定覺分滿足已，貪憂則滅，得平等捨，爾時方便修捨覺

分；修捨覺分已，捨覺分滿足。 

受……心……法法念處亦如是說，是名修四念處，滿足七

覺分。」 

阿難白佛：「是名修四念處滿足七覺分。云何修七覺分滿

足明、解脫？」 

佛告阿難：「若比丘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

向於捨修念覺分已，滿足明、解脫，……乃至修捨覺分，

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捨覺分已、明、

解脫滿足。 

阿難！是名法法相類，法法相潤，如是，十三法，一法為

增上，一法為門，次第增進，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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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813/印順 1101/佛光 825 (安般念 SN54.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金毘羅聚落金毘林中。 

爾時，世尊告尊者金毘羅：「我今當說精勤修習四念處，

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爾時，尊者金毘羅默然住。如是再三。 

爾時，尊者阿難語尊者金毘羅：「今大師告汝！」 

如是三說。 

尊者金毘羅語尊者阿難：「我已知，尊者阿難！我已知，

尊者瞿曇！」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是時，世尊是時，善逝唯

願為諸比丘，說精勤修四念處，諸比丘聞已，當受奉

行。」 

佛告阿難：「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比丘入息念時，如

入息學；……乃至滅出息時，如滅出息學。爾時，聖弟子

念入息時，如念入息學；……乃至身行止息出息時，如身

行止息出息學，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爾時，聖弟子

身身觀念住已，如是知善內思惟。」 



 

165 

佛告阿難：「譬如：有人乘車輿從東方顛沛而來，當於爾

時，踐蹈諸土堆壟不？」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如是，聖弟子念入息時，如入息念學；如

是，……乃至善內思惟。若爾時，聖弟子覺知喜，……乃

至覺知意行息學，聖弟子受受觀念住；聖弟子受受觀念

[住]已，如是，知善內思惟。譬如：有人乘車輿從南方顛

沛而來，云何，阿難！當踐蹈土堆壟不？」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如是，聖弟子受受觀念住，知善內思惟。 

若聖弟子覺知心；欣悅心；定心；解脫心入息，如解脫心

入息學；解脫心出息，如解脫心出息學，爾時，聖弟子心

心觀念住；如是，聖弟子心心觀念住已，知善內思惟。譬

如：有人乘車輿從西方來，彼當踐蹈土堆壟不？」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如是，聖弟子覺知心，……乃至心解脫出

息，如心解脫出息學，如是，聖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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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內思惟。[若聖弟子]善於身、受、心[念住]，貪憂滅

捨，爾時，聖弟子法法觀念住，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

已，知善內思惟。阿難！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壟，有人乘

車輿從北方顛沛而來，當踐蹈土堆壟不？」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知善內思惟。 

阿難！是名比丘精勤方便，修四念處。」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神足 

大正 561/印順 1637/佛光 560 (阿難 SN51.15,1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在

彼住。 

時，有異婆羅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

面坐，問尊者阿難：「何故於沙門瞿曇所修梵行？」 

尊者阿難語婆羅門：「為斷故。」 

復問：「尊者！何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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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言：「斷愛。」 

復問：「尊者阿難！何所依而得斷愛？」 

答言：「婆羅門！依於欲而斷愛。」 

復問：「尊者阿難！豈非無邊際？」 

答言：「婆羅門！非無邊際，如是，有邊際，非無邊

際。」 

復問：「尊者阿難！云何有邊際，非無邊際？」 

答言：「婆羅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羅門！於意云

何？汝先有欲，來詣精舍不？」 

婆羅門答言：「如是，阿難！」 

「如是，婆羅門！來至精舍已，彼欲息不？」 

答言：「如是，尊者阿難！彼精進、方便、籌量來詣精

舍。」 

復問：「至精舍已，彼精進、方便、籌量息不？」 

答言：「如是。」 

尊者阿難復語婆羅門：「如是，婆羅門！如來、應、等正

覺所知所見說四如意足，以一乘道淨眾生，滅苦惱，斷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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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何等為四？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精進定、心定、思

惟定斷行成就如意足。 

如是，聖弟子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

出要、依滅、向於捨，乃至斷愛；愛斷已，彼欲亦息。 

修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斷行成就，依離、依無欲、

依出要、依滅、向於捨，乃至愛盡；愛盡已，思惟則息。 

婆羅門！於意云何？此非邊際耶？」 

婆羅門言：「尊者阿難！此是邊際，非不邊際。」 

爾時婆羅門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五根、五力 

※生善為五根 

大正 855/印順 1159/佛光 867 (不壞淨 SN55.4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難提優婆塞，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

佛言：「世尊！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為放

逸？為不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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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難提：「若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我說此等為凡

夫數；若聖弟子不成就者，為放逸，非不放逸。 

難提！若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閑林中

若露地坐，晝夜禪思，精勤修習勝妙出離，饒益隨喜，彼

不隨喜已歡喜不生；歡喜不生已身不猗息；身不猗息已苦

覺則生；苦覺生已心不得定；心不得定者，是聖弟子名為

放逸。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如是，難提！若聖弟子成就於佛不壞淨，其心不起知足

想，於空閑林中樹下、露地，晝夜禪思，精勤方便，能起

勝妙出離隨喜，隨喜已生歡喜，生歡喜已身猗息，身猗息

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心則定，若聖弟子心定者名不放逸。

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難提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

禮佛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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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不空無果 

大正 652/印順 824/佛光 664 (根 SN48.18,12-1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比丘於此五根

若利、若滿足，得阿羅漢；若軟、若劣，得阿那含；若

軟、若劣，得斯陀含；若軟、若劣，得須陀洹。 

滿足者成滿足事，不滿足者成不滿足事，於此五根不空無

果。若於此五根一切無者，我說彼為外道凡夫之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656/印順 828/佛光 668 (根 SN48.5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信根、精進

根、念根、定根、慧根。 

若聖弟子成就慧根者，能修信根，依離、依無欲、依滅、

向於捨，是名信根成就；信根成就，即是慧根。 

如信根，如是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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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就此五根，慧根為其首，以攝持故。 

譬如堂閣，棟為其首，眾材所依，以攝持故，如是，五根

慧為其首，以攝持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斷惡為五力 

大正 675/印順 872/佛光 687 (力 AN5.1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彼信力，

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力者，當知是四正斷。念力者，當

知[是]四念處。定力者，當知是四禪。慧力者，當知是四

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181/印順 11014-333/佛光 183 (斷知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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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有人火燒頭衣，當云何

救？」 

比丘白佛言：「世尊！當起增上欲，慇懃方便，時救令

滅。」 

佛告比丘：「頭衣燒然尚可暫忘，無常盛火當盡斷；為斷

無常火故，當修信力。斷何等無常故當修信力？謂：斷色

無常故，當修信力，斷受、想、行、識無常故，當修信

力。」如是廣說……乃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無常，如是，過去無常、未來無常、現在無常、過去未

來無常、過去現在無常、未來現在無常、過去未來現在無

常，八經亦如上說。 

如信力，如是，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八經亦如上

說。 

如當斷四十經，如是，當知、當吐、當盡、當止、當捨、

當滅、當沒，一一，四十經亦如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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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覺分 

大正 723/印順 920/佛光 735 (覺支 SN46.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比丘(依)人聞法，諸年少

比丘供養奉事諸尊長老，所以者何？年少比丘供養奉事長

老比丘者，時時得聞深妙之法，聞深法已，二正事成就：

身正及心正，爾時，修念覺分。修念覺分已，念覺分滿

足；念覺滿足已，於法選擇、分別於法、思量於法，爾

時，方便修擇法覺分。……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733/印順 930/佛光 745 (覺支 SN46.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謂覺分，世尊！云何為覺分？」 

佛告比丘：「所謂覺分者，謂七道品法。然諸比丘，七覺

分漸次而起，修習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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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比丘白佛：「世尊！云何覺分漸次而起，修習滿足？」 

佛告比丘：「若比丘內身身觀住，彼內身身觀住時，攝心

繫念不忘，彼當爾時念覺分方便修習。方便修習念覺分

已，修習滿足。 

滿足念覺分已，於法選擇、分別、思量，當於爾時修擇法

覺分方便。修方便已，修習滿足。 

如是，……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 

如內身身觀念住，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

法觀念住，當於爾時專心繫念不忘，……乃至捨覺分亦如

是說。 

如是住者，漸次覺分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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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735/印順 932 佛光 747 (覺支 SN48.1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如上說，差別者：「如是比丘修習七覺分已，多修習已，

得四種果、四種福利，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異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713/印順 910/佛光 725 (覺支 SN46.5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眾多

比丘作是念：「今日太早，乞食時未至，我等且過諸外道

精舍。」 

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問

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已。 

諸外道問比丘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法：斷五蓋：覆

心、慧力羸、為障礙分、不轉趣涅槃，住四念處，修七覺

意，我等亦復為諸弟子說：斷五蓋：覆心、慧力羸，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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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修七覺分，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俱能說

法。」 

時，眾多比丘聞外道所說，心不喜悅，反呵罵，從座起

去。 

入舍衛城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

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諸外道所說，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眾多比丘：「彼外道說是語時，汝等應反問

言：『諸外道！五蓋者種應有十，七覺者種應有十四。何

等為五蓋之十，七覺之十四？』如是問者，彼諸外道則自

駭散，說諸外道法，瞋恚、憍慢、毀呰、嫌恨，不忍心

生，或默然低頭，失辯潛思，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

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歡喜隨

順者，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 

諸比丘！何等為五蓋之十？謂：有內貪欲，有外貪欲：彼

內貪欲者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彼外貪欲

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謂：[有]瞋恚，有

瞋恚相：若瞋恚及瞋恚相，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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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涅槃；有睡，有眠：彼睡、彼眠即是蓋，非智，非等

覺，不轉趣涅槃；有掉，有悔：彼掉、彼悔即是蓋，非

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疑善法，有疑不善法：彼善

法疑、不善法疑即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是

名五蓋說十。 

何等為七覺分說十四？有內法心念住，有外法心念住：彼

內法念住即是念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外

法念住即是念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有擇善

法，擇不善法：彼善法擇即是擇法覺分，是智，是等覺，

能轉趣涅槃，彼不善法擇即是擇法覺分，是智，是等覺，

能轉趣涅槃；有精進斷不善法，有精進長養善法：彼斷不

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

長養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

槃；有喜，有喜處：彼喜即是喜覺分，是智，是等覺，能

轉趣涅槃，彼喜處亦即是喜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

涅槃；有身猗息，有心猗息：彼身猗息即是猗覺分，是

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心猗息即是猗覺分，是智，



 

178 

是等覺，能轉趣涅槃；有定，有定相：彼定即是定覺分，

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定相即是定覺分，是智，

是等覺，能轉趣涅槃；有捨善法，有捨不善法：彼善法捨

即是捨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彼不善法捨即

是捨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是名七覺分說為

十四。」 

佛說此經已，眾多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714/印順 911/佛光 726 (覺支 SN46.5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眾多

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有諸外道出家作如是說

者，當復問言：『若心微劣猶豫者，爾時應修何等覺分？

何等為非修時？若復掉心者，掉心猶豫者，爾時復修何等

覺分？何等為非時？』如是問者，彼諸外道心則駭散，說

諸異法，心生忿恚、憍慢、毀呰、嫌恨、不忍，或默然低

頭、失辯潛思，所以者何？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

婆羅門，天、人眾中，聞我所說，歡喜隨喜者，唯除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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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聲聞眾於此聞者。 

諸比丘！若爾時其心微劣，其心猶豫者，不應修猗覺分、

定覺分、捨覺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猶豫，以此

諸法增其微劣故。譬如：小火欲令其燃，增以燋炭，云

何，比丘！非為增炭令火滅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微劣猶豫，若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者，此則非時，增懈怠故。」 

「若掉心起，若掉心猶豫，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精進覺

分、喜覺分，所以者何？掉心起，掉心猶豫，以此諸法能

令其增。譬如：熾火欲令其滅，足其乾薪，於意云何？豈

不令火增熾燃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掉心生，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

進覺分、喜覺分，增其掉心。」 

「諸比丘！若微劣心生，微劣猶豫，是時應修擇法覺分、

精進覺分、喜覺分。所以者何？微劣心生，微劣猶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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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諸法示教照喜。譬如：小火欲令其燃，足其乾薪，云何

比丘！此火寧熾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如是，微劣心生，微劣猶豫，當於爾時修擇

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示教照喜。」 

「若掉心生，掉心猶豫，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所

以者何？掉心生，掉心猶豫，此等諸法能令內住一心攝

持。譬如：燃火欲令其滅，足其燋炭，彼火則滅。 

如是，比丘！[掉心生，]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進、

喜[覺分]則非時；修猗、定、捨覺分，自此則是時，此等

諸法內住一心攝持。 

念覺分者，一切兼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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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715/印順 912/佛光 727 (覺支 SN46.2,5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蓋、七覺分，有食、無食，

我今當說，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譬如：身依食而立，非不食，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非

不食。 

貪欲蓋以何為食？謂：觸相，於彼不正思惟，未起貪欲令

起，已起貪欲能令增廣，是名欲愛蓋之食。 

何等為瞋恚蓋食？謂：障礙相，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瞋恚

蓋令起，已起瞋恚蓋能令增廣，是名瞋恚蓋食。 

何等為睡眠蓋食？有五法，何等為五？微弱、不樂、欠

呿、多食、懈怠，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睡眠蓋令起，已起

睡眠蓋能令增廣，是名睡眠蓋食。 

何等為掉悔蓋食？有四法，何等為四？謂：親屬覺、人眾

覺、天覺、本所經娛樂覺，自憶念、他人令憶念而生覺，

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掉、悔令起，已起掉、悔令其增

廣，是名掉悔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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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疑蓋食？有三世，何等為三？謂：過去世、未來

世、現在世，於過去世猶豫、未來世猶豫、現在世猶豫，

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疑蓋令起，已起疑蓋能令增廣，是

名疑蓋食。 

譬如：身依於食而得長養，非不食，如是，七覺分依食而

住，依食長養，非不食。 

何等為念覺分不食？謂：四念處不思惟，未起念覺分不

起，已起念覺分令退，是名念覺分不食。 

何等為擇法覺分不食？謂：於善法選擇，於不善法選擇，

於彼不思惟，未起擇法覺分令不起，已起擇法覺分令退，

是名擇法覺分不食。 

何等為精進覺分不食？謂：四正斷於彼不思惟，未起精進

覺分令不起，已起精進覺分令退，是名精進覺分不食。 

何等為喜覺分不食？有喜、有喜處法，於彼不思惟，未起

喜覺分不起，已起喜覺分令退，是名喜覺分不食。 

何等為猗覺分不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於彼不思惟，未

生猗覺分不起，已生猗覺分令退，是名猗覺分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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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定覺分不食？有四禪，於彼不思惟，未起定覺分不

起，已起定覺分令退，是名定覺分不食。 

何等為捨覺分不食？有三界，謂斷界、無欲界、滅界，於

彼不思惟，未起捨覺分不起，已起捨覺分令退，是名捨覺

分不食。 

何等為貪欲蓋不食？謂：不淨觀於彼思惟，未起貪欲蓋不

起，已起貪欲蓋令斷，是名貪欲蓋不食。 

何等為瞋恚蓋不食？彼慈心思惟，未生瞋恚蓋不起，已生

瞋恚蓋令滅，是名瞋恚蓋不食。 

何等為睡眠蓋不食？彼明照思惟，未生睡眠蓋不起，已生

睡眠蓋令滅，是名睡眠蓋不食。 

何等為掉悔蓋不食？彼寂止思惟，未生掉悔蓋不起，已生

掉悔蓋令滅，是名掉悔蓋不食。 

何等為疑蓋不食？彼緣起法思惟，未生疑蓋不起，已生疑

蓋令滅，是名疑蓋不食。 

譬如：身依食而住，依食而立，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

依食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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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念覺分食？謂：四念處思惟已，未生念覺分令起，

已生念覺分轉生令增廣，是名念覺分食。 

何等為擇法覺分食？有擇善法，有擇不善法，彼思惟已，

未生擇法覺分令起，已生擇法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擇法

覺分食。 

何等為精進覺分食？彼四正斷思惟，未生精進覺分令起，

已生精進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精進覺分食。 

何等為喜覺分食？有喜、有喜處，彼思惟，未生喜覺分令

起，已生喜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喜覺分食。 

何等為猗覺分食？有身猗息、心猗息思惟，未生猗覺分令

起，已生猗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猗覺分食。 

何等為定覺分食？謂：有四禪思惟，未生定覺分令生起，

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廣，是名定覺分食。 

何等為捨覺分食？有三界，何等三？謂：斷界、無欲界、

滅界，彼思惟，未生捨覺分令起，已生捨覺分重生令增

廣，是名捨覺分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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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分清淨純白 

大正 718/印順 915/佛光 730 (覺支 SN46.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有七覺分，何等為七？

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

覺分、捨覺分。此七覺分決定而得，不勤而得，我隨所

欲，覺分正受。若晨朝時、日中時、日暮時，若欲正受，

隨其所欲，多入正受。 

譬如：王、大臣有種種衣服，置箱篋中，隨其所須，日中

所須、日暮所須，隨欲自在，如是，比丘！此七覺分決定

而得，不勤而得，隨意正受。我此念覺分清淨純白，起時

知起，滅時知滅，沒時知沒；已起知已起，已滅知已滅，

如是，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說。」 

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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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思惟三相修七覺分 

大正 1247/印順 13340/佛光 991 (譬喻 AN3.10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當專心方便，隨時思惟三相。

云何為三？隨時思惟止相，隨時思惟擧相，隨時思惟捨

相。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則於是處其心下劣。若復一向

思惟擧相，則於是處掉亂心起。若復一向思惟捨相，則於

是處不得正定盡諸有漏。以彼比丘隨時思惟止相，隨時思

惟擧相，隨時思惟捨相故，心則正定，盡諸有漏。」 

「如巧金師、金師弟子，以生金著於爐中增火，隨時扇

韛，隨時水灑，隨時俱捨。若一向鼓韛者，即於是處生金

焦盡。一向水灑，則於是處生金堅強。若一向俱捨，則於

是處生金不熟，則無所用。是故巧金師、金師弟子，於彼

生金，隨時鼓韛，隨時水灑，隨時兩捨，如是生金，得等

調適，隨事所用。如是，比丘！專心方便，時時思惟憶念

三相，乃至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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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正道 

大正 785/印順 1042/佛光 797 (聖道分 MA189;MN11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何等為正

見？謂正見有二種：有正見是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

趣；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無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 

何等為正見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若彼見有施，有

說，……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不受後有，是名世間正

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何等為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無漏思惟相應，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黠慧、開

覺、觀察，是名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

苦、轉向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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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正志？謂正志[有]二種：有正志世俗、有漏、有

取、向於善趣；有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

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志有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謂：正志出

要覺，無恚覺，不害覺，是名正志，世俗、有漏、有取、

向於善趣。 

何等為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無漏思惟相應心法，分別、自決、意解、計數、立意，是

名正志，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 

何等為正語？正語有二種：有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

於善趣；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 

何等為正語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謂：正語離妄

語、兩舌、惡口、綺語，是名正語，世俗、有漏、有取、

向於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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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除邪命貪，口四惡行，諸餘口惡行離，於彼無漏遠離不

著，固守攝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語，是

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業？正業有二種：有正業世俗、有漏、有取、向

於善趣；有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 

何等為正業，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離殺、

盜、婬，是名正業，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業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除邪命貪，身三惡行，諸餘身惡行數，無漏心不樂著，固

守執持不犯，不度時節，不越限防，是名正業，是聖、出

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命？正命有二種：有正命是世俗、有漏、有取、

轉向善趣；有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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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命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如法求衣

食、臥具、隨病湯藥，非不如法，是名正命，世俗、有

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於諸邪命，無漏不樂著，固守執持不犯，不越時節，不度

限防，是名正命，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方便？正方便有二種：有正方便世俗、有漏、有

取、轉向善趣；有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

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謂：欲精

進，方便超出，堅固建立，堪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

不休息，是名正方便，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方便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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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無漏憶念相應心法，欲精進方便，勤踊超出，建立堅

固，堪能造作，精進心法攝受，常不休息，是名正方便，

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念？正念有二種：[有正念]世俗、有漏、有取、

轉向善趣；有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

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念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若念、隨念、

重念、憶念，不妄不虛，是名正念，世俗、有漏、有取、

正向善趣。 

何等為正念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謂：

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

相應，若念、隨念、重念、憶念，不妄不虛，是名正念，

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定？正定有二種：有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

向善趣；有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 

何等為正定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若心住不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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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攝受寂止、三昧、一心，是名正定，世俗、有漏、有

取、轉向善趣。 

何等為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

無漏思惟相應心法，住不亂不散，攝受寂止、三昧、一

心，是名正定，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

向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305/印順 407/佛光 283 (入處 MN14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

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所謂六分別六入處

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六分別六入處經？

謂：於眼入處不如實知見者，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

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如實知見。不如實知

見故，於眼染著；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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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皆生染著。如是，耳……

鼻……舌……身……意，若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

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如實知見。不如實知見

故，生染著。如是，染著、相應、愚闇、顧念、結縛其

心，長養五受陰，及當來有愛、貪喜悉皆增長，身心疲

惡，身心燒然，身心熾然，身心狂亂，身生苦覺。彼身生

苦覺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悉皆增長，是

名純一大苦陰聚集。 

諸比丘！若於眼如實知見，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

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如實知見。見已，於眼

不染著，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

若樂、不苦不樂不染著。如是，耳……鼻……舌……

身……意、法如實知見，若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

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如實知見。如實知見故，

於意不染著，若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

苦、若樂、不苦不樂不染[著]；不染著故，不相雜(應)、

不愚闇、不顧念、不繫縛，損減五受陰，當來有愛、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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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彼彼樂著悉皆消滅。身不疲苦、心不疲苦，身不燒、

心不燒，身不熾然、心不熾然，身覺樂、心覺樂；身心覺

樂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悉皆消滅，如是

純大苦聚陰滅。 

作如是知、如是見者，名為正見修習滿足，正志、正方

便、正念、正定，前說正語、正業、正命清淨修習滿足，

是名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八聖道修習滿足已，四念處修

習滿足，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修習滿

足，若法應知、應了者，悉知、悉了，若法應知、應斷

者，悉知、悉斷，若法應知、應作證者，悉皆作證，若法

應知、應修習者，悉已修習。 

何等法應知、應了，悉知、悉了？所謂名、色。 

何等法應知、應斷？所謂無明及有愛。 

何等法應知、應證？所謂明、解脫。 

何等法應知、應修？所謂止、觀。 

若比丘於此法應知、應了[者]，悉知、悉了，若法應知、

應斷者，悉知、悉斷，若法應知、應作證者，悉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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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若法應知、應修者，悉知、悉修，是名比丘斷愛、結

縛，正無間等，究竟苦邊。 

諸比丘！是名六分別六入處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止觀的知見 

大正 498/印順 1554/佛光 497 (舍利弗 SN47.12;DN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揵陀賣衣者菴羅園。 

爾時，舍利弗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深信世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沙門、婆

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況復過上！」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善哉所說第一之說，

能於眾中作師子吼，自言深信世尊，言：『過去、當來、

今現在，沙門、婆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佛菩提等者，況

復過上！』」 

佛問舍利弗：「汝能審知過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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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復問舍利弗：「知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

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復知未來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如是

法、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復能知今現在佛所有增上戒，如是法、

如是慧、如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 

舍利弗白佛言：「不知，世尊！」 

佛告舍利弗：「汝若不知過去、未來、今現在諸佛、世尊

心中所有諸法，云何如是讚歎，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說

言：『我深信世尊，過去、當來諸沙門、婆羅門所有智

慧，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況復過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能知過去、當來、今現在諸

佛世尊心之分齊，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我聞世尊

說法，轉轉深，轉轉勝，轉轉上，轉轉妙，我聞世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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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知一法即斷一法，知一法即證一法，知一法即修習一

法，究竟於法，於大師所得淨信，心得淨：『世尊是等正

覺。』世尊！譬如：國王有邊城，城周匝方直，牢固堅

密，唯有一門，無第二門，立守門者，人民入出，皆從此

門，若入若出，其守門者雖復不知人數多少，要知人民唯

從此門，更無他處。 

如是，我知過去諸佛、如來、應、等正覺悉斷五蓋：惱

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

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彼當來世諸佛世尊亦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

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今現在諸佛世尊、如來、應、等正覺亦斷五蓋：惱心、令

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過去、未來、今現

在佛悉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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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是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502/印順 1558/佛光 501 (目犍連 SN40.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

目揵連告諸比丘：「一時，世尊住王舍城，我住耆闍崛山

中。 

我獨一靜處，作如是念：『云何名為聖住？』 

復作是念：『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

足住，是名聖住。』 

我作是念：『我當於此聖住不念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

證具足住、多住。』 

多住已，取相心生。 

爾時，世尊知我心念，如力士屈申臂頃，以神通力於竹園

精舍沒，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語我言：『目揵連！汝

當住於聖住，莫生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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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聞世尊教已，即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 

如是至三，世尊亦三來教我：『汝當住於聖住，莫生放

逸！』 

我聞教已，離一切相，無相心正受身作證具足住。 

諸大德！若正說佛子者，則我身是，從佛口生，從法化

生，得佛法分，所以者何？我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

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禪解脫、三昧正受。 

譬如轉輪聖王太子雖未灌頂，已得王法，不勤方便，能得

五欲功德，我亦如是，為佛之子，不勤方便，得禪解脫、

三昧正受，於一日中，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三教授

我，以大人處建立於我。」 

尊者大目揵連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200 

大正 1024/印順 13361-2/佛光 1012 (病 SN22.8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濕波誓住東園鹿母講堂，身遭重病，極生苦

患，尊者富鄰尼瞻視供給，如前跋迦梨修多羅廣說，謂：

說三受，……乃至轉增無損。 

佛告阿濕波誓：「汝莫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實有變悔。」 

佛告阿濕波誓：「汝得無破戒耶？」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不破戒。」 

佛告阿濕波誓：「汝不破戒，何為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先未病時，得身息樂正受多

修習，我於今日不復能得入彼三昧，我作是思惟：『將無

退失是三昧耶？』」 

佛告阿濕波誓：「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阿濕波誓！汝見色即是我、異我、相在不？」 

阿濕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復問：「汝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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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濕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阿濕波誓：「汝既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

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何故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不正思惟故。」 

佛告阿濕波誓：「若沙門、婆羅門三昧堅固，三昧平等，

若不得入彼三昧，不應作念：『我於三昧退減。』若復聖

弟子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想、行、識是

我、異我、相在，但當作是覺知：『貪欲永盡無餘，瞋

恚、愚癡永盡無餘。』貪、恚、癡永盡無餘已，一切漏

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是法時，尊者阿濕波誓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歡喜踊

悅；歡喜踊悅故，身病即除。 

佛說此經，令尊者阿濕波誓歡喜隨喜已，從坐起而去。 

差摩迦修多羅，如五受陰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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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止觀得諸解脫 

大正 464/印順 727/佛光 463 (界 TB 無)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詣已，恭敬問

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問上座上座名者言：「若比丘於

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者，當

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修習於『止』，多修習已，當何所

成？修習於『觀』，多修習已，當何所成？」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修習於『止』，終成於『觀』；

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

『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阿難復問上座：「云何諸解脫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

解脫界。」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云何斷界？……乃至滅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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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斷一切行，是名斷界；斷除愛

欲，是無欲界；一切行滅，是名滅界。」 

時，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歡喜隨喜，往詣五百比丘所，

恭敬問訊，退坐一面，白五百比丘言：「若比丘於空處、

樹下、閑房思惟時，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時，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難：「當以二法專精思惟，……乃

至滅界。」如上座所說。 

時，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歡喜隨喜，往詣佛所，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空處、樹

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佛告阿難：「若比丘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二法專

精思惟，……乃至滅界。」如五百比丘所說。 

時，尊者阿難白佛言：「奇哉！世尊！大師及諸弟子皆悉

同法，同句、同義、同味。我今詣上座名上座者，問如此

義，亦以此義、此句、此味答我，如今世尊所說。我復詣

五百比丘所，亦以此義、此句、此味而問，彼五百比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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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義、此句、此味答，如今世尊所說。是故當知：師及

弟子一切同法，同義、同句、同味。」 

佛告阿難：「汝知彼上座為何如比丘？」 

阿難白佛：「不知，世尊！」 

佛告阿難：「上座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已捨重擔，正

智心善解脫。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種證道法 

大正 560/印順 1636/佛光 559 (阿難 AN4.17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俱睒彌國瞿師羅園。爾時，尊者阿

難亦在彼住。 

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

說，我當善哉慰勞問訊，或求以四道。」何等為四？ 

「若比丘、比丘尼坐，作如是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

伏心。止觀一心，等受。分別、於法量度。修習多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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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斷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則如

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說初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正坐，思惟，於法選擇、思量。住

心，善住、局住、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如是正向多

住，得離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我當如

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二說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為掉亂所持，以調伏心坐。正

坐，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調伏。止觀一心，等受。如

是正向多住已，則斷諸使。若有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

說，我則如是善哉慰喻，或求是，名第三說道。」 

「復次，比丘、比丘尼，止觀和合俱行。作如是正向多

住，則斷諸使。若比丘、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者，我則如

是善哉慰喻教誡，或求是，名第四說道。」 

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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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定當觀五蘊無常 

大正 864-870/印順 12889-99/佛光 578-84 (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若行、若形、若相：離

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 

「彼不憶念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然於彼色、受、

想、行、識法，作『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

苦、空、非我』思惟，於彼法生厭、怖畏、防護；生厭、

怖畏、防護已，以甘露門而自饒益，如是寂靜，如是勝

妙，所謂捨離有餘、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65/印順 12890/佛光 579（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如是知、如是

見已，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漏心解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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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66/印順 12891/佛光 580（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不得解脫，

以欲法、念法、樂法故，取中般涅槃。若不如是，或生般

涅槃；若不如是，或有行般涅槃；若不如是，或無行般涅

槃；若不如是，或上流般涅槃。」 

「若不如是，或復即以此欲法、念法、樂法功德，生大梵

天中，或生梵輔天中，或生梵身天中。」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67/印順 12892/佛光 581（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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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

相：息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第二

禪具足住。」 

「若不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憶念，而於色、受、想、

行、識法，思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於此等法，心生厭離、怖畏、防護；厭離、防

護已，於甘露法界以自饒益。此則寂靜，此則勝妙，所謂

捨離一切有餘、愛盡、無欲、滅盡、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68/印順 12893/佛光 582（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彼如是知、如

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漏心解脫，解

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若不解脫，而以彼（法）欲法、念法、樂法，取中般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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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若不爾者，取生般涅槃；若不爾者，取有行般涅槃；

若不爾者，取無行般涅槃；若不爾者，取上流般涅槃。」 

「若不爾者，彼以欲法、念法、樂法生自性光音天；若不

爾者，生無量光天；若不爾者，生少光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869/印順 12894/佛光 583（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

相：離貪喜，捨住，正念、正智，覺身樂，聖人能說能捨

念樂住。第三禪具足住。」 

「若不爾者，以如是行、如是形、如是相，於色、受、

想、行、識法，思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乃至

上流般涅槃。」 

「若不爾者，以彼法欲、法念、法樂，生遍淨天；若不爾

者，生無量淨天；若不爾者，生少淨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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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870/印順 12895-99/佛光 584（天 AN9.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如是行、如是形、如是

相：離苦息、樂，前憂喜已滅，不苦不樂、捨，淨念一

心。第四禪具足住。」 

「若不如是憶念，而於色、受、想、行、識，思惟：如

病、如癰、如刺、如殺……乃至上流般涅槃。」 

「若不爾者，或生因性果實天；若不爾者，生福生天；若

不爾者，生少福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四禪，如是四無色定亦如是說。 

 

※無上止息不落漸次 

大正 474/印順 737/佛光 473 (受 SN36.11,15,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受——

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復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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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義？」作是念已，從禪起，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

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禪思，念言：如世

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一切諸受悉

皆是苦，此有何義？」 

佛告阿難：「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易法故，說諸

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復，阿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

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 

阿難白佛言：「云何世尊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寂滅；第二禪正受時，覺

觀寂滅；第三禪正受時，喜心寂滅；第四禪正受時，出入

息寂滅；空入處正受時，色想寂滅；識入處正受時，空入

處想寂滅；無所有入處正受時，識入處想寂滅；非想非非

想入處正受時，無所有入處想寂滅；想受滅正受時，想、

受寂滅，是名漸次諸行寂滅。」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漸次諸行止息？」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止息；二禪正受時，覺觀

止息；三禪正受時，喜心止息；四禪正受時，出入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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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空入處正受時，色想止息；識入處正受時，空入處想

止息；無所有入處正受時，識入處想止息；非想非非想入

處正受時，無所有入處想止息；想受滅正受時，想、受止

息，是名漸次諸行止息。」 

阿難白佛：「世尊！是名漸次諸行止息。」 

佛告阿難：「復有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

息，如是止息，於餘止息無過上者。」 

阿難白佛：「何等為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

息，諸餘止息無過上者？」 

佛告阿難：「於貪欲心不樂、解脫，恚、癡心不樂、解

脫，是名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息，諸餘止

息無過上者。」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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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實知見 
大正 30/印順 36/佛光 30 (陰 SN22.4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時，有長者子，名輸屢

那，日日遊行，到耆闍崛山，詣尊者舍利弗，問訊起居

已，卻坐一面，語舍利弗言：「若諸沙門、婆羅門於無常

色，變易、不安隱色言：『我勝、我等、我劣。』何故沙

門、婆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若沙門、婆羅門於無

常、變易、不安隱受……想……行……識而言：『我勝、

我等、我劣。』何故沙門、婆羅門作如是想而不見真實？ 

若沙門、婆羅門於無常色、不安隱色、變易[色]言：『我

勝、我等、我劣。』何所計而不見真實？於無常、變易、

不安隱受……想……行……識言：『我勝、我等、我

劣。』何所計而不見真實？」 

「輸屢那！於汝意云何？色為常，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 

「輸屢那！若無常，為是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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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言：「是苦。」 

「輸屢那！若無常，苦，是變易法，於意云何？聖弟子於

中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輸屢那！於意云何？受……想……行……識為常，為無

常？」 

答言：「無常。」 

「若無常，是苦耶？」 

答言：「是苦。」 

「輸屢那！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於意云何？聖弟子

於中見識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輸屢那！當知：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

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色不

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 

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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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

近，彼一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 

輸屢那！如是，於色、受、想、行、識生厭，離欲，解

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

不受後有。』」 

時，舍利弗說是經已，長者子輸屢那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 

時，長者子輸屢那見法、得法，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得無

所畏，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舍利弗言：

「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為優婆

塞。我從今日已，盡壽命清淨歸依三寶。」 

時，長者子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大正 206/印順 257/佛光 208 (入處 SN35.161,10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城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勤方便禪思，內寂其心，所以

者何？比丘！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是如實知顯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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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實知顯現？於眼如實知顯現，若色、眼識、眼觸、眼

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如實知顯現；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此諸法無常、有為，亦如是如實知顯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263/印順 46/佛光 40 (陰 SN22.101;AN7.7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國雜色牧牛聚落。 

爾時，佛告諸比丘：「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

見。云何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謂：此色，

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識，此識集，此

識滅。 

不修方便隨順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心得解

脫。』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解脫，所以者何？不修習

故。不修習何等？謂：不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

力、覺、道。 

譬如：伏雞生子眾多，不能隨時蔭餾，消息冷暖，而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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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觜、以爪啄卵自生，安隱出㲉，當知彼子無有自力，

堪能方便以觜、以爪安隱出㲉，所以者何？以彼雞母不能

隨時蔭餾冷暖，長養子故，如是，比丘不勤修習，隨順成

就，而欲令得漏盡解脫，無有是處，所以者何？不修習

故。不修何等？謂：不修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

覺、道。 

若比丘修習隨順成就者，雖不欲令漏盡解脫，而彼比丘自

然漏盡，心得解脫，所以者何？以修習故。何所修習？

謂：修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如：彼伏雞善養其子，隨時蔭餾，冷暖得所，正復不欲令

子方便自啄卵出，然其諸子自能方便安隱出㲉，所以者

何？以彼伏雞隨時蔭餾，冷暖得所故，如是，比丘善修方

便，正復不欲漏盡解脫，而彼比丘自然漏盡，心得解脫，

所以者何？以勤修習故。何所修習？謂：修念處、正勤、

如意足、根、力、覺、道。 

譬如巧師、巧師弟子手執斧柯，捉之不已，漸漸微盡，手

指處現，然彼不覺斧柯微盡，而盡處現，如是，比丘精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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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隨順成就，不自知、見今日爾所漏盡，明日爾所漏

盡，然彼比丘知有漏盡，所以者何？以修習故。何所修

習？謂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譬如：大舶在於海邊，經夏六月，風飄、日暴，藤綴漸

斷，如是，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一切結、縛、使、

煩惱、纏，漸得解脫，所以者何？善修習故。何所修習？

謂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說是法時，六十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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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向涅槃 
大正 22/印順 28/佛光 22 (陰 SN22.124-12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劫波，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

白佛言：「如世尊說，比丘心得善解脫，世尊！云何比丘

心得善解脫？」 

爾時，世尊告劫波曰：「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心善解

脫，善哉！劫波！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劫波！當觀知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

切悉皆無常；正觀無常已，色愛即除；色愛除已，心善解

脫。 

如是，觀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

近，彼一切悉皆無常；正觀無常已，識愛即除；識愛除

已，我說心善解脫。 

劫波！如是，比丘心善解脫者，如來說名心善解脫，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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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愛欲斷故；愛欲斷者，如來說名心善解脫。」 

時，劫波比丘聞佛所說，心大歡喜，禮佛而退。 

爾時，劫波比丘受佛教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

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心善解脫，成阿羅漢。 

 

大正 50/印順 162/佛光 96 (陰 SN35.152;45.41-4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曰：「若有諸外道出家來問汝言：

『阿難！世尊何故教人修諸梵行？』如是問者，云何答

乎？」 

阿難白佛：「世尊！若外道出家來問我言：『阿難！世尊

何故教人修諸梵行？』者，我當答言：『為於色修厭、離

欲、滅盡、解脫、不生故，世尊教人修諸梵行；為於

受……想……行……識修厭、離欲、滅盡、解脫、不生

故，教人修諸梵行。』世尊！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問者，

我當作如是答。」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應如是答，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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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為於色修厭、離欲、滅盡、解脫、不生故，教人修諸

梵行；於受……想……行……識修厭、離欲、滅盡、解

脫、不生故，教人修諸梵行。」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 964/印順 13305/佛光 956 (婆蹉種出家 MN7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已，退坐一

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婆蹉種出家第二、第三問，佛亦第

二、第三默然而住。 

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我與瞿曇共相隨順，今有所

問，何故默然？」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婆蹉種出家長夜質直、不諂、不

偽，時有所問，皆以不知故，非故惱亂，我今當以阿毗

曇、律，納受於彼。」 

作是念已，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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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蹉白佛：「云何，瞿曇！有善、[不善]法耶？」 

佛答言：「有。」 

婆蹉白佛：「當為我說善、不善法，令我得解。」 

佛告婆蹉：「我今當為汝略說善、不善法，諦聽！善思！

婆蹉！貪欲者是不善法，調伏貪欲是則善法；瞋恚、愚癡

是不善法，調伏恚、癡是則善法；殺生者是不善法，離殺

生者是則善法；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貪、恚、邪見是不善法，不盜、……乃至正見是則善法，

是為，婆蹉！我今已說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 

如是，聖弟子於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如實知，十種不善

法、十種善法如實知者，則於貪欲無餘滅盡；瞋恚、愚癡

無餘滅盡者，則於一切有漏滅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

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頗有一比丘於此法律得盡有漏，無漏心解

脫，……乃至不受後有耶？」 

佛告婆蹉：「不但若一、若二、若三，……乃至五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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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比丘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且置比丘，有一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

漏，……乃至不受後有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比丘尼，……乃至五百，有

眾多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置比丘尼，有一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

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優婆塞，乃

有眾多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得成阿那

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於此法律修持梵

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優婆夷，……乃至五百，乃

有眾多優婆夷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於彼化生，得阿那

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

者，頗有優婆塞受五欲，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224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

優婆塞居家妻子，香華嚴飾，畜養奴婢，於此法律斷三

結，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往一來，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受習五欲，於此

法律得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

優婆夷在於居家，畜養男女，服習五欲，華香嚴飾，於此

法律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

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言：「瞿曇！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若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及優婆塞、優婆夷服習

五欲，不得如是功德者，則不滿足；以沙門瞿曇成等正

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諸梵行，及優婆

塞、優婆夷服習五欲，而成就爾所功德故，則為滿足。瞿

曇！今當說譬。」 

佛告婆蹉：「隨意所說。」 

婆蹉白佛：「如天大雨，水流隨下，瞿曇法律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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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隨流，

向於涅槃，浚輸涅槃。 

甚奇！佛、法、僧平等法律，為餘異道出家來詣瞿曇所，

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幾時便聽出家？」 

佛告婆蹉：「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

者，乃至四月，於和尚所受衣而住，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

耳。」 

婆蹉白佛：「若諸異道出家來，於正法律欲求出家、受具

足，聽於和尚所受(衣)，若滿四月聽出家者，我今堪能於

四月在和尚所受(衣)，若於正法律而得出家、受具足，我

當於瞿曇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持梵行。」 

佛告婆蹉：「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 

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度彼婆蹉出家於正法律出

家、受具足。」 

婆蹉種出家，即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乃

至半月，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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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如來正法。 

尊者婆蹉作是念：「我今已(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

得、應覺、應證，彼一切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

覺、悉證，今當往見世尊。」 

是時，婆蹉詣世尊所，稽首禮足，於一面住。白佛言：

「世尊！我於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

證，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世尊正法，唯

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

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出

家學道，……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婆蹉：「有二法，修習多修習，所謂止觀。此二法，

修習多修習，得知界果：覺了於界、知種種界、覺種種

界。如是，比丘欲求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

住；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

想入處；令我三結盡，得須陀洹；三結盡，貪、恚、癡

薄，得斯陀含；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種種神通境界：

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皆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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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比丘！當修二法，修習多修習，修二法故，知種種

界，……乃至漏盡。」 

爾時，尊者婆蹉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爾時，婆蹉獨

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時，有眾多比丘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 

爾時，婆蹉問眾多比丘：「汝等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

供養耶？」 

諸比丘答言：「爾。」 

爾時，婆蹉語諸比丘：「尊者！持我語，敬禮世尊，問訊

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言：『婆蹉比丘白世尊

言：「我已供養世尊，具足奉事，令歡悅，非不歡悅；大

師弟子所作，皆悉已作，供養大師，令歡悅，非不歡

悅。」』」 

時，眾多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尊者婆蹉稽首敬禮世尊足，……乃至歡悅非不歡

悅。」 

佛告諸比丘：「諸天先已語我，汝今復說，如來成就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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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 

爾時，世尊為彼婆蹉比丘說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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