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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論對讀的意趣
（壹）先經後論，為方便理解經義

一、《瑜伽論攝事分》所抉擇的「事契經」，是《雜阿含經》。
經文是隨機散說的，論義是抉擇貫通全經宗要的。如先舉經文，次列論文，這樣的經
論合編起來，對於《雜阿含經》義的理解，應該是一項有力的方便。
宋譯的術語，有些比較晦澀，如與唐譯對比，也會明白得多。例如經說：「如習近，如
是繫著，如是味，如是鄰聚若使受持繫著我所求欲淳濃不捨」1，不容易點斷，也不知
以「習近」為例的，到底有多少，如參照論文2，就明白得多，這是「經論會編」的主
要意義。
在比對會編中，知道一部分論義，是抉擇《中阿含經》、《長阿含經》等的，一一的加
以注明，以便讀者去參考《中阿含》等經文。
（貳）除「抉擇分」外，亦將「聲聞地」之論義附編於中，還其全貌

論文的抉擇契經，是先立攝頌的，所以在每一段論文初，標出攝頌，以便對照。
抉擇契經的論文，共一四卷；所抉擇的經文，共二二卷。
屬於「五陰」的，「六入處」的，「雜因」的，都是五卷經，四卷論，為十與八之比。
屬於「道品」（菩提分）的，經文七卷（佚失了一卷），論文僅有二卷，簡直不成比
例！3

《雜阿含經》卷 9(大正 2，59b)。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p.296)：
如習近，如是繫、著，
〔如是〕味、
〔如是〕鄰、聚，〔若〕
（「如是」、「如是」、「若」等字，均
可刪。）使，受持、繫著，我所，求，欲，淳，濃，不捨，亦如上說。
（十五相）
：復次、由十五相，應當了知一切種類愛見雜染。謂於諸處，由諸纏故名藏，由隨
眠故名護，由我見故名覆，所餘差別，廣說如前攝異門分。
3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30p.b12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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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因為有些論義，已在「陰」、「處」等說過；而有關「道品」的，主要是已在《瑜
伽論》「聲聞地」說過了。如說：「此中安立四念住為初，道支為最後，三十七種菩
提分法，若略若廣，如聲聞地應知其相」4。
所以，將「聲聞地」中，有關「道品」及修「出入息念」等論文，也引述而附編於
中，以便讀者了解論義的全貌。
這樣的「經」「論」合計，約有三十七卷；沒有論義的「祇夜」與「記說」部分，共
二八卷（佚失了一卷）。（《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b63-b64 )）

貳、唯佛陀能施設諸取斷遍知論
【經】
一七六5

一七六（ 一〇八）

（壹）西方比丘向世尊與尊者請辭欲返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天現6聚落。
爾時、有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教、照喜。種種示教、照喜已，時西方眾多比丘從座起，合掌
白佛言：「世尊！我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今請奉辭」！
佛告西方諸比丘：「汝辭舍利弗未」？
答言：「未辭」。
佛告西方諸比丘：「舍利弗湻修梵行，7汝當奉辭8，能令汝等以義饒益，長夜安樂」。
時西方諸比丘，辭退欲去。時尊者舍利弗，去佛不遠，坐一堅固樹下。西方諸比丘，往
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舍利弗言：
「我等欲還西方安居，故來奉
辭」。
舍利弗言：「汝等辭世尊未」？
論：卷 85──88
經：卷 1‧卷 10‧卷 3‧卷 2‧卷 5
論：卷 89──92
處擇攝第二
經：卷 8‧卷 9‧卷 43‧卷 11‧卷 13
論：卷 93──96
緣起、食、諦、界
擇攝第三
經：卷 12‧卷 14‧卷 15‧卷 16‧卷 17
論：卷 97──98
菩提分法擇攝第四
經：卷 24‧（卷 25，佚）‧卷 26‧卷 27‧卷 28‧卷 29‧卷 30
依論文去對讀經文，可以確信《攝事分》所依的經本，與漢譯《雜阿含經》是一致的。
4
《瑜伽師地論》卷 97(大正 30，859a)。
5
[會編(上) p.197，n1] ：
『相應部』
（二二）
〈蘊相應〉二經」
6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一)》(p. 215，n.2)：釋氏天現(Sakya, Devadaha)，即天臂城，位於迦毘
羅衛國附近。
7
《雜阿含．108 經》卷 5(大正 2，33c6)：「淳修梵行」。
8
奉辭：辭別、告辭。
行（五蘊）擇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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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言：「已辭」。
（貳）舍利弗為其演示有關佛所教授之法

舍利弗言：
「汝等還西方，處處異國，種種異眾，必當問汝。
汝等今於世尊所，聞善說法──當善受、善持、善觀、善入，足能為彼具足宣說，不
毀佛耶？不令彼眾難問詰責、墮負處耶」？
彼諸比丘白舍利弗：「我等為聞法故來詣尊者，唯願尊者具為我說，哀愍故」！
一、於五陰中調伏欲貪

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
「閻浮提人聰明利根，若剎利、若婆羅門、若長者、若沙門，必當問汝：汝彼大師云何
說法？以何教教？
汝當答言：
『大師唯說調伏欲貪，以此教教。』
當復問汝：於何法中調伏欲貪？
當復答言：
『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陰調伏欲貪，我大師如是
說法。』
二、知欲貪之患，斷貪之利

彼當復問：欲貪有何過患故，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受、想、行、識調伏欲貪？
汝復應答言：
『若於色欲不斷、貪不斷、愛不斷、念不斷、渴不斷者，彼色若變、若異，
則生憂悲惱苦。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見欲貪有如是過故，於色
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
彼復當問：見斷欲貪有何福利故，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
當復答言：
『若於色斷欲、斷貪、斷念、斷愛、斷渴，彼色若變、若異，不起憂悲惱苦。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三、從正見因果道理得盡苦邊

◎諸尊！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今得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
生於善處者，世尊終不說言當斷諸不善法，亦不教人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得盡苦邊。
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今現法苦住、障礙、熱惱，身壞命終墮惡道中，是故世尊說
言當斷不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若受諸善法因緣，現法苦住、障礙、熱惱，身壞命終墮惡道中者，世尊終不說受持
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以）受持善法，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於善處，是故
世尊讚歎教人受諸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西方諸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諸比丘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論】
癸八、大師記
子一、標於諸取斷遍知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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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辨行相
寅一、善取法善思惟

復次，善取法者，由聞、思故；
善思惟者，由修慧故。
寅二、善顯了善通達

善顯了者，如所有性故；
善通達者，盡所有性故。
寅三、正請問善記

由二種相，諸聖弟子能正請問，大師善記。
丑二、出依處

謂於諸取斷遍知論。9
子二、列釋二種善問記相
丑一、徵

何等為二？
丑二、列

一者、於此諸取斷遍知論，10
二者、為此諸取斷遍知論。11
丑三、釋
寅一、明不共

當知此中，於一切行斷遍知論，所謂如來。12
寅二、顯隨觀
卯一、總標

又此諸取若未斷滅，隨觀彼有三種過患；若已斷滅，隨觀彼有三種功德。
卯二、別釋
9

《顯揚聖教論》卷 5〈攝淨義品 2〉(CBETA, T31，502a23-24)：「一切取斷遍知論者，謂欲
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斷遍知論。」

《瑜伽論記》卷 23(CBETA, T42，833c17-19)：「言『當知此中於一切行斷遍知論所謂如來』，
則是前一，於此諸取斷遍知論。」
11
《瑜伽論記》卷 23(CBETA, T42，833c19-21)：「『又此諸取若未斷滅隨觀彼有三種過患；若已
斷滅有三功德等』
，則是第二，為此諸取斷遍知論。」
12
《披尋記》
：所謂如來者：謂唯如來能受施設諸取斷遍知論，簡非外道，故作是說。謂外道
師，於一切取雖同宣說斷遍知論，而於諸取不能施設正斷遍知。
◎由彼本契出家捨欲，故於欲取立斷遍知，非於自見、自戒、我語。
◎若有與他諸餘沙門、婆羅門等，見不同分，戒禁同分，彼於見取亦能隨分立斷遍知，非於
戒禁、我語二取。
◎若有戒禁亦不同分，於戒禁取亦能隨分立斷遍知。
◎其我語取，於一切時，一切外道悉皆共有，是故外道於自、於他我語取中，皆不施設斷遍
知論。
又彼雖能分捨諸取，而於當來還復能取，未永斷故。如是外道，於諸取中未全斷故、未永斷
故，不得究竟。內法大師，當知一切與上相違。如菩提分法擇攝中說應知。
（陵本九十七卷
三頁 72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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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舉過患
巳一、第一過患

一者、於諸行中所生諸取，行若變壞，便生愁等，應知是名第一過患，已得諸行變壞
所作。
巳二、第二過患
午一、辨
未一、起追求

二者、於諸行中所生諸取，為得未得可意諸行，於追求時，廣行非一種種眾多差別不
善。
未二、住四苦

由此追求行不善故，住四種苦：
一、將現前，鄰近所起；
二、正現前現在所起；
三、他逼迫增上所起；
四、自雜染增上所起。
午二、結

應知是名第二過患。
巳三、第三過患

三者、即由如是惡不善法，愛習為因，身壞死後，往諸惡趣，應知是名第三過患。
辰二、例功德

與此相違，於諸取斷，隨觀三種功德勝利，如應當知。

參、從身苦心不苦分辨愚智的差異
【經】
一七五13

一七五（ 一〇七）

（壹）那拘羅長者因年老病苦向佛乞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婆祇國設首婆羅山鹿野深林中。
爾時、有那拘羅長者14，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羸劣苦病，而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15知
識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年衰老，羸劣苦病，自力
勉勵，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安樂」！
（貳）世尊教敕於苦患身當修不苦患身

爾時、世尊告那拘羅長者：

13

14
15

[會編(上) p.195，n1]『相應部』
（二二）
〈蘊相應〉一經。
《增壹阿含經》
（一三）
〈利養品〉四
經。
那拘羅～Nakulapitā. (大正 2，33d，n.3)。
莊春江《漢譯阿含經辭典》“宗重”知識比丘：「宗重」解讀為「值得宗重」，「知識」解讀為
「善知識，對自己的修行有助益者」
，相當的南傳經文作「值得尊敬的比丘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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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長者！汝實年老根熟，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覲見如來并餘宗重知識比丘。長者！
當知於苦患身，常當修學不苦患身」。
爾時、世尊為那拘羅長者，示16教、照喜，默然而住。那拘羅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
禮佛而去。
（參）舍利弗為其廣演身苦心苦與身苦心不苦

時尊者舍利弗，去世尊不遠，坐一樹下。那拘羅長者往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禮足，退
坐一面。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
「汝今諸根和悅，貌色鮮明，於世尊所得聞深法耶」？
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
「今日世尊為我說法，示教、照喜，以甘露法灌我身心，是故我今
諸根和悅、顏貌鮮明」。
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世尊為汝說何等法，示教、照喜，甘露潤澤」？
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
「我向詣世尊所，白世尊言：我年衰老，羸劣苦患，自力而來，覲見世尊及所宗重知識
比丘。佛告我言：善哉長者！汝實衰老，羸劣苦患，而能自力詣我及見先所宗重比丘。
汝今於此苦患之身，常當修學不苦患身。世尊為我說如是法，示教、照喜，甘露潤澤」
。
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
「汝向何不重問世尊：云何苦患身、苦患心？云何苦患身、不苦患心」！
長者答言：「我以是義故，來詣尊者，唯願為我略說法要」！
尊者舍利弗語長者言：
「善哉長者！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愚癡無聞凡夫，於色集、色滅、色患、色味、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
色，言色是我、是我所，而取攝受。彼色若壞，若異，心識隨轉，惱苦生。惱苦生
已，恐怖、障閡、顧念、憂苦、結戀。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心
苦患。
◎云何身苦患、心不苦患？
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不生愛樂，見
色是我、是我所。彼色若變、若異，心不隨轉惱苦生；心不隨轉惱苦生已，得不恐
怖、障閡、顧念、結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苦患、心不苦患」。
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那拘羅長者得法眼淨。
爾時、那拘羅長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心得無畏。
從座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舍利弗：
「我已超、已度。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優婆塞，證知我！我今盡壽歸依三寶」。
爾時、那拘羅長者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論】
癸七、變壞
子一、標二種

復次，應知略有二種變壞。
16

[會編(上) p.193，n2]：
「示教」
，原本誤作「宗教」
，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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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釋彼相
丑一、諸行衰老變壞

一者、諸行衰老變壞。謂如有一年百二十，其形衰邁。由是因緣，名身老病。
丑二、心憂變壞

二者、心憂變壞，由是因緣，名心老病。
子三、簡差別
丑一、辨
寅一、約所欲辨

第一變壞，若愚、若智，皆於其中不隨所欲。
第二變壞，智者於中能隨所欲，非諸愚者。
寅二、約所隨辨

又諸愚夫，若身老病，當知其心定隨老病；
其有智者身雖老病，而心自在，不隨老病。
丑二、結

是名此中愚、智差別。

肆、以無我論破有我論
【經】
一七八17；

一七八（一一〇）

（壹）尼揵子自恃論議第一，欲與佛論議無我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
毘舍離國有尼揵18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
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
「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19，腋下
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20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師輩
能當我者」！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21，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
爾時，薩遮尼揵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
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會編（上）p.211，n.1]：
《中部》
（三五）
《薩遮迦小經》。
《增壹阿含經》三七‧一〇。
[會編（上）p.212，n.2]：
「尼揵」
，或寫作「尼犍」，通篇不一致，今悉作「尼揵」。
19
「津」：10.潤澤；濕潤。（《漢語大詞典（五）》，p.1189）
20
「偃」〔yǎn 〡ㄢˇ〕
：2.倒伏。（《漢語大詞典（一）》，p.1532）
21
（1）《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 1 卷-第 12 卷)》卷 12（高麗 34，1084a8-9）：「失入反比丘，
名阿濕波誓，亦云阿說，亦唐言馬勝。」
（2）《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 13 卷-第 30 卷)》卷 21（高麗 35，305b1-2）：「阿濕波誓(唐言
馬勝)。」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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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濕波誓言：
「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
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
常、苦、空、非我」。
薩遮尼揵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
「阿濕波誓！汝必誤聽，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
當詣彼難詰令止」。
爾時，薩遮尼揵子，往詣聚落，諸離車22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言：
「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23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
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必隨我意。
◎譬如士夫，刈24拔茇25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我亦如是，與沙門瞿
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卻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
◎如沽酒26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
詰，進卻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
◎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澤，去諸臭穢。我亦如是，詣沙門
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
◎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
浴，去諸塵27穢。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卻迴轉，隨意自在，執
其要領，去諸穢說。
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揵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復有說言：「薩遮尼揵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揵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貳）佛以無我論破尼揵子之有我論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遙
見薩遮尼揵子來，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薩遮尼揵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
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時薩遮尼揵子白佛言：
「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

《漢譯阿含經辭典》
：離車＝另音譯為「麗掣」，屬跋祇國(拔耆國)的一族，住在毘舍離城(毘
舍離；毗捨離；毗舍離)一帶。
23
「薄」：3.略微。（《漢語大詞典（九）》，p.572）
24
「刈」：〔yì 〡ˋ〕”4.斬殺；砍斷。（《漢語大詞典（二）》，p.591）
25
《漢譯阿含經辭典》
：茇＝讀作「拔」
，指「草的根」。
26
「沽酒」：2.賣酒。（《漢語大詞典（五）》，p.1051）
27
[會編（上）p.212，n.3]：
「塵」
，原本作「麁」，依宋本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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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
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
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佛告薩遮尼揵子：
「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
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
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一、尼揵子立有我論為本

薩遮尼揵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佛告薩遮尼揵子：「宜知是時」。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
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本，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
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28
薩遮尼揵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二、佛以王喻破有我論，更以無常苦而明無我

佛告火種居士：
「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
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答言：「能爾，曇」！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答言：「如是，瞿曇」！
佛告火種居士：
「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時薩遮尼揵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如是再三，薩遮尼揵子猶故默然。
時有金剛力士29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揵子頭上，作是言：
「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30
《增壹阿含經》卷 30〈六重品 37〉
（大正 02，715c18-23）
：
世尊告曰：「汝今且專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
尼健子報曰：
「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辯說之，何為引彼五百人乎？」
29
[會編（上）p.212，n.4]：
「原本缺「士」
，依宋本補。
30
《菩薩地持經》卷 4〈戒品 10〉
（大正 30，912a29-b4）：
「菩薩於大眾中見不信者問事不答，
即時化作金剛力士及諸大力諸天鬼神而恐怖之。以恐怖故，捨高慢心敬信正答，其餘大眾聞
彼正答亦皆調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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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揵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
薩遮尼揵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佛告薩遮尼揵子：
「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
前後相違！汝先常說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
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言：「無常，瞿曇」！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瞿曇」！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答曰：「不也，瞿曇」！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復問火種居士：
「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
苦不」？
答曰：「如是，瞿曇」！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復問火種居士：
「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31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答言：「不也，瞿曇」！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𦟛直32，即斷其根葉，
剽33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
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而
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
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
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
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欝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一毛以不」？
爾時，薩遮尼揵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
三、離車突目佉以喻評尼揵子

「嬰」：4.糾纏；羈絆。晉陸機《赴洛道中作》詩之一：“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5.遭
受；遇。晉袁宏《後漢紀‧質帝紀》
：“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漢語大詞典四）》，
p.418）
32
莊春江《阿含經南北傳對讀》
：
「見芭蕉樹，洪大𦟛直」，筆直、新長的、未抽芽結果實的大
芭蕉樹幹。
33
「剽」：〔piào ㄆ〡ㄠˋ〕6.分割；革除。（《漢語大詞典（二）》，p.73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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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
譬」。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突目佉白佛言：
「
◎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
◎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
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
◎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
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
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爾時，薩遮尼揵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
「汝麁疎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參）尼揵子更問斷惑解脫之法

薩遮尼揵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佛告薩遮尼揵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佛告火種居士：
「我為諸弟子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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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
行、識，亦復如是。
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
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復問瞿曇：
「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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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火種居士：
「正以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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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
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34。
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
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
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
火種居士！我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
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肆）尼揵子欲設飯食供佛修諸福德

薩遮尼揵子白佛言：
34

[會編（上）p.212，n.5]：
「道無上，解脫無上」
，原本作「解脫無上，解脫知見無上」
。《相
應部》及《論》義，與宋本同，今依宋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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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
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餓師子悉可得免，
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
曇。
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35，漆菴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
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
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
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
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薩遮尼揵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爾時，薩遮尼揵子於彼
道中，語諸離車：
「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揵子所。
薩遮尼揵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揵子所，大眾前坐。薩遮尼揵子自手奉施
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薩遮尼揵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
佛前坐。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揵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闈36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37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揵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伍）佛為諸比丘分別布施之福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
「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揵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揵子於何得福」？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揵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

遮波梨支提：稱為「遮波梨」的「塔廟」
，參看「支提」。(相關詞「遮波梨支提．漆菴羅樹
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
36
[會編（上）p.212，n.6]：
「闈」
，宋本作「闡」。
37
《增壹阿含經》卷 30〈六重品 37〉(CBETA, T02，717a5-11)：
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首，
人中王為最，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光明日最勝。
上下及四方，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佛為無上尊，
欲求其德者，三佛為最上。」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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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大眾，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揵子於何得福」？
佛告諸比丘：
「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揵子，於薩遮尼揵子所因緣得福。
薩遮尼揵子得福，佛功德。
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
薩遮尼揵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38
【論】
癸十、外愚相等

「外愚相」
：
子一、外愚夫相
丑一、略標五種

復次，諸外道輩，略有五種愚夫之相，由彼相故，墮愚夫數。
丑二、別釋其相
寅一、第一愚相

謂諸外道性聰慧者，猶尚不免懷聰慧慢，況非聰慧，是名第一愚夫之相。
寅二、第二愚相

又諸外道，多為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二愚夫之相。
寅三、第三愚相

又諸外道，若諸聖者為說正法，正教，正誡，即便違逆、呵罵毀訾，是名第三愚夫之
相。
寅四、第四愚相

又諸外道，憙自陳說似正法論，或開示他，是名第四愚夫之相。
寅五、第五愚相

又諸外道，雖為如來、如來弟子之所降伏，亦知如來所說法律是真善說，知自法律是
妄惡說，然由我慢增上力故，都不信受，乃至不集觀察因緣39，是名第五愚夫之相。
子二、論師子王

（成就六分）
丑一、標

復次，如來成就六分，得名無間論師子王。
丑二、徵

何等為六？
丑三、釋

菩提比丘長老解說，眾離車人聽從薩遮尼犍子之言，為他準備供養佛陀的食物，實則為布施
給未離貪、瞋、癡的薩遮尼犍子，而薩遮尼犍子將眾離車人布施給他的食物，連同自己準備
的食物布施給僧團，以及離貪、瞋、癡的佛陀，眾離車人與薩遮尼犍子兩者因布施所得的福
德，因布施對象的離貪、瞋、癡與否的不同而不同。依 DA.180 說，後者遠大於前者。
39
《披尋記》
：乃至不集觀察因緣者：謂不修集聖道資糧，觀察一切雜染、清淨因緣故。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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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成就初分

所謂最初往詣外道敵論者所，乃至恣其問一切義，凡所興論，非為諍論，唯除哀愍諸
有情故。其未信者令彼生信，若已信者令倍增長。
寅二、成就第二分

又興論時，諸根寂靜，形色無變，亦無怖畏習氣隨逐。
寅三、成就第三分

又終不為諸天世間之所勝伏，一切世間無敵論者，能越一翻，唯說一翻皆能摧伏。40
寅四、成就第四分

又諸世間極聰慧者、極無畏者，若與如來共興論時，所有辯才皆悉謇訥41。增上怖畏逼
切身心，一切矯術虛詐言論皆不能設。
寅五、成就第五分

又復一切同一會坐，處中大眾，皆於佛所起勝他心，於彼外道敵論者所起他勝心。
寅六、成就第六分

又佛世尊言詞威肅，其敵論者所出言詞無有威肅。
子三、二論差別

（二種論）
丑一、標列二種

復次，有二種論，何等為二？一、有我論，二、無我論。
丑二、校量勝劣

無我論有力，有我論無力。有我論者常為無我論者所伏，唯除論者其力羸劣。
丑三、廣釋建立
寅一、有我論者
卯一、徵

云何名為有我論者？
卯二、釋
辰一、標義

謂如有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於色等行建立為我，謂我有行，行是我所，我在行
中──不流不散遍隨支節無所不至。是故色等諸行性我，依諸行田，生福非福，因茲
領受愛不愛果。
辰二、喻成

譬如農夫依止良田，營事農業及與種植藥草、叢林，
卯三、結

是名我論。
寅二、無我論者
卯一、徵

云何名為無我論者？
《披尋記》
：能越一翻唯說一翻者：如次配屬一切世間無敵論者，及與如來應知。
「謇訥」：
〔jiǎn nè ㄐ〡ㄢˇ ㄋㄜˋ〕不善言辭。（《漢語大詞典（十一）》，p.391）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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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釋
辰一、標列二種

謂有二種：一、破我論，二、立無我。
辰二、別釋其相
巳一、破我論
午一、破
未一、唯應生福不生非福難

破我論者，若計實我能有作用，於愛非愛諸果業中得自在者，此我恆時欣樂厭苦，是
故此我唯應生福，不生非福！
未二、不應發生愁憂等難

又我作用常現在前，內外諸行若變異時，不應發生愁憂悲歎！
未三、常應隨轉無有變易難

又我是常，以覺為先，凡所生起，常應隨轉，無有變易，然不可得。
午二、結

如是名為破有我論。
巳二、立無我
午一、辨
未一、出緣生

立無我者，以一切行從眾緣生，若遇福緣，福便生起，與此相違生起非福。由此為
緣，能招一切愛、非愛果。
未二、明假立

依眾緣故，皆是無常，唯於如是因果所攝諸行流轉假立我等。42
若依勝義，一切諸法皆無我等，
午二、結

如是名為立無我論。
子四、有學無學差別

（學無學差別）
丑一、標

復次，由五種相，有學、無學二種差別：
丑二、釋
寅一、約成就三種辨
卯一、舉智無上等

謂諸無學所成就智，說名無上；一切有學所成就智，說名有上。
卯二、例正行解脫

如智無上，當知正行及與解脫無上亦爾43。
《披尋記》
：假立我等者：此中等言，等取有情、意生、摩納縛迦、養育、補特伽羅、命者、
生者。如攝異門分釋應知。
（陵本八十三卷十六頁 6323）
43
（1）《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6c24-28）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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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約觀佛法身辨

又諸無學，以善清淨諸聖慧眼，觀佛法身，有學不爾。
寅三、約奉事如來辨

又諸無學，以善圓滿無顛倒行44，奉事如來，有學不爾，
丑三、結

是名五相。45

伍、斷苦解脫的次第
【經】
一七七；

一七七（一〇九）

（壹）佛以池喻明見諦者所斷苦如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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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池水，方46五十由旬47，深亦如是，其水盈滿。復有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
爪，以渧48彼水。諸比丘！於意云何？彼士夫水渧為多，池水為多」？
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渧之水，少少不足言。
池水甚多，百千萬倍不可為比」。
復次有三種無上：謂妙智無上，正行無上，解脫無上。
妙智無上者：謂盡智，無生智，無學正見智。
正行無上者：謂樂速通行。
解脫無上者：謂不動心解脫。
當知此中總說智、斷、現法樂住，有學妙智、正行、解脫不名無上，猶有上故。
當知一切阿羅漢行，皆得名為樂速通行，一切麁重永滅故，一切所作已辦故。」
（2）《瑜伽論記》卷 23（大正 42，831c9-12）
：
「
三無上。
景師云：此中總說智、斷、現法樂住者。
智是智無上，斷是不動心解脫，樂速通行是現法樂住。
言當知一切阿羅漢行，皆得名為樂速通等者，依此後解，即知前正行無上謂樂速通者。
即據一切羅漢之行名樂速通，非約於地辨四行門。
達師又云：此無學人身所有四行迹并名樂速通行，不名樂遲、苦速、苦遲等故。下釋所
以：云一切麁重永滅故，一切所作已辦也。」
44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69（大正 29，719c11-13）：「有學者，許有煩惱非無學故。無學已
斷諸顛倒故，惑種無故必無退理。又是聖道果所攝故，如見斷惑斷無退理。」
45
[會編（上）p.212，n.9]：
《瑜伽師地論》卷八八終。
46
「方」：14.四周圍繞。亦指界限或界線。（《漢語大詞典》（六）p.1549）
47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一)》p.217，n.6）
、由旬(yojana)(巴)，又作俞旬、由延，為印度計里
程之數目，一由旬有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等四種說法，但說四十里為一由旬者
居多。
48
「渧」〔ㄉㄧ〕
：同“ 滴 ”。
（
《漢語大詞典》（五）p.149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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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諸比丘！見諦者所斷眾苦，如彼池水，於未來世永不復生」。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入室坐禪。
（貳）舍利弗廣說聖者所斷之苦

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世尊入室去後，告諸比丘：
「未曾所聞！世尊今日善說池譬。
一、聖者所斷二苦

所以者何？聖弟子具足見諦，得無間等果。
若凡俗邪見，身見根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起，謂憂慼、隱覆、慶吉49、保惜
50
，說我，說眾生，說奇特，矜51舉52：如是眾邪，悉皆除滅，斷除根本，折多羅
樹，於未來世更不復生。
（一）斷五蘊之四種邪見

諸比丘！何等為見諦聖弟子斷上眾邪，於未來世永不復起？
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異我，我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異
我，我在識，識在我。
1、舉色之四種我見

◎云何見色是我？
得地一切入處正受53觀已，作是念：地即是我，我即是地，及地唯一無二，不異不
別。如是水，火，風，青，黃，赤，白，一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白即是
我，我即是白54，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於一切入處，一一計我，是名色即是
我。
◎云何見色異我？
若彼見受是我，見受是我已，見色是我所；
或見想、行、識即是我，見色是我所，是名色異我55。
◎云何見我中色？
謂見受是我，色在我中；又見想、行、識即是我，色在我中，是名我中色56。
（1）《古文字與古史新論》慶吉=吉慶
（2）「吉慶」
：1.喜慶。亦指喜慶之事。2.吉福，福祿。3.祝頌套語。謂康健多福。（
《漢語大
詞典（三）》p.90）
50
「保惜」：保護愛惜。
（
《漢語大詞典（一）》p.1385）
51
「矜」：自誇；自恃。
（
《漢語大詞典（八）》p.580）
52
《漢譯阿含經辭典》
：說奇特矜舉＝譯義不明，或斷句為「說奇特，矜舉」
，解讀為「說一些
邪見奇特之事，自誇自舉」
。
53
《漢譯阿含經辭典》
：地一切入處正受＝觀想遍一切而入初禪以上，參看「正受」＝禪定或三
昧，其中「一切入處」指以「地、水、火、風、空、識、青、黃、赤、白等十種為觀想的對
象(所緣)，觀想其遍一切之假想觀，以修入定」的「十遍處」
，「一切入處」又簡為「一切
入」，為「遍處」之異譯。
54
[會編（上）p.202，n.1]：白即是我，我即是白」
，原本「白」均作「行」
，今依義改。
55
[會編（上）p.202，n.2]：
「是名色異我」
，今補。
56
[會編（上）p.202，n.3]：
「是名我中色」
，今補。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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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見色中我？
謂見受即是我，於色中住，入於色，周遍其四體57；
見想、行、識是我，於色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色中我。
2、舉受之四種我見

◎云何見受即是我？
謂六受身：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
此六受身，一一見是我58，是名受即是我。
◎云何見受異我？
謂見色是我，受是我所；謂想、行、識是我，受是我所，是名受異我。
◎云何見我中受？
謂色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識是我，受在其中，是謂我中受59。
◎云何見受中我？
謂色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
想、行，識是我，於受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受中我。
3、 舉想之四種我見

◎云何見想即是我？
謂六想身：眼觸生想，耳、鼻、舌、身、意觸生想。
此六想身，一一見是我，是名想即是我。
◎云何見想異我？
謂見色是我，想是我所；受、行、識60是我，想是我所，是名想異我。
◎云何見我中想？
謂色是我，想在中住；受、行、識是我，想在中住，是謂我中想61。
◎云何見想中我？
謂色是我，於想中住，周遍其四體；
受、行、識是我，於想中住，周遍其四體62，是名想中我。
4、 舉行之四種我見

◎云何見行是我？
謂六思身；眼觸生思，耳、鼻、舌、身、意觸生思。
於此六思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行即是我。
◎云何見行異我？
謂色是我，行是我所；受、想、識是我，行是我所，是名行異我。
◎云何見我中行？

「四體」：2.指整個身體，身軀。（《漢語大詞典（三）》，p.569）
[會編（上）p.202，n.4]：
「我」下，原本有「我是受」三字，依宋本刪。
59
[會編（上）p.202，n.5]：
「是為我中受」
，原本缺，依宋本補。
60
[會編（上）p.202，n.6]：
「識」上，原本缺「受行」二字，依宋本補。
61
[會編（上）p.202，n.7]：
「是謂我中想」原本缺，依宋本補。
62
[會編（上）p.203，n.8]：
「受行……遍其四體」十四字，原本缺，依宋本補。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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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色是我，行在中住；受、想63、識是我，行在中住，是謂我中行。
◎云何見行中我？
謂色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
謂受、想、識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行中我。
5、 舉識之四種我見

◎云何見識即是我？
謂六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身。
於此六識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識即是我。
◎云何見識異我？
見色是我，識是我所；見受、想、行是我，識是我所，是名識異我。
◎云何見我中識？
謂色是我，識在中住；受、想、行是我，識在中住，是名我中識。
◎云何識中我？
謂色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
受、想、行是我，於識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識中我。
如是聖弟子見四真諦，得無間等果，斷諸邪見，於未來世永不復起。
（二）以正觀具諸道品斷惡趣眾苦

所有諸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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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積聚，作如是觀：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不應
愛樂、攝受、保持。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不應愛樂、攝受、保持。
如是觀──善繫心住，不愚於法，復觀精進離諸懈怠，心得喜樂，身心猗息64，寂
靜，捨住；具諸道品，修行滿足，永離諸惡，非不消煬65，非不寂滅。
二、無學聖者斷一切後有眾苦

滅而不起，減而不增，斷而不生66，不取不著，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舍利弗說是法時，六十比丘不受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論】
癸九、三見滿
子一、總標

復次，當知略有三種聖者、三見圓滿，能超三苦。
子二、別釋

[會編（上）p.203，n.9]：
「想識」間，原本有「行」字，衍文，依宋本刪。
《漢譯阿含經辭典》
：猗息＝另譯為「輕安；寧靜」(passaddhi)。「猗」讀作「一」。
65
《漢譯阿含經辭典》
：消煬＝另作「消烊」
，「煬」
、「烊」均讀作「洋」，「金屬熔化」的意思，
「消煬」解讀為「消失熔化」
。
66
[會編（上）p.203，n.10]：
「不生」下，原衍「不生」二字，依宋本刪。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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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三種聖者

云何名為三種聖者？
一、正見具足，謂於無倒法無我忍住異生位者。67
二、已見聖諦，已能趣入正性離生，已入現觀，已得至果，住有學位者。
三、已得最後究竟第一阿羅漢果，住無學位者。
丑二、三見圓滿
寅一、徵

云何名為三見圓滿？
寅二、列

一、初聖者隨順無漏、有漏見圓滿；
二、未善淨無漏見圓滿；
三、善清淨無漏見圓滿。
寅三、配

此三圓滿，依說三種補特伽羅，隨其次第，如前應知。68
丑三、超三種苦
寅一、徵

云何名為超三種苦？
寅二、列

謂初見圓滿，能超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
第二見圓滿，能超一切惡趣眾苦；
第三見圓滿，能超一切後有眾苦。
寅三、釋
卯一、超違諍苦
辰一、出彼苦
巳一、徵

此中云何名諸外道我見違諍所生眾苦？
巳二、釋
午一、由我見
未一、總顯

謂此正法毗奈耶外，所有世間種種異道，薩迦耶見以為根本，所生一切顛倒見趣，如

《瑜伽師地論》卷 89(CBETA, T30，807a10-b12)：
三者、已入聖教異生。…云何三相應知第三補特伽羅？謂聞無我相應正法。
◎初但由聞，發生信解而未悟入。彼於無我生信解故，能斷我見；未悟入故，不得名為生無
我見。
◎如所聞法，復能如理正思惟時，於無我理能悟入故，乃得名為生無我見，於彼隨眠而未能
斷。
◎從此已後，由修道力證諦現觀，方斷隨眠，發生無漏。
68
《披尋記》
：隨其次第如前應知者：謂如前說異生、有學、無學次第應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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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總稱我見。
未二、別列
申一、我論者見趣

謂我論者，我論相應一切見趣；
申二、一切常等論者見趣

或一切常論者、或一分常論者、或無因論者、或邊無邊論者、或斷滅論者、或現法涅
槃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
申三、有情論者見趣

或有情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諸邪見，撥無一切化生有情，誹謗他世。
申四、命論者見趣

或命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命論者計命即身，或異身等。
申五、吉祥論者見趣

或吉祥論者，彼論相應一切見趣，謂觀參羅69、曆算、卜筮種種邪論，妄計誦呪、祠祀
火等，得所愛境，能生吉祥、能斷無義。又計覩相為祥，不祥。
未三、略攝

彼復云何？謂二十句薩迦耶見為所依止，發起妄計，前際、後際六十二種諸惡見趣70，
及起總謗一切邪見。
午二、顯眾苦
未一、徵

云何違諍所生眾苦？
未二、列

謂彼展轉見、欲相違，互興諍論，發起種種──心憂惱苦、深愛藏苦、互勝劣苦、堅
執著苦。71
未三、釋
申一、心憂惱苦

當知此中，若他所勝便生愁惱，是名初苦。
《佛光大辭典》（五），4397（4）：參羅萬像：又作森羅萬象。參羅，與「森羅」同，形容
樹木繁茂並列之狀態。宇宙間各種現象森然羅列於前，稱為參羅萬像；於佛教，特別指與本
體相對之現象界，以現象界之千差萬別，而與本體之萬法一如為相對之概念。法句經疏（大
八五‧一四三五上）
：
「參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今所用「森羅萬象」一詞，即源於佛家
語。
70
《瑜伽師地論》卷 87（大正 30，785c14-21）:
又諸外道薩迦耶見以為根本，有六十二諸惡見趣。
謂四常見論，四一分常見論，二無因論，四有邊無邊想論，四不死矯亂論，如是十八諸惡見
趣，是計前際說我論者；
又有十六有見想論，八無想論，八非有想非無想論，七斷見論，五現法涅槃論。此四十四諸
惡見趣，是計後際說我論者。如是計度後際論者。
71
《披尋記》
：展轉見欲相違等者：聞所成地說：諍論者，謂或依諸欲所起，或依諸見所起。此
說展轉見、欲相違，如彼釋相應知。
（陵本十五卷四頁 1289）
69

21

《阿含經》與「漢譯論書」對讀研習營
申二、深愛藏苦

若勝於他，遂作方便，令自見品轉復增盛，令他見品漸更隱昧，唯我見淨，非餘所
見，執著邪見，深起愛藏。由此因緣，發生種種不正尋思，及起種種不寂靜意，損害
其心，名第二苦。
申三、互勝劣苦

愛藏邪見增上力故，以他量己，謂己為勝、或等、或劣，因自高舉，陵懱於他，是名
第三互勝劣苦。
申四、堅執著苦

彼依此故，追求利養，即為追求苦之所觸。凡有所作，皆為惱亂，詰責他論，及為自
論免脫他難，是名第四堅執著苦。
未四、結

如是四種，名見違諍所生眾苦。
辰二、明超越
巳一、標

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當知已斷如是眾苦。
巳二、徵

所以者何？
巳三、釋

彼於當來，由意樂故，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是故若住初見圓滿，能超初苦。
卯二、超惡趣苦
辰一、明現觀

又即依此初見圓滿，親近、修習、極多修習，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
智，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72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73
辰二、結超苦

彼於爾時，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及能超第二苦。
卯三、超後有苦

彼住此已，如先所得七覺分法，親近、修習、極多修習，能斷如前所說四種業等雜
染，能隨證得後見圓滿，超後有苦。74
子三、料簡
丑一、眾苦差別

《披尋記》
：總攝為一聚等者：謂不分別欲、色、無色諸行，或是現見、或非現見，是名總攝
一聚。五識身相應地意地決擇中說：修觀行者，以阿賴耶識是一切戲論所攝諸行界故，略彼
諸行，於阿賴耶識中，總為一團、一積、一聚。為一聚已，由緣真如境智修習、多修習故，
而得轉依。轉依無間，當言已斷阿賴耶識。（陵本五十一卷十頁 4095）其義應知。
73
《披尋記》
：或隨餘一行者：苦行、空行、無我行，名隨餘一行應知。
74
《披尋記》
：能斷如前所說四種業等雜染者：前說業雜染、見我慢纏雜染、愛纏雜染、彼隨眠
雜染，是名四種雜染。如彼別釋應知。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5a24-b21）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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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第一補特伽羅，猶殘二苦，及殘現在所依身苦。75
第二補特伽羅，唯殘一苦，及依身苦。
第三補特伽羅，一切苦斷，但依身苦暫時餘在，譬如幻化。
丑二、我見差別
寅一、唯依分別

又依分別薩迦耶見，立二十句，不依俱生。
寅二、簡內法無

又內法者，無如是行，依遍處定，謂地為我，我即是地，乃至廣說，一切應知。76

《披尋記》
：猶殘二苦者：此中二苦，謂彼一切惡趣眾苦，及與一切後有眾苦應知。
《披尋記》
：依遍處定等者：十遍處三摩鉢底，名遍處定。賢聖於此無我、我所二差別故，名
為無二義。如三摩呬多地說。
（陵本十二卷七頁 994）由是此言，又內法者無如是行，謂地
為我，我即是地，乃至廣說一切應知。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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