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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瞋恚蓋不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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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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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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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七覺分之食 譬如身依食而住、依食而立；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依食而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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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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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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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8(CBETA, T27, no. 1545, p. 250, b19-c15)：「 問：何故貪欲、瞋恚、疑一一別立蓋，惛沈睡眠、掉舉惡作二二合立蓋耶？ 脇尊者言：佛知諸法性相勢用，若法堪任別立蓋者，則別立之。若不爾者，便共立蓋故不應責。 復次，若是隨眠亦纏性者，各別立蓋；若是纏性非隨眠者，二共立蓋。 復次，若是圓滿煩惱性者，各別立蓋；若非圓滿煩惱性者，二共立蓋。結、縛、隨眠、隨煩惱、纏五義具足者，名圓滿煩惱。 復次，以三事故，名共立蓋。謂一食故，一對治故，等荷擔故。此中一食一食一食一食、、、、一對治一對治一對治一對治者，謂 ◎貪欲蓋貪欲蓋貪欲蓋貪欲蓋以淨妙相為食，不淨觀為對治，由此一食一對治故，別立一蓋。 ◎瞋恚蓋瞋恚蓋瞋恚蓋瞋恚蓋以可憎相為食，慈觀為對治，由此一食一對治故，別立一蓋。 ◎疑蓋疑蓋疑蓋疑蓋以三世相為食，緣起觀為對治，由此一食一對治故，別立一蓋。 ◎惛沈睡眠蓋惛沈睡眠蓋惛沈睡眠蓋惛沈睡眠蓋以五法為食，一瞢憒，二不樂，三頻欠，四食不平性，五心羸劣性，以毘缽舍那為對治。由此同食同對治故，共立一蓋。 ◎掉舉惡作蓋掉舉惡作蓋掉舉惡作蓋掉舉惡作蓋以四法為食，一親里尋，二國土尋，三不死尋，四念昔樂事，以奢摩他為對治。由此同食同對治故，共立一蓋。 等荷擔等荷擔等荷擔等荷擔者，貪欲、瞋恚、疑一一能荷一蓋重擔，故別立蓋。惛沈睡眠（、掉舉惡作）二二能荷一蓋重擔，故共立蓋。如城邑中一人能辦一所作者，則令別辦；若二能辦一所作者，則令共辦。又如椽梁，強者用一，弱者用二，此亦如是。」 （2）另請詳參《瑜伽師地論》，其中比較有差異的是「惛沈睡眠蓋之食」，於《瑜伽師地論》卷 24(CBETA, T30, no. 1579, p. 412, a1-5)及卷 11(CBETA, T30, no. 1579, p. 329, b9-c23)但說為「黑闇相」。而其非食者，於《瑜伽師地論》卷 11(CBETA, T30, no. 1579, p. 329, 

c23- p. 330, c13)則說為「光明相」。 （3）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02)：「修不淨想來治欲貪；修慈悲想來治瞋恚；修緣起想來治疑；修光明想（法義的觀察）來治惛沈睡眠；修止息想修止息想修止息想修止息想來治掉舉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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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令增廣，是名精進覺分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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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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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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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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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五蓋」、「七覺支」生長與減損的因緣條件。 

  食 非食 

 七 覺 支 

念 思惟四念處 不思惟四念處 擇法 於善、不善法選擇 於善、不善法不選擇 精進 思惟四正斷 不思惟四正斷 喜 思惟喜、喜處法 不思惟喜、喜處法 輕安 思惟身心輕安 不思惟身心輕安 定 思惟四禪 不思惟四禪 捨 思惟斷界、無欲界、滅界 不思惟斷界、無欲界、滅界 

 五 蓋 

貪 於觸相不正思惟 思惟不淨觀 瞋 於障礙相不正思惟 思惟慈心 睡眠 於微弱等五事不正思惟 思惟明照 掉悔 憶念親屬覺等四事 思惟寂止 疑 於三世不正思惟 思惟緣起法 

 

5、、、、七覺支可對治七使七覺支可對治七使七覺支可對治七使七覺支可對治七使 《增壹阿含．3經》卷 34〈40 七日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使131，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1、眾生皆為七使流轉生死，不得解脫 

                                                
130

 (CBETA, T02, no. 99, p. 192, a25-p. 193, a7) 
131

 參見《俱舍論》卷 19(大正 29，98c)；《雜阿含．490 經》卷 18(大正 2，127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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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一者、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憍慢使，四者、癡使，五者、疑使，六者、見使，七者、欲世間使。是謂，比丘！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結其身，流轉世間，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原。猶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軛，共相牽引，不得相遠。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得相離，其餘五使，亦復追從，五使適從，七使亦然。若凡夫之人，為此七使所縛，流轉生死，不得解脫，不能知苦之元本。比丘當知，由此七使，便有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境界。 

2、七使可用七覺意治之，令得解脫 然此七使之法復有七藥。云何為七？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瞋恚使者，法覺意治之；邪見使者，精進覺意治之；欲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憍慢使者，猗覺意治之；疑使者，定覺意治之；無明使者，護覺意治之。132是謂，比丘！此七使用七覺意治之。 

3、佛以自成佛道的經歷為證 比丘當知，我本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便生斯念：『欲界眾生為何等所繫？』復作是念：『此眾生類為七使流轉生死，永不得解；我今亦為此七使所繫，不得解脫。』爾時，復作是念：『此七使為用何治之？』復重思惟：『此七使者當用七覺意治之，我當思惟七覺意。』思惟七覺意時，有漏心盡，便得解脫，後成無上正真之道，七日之中結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覺意。 是故，諸比丘！若欲捨七使者，當念修行七覺意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133
 

 （（（（六六六六））））安般念安般念安般念安般念，，，，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四念處，，，，七覺支七覺支七覺支七覺支，，，，明明明明、、、、解脫解脫解脫解脫 《雜阿含．810經》卷 29：134
 

                                                
132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16：「七覺在於修道，修中之要唯止與觀，是義相資能達彼岸。定者是止，擇法是觀，故說此二以為覺支；猗、捨二種助止力強，精進及喜助觀力強，故復須立；念能俱調故立念覺。又復此等能治七使，故偏說之以為覺支。此如《增一阿含經》說：何者七使七使七使七使？一一一一、、、、貪欲使貪欲使貪欲使貪欲使，謂欲界地貪愛煩惱。二二二二、、、、有愛使有愛使有愛使有愛使，謂上二界貪愛煩惱，彼經名為「欲世間使」。三者瞋使三者瞋使三者瞋使三者瞋使，四者痴使四者痴使四者痴使四者痴使，五者慢使五者慢使五者慢使五者慢使，六者疑使六者疑使六者疑使六者疑使，七者見使七者見使七者見使七者見使。三界五見云何對治？念治貪欲，守心正念離貪欲故。喜覺對治欲世間使，慶入聖道離世間故。擇法治瞋，以修智慧破離我人除瞋恚故。捨覺治癡，捨猶除也，證法平等捨癡冥故。猗覺治慢，以心猗息離慢高故。定覺治疑，於法正住離猶豫故。精進治見，懃求正慧斷諸見故。以有此能說為覺支。」(CBETA, T44, no. 1851, p. 777, b5-21) 
133

 (CBETA, T02, no. 125, p. 738, c20-p. 739, a23) 
134

 修安般念能成就四念處，修四念處能成就七覺支，修七覺支則得明、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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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難詣佛所請佛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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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二法滿足耶？』」 （2）佛總答阿難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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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四念處滿足已，七覺分滿足；七覺分滿足已，明、解脫136滿足。 （3）釋修安般念（十六特勝）137，四念處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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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若長、若短；(3)一切身行覺知──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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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喜覺知，(6)樂覺知，(7)心行覺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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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亦受隨身比思惟。 有時聖弟子(9)心覺知，(10)心悅、(11)心定、(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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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CBETA, T27, no. 1545, p. 134, b17-c14)： 問：何故《契經》說：「持息念通四念住？」 答：此能引起四念住故，作如是說。 ……以持息念依處串習牢固可恃，假使失念煩惱現行速可依之伏諸煩惱引四念住，如人怖賊速走歸城處謂大種相決定故。 ……以持息念增益法想是空觀本，由此速能引四念住。 ……以持息念所緣鄰近無種種相，無定次第不依有情任運而轉，由此速能引四念住。 ……以持息念唯內道起不共外道，由此速能引四念住…。 
136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二）》(p.1209)：明、解脫(vijjāvimutti)，即三明、三解脫。三明即：一、宿命智證明，二、生死智證明，三、漏盡智證明。三解脫即：一、欲有漏心解脫，二、有有漏心解脫，三、無明有漏心解脫。 
137

 內容的解釋，詳參《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 30，432a-b)。(※四念處和五蘊的對應，與《念處經》的解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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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聖弟子有時觀(13)無常、(14)斷、(15)無欲、(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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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4）釋修四念處，七覺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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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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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釋修七覺分，明、解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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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結：法法相潤，次第增進，修習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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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七七七七））））七覺支與八正道合修七覺支與八正道合修七覺支與八正道合修七覺支與八正道合修，，，，可達可達可達可達解脫解脫解脫解脫 《增壹阿含．4經》卷 35〈41 莫畏品〉：140

 聞如是：一時，佛在釋翅迦毘羅越城尼拘屢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我等欲詣北方遊化。」世尊告曰：「宜知是時。」 世尊復告比丘曰：「汝等為辭舍利弗比丘乎？」諸比丘對曰：「不也。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往辭舍利弗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恒與諸
                                                
138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 30，432a28-433b23)。 
139

 (CBETA, T02, no. 99, p. 208, a9-c9) 
140

 經文的前半段，可參閱：《雜阿含．108 經》卷 5(CBETA, T02, no. 99, p. 33, b28-p. 34,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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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人教誡其法，說法無厭足。」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微妙之法，諸比丘聞法已，即從座起，禮世尊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舍利弗在釋翅神寺中遊。爾時，眾多比丘往至舍利弗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我等欲詣北方人間遊化，今以辭世尊。」 舍利弗言：「卿等當知，北方人民、沙門、婆羅門皆悉聰明，智慧難及，復有人民憙來相試。若當來問卿：『諸賢師，作何等論？』設當作是問者，欲云何報之？」 諸比丘報曰：「設當有人來問者，我當以此義報之：『色者無常，其無常者即是苦也；苦者無我，無我者空，以空無我、彼空，如是智者之所觀也。痛、想、行、識亦復無常、苦、空、無我，其實空者彼無我、空，如是智者之所學也。此五盛陰皆空、皆寂，因緣合會皆歸於磨滅，不得久住。八種之道，將從有七，我師所說正謂此耳。』若剎利、婆羅門、人民之類，來問我義者，我等當以此義報之。」 是時，舍利弗語眾多比丘曰：「汝等堅持心意，勿為輕舉。」 是時，舍利弗具足與諸比丘說微妙之法，即從座起而去。 是時，眾多比丘去不遠，舍利弗告比丘：「當云何行八種之道及七種之法？」 是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我等乃從遠來，欲聞其義，唯願說之。」 舍利弗報曰：「汝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是時，比丘而受其教。 舍利弗告曰：「若一心念正見者，念覺意不亂也；等治者，念一心一切諸法，法覺意也；等語者，身意精進，精進覺意也；等業者，一切諸法得生，喜覺意也；等命者，知足於賢聖之財，悉捨家財，安其形體，猗覺意也；等方便者，得賢聖四諦，盡除去諸結，定覺意也；等念者，觀四意止，身無牢固，皆空無我，護覺意也；等三昧者，不獲者獲，不度者度，不得證者使得證也。設當有人來問此義：『云何修八種道及七法？』汝等當如是報之。所以然者，八種道及七法，其有比丘修此者，有漏心便得解脫。我今重告汝，其有比丘修行思惟八種道及七法者，彼比丘便成二果而無狐疑，得阿141羅漢。且捨此事。若不能多，一日之中行此八種道及七法者，其福不可稱計，得阿那含、若阿羅漢。是故，諸賢，當求方便，行此八種道及七法者，於取道無有狐疑。」142
 

 （（（（八八八八））））一切止觀的方法一切止觀的方法一切止觀的方法一切止觀的方法，，，，須與七覺支俱修須與七覺支俱修須與七覺支俱修須與七覺支俱修，，，，方能漏盡方能漏盡方能漏盡方能漏盡 

                                                
141

 （阿那含若）＋阿【宋】【元】【明】。 
142

 (CBETA, T02, no. 125, p. 745, b26-p. 746,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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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淨觀不淨觀不淨觀不淨觀 《雜阿含．741經》卷 2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不淨觀，多修習已，當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不淨觀？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不淨觀俱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143」144
 

 

2、、、、慈慈慈慈（（（（悲喜捨悲喜捨悲喜捨悲喜捨））））心心心心  《雜阿含．744經》卷 2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習慈心145，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
                                                
143（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CBETA, T27, no. 1545, p. 499, b6-13)： 如契經說：「不淨觀俱修念覺支，依止厭、依止離、依止滅，迴向於捨，乃至捨覺支廣說亦爾。」 問問問問：：：：不淨觀是有漏，七覺支是無漏。云何有漏法與無漏法俱？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尊者世友作如是說：「以不淨觀攝伏其心令極調柔，有堪能已無間能起覺支現前，從此復能起不淨觀。依如是義，故說俱言。」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27)：「 （A）從無常的正見中，引發正思，就「向於厭」。 眾生對於自我及世界是熱戀著的；正思的向於厭，就是看到一切是無常是苦，而對於名利，權勢，恩怨等放得下。這是從深信因果中來的，所以厭於世間，卻勇於為善，勇於求真，而不像一般頹廢的灰色人生觀，什麼也懶得做。 （B）從無我的正思中，「向於離欲」。 於五欲及性欲，能不致染著。如聽到美妙的歌聲，聽來未始不好聽，可是秋風過耳，不曾動情，歌聲終了，也不再憶戀。如手足在空中運動一樣，毫無礙著。 （C）從涅槃寂靜的正思中，「向於滅」。 心向涅槃而行道，一切以此為目標。 這三者，表示了內心的從世間而向解脫，也就是真正的出離心。出離心，貫徹了解脫道──八正道的始終。不過正見著重於知厭，知離欲，知滅而已。以下六支，都是向此而修習的。」 
144

 (CBETA, T02, no. 99, p. 197, a29-b7) 
145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26-27)：「經說慈心（*即引此經），是譯者的簡略，實際是慈，悲，喜，捨──四心。所說的「大果大福利」，或是二果二福利，是阿那含與阿羅漢。或是四果四福利，從須陀洹到阿羅漢。或是七果七福利，是二種阿羅漢與五種阿那含。慈，悲，喜，捨與七覺分俱時而修，能得大果大功德，當然是通於無漏的解脫道。無量心解脫，包含了適應世俗，佛法不共二類。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是勝解──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雜含 567經》)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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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修習慈心，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與慈俱146，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習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147
 

 ◎下述的禪法相同，故略： 隨死念：《雜阿含．742經》卷 27(CBETA, T02, no. 99, p. 197, b8-14) 四無色定：《雜阿含．745經》卷 27(CBETA, T02, no. 99, p. 197, c23-p. 198, a3) 安那般那念：《雜阿含．746經》卷 27(CBETA, T02, no. 99, p. 198, a4-11) 無常想（乃至種種想）：《雜阿含．747經》卷 27(CBETA, T02, no. 99, p. 198, a12-24) 

 （（（（九九九九））））七覺支之功德七覺支之功德七覺支之功德七覺支之功德 

1、、、、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覺分正受覺分正受覺分正受覺分正受 《雜阿含．718經》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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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箱簏148中，隨其所須，(*晨朝所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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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說七覺說七覺說七覺說七覺支能令支能令支能令支能令疾患皆悉除愈疾患皆悉除愈疾患皆悉除愈疾患皆悉除愈 《增壹阿含．6經》卷 33〈39 等法品〉：150
 

                                                
146《大智度論》卷 34〈1 序品〉：「 問曰：此經言「聞諸佛名即時得道」，不言「聞名已修道乃得」。 答曰：今言「即時」，不言「一心中」；但言更無異事聞之，故言「即時」。 譬如經中說：「修慈心時即修七覺意。」 難者言：「慈三昧，有漏、是緣眾生法，云何得即時修七覺？」 答者言：「從慈起已即修七覺，更無餘法，故言即時。即時有二種：一者、同時，二者、雖久更無異法。即是心而得修七覺亦名即時。」」(CBETA, T25, no. 1509, p. 313, c18-26) 
147

 (CBETA, T02, no. 99, p. 197, c15-22) 
148

 簏＝篋【宋】【元】【明】。 簏〔l ㄌㄨˋ〕：竹編的盛器。（《漢語大詞典（八）》p.1238） 
149

 (CBETA, T02, no. 99, p. 193, b14-27) 
150

 均頭比丘病重，佛令其說七覺意而病除；當求方便，修七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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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爾時，尊者均頭身抱重患，臥在牀褥，不能自起居。是時，均頭便念：如來世尊今日不見垂愍，又遭重患，命在不久，醫藥不接151。又聞世尊言：「一人不度，吾終不捨。」然今獨見遺棄，將何苦哉！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均頭比丘作是稱怨。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皆集至均頭比丘所，問其所疾。」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將眾多比丘漸漸至均頭比丘房。是時，均頭遙見如來來，即自投地。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抱患極為篤重152，不須下牀，吾自有坐153。」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所患為增？為損？不增損154乎155？有156能堪任受吾教也157？」   是時，均頭比丘白佛言：「弟子今日所患極篤，但有增無損也，所服藥草，靡不周遍。」   世尊問曰：「瞻視158病者竟為是誰？」均頭白言：「諸梵行來見瞻視。」   爾時，世尊告均頭曰：「汝今堪與吾說七覺意乎？」   均頭是時，三自稱說七覺意名：「我今堪任於如來前說七覺意法。」   世尊告曰：「若能堪任向如來說159，今便說之。」   是時，均頭白佛言：「七覺意者。何等為七？所謂念覺意如來之所說，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是謂，世尊！有此七覺意者，正謂此耳！」   爾時，尊者均頭說此語已，所有疾患，皆悉除愈，無有眾惱。是時，均頭白世尊言：「藥中之盛160，所謂此七覺意之法是也。欲言藥中之盛者，不過此七覺意，今思惟此七覺意，所有眾病皆悉除愈。」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受持此七覺意法，善念諷誦，勿有狐疑於佛、法、眾者，彼眾生類所有疾患皆悉除愈。所以然者？此七覺意甚難曉了；一切諸法皆
                                                                                                                                          參閱：S 46 16 Gilāna (3) 病；然卻說：釋尊病苦，均頭前往探病，釋尊問他會不會說七覺支，結果均頭說完七覺支之後，釋尊的病就好了！ 
151

 接：連接。（《漢語大詞典（六）》p.704） 
152

 篤重：十分嚴重。（《漢語大詞典（八）》p.1221） 
153

 坐＝座【宋】【元】【明】（大正 2，731d，n.2） 
154

 不增損＝病不增【聖】（大正 2，731d，n.4） 
155

 增為…乎＝有增損病不增乎【宋】【元】【明】（大正 2，731d，n.3） 
156

 有＝又【宋】【元】【明】（大正 2，731d，n.5） 
157

 也＝耶【宋】【元】【明】（大正 2，731d，n.6） 
158

 依【宋】【元】【明】與【聖】改。 
159

 說＋（者）【宋】【元】【明】（大正 2，731d，n.8） 
160

 之盛＝盛者【宋】【元】【明】（大正 2，731d，n.9）盛：極；甚。（《漢語大詞典（七）》p.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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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了知，照明一切諸法，亦如良藥療治一切眾病，猶如甘露食無厭足。若不得此七覺意者，眾生之類流轉生死。諸比丘！當求方便，修七覺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161
 

 

3、、、、佛背疾請阿難說七覺支佛背疾請阿難說七覺支佛背疾請阿難說七覺支佛背疾請阿難說七覺支，，，，獨讚佛果由精進所得獨讚佛果由精進所得獨讚佛果由精進所得獨讚佛果由精進所得 《雜阿含．727經》卷 27：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住，於聚落側告尊者阿難：「令四重襞疊敷世尊欝多羅僧，我今背疾，欲小臥息。」 尊者阿難即受教勅，四重襞疊敷欝多羅僧已，白佛言：「世尊！已四重襞疊敷欝多羅僧，唯世尊知時。」 爾時，世尊厚襞僧伽梨枕頭，右脇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告尊者阿難：「汝說七覺分。」 時，尊者阿難即白佛言：「世尊！所謂念覺分，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佛告阿難：「汝說精進耶？」 阿難白佛：「我說精進。世尊！說精進。善逝！」 佛告阿難：「唯精進，修習多修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是語已，正坐端身繫念。……162
 

 

4、、、、修修修修七覺七覺七覺七覺支能支能支能支能得聖果得聖果得聖果得聖果 《雜阿含．735經》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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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雜阿含．498經》卷 1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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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BETA, T02, no. 125, p. 731, a5-b13) 
162

 (CBETA, T02, no. 99, p. 195, b29-p. 196, a11) 
163

 (CBETA, T02, no. 99, p. 196, c5-10) 
164

 (CBETA, T02, no. 99, p. 130, c7-p. 131, 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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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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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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166。我聞世尊說法，轉轉深、轉轉勝、轉轉上、轉轉妙，我聞世尊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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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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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S V 160：ceto-pariyAya-JJANaM心之差別智。〔引自 楊郁文 之註釋〕 
166

 S V 160：dhamma anvayo法之類比。〔引自 楊郁文 之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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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 

1、正見，2、正思惟（正志），3、正語，4、正業， 

5、正命，6、正精進，7、正念，8、正定。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221-222)： 關於八正道，經中有不同的敘述： 一一一一、、、、從修行的目標說從修行的目標說從修行的目標說從修行的目標說，，，，得正定才能離惑證真得正定才能離惑證真得正定才能離惑證真得正定才能離惑證真；而要得正定，應先修正見到正念，所以前七支即是正定的根基、助緣。如《雜含》（卷二八，七五四經）說：「於此七道分為基業已，得一其心，是名賢聖等（正）三昧根本、眾具」（參《中含．聖道經》）。 二二二二、、、、從修行的先導說從修行的先導說從修行的先導說從修行的先導說，，，，正見是德行的根本正見是德行的根本正見是德行的根本正見是德行的根本。如《雜含》（卷二八，七五○經）說：「諸善法生，一切皆以（慧）明為根本。……如實知者，是則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正定」。正見即明慧，是修行的攝導，如行路需要眼目，航海需要羅盤一樣。所以說：「如是五根（信、進、念、定、慧），慧為其首，以攝持故」（雜含卷二六，六五四經）。正見對於德行的重要性，是超過一般的，所以說：「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雜含卷二八，七八八經）。大乘的重視般若，也即是這一意義的強化。而菩薩的大慧、深慧，不怕生死流轉而能於生死中教化眾生，也即是這正見──般若的大力。 三三三三、、、、以正見為首以正見為首以正見為首以正見為首，，，，以正精進以正精進以正精進以正精進、、、、正念為助而進修正念為助而進修正念為助而進修正念為助而進修。如正見，專心一意於正見，努力於正見的修學。又從正見中了解正志，專心一意於正志，努力於正志的修學。像這樣，正語、正業、正命也如此。這樣的正見為主，正精進、正念為助，「以此七支習助具，善趣向心得一者，是謂聖正定」（中含．聖道經）。這是重視精進與專心，而看作遍助一切支的。 這三說，並沒有什麼矛盾。 

 （（（（一一一一））））一心行八正道能證涅槃一心行八正道能證涅槃一心行八正道能證涅槃一心行八正道能證涅槃 《增壹阿含．1經》卷 5〈12 壹入道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入道一入道一入道一入道，淨眾生行，除去愁憂，無有諸惱，得大智慧，成泥洹證。所謂當滅五蓋，思惟四意止。 云何名為一入一入一入一入？所謂專一心，是謂一入。 云何為道道道道？所謂賢聖八品道，一名正見，二名正治，三名正業，四名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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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正方便，六名正語，七名正念，八名正定，是謂名道，是謂一入道。167
 

 （（（（二二二二））））八正道是清淨道八正道是清淨道八正道是清淨道八正道是清淨道 《雜阿含．1160經》卷 42： 時，有持金168蓋、著舍169勒導從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偈言：「無非婆羅門，所行為清淨，剎利修苦行，於靜170亦復乖。   三典婆羅門，是則為清淨，如是清淨者，不在餘眾生。」爾時，世尊說偈答言：「不知清淨道，及諸171無上淨，於餘求靜172者，至竟無淨時。」 婆羅門白佛：「瞿曇說清淨道及無上清淨耶？何等為清淨道？何等為無上清淨？」 佛告婆羅門：「正見者為清淨道清淨道清淨道清淨道，正見修習多修習，斷貪欲、斷瞋恚、斷愚癡。若婆羅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一切煩惱永斷，是名無上清淨無上清淨無上清淨無上清淨。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清淨道；正定修習多修習已，斷貪欲、斷瞋恚、斷愚癡。若婆羅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一切煩惱永斷，是名無上清淨。」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說清淨道、無上清淨耶？瞿曇！世務多事，今且辭還。」 佛告婆羅門：「宜知是時。」173
 

 （（（（三三三三））））佛行佛行佛行佛行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而自覺緣起而自覺緣起而自覺緣起而自覺緣起 《雜阿含．287經》卷 12：174
 

1、正觀生死流轉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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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識而還齊識而還齊識而還齊識而還，，，，不能過彼不能過彼不能過彼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
                                                
167

 (CBETA, T02, no. 125, p. 568, a2-9) 
168

 金＝華【宋】【元】【明】。 
169

 舍＝金【聖】。 
170

 靜＝淨【宋】＊【元】＊【明】＊。 
171

 諸＝說【聖】。 
172

 靜＝淨【宋】【元】【明】【聖】。 
173

 (CBETA, T02, no. 99, p. 309, b23-c18) 
174

 (CBETA, T02, no. 99, p. 80, b24-p. 81,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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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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2、正觀生死還滅之因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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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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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得古仙人道成等正覺 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古仙人道古仙人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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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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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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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印順法師《唯識學探源》(p.15)：「有時釋尊依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的十支說，說明緣起。十支說的要義，是在逐物流轉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說明觸境繫心的過程。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依胎生學為前提，二、依認識論為前提。」 
176（1）觀察緣起與四諦的結合說明，契經中稱為四十四種智（除了無明而觀十一支），如《雜阿含．356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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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十四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十四種智？謂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滅智、老死滅道跡智。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智，行集智、行滅智、行滅道跡智，是名四十四種智。」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99, p. 99, c19-26) （2）關於四十四智的資料，請參考：《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11〈非問分〉(CBETA, T28, no. 1548, 

p. 605, b14-p. 606, a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10(CBETA, T27, no. 1545, p. 570, 

c28-p. 571, c12)，《瑜伽師地論》卷 94(CBETA, T30, no. 1579, p. 837, b29-c14)，《成實論》卷 16〈201 四十四智品〉(CBETA, T32, no. 1646, p. 372, c29-p. 373,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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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梵行增廣，多所饒益，開示顯發。」177
 

 （（（（四四四四））））離二邊離二邊離二邊離二邊，，，，行中道行中道行中道行中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  《中阿含．204羅摩經》卷 56〈3 晡利多品〉：178
 我於爾時即告彼曰：『五比丘！當知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一曰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二曰自煩自苦，非賢聖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捨此二邊，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覺，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179 

 （（（（五五五五））））世間和出世間兩種八正道世間和出世間兩種八正道世間和出世間兩種八正道世間和出世間兩種八正道 
180

 《雜阿含．785經》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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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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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34)：「依古道而發見古王宮殿的譬喻，足以說明「法」是以聖道為中心而實現（發見）出來的。聖道的先導者，是正見，也就是慧，如經上說：「如是五根，慧為其首，以攝持故」。「於如是諸覺分中，慧根最勝」。慧──正見在聖道中，如堂閣的棟柱一樣，是一切道品的支柱。《故王都譬喻經》所說，正見所見的，是四諦與緣起的綜合說。一般說，緣起是先後的，聖諦是並列的，其實意義相通。」 
178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178)：「有人以為佛法的中道，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也不流於極端的苦行，在這苦樂間求取折中的態度。這是誤會的！要知道一般的人生，不是縱我的樂行，即是克己的苦行。這雖是極端相反的，但同是由於迷情為本的。情欲的放縱樂行，是一般的。發覺縱我樂行的弊病時，即會轉向到克己的苦行。一般的人生傾向，不出這兩極端與彼此間轉移的過程中。不論縱我的樂行，克己的苦行，都根源於情愛，不能到達和樂與自由。所以釋尊否定這兩端，開示究竟徹底的中道行，即是正見為導的人生。自我與世間，惟有智──正見為前導，才能改善而得徹底的完善。不苦不樂的中道，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以智導行」，隨順於法而可以體見於法的實踐。」 
179

 (CBETA, T01, no. 26, p. 777, c25-p. 778, a2) 
180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224-225)：「八正道有二類：有「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的，有「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的（雜含卷二八，七八五經）。這二者的差別，根本在正見。如是因果、善惡、流轉、解脫的正見，以此為本而立志、實行，這是世俗的人天正行。如是四諦理的正見，再本著正見而正志、修行，即是能向出世而成為無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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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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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二）正志 何等為正志？謂正志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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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三）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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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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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念念口四惡行、諸餘口惡行，離於彼，無漏、遠離、不著，183固守、攝持不犯，不度時節184，不越限防，是名正語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185 
                                                
181《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1c11-15)：「云何正見？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於集思惟集；於滅思惟滅；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所有於法簡擇、極簡擇、最極簡擇，解了、等了、近了，機黠、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毘鉢舍那。是名正見。」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2c7-24) 
182《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1c15-19)：「云何正思惟？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所有思惟、等思惟、近思惟，尋求、等尋求、近尋求，推覓、等推覓、近推覓。令心於法麁動而轉，是名正思惟。」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2c24-763a2) 
183

 印順法師的標點版：《雜阿含經論會編（中）》(p.391)：「除邪命貪（依宋本改）。口四惡行，諸餘口惡行離，於彼無漏遠離不著。」 
184

 按：「時節」對應《法蘊足論》可能是「於所制約」，時節是天地自然的制約，規範著天地運行之道理。 
185《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1c19-25)：「云何正語？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思擇力故，除趣邪命語四惡行，於餘語惡行所得無漏──遠離、勝遠離、近遠離、極遠離，寂靜、律儀，無作、無造，棄捨防護，船筏、橋梁，堤塘牆塹；於所制約於所制約於所制約於所制約，不踰不踰性，不越不越性，無表語業，是名正語。」另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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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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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身三惡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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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五）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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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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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六）正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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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苦，轉向苦邊？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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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3a2-16) 
186《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1c25-29)：「云何正業？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思擇力故，除趣邪命身三惡行，於餘身惡行所得無漏、遠離乃至無表身業，是名正業。」 
187《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1c29-482a3)：「云何正命？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思擇力故，於趣邪命身語惡行所得無漏、遠離，乃至身語無表業，是名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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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188 （七）正念 何等為正念？正念有二種。有正念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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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八）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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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192
 

 

 ◎分別「世間八正道支」與「出世八正道支」 

 世間、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聖、出世間、無漏、無取、轉向苦邊 正見 見有施、有業果報等 聖弟子見四聖諦 正志 出離尋、無恚尋、不害尋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分別等 

                                                
188《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 (大正 26，482a3-6)：「云何正勤？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所有勤精進，勇健，勢猛，熾盛難制，勵意不息，是名正勤。」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2b15-21) 
189

 「有正念」，原本缺，依宋本補。 
190《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2a6-9)：「云何正念？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所有念，隨念、專念、憶念，不忘不失，不遺不漏，不失法性，心明記性，是名正念。」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3a16-19) 
191《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大正 26，482a9-12)：「云何正定？謂聖弟子，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道。無漏作意相應所有心住、等住、近住、安住、不散不亂、攝止等持、心一境性，是名正定。」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30 (大正 30，450c18-451a19) 
192

 (CBETA, T02, no. 99, p. 203, a19-p. 204,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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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語 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聖弟子一切惡語離 正業 離殺、盜、婬 聖弟子一切身惡行離 正命 如法求四資具 聖弟子離邪命 正精進 精進、常不休息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精進 正念 念、重念、隨念、憶念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念 正定 寂止、三昧、一心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三昧 

 （（（（六六六六））））善見善見善見善見是是是是正見正見正見正見，，，，正見能起後七支正見能起後七支正見能起後七支正見能起後七支 《雜阿含．788經》卷 28： 世尊告諸比丘：「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1）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  何等為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若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彼皆隨順，一切得不愛果，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惡見謂邪見惡見謂邪見惡見謂邪見惡見謂邪見，邪見者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譬如苦果種著地中，隨時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風味，一切悉苦。所以者何？以種苦故。如是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不愛、不念、不可意果。所以者何？惡見者謂邪見，邪見者能起邪志乃至邪定，是名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193 （2）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若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見謂正見善見謂正見善見謂正見善見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譬如甘蔗、稻、麥、蒲桃種著地中，隨時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風味，彼一切味悉甜美。所以者何？以種子甜故。如是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見者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是名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出世間，亦如是說，如上三經，亦皆說偈言： 「鄙法不應近，放逸不應行，不應習邪見，增長於世間。 

                                                
193

 《大智度論》卷 63〈41 信謗品〉：「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人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與此相違，名為正見。」(CBETA, T25, no. 1509, p. 506, b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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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有假使有假使有假使有世間世間世間世間，，，，正見增上者正見增上者正見增上者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雖復百千生雖復百千生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終不墮惡趣終不墮惡趣終不墮惡趣194」。195
 

 （（（（七七七七））））正見生起之二因緣正見生起之二因緣正見生起之二因緣正見生起之二因緣 《中阿含．211大拘絺羅經》卷 58〈3 晡利多品〉：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幾因幾緣生正見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二因二緣而生正見。云何為二？一者從他聞，二者內自思惟。是謂二因二緣而生正見。」196 
 《增壹阿含．10經》卷 7〈15 有無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受法教化，內思止觀。是謂，比丘！有此二因二緣起於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197 
 （（（（八八八八））））見清淨見清淨見清淨見清淨即智慧的修學即智慧的修學即智慧的修學即智慧的修學 《雜阿含．565經》卷 21：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橋池人間遊行，與尊者阿難俱，至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爾時，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橋池人間遊行，住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聞已，相呼聚集，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尊者阿難足，退坐一面。 時，尊者阿難語諸童子言：「苦種！如來、應、等正覺說四種清淨，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解脫清淨198。 
                                                
194《出曜經》卷 6〈4 無放逸品〉：「『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CBETA, T04, no. 212, p. 639, b28-c11) 
195

 (CBETA, T02, no. 99, p. 204b9-c13) 
196

 (CBETA, T01, no. 26, p. 790, c28-p. 791, a5)。另參：《長阿含．9眾集經》卷 8(CBETA, T01, 

no. 1, p. 50, a2-3)。 
197

 (CBETA, T02, no. 125, p. 578, a4-9) 
198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二冊》(p.21-22)：「《長阿含經》（二）《遊行經》（大正一，一三上）說：「諸比丘！有四深法：一曰聖戒，二曰聖定，三曰聖慧，四曰聖解脫」。戒、定、慧、解脫──四法，與四清淨相當，如《雜阿含經》卷二一（大正二，一四八下～一四九上）說：「如來應等正覺說四種清淨：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解脫清淨」。依《增支部》說，這是「四清淨精勤支」(cattāro-pārisuddhi-padhāniyaṅga)。《雜阿含經》解說為「戒淨斷」、「心淨斷」等，斷就是精勤的異譯，如「四正勤」即「四正斷」。見清淨的見，是如實知見，是慧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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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戒清淨 云何為戒清淨戒清淨戒清淨戒清淨？謂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戒增長，威儀具足，於微細罪能生恐怖，受持學戒。戒身不滿者，能令滿足；已滿者，隨順執持，欲、精進、方便、超出，精勤勇猛，堪能諸身心法，常能攝受，是名戒淨斷。 （2）心淨斷 苦種！云何名為心淨斷心淨斷心淨斷心淨斷？謂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定身未滿者令滿，已滿者隨順執受，欲精進乃至常執受，是名心淨斷。 （3）見淨斷 苦種！云何名為見淨斷見淨斷見淨斷見淨斷？謂聖弟子聞大師說法。如是如是說法，則如是如是入如實正觀。如是如是得歡喜、得隨喜、得從於佛。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然從餘明智尊重梵行者說，聞尊重梵行者如是如是說，則如是如是入如實觀察。如是如是觀察，於彼法得歡喜、隨喜，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亦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隨先所聞受持者重誦習，隨先所聞受持者如是如是重誦已。如是如是得入彼法，乃至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然先所聞法為人廣說，先所聞法如是如是為人廣說。如是如是得入於法，正智觀察，乃至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亦復不以先所聞法為人廣說，然於先所聞法獨一靜處思惟觀察。如是如是思惟觀察，如是如是得入正法，乃至信於正法。 如是從他聞如是從他聞如是從他聞如是從他聞，，，，內正思惟內正思惟內正思惟內正思惟，，，，是名未起正見令起是名未起正見令起是名未起正見令起是名未起正見令起，，，，已起正見令增廣已起正見令增廣已起正見令增廣已起正見令增廣；是名未滿戒身令滿，已滿者隨順攝受，欲、精進、方便，乃至常攝受，是名見淨斷。 （4）解脫清淨斷 苦種！云何為解脫清淨斷解脫清淨斷解脫清淨斷解脫清淨斷？謂聖弟子貪心無欲解脫，恚、癡心無欲解脫。如是解脫，未滿者令滿，已滿者隨順攝受，欲精進乃至常攝受，是名解脫淨斷。」 苦種！尊者阿難說是法時，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199
 

 （（（（九九九九））））成就世間及出世間正見者成就世間及出世間正見者成就世間及出世間正見者成就世間及出世間正見者，，，，於法得不壞淨於法得不壞淨於法得不壞淨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入正法入正法入正法中中中中 

                                                                                                                                          名。」 
199

 (CBETA, T02, no. 99, p. 148, c11-p. 149,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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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29大拘絺羅經》卷 7〈舍梨子相應品〉：200
 一、尊者舍梨子問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爾時，尊者舍梨子則於晡201時從燕202坐起，至尊者大拘絺羅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尊者舍梨子語尊者大拘絺羅：「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尊者舍梨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二、大拘絺羅廣說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 （一）知世間正見 

1、知不善、不善根 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203，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不善、知不善根。 ◎云何知不善？謂身惡行不善，口、意惡行不善，是謂知不善。 ◎云何知不善根？謂貪不善根，恚、癡不善根，是謂知不善根。 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不善及不善根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 
                                                
200

 此經敘述尊者舍利弗，一再請問尊者摩訶拘絺羅「正見具足、成就正見」的意涵。摩訶拘絺羅也能一再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另詳閱：《中部》（M. 9. Sammāditthi-sutta《正見經》）為比丘問，舍利弗答；《雜阿含．344經》卷 14 (大正 2，94b2-95b9)為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答。三本經之大意比照如下： 

  一、《中阿含．29大拘絺羅經》：知善不善，食，漏，苦、老死乃至行，末說無明盡而明生。 

  二、《雜阿含．344經》：知善不善，食，病，苦、老死乃至行，末說無明盡而明生。 

  三、《中部．正見經》：知善不善，食，苦，老死乃至無明，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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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晡〔ㄅㄨ〕：1、申時，即十五時至十七時。2、傍晚；夜。（《漢語大詞典(五)》，頁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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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宴【宋】【元】【明】（大正 1，461d，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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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二冊》(p.42-43)：「證淨(avetya-prasāda)，在《雜阿含經》中，譯為不壞淨(abhedya-prasāda)，這是脅（Pārśva）尊者所傳，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三（大正二七，五三四下）說：「脅尊者曰：此應名不壞淨。言不壞者，不為不信及諸惡戒所破壞故。淨謂清淨，信是心之清淨相故，戒是大種清淨相故」。 佛(Buddha)，法(dharma)，僧伽(saṃgha)──三寶，是佛法開展中形成的全體佛法。信(śraddhā)是以「心淨為性」的；對三寶的證淨，是對三寶堅定不變的信心。聖者所愛樂戒(śīla)，是佛弟子必不可缺的，如法的正常戒行。有信與戒為基礎，能深入佛法。本來這是對三寶的淨信，及「聖（所愛）戒成就」，以後才合名證淨。名為四證淨，那是證智相應的信與戒；不壞淨可通於深淺──聖者的證淨（即證預流果）；還沒有證入者的淨信。這是以信為主，能由淺易而深入的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