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傳:雜阿含 1 經 南傳:相應部 22 相應 12-14,51 經 

雜阿含 1 經 [正聞本 1-4 經/佛光本 1 經] 

關涉主題：實踐/觀察無常(生滅)、無常厭離欲解脫 

( 12/15/2016 21:02:31 更新) 陰相應/五陰誦/修多羅)1
莊春江標點) 

如是我聞
2

一時
3
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
4
諸比丘

5: 

「當觀
6
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

7
；厭離者喜、貪盡；

喜、貪盡者說心解脫。

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
8
； 

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
9
。 

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生已盡
10
，梵行已立

11
，

所作已作
12
，自知不受後有

13
。』」 

如觀無常
14
，苦、空、非我亦復如是。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相應部 22 相應 12 經/無常經 (蘊相應/蘊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我聽到這樣：

在舍衛城，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

常的。

  比丘們！當這麼看時，已受教導的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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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經由離貪而解脫，當解脫時，有『[這是]解

脫』之智，他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

迴]的狀態了。』」 

1 (1) 印順法師著，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1983 年初版，新竹：正聞出版社。

(2) 水野弘元著，許注主譯〈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研究及其復原〉，收錄

於《佛教文 獻研究》，法鼓文化，2003.5 初版，p.499：

三部分 七誦 五一相應 會編冊數

I.修多羅 
1.五陰誦 一相應(1) 上冊

2.六入處誦 二相應(1) 

3.雜因誦 三～六相應(4) 中冊

4.道品誦 七～一六相應(10) 

II.祇夜 5.八眾誦 一七～二七相應(11) 
下冊

III.記說 6.弟子所說誦 二八～三三相應(6) 

7.如來所說誦 三四～五一相應(18) 

（p.508）附記向井亮氏 自述：「印順說在《雜阿含經》的組織方面和復

原方面都極合理的，詳細準確，且富有綜合性；在這點上，可說遠超過

日本學者之說。」 

(3)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p.111： 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奘師譯為

五蘊。有人說：奘師是法相宗，所以譯為五蘊；什公是法性宗，所以譯

為五陰。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像什譯的《法華經》，譯為五眾，眾是聚集

的意思，與蘊義相合。不過什公順古，所以這仍舊譯做五陰。陰就是蘊

，是聚集的意思。如色法，那有見可對的，不可見可對的，不可見不可

對的，遠的近的，粗的細的，勝的劣的，內的外的，過去的未來的現在

的，這一切色法總合為一類，所以叫做色蘊。其餘的四蘊，也是這樣。

這是把世間的一切法，總為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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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p.12：

《瑜伽師地論》 《雜阿含經》 

（1）行（五蘊）擇攝第一（卷 85-88） 卷 1、10、3、2、5 

（2）處擇攝第二（卷 89-92） 卷 8、9、43、11、13 

（3）緣起食諦界擇攝第三（卷 93-96） 卷 12、14、15、16、17 

（4）菩提分法擇攝第四（卷 97-98） 卷 24、（25 缺）、26、27、28、29、30 

(5) 雜阿含經的組織(參考《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修多羅(sutta)(相應修多羅) 祇夜(geyya)(眾相應) 記說(veyyākaraṇa) 

I .五陰誦：陰相應。 
II.六入處誦：入處相應。

III.雜因誦：因緣/食/諦/界
 /受相應。 

IV.道品誦：念處(後部遺失)/
 正勤(全遺失)/ 
 如意足(全遺失)/ 
 根(前部遺失)/ 
 力/覺支/聖道分/ 
 安那般那念/學/ 
不壞淨相應。

V.八眾誦：比丘相應 
魔相應

帝釋相應

剎利相應

婆羅門相應

梵天相應

比丘尼相應

婆耆舍相應

諸天相應

夜叉相應

林相應。

(別譯雜阿含經：眾相應+插在

道品誦後的如來記說-雜/譬喻/
病/業報) 

弟子記說(插在五陰誦後)： 
羅陀/斷知/見相應。 

弟子記說(插在雜因誦後)： 
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 
大迦旃延/阿難/質多羅相應。 

如來記說(接續弟子記說)： 
天(前部遺失)/修證/ 
入界陰相應。

如來記說(插在道品誦後)： 
不壞淨/大迦葉/聚落主/馬/釋氏/ 
無始/婆蹉種出家/外道出家/雜/ 
譬喻/病/業報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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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的組織 

如是我聞

2 「如是我聞(SA/DA)；我聞如是(MA)；聞如是(AA)」，南傳作「我聽到這樣」

(Evaṃ me sutaṃ，直譯為「這樣被我聽聞」，忽略文法逐字譯則為「如是-
我-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聽到這樣」(Thus have I heard)。 「如

是我聞……歡喜奉行。」的經文格式，依印順法師的考定，這樣的格式，應

該是在《增一阿含》或《增支部》成立的時代才形成的(參看《原始佛教聖

典之集成》p.9)，南傳《相應部》多數經只簡略地指出發生地點，應該是比

較早期的風貌。

修多羅(sutta) 祇夜(geyya) 記說(veyyākaraṇa)

II .因緣篇： 

12.因緣相應

14.界相應。

III.蘊篇：

22.蘊相應。

IV.處篇：

35.六處相應

36.受相應。

V.大篇： 

45.道相應

46.覺支相應

47.念住相應

48.根相應

49.正勤相應

50.力相應

51.神足相應

54.入出息相應

55.入流相應

56.諦相應。

I.有偈篇： 

1.諸天相應

2.天子相應

3.憍薩羅相應

4.魔相應

5.比丘尼相應

6.梵天相應

7.婆羅門相應

8.婆耆舍相應

9.林相應

 10.夜叉相應

 11.帝釋相應。

弟子記說： 

  編在因緣篇中者： 

19.勒叉那相應。

  編在蘊篇中者： 

23.羅陀/24.見/28.舍利弗相應。

  編在處篇中者： 

38.閻浮車/39.沙門達迦/

40.目揵連/41.質多相應。

  編在大篇中者： 

52.阿那律相應。

如來記說： 

  編在因緣篇中者： 

13.現觀/15.無始/16.迦葉/

17.利得恭敬/18.羅睺羅/

20.譬喻/21.比丘相應。

  編在蘊篇中者： 

25.入/26.生/27 雜染/29.龍/

30.金翅鳥/31.乾達婆眾/32.雲/

33.婆蹉氏/34.禪相應。

  編在處篇中者： 

37.婦女/42.聚落主/

43.無為/44.無記相應。

  編在大篇中者： 

53.禪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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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3「一時」，南傳作「有一次」(ekaṃ samayaṃ，直譯為「一時」)，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有一次」(On one occasion)。 

世尊

4「世尊；眾祐」，南傳作「世尊」(bhagavā，音譯為「婆伽婆；婆伽梵；薄伽

梵」，義譯為「有幸者」，古譯為「尊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福者」

(the Blessed One)。請參看〈世尊譯詞的探討〉。 

比丘

5「比丘」(bhikkhu，義譯為「乞食者」)，女性音譯為「比丘尼」(bhikkhunī)，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按：「比丘」即「乞食」(bhikkha)的「稱呼語

態」，而「乞食者」(bhikkhaka)為「乞食」的「形容詞」轉「名詞」，「比丘」

與「乞食者」在通俗話語中是同義詞，但佛教僧團中「比丘」有其特定的附

加條件與意義，而成為「比丘」是「乞食者」，但「乞食者」不一定都是「比

丘」的情況。另外，「比丘」的台語發音，與巴利原音幾乎等同，玄奘法師

則音譯為「苾芻」。

觀

6「觀」，南傳作「看」(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看見」(sees)，這是

指「看到了內涵」，也就是「理解」的意思。

正觀

7「正觀」，南傳作「正見」(sammādiṭṭ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的見解」

(right view)，也就是「八聖道」（或譯為「八正道；八支聖道」）中的「正見」。 

厭離

8「厭離/厭(SA)；患厭(MA/DA)；厭患(AA)」，南傳作「厭」(nibbindati，名詞

nibbidā)，菩提比丘長老在英譯為「(由沈迷中)清醒」(disenchant, 
disenchantment, MN/AN)，或「(經驗)厭惡；(經驗)反感」(experiences 
revulsion, SN)，譯者 2003年 7月在美國新澤西州同淨蘭若(bodhi monastery)
私下面詢長老為何使用不同的譯詞時，他表示，前者的程度不足，後者太過，

真正的意思應該介於這兩者之間，但英文沒有恰如其分的字可以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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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9 (1)「盡」，南傳作「滅盡」(khaya，另譯為「盡；盡滅」)，菩提比丘長老英

譯為「破壞」(destruction)。 
(2)「滅盡法(SA/MA)；斷法(SA)；盡法(MA/DA)」，南傳作「滅盡法/滅盡法的 

狀態」(khayadhammo/khayadham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

破壞者」(subject to destruction)。 

心解脫

10 「心解脫/意解脫(SA/AA)；心解脫(MA/DA)」，南傳作「心解脫」(cittaṃ 
vimuttaṃ, cetovimutti, vimuttaci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被釋放了；

心自由了」(the mind is liberated)，或「釋放的心；自由的心」(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按：這裡說的「心」是指「心理上的」，「解脫」是指不再

生死流轉之解脫。又，《雜阿含 710 經》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

慧解脫。」《增壹阿含 168 經》(20 品 7 經)亦同，這是分別從止、觀修學

來說的。

我生已盡

11「我生已盡(SA)；生已盡(MA)；生死已盡(DA/AA)」，南傳作「出生已盡」 
(khīṇā j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破壞的是出生；出生已被破壞」

(destroyed is birth)。 

梵行已立

12「梵行已立」，南傳作「梵行已完成」(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聖潔的生活已被生活」(the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 

所作已作

13「所作已作(SA)；所作已辦(MA/AA/DA)」，南傳作「應該作的已作」 
(kataṃ karaṇīyaṃ, katakicco, Kataṃ kicc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

有必須作的已經做完」(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或「已經

完成他的任務」(has done his task, AN.3.58)，或「任務已經完成」(Done 
is the task, A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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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不受後有

14 (1)「自知不受後有/不復轉還有(SA)；不更受有(MA)；不受後有/更不受有

(DA)；更不復受有/更不復受胎(AA)」，南傳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

態」(nāparaṃ itthatt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再有這生命的狀

態」(there is no more for this state of being)，含意相當於「不受後

有；不受有」、「沒有再生；沒有再有」(natthi punabbhava)。 
(2)「再有」(ponobbhavi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來重新的生命」(brings 

renewed being)。「有」(bhava)，同「十二緣起支」中的「有」支。 

如觀無常

15「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從相對應的南傳經文看來，應該分

別是以「無常、苦、空、非我」為「觀」的內容之四部經，由此也可以推

斷「如是我聞……歡喜奉行。」的經文格式，不是經典最初結集時就有的，

所以《大正大藏經》依這個格式來編經號，並不妥當。

苦、空、非我

16 (1)「無我；非我(SA)；非神(MA)」，南傳作「無我」(anattā，另譯為「非

我」)，這是「真我」(attā)加上否定前置詞(an)，表示「實在、永恆、

不變」的「真我」之否定，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自我」(nonself)。
「我」，中阿含經常譯為「神」。

(2)「一切法無我(SA)」，南傳作「一切法是無我」(sabbe dhammā anattā’ti)， 
 長老英譯為「所有現象是無自我」(all phenomena are nonself,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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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 凡例：

凡例：  (點選經號 ) (主題索引) (博士比丘的觀點 ) (欄位操作 ) 

1.北傳經文以「大正本」為主，其他版本為輔，同義字或用現代常用

字，罕用字使用 unicode extB。

2.南傳巴利語經文與經號均依台灣嘉義法雨道場流通的 word 版本(緬

甸版 )。

3.巴利語經文之譯詞，以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昭和 50年版)為主，其他辭

典或 Ven.Bhikkhu Bodhi 之英譯為輔。譯文之「性、數、格、語態」儘量符合巴利

語原文，並採「直譯」原則。「呼格」(稱呼；呼叫某人)以標點符號「！」表

示。 

4.SN表示《相應部》，MN表示《中部》，DN表示《長部》，AN表示《增支部》。SA表示《雜阿

含經》，GA表示《別譯雜阿含經》，MA表示《中阿含經》，DA表示《長阿含經》，AA表示《增

壹阿含經》。 

5.{ }表示依其它版本應刪除或為[ ]訂正者；( )表示同義字；{ ?}或[?]或(?)表示疑應刪除或疑應增訂

或同義字而缺乏文獻根據者。 

6.註解中作以比對的英譯，SN 採用Bhikkhu Bodhi,Wisdom Publication, 2000 年版英譯本，MN
採用Bhikkhu Ña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Wisdom Publication,1995 年版英譯本，DN 採用

Maurice Walshe, Wisdom Publication,1995 年版英譯本，AN 採用Bhikkhu Bodhi, Wisdom 
Publication, 2012 年版英譯本。英譯之漢譯譯詞，以《大陸簡明英漢辭典》(中華民國 68

年版)為主，其他辭典為輔。 

7.(陰相應/五陰誦/修多羅)、(蘊相應/蘊篇/修多羅)等，參看雜阿含經/相應部的組織 。 

8.「經文比對」中之「註釋書」，《相應部》部分指覺音論師的註釋書《核心義理

的說明；顯揚真義》(Sāratthappakāsinī)，《中部》部分指覺音論師的註釋書《迷

執的破壞；破斥猶豫》(Papañcasūdaṇī)，《增支部》部分指覺音論師的註釋書《意

欲的充滿；滿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長部》部分指覺音論師的註釋書《吉

祥的輝耀；吉祥悅意》(Sumaṅgalavilāsinī)。
9.前後相關或對比的詞就可能以「；」區隔強調，而不只限於句或段落。 

10.經號之編定：「大正本」為發現經卷錯置前之依序編排；「正聞本」依「修多

羅、祇夜、記說」的順序編列，近於第一次結集後的次第；「佛光本」經號則

依第二次結集時將「記說」插入「修多羅」的次第編列。 

11.經文欄位之操作：  

①在經文頁中，點擊每個欄位最右邊「 >>」等之按鈕，可將欄位取

消或恢復。

②在經文頁中，將游標移至各欄「天空色橫條」分隔線之上端或右

端，當游標轉為「←∥→」等符號時，按住左鍵可任意拉移欄位寬

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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