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五 6；《雜阿含．785 經》卷 28(大正 2，203a19-204a15) 

解經：

【1】《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二）》，p.1179：本經說明世俗之八聖道向於善趣， 

出世間之八聖道轉向苦邊。參閱《中部》(M.11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 大四十經)、 

《中阿含．聖道經》。

【2】分別「世間八正道支」與「出世八正道支」。 

一、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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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會編（中）p.393 原註 2〕：「《中阿含經》（一八九）《聖道經》。《中部》（一一七）《大四

十法經》。」

另見「差別」：《雜阿含經論會編（中）》(p.393 )；《瑜伽師地論》卷 98(大正 30，865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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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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觀察，是名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 

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8 

◎何等為正志？謂正志有 9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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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何等為正語？正語有二種：

7開覺：開悟；覺醒。 明徐復祚《一文錢》第四齣：“貧僧特為救度盧至而來，奈彼昏迷，

一時點化不轉，只得顯些神通，使其漸漸開覺。《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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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會編（中）p.393 原註 3〕：「「有」，原本缺，依宋本補。」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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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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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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邪命貪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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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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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身三惡行； 

11〔會編（中）p.393 原註 4〕：「「貪」，原本作「念」，依宋本改。」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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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踰不踰性，不越不越性，無表語業，

是名正語。

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3a2-16) 
13〔會編（中）p.393 原註 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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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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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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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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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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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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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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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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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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何等為正念？正念有二種：

有正念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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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會編（中）p.393 原註 6〕：「「正」，原本缺，依宋本補。」 
17踊〔ㄩㄥˇ〕：同“ 踴 1 ”。《漢語大詞典（十）》p.488。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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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會編（中）p.393 原註 7〕：「「有正念」，原本缺，依宋本補。」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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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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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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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另見《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3a16-19)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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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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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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語 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一切惡語離

正業 離殺、盜、婬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一切身惡行離

正命 如法求四資具 聖弟子與無漏四諦見相應的離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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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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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概論》第十七章之「補充講義」

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二冊(p.24-p.26)  

四預流支 三慧 八正道 七清淨 五根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聞慧）正見--┐ （成信） 信     

 │

如理思惟 （思慧）└─正思惟--（起願欲） 

正語------------------ 

     正業 精進   

 ---- --戒清淨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念 

 --心清淨 

 （修慧）  ------正定┌---------- 定     

│ 

   └（現證慧）--見清淨 慧     

乃至行斷知見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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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統一了真諦與解脫，顯出釋尊正覺的達磨的全貌

《佛法概論》（p.10）： 這三類歸依法中，正知解脫、中道，與變動苦迫的世間，是真

實；中道是善行；觸證的解脫是淨妙。真實、善行、淨妙，貫徹在中道的德行中。八

正道的最初是正見，正見能覺了真諦法。知是行的觸角，是行的一端，在正行中，

知才能深刻而如實。離了中道的正行，沒有正知，所以佛法的正見真諦，近於哲學

而與世間的哲學不同。同時，八正道的最後是正定，是 寂然不動而能體證解脫的。

這正定的體證解脫，從中道的德行中來，所以 近於宗教的神秘經驗，而與神教者

的定境、幻境不同。也就因此，中道行者有崇高的理智，有無上解脫的自由，雖說

是道德的善，也與世間的道德 不同。中道統一了真諦與解脫，顯出釋尊正覺的達

磨的全貌。

中道 

正見 真諦 

正志 

正業 

正語 

正命 

正勤 

正念 

正定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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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的真諦

《以佛法研究佛法》（p.90-p.91）    : 要理解釋迦的真諦，更應該從佛教確立的體系

去認識。釋尊所倡導的新宗教，稱為達磨，意譯為「法」。法的本義，是「持」，有

確定不變的意味，引申為秩序、條理、軌律。佛教中，凡事理的真相，行為的正

軌，究竟的歸宿，都叫做法。這些法，是本來如此的，一定如此的，普遍如此的，

所以讚歎為「法性、法住、法界（界是類性）」。釋尊在現實經驗的基礎上，以思辨

與直覺，洞見此本然的，必定的，普遍的正法，這才大轉法輪，化導有情（泛稱

一切有情識的生物，但主要的是人類）。依佛法，維持人類的現狀，或進步的淨化世

間，到達解脫，都不可不依事理的真相而了解， 依行為的正軌而進修，以究竟的歸

宿為目標：「法」是人生向上的指針。事理的真相，是理智的真；行為的正軌，是道

德的善；究竟的歸宿，是理智與道德的最高實現，稱為正覺。

《雜阿含．七八五經》 《佛說八正道經》

10



《佛法概論》「第十、十一、十二章」歸納之「緣起總表」：

三重因緣與四聖諦：

果從因生－事象－缘生法（對治無因 / 邪因）

苦（果）

生 世間因果

事待理成－理則－因緣法  緣起支性 流轉門 集（因）

真諦法（境） 滅－滅（果）

    還滅門 出世間因果

   聖道支性 道－道（因） 

有依空立（凡是存在的（事象或理則），必須依空而立） 

諸行無常－念念生滅－相續性（時間） 生滅－ 苦、集（有為法） 

三法印： 諸法無我－相互依存－和合性（空間） 因緣（無我） 

    涅槃寂靜－不生不滅 －  空          涅槃  － 滅 （無為法）

（空相應隨順緣起）

※三法印是綜貫相通的；能統一三者的，即著重於三法印中的無我印。 

正見 慧（聞思慧） 信成就－理性思辯

正思維（思惟與策發）

中道法（行） 正語、正業、正命 戒   （八正道次第：慧→戒→定）

正勤 -----   （ 三學次第 ：戒→定→慧）

正念、正定 定  兩者不但不矛盾，反而貫通聞→思→修→證次第

也可說是貫通信→進→念→定→慧五根、五力

解脫法（果） 慧（無漏慧） 現證體悟、解脫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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