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傳:雜阿含 357 經 南傳:相應部 12 相應 34 經 

關涉主題：實踐/十二緣起之四諦、四聖諦的運用 (05/04/2019 06:48:15 更新) 

雜阿含357 經[正聞本 502 經/佛光本 356 經](因緣相應/雜因誦/修多羅)

(莊春江標點) 

 如是我聞 1： 

一時 2，佛 3 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 4 告諸比丘 5： 

「有七十七種智，諦聽！善思 6！當為汝說。 

云何七十七種智？生緣老死智，非餘生緣老死智；過去生緣老死智，非餘

過去生緣老死智；未來生緣老死智，非餘未來生緣老死智；及法住智 7無

常、有為 8、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 9、離欲法、滅法 10：斷知智 11。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

明 12 緣行智，非餘無明緣行智；過去無明緣行智，非餘過去無明緣行智；

未來無明緣行智，非餘未來無明緣行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

生、盡法、變易法、無欲法、滅法：斷智。是名七十七種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 如是我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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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譯為「這樣(如是)-被我-聽聞」，忽略文法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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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在《增一阿

含》或《增支部》成立的時代才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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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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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時 

「一時」，南傳作「有一次」(ekaṃ samayaṃ，逐字譯為「一-時」)，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一次」(On one occasion)。 

3 佛 

「佛；佛陀；覺者」(bu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者」(the 

Enlightened One)。 

4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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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看拙文《學佛的基本認識》〈世尊譯

詞的探討〉。

5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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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乞食者」(bhikkhaka)在通俗

話語中是同義詞，但佛教中的「比丘」有其特定條件與意義，形成「比丘」

是「乞食者」，但「乞食者」不一定都是「比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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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善思 

(1)「汝當諦聽；汝等諦聽；諦聽」，南傳作「你們要聽」(suṇātha)，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聽！」(listen)。 

(2)「善思；善思念之」，南傳作「你們要好好作意」(sādhukaṃ manasi 

karotha，逐字譯為「善的(十分的)-意-你們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仔細地注意」(attend closely)。按：「作意」(manasikaroti)為「意」與

「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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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住智 

(1)「法住(SA)；住[法](DA)」，南傳作「法安住性」(dhammaṭṭhitatā，逐字譯

為「法+住立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安定」(the stableness of 

the Dhamma, SN)，並解說此字與「法住智」的「法住」(dhammaṭṭhitati)似

乎同義。按：《顯揚真義》說，以緣、緣的生起而法住立(Paccayena hi 

paccayuppannā dhammā tiṭṭhanti, SN.12.20)，因此，緣被稱為「法安住

性」，《吉祥悅意》以「關於九出世間法(《法集》1464：四道不繫屬的、四

沙門果與涅槃)的住立自性」(navalokuttaradhammesu ṭhitasabhāvaṃ, 

DN.9)，《滿足希求》以「自性(實相)住立性」(sabhāvahitatā, AN.3.137)解

說。

(2)「知法住(SA)」，南傳作「法住智」(dhammaṭṭhitiñāṇ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

譯為「法的安定性之理解」(That knowledge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Dhamma, 

SN)。按：《顯揚真義》以「關於緣模式之智」(paccayākāre ñāṇaṃ, 

SN.12.34)，或「首先生起的毘婆舍那智」(vipassanāñāṇaṃ, taṃ paṭhamataraṃ 

uppajjati, SN.12.70)解說，注疏以「毘婆舍那智」

(vipassanāñāṇa’’nti)解說。長老說，這是「條件性法則之智，因為它是事象持

續發生的原因」，即「『以生為緣而有老死』智」等，包含過去世與未來世。

8 有為 

(1)「有為；有為法；壞有(SA.64)」，南傳作「有為(的)」(saṅkhatā)，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有條件的；為條件所支配的」(conditioned)。按：《顯揚真義》

以「以緣會合後所作的」(paccayehi samāgantvā kataṃ, SN.12.20)解說。

 (2)「無為；無為法」，南傳作「無為(的)」(asaṅkha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

為「無條件的」(the unconditioned)。按：「無條件的」顯然指「無產生來

生」的條件，亦即涅槃，《顯揚真義》以「不被做的；不造作的」(akataṃ, 

SN.43.1)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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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為處(SA/AA)；泥洹(DA/AA)；無為之處/無為之境/無為之地/泥曰

(AA)」，為「涅槃」(nibbāna)的另譯。另外，「寂滅、寂靜、清涼、無

極、無為、滅界、息跡滅度」皆為其同義詞。

9 變易法 

「變易法(SA)；變易之法(MA)」，南傳作「變易法/變易法的狀態」

(vipariṇāmadhammaṃ/vipariṇāmadham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

會改變的」(subject to change)，此處的「法」(dhamma)，不是指「正法」。 

10 滅法

(1)「滅；盡(SA/DA/AA)；滅盡(AA)」，南傳作「滅」(nirodhaṃ)，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停止」(cessation)。 

(2)「滅法(SA/MA/DA)；盡法/磨滅[法](AA)」，南傳作「滅法」

(nirodhadhamm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停止者」(subject to 

cessation)。這裡的「法」不是指「正法」。 

11 斷知智 

「斷知智；斷智」，南傳作「智」(ñāṇ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

(The knowledge)。按：《八犍度論》譯此為「斷智慧法；斷智慧；一等智」

(T.26p.836)，《發智論》譯為「遍知」(T.26p.969)，《大毘婆沙論》亦同

(T.27p.571)，《舍利弗阿毘曇論》缺(T.28p.606)。從 SA.112 與 SN.23.4 的比

對知道「斷知」南傳作「遍知」，與上引諸論合。長老說，在經典中，只有

解脫阿羅漢才適合說「遍知」(SN.22.24)，而理解「此(法住)智」也屬於[會]

破壞之智，《顯揚真義》稱之為「反觀之觀」(vipassanāpaṭivipassanā)，即

「就剛識知最初所緣消溶的洞察智行為洞察入消溶」(insight in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very act of insight knowledge that had just cogniz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rimary object, SN.12.34)。

後來《般若經》的「空空」、「空空不可得」或源於此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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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明 

(1)「無明」(avij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知」(ignorance)。 

(2)「明」(vij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真實的理解」(true knowledge)。

按：《破斥猶豫》給了些詮釋，如：道慧(maggapaññā, MN.143)、阿羅漢

道的明(arahattamaggavijjaṃ, MN.149)等。 

資料來源：

莊春江工作站

http://agama.buddhason.org/SA/SA03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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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357 經註 

《瑜伽師地論》「受智」」：

「受智」：復次、略由二種明觸生法，於其緣生一切行中，依四諦理趣

入現觀。云何為二？

一、由領納所緣為性明觸生受，二、由簡擇所緣為性明觸生慧。當知此中，於

十一支安立四諦，依此一一支諦，建立四十四事。即依明觸所生諸受，宣說如

是四十四種受事差別；即依明觸所生諸慧，宣說如是四十四種智事差別。此中

後際所作老死，唯果非因；於其前際所發無明，唯因非果；其餘有支，亦因亦

果。三時遍智有差別故，如前所說決定遍智有差別故，由法住智所攝能取智無

常性有差別故，當知建立七十七種智事差別。如是顯示歷觀諸諦－切行相，

從此無間入諦現觀，漸次修習，乃至獲得阿羅漢果。

資料來源：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中）》：「「受智」：」( Y 31p76 ) 

瑜伽師地論 第 94 卷 T30n1579_094  CBETA 漢文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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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347 經註 

《瑜伽師地論》「法住智」：

「法住智」：復次、若有苾芻具淨尸羅，住別解脫清淨律儀，增上心學

增上力故，得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增上慧學增上力故，得法

住智及涅槃智。用此二智以為依止，先由四種圓滿，遠離受學轉時，令心解

脫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成慧解脫。

此中云何名法住智？謂如有一，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於緣生行因果

分位，住異生地，便能如實以聞、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惟，能以妙慧悟入

信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是道。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

立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

又復云何名涅槃智？謂彼法爾，若於苦、集、滅、道，以其妙慧悟入信解，

是真苦、集、滅、道諦時，便於苦、集住厭逆想，於滅涅槃起寂靜想，所謂

究竟、寂靜、微妙、棄捨一切生死所依，乃至廣說。如是依止彼法住智，及

因於苦若苦因緣住厭逆想，便於涅槃，能以妙慧悟入信解為寂靜等，如是妙

智名涅槃智。」

資料來源：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中）》 ( Y 31p64~65 ) 

瑜伽師地論 第 82 卷 T30n1579_082 CBETA 漢文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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