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傳:雜阿含 926 經,別譯雜阿含 151 經 南傳:增支部

11 集 9 經 

關涉主題：實踐/真實禪與強良禪、以涅槃為所緣 

雜阿含 926 經[正聞本 13266 經/佛光本 918 經](馬相應/道品誦/如來記說)

(莊春江標點) 

如是我聞
1
： 

一時
2
，佛

3
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 

  爾時，世尊告詵陀迦旃延：

「當修真實禪
4
，莫習強良禪

5
，如：強良馬繫槽櫪上，彼馬不念我所

應作、所不應作，但念穀草。如是，丈夫於貪欲纏多所修習故，彼以貪欲心

思惟，於出離道不如實知，心常馳騁，隨貪欲纏而求正受；瞋恚、睡眠、掉

悔、疑多修習
6
故，於出離

7
道不如實知，以疑蓋心思惟以求正受

8
。 

  詵陀！若真生馬繫槽櫪上，不念水草，但作是念：『駕乘之事。』如是，

丈夫不念貪欲纏住，於出離如實知，不以貪欲纏而求正受；亦不瞋恚、睡眠、

掉悔、疑纏多住，於出離瞋恚、睡眠、掉悔、疑纏如實知，不以疑纏而求正

受。

如是，詵陀！比丘
9
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火、風、空、識、

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聞、

覺、識，非得、非求、非隨覺、非隨觀
10
而修禪，詵陀！比丘如是修禪者，

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
11
恭敬合掌

12
，稽首作禮

13
而說偈言： 

『南無
14
大士夫

15
！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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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有尊者
16
跋迦利住於佛後，執扇扇佛。 

  時，跋迦利白佛言：

「世尊！若比丘云何入禪，而不依地、水、火、風，……乃至覺、觀
17

而修禪定？云何比丘禪，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合掌恭敬，稽首作禮

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佛告跋迦利：

  「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

無所有入處
18
、非想非非想入處想

19
；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

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

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諸天主、

伊濕波羅、波闍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

之上！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禪。』」

佛說此經時，詵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20
；跋迦利比丘不起

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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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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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是我聞(SA/DA)；我聞如是(MA)；聞如是(AA)」，南傳作「我聽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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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佛陀；覺者」(bu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者」(the Enlightened 

One)。 

4 「真實禪」，南傳作「修駿馬禪」(Ājānīyajhāyi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如駿馬般作默想」(meditate like a thoroughbred)。 

5 「習強良禪」，南傳作「修未調馬禪」(khaḷuṅkajhāyitaṃ)，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如野馬般作默想」([meditate ] like a wild colt)。 

6  (1)「修習」(bhāveti，原意為「使有；使存在」，名詞 bhāvanā)，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開發；發展」(develops, 名詞 development)，或「默想的開

發；禪修」(meditative development, AN.8.36)。按：《顯揚真義》等以「使增

大(vaḍḍheti-培育)，使自己的心擴大(cittasantāne)一再生起，使生起

(abhinibbattetīti, SN.3.18/MN.2)」，《滿足希求》以「使生起，使增大」(uppādeti 

vaḍḍheti, AN.1.54)解說。 

(2)「修斷」，南傳作「修習的勤奮」(bhāvanāppadhān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

譯為「以開發而努力」(Striving by development)。 

(3)「修力(SA)」，南傳作「修習力」(bhāvanābal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

發的力量」(the power of development)。 

7  (1)「離/出離/出遠離/出要(SA)；出要(MA/DA/AA)」，南傳作(i)「出離」

(nissaraṇaṃ，另譯為「離；出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

(Emancipating)，或(ii)「出離的」(niyyānikaṃ，另譯為「出發的」)，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ng)。 

(2)「出要界/出離界(DA)」，南傳作「出離界」(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 nissaraṇiyā 

dhātuyo, nissaraṇīyāsu dhātū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逃脫的元素」

(elements of escape, AN)，Maurice Walshe 先生英譯為「為了釋放的元素」

(elements making for deliverance, DN)。按：《滿足希求》以「已離縛的、已

捨棄的」解說「出離」(nissāraṇīyāti nissaṭā visaññuttā, AN.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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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正受」，南傳作「等至」(samāpatti，名詞，另譯為「達到；定；入

定」，音譯為「三摩鉢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達成；成就」(the 

attainment)，或「進入」(entering upon)，或「獲得」(the acquisition)。按：

《顯揚真義》以「到達(進入；入定)、自性的獲得、生起之義」(samāpajjanāya 

sabhāvapaṭilābhāya, uppattiyāti attho, SN.45.1)解說。另外，「九等至」則指四

禪+四無色定+想受滅。 

(2)「對不善法等至的」(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samāpattiyā)，菩提比丘長

老英譯為「進入有害的狀態」(in the entry upon unwholesome states, SN)，或

「獲得有害的性質」(acquiring unwholesome qualitie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

譯為「從事有害的行為」(engaging in unwholesome deeds, M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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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隨憶(求憶)、隨覺、隨觀(SA)；意所思念(MA)」，南傳作「被意所隨行」

(anuvicaritaṃ manas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沈思」(mentally 

ponder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心涉及(衡量)」(ranged over by the 

mind, SN)。按：《顯揚真義》等以「被心隨行」(cittena 

anusañcaritaṃ, SN.24.2/MN.22/AN.4.23)解說。菩提比丘長老說，「所見」是「可

見色處」(the visible-form base)，「所聞」是「聲處」(the sound base)，「所覺」

是「所嗅、所嚐、所接觸的對象」(the objects of smell, taste, and touch)，「所

得、所求、被意所隨行」是第四者(所識)的詳述(elaboration)。「隨所求」

(anupariyesi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尋求」(sough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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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SA)；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諸梵眾

(GA)」，南傳作「帝釋天、梵天與生主神」(sa-indā devā sabrahmakā 

sapajāpa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陀羅、梵天、波闍波提」(Indra, Brahmā 

and pajāpati)。「波闍波提」，別譯雜阿含經另作「世界根本主」，《初期大乘

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度的大神，天主 Indra 是帝釋天，伊溼波羅 Īśvara

是自在天（梵天異名），波闍波提 Prajāpati 是生主」(p.280)。 

12 「叉手合掌(SA/DA/AA)；叉手(MA/DA/AA)；叉十(AA)」，南傳作「合掌」

(pañjalikova, añjaliṃ paṇāmetvā，另譯為「合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表

示敬意地；謙恭地」(respectfully)。 

13 「稽首禮足；稽首佛足；稽首禮；稽首作禮；頭面禮足；禮足；接足禮；

頂禮佛足；頂禮；頭面作禮；頭面禮世尊足；禮世尊足」，南傳作(i)「身體

伏在地上之禮」(nipaccakāraṃ，逐字譯為「倒禮(五體投地)+行為」或「跪拜

+行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敬；敬意」(honour)。(ii)「以頭落在世

尊的腳上」(bhagavato pādesu sirasā nipati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他

的頭拜倒在幸福者的腳上」(prostrated himself with his head at the Blessed 

One's feet)。(iii)「以頭禮拜世尊的足」(bhagavato pāde sirasā vandati)，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頭在幸福者的腳上表示敬意」(pays homage with his head 

at the Blessed One's feet)。按：梵語作「五體投地」

(pañca-maṇḍala-namaskāreṇa van-date)。 

14 「南無」，南傳作「禮敬」(Na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敬；臣服

禮」(Ho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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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士夫(SA)；丈夫之乘(GA)」，南傳作「賢駿人」(bhadro purisājānīyo)，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秀高尚的人」(excellent thoroughbred person)。 

(2)「賢人(MA.183)」，南傳作「賢面」(bhadramuk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我親愛的」(my dear,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親愛的」(my dear)，

或「親愛的」(dear ones)，或「先生」(sir)。 

16 「尊者」(āyasmā, āyasmant，另譯為「具壽」)，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

敬的」(Venerabl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愛語、這是敬語(piyavacanametaṃ 

garuvacanametaṃ, SN.12.60)，《破斥猶豫》等說，這是愛語

(piyavacanametaṃ, MN.3/DN.23/AN.2.16)。 

17  (1)「有覺、有觀；與覺、觀俱(DA)」，南傳作「有尋、有伺」(savitakkaṃ 

savicār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心思與查驗陪同」(is accompanied by 
thought and examination)。 

(2)「無覺、無觀；捨覺、觀(DA)」，南傳作「無尋、無伺」(Avitakkomhi avicāro)，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心思與查驗」(Without thought and examination)，

按：《顯揚真義》說，以尋伺為雜染而無尋無伺(kilesavitakkavicārehi 

avitakkāvicāro, SN.47.10)，長老說，這似乎意味著他到達第二禪。 

18 「無所有入處(SA)；不用處(GA)；無所有處(MA/AA)；不用處/不用定/無

想入(DA)；無有處/不用處(AA)」，南傳作「無所有處」(ākiñcañña āyatana, 

ākiñcaññāyata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的基礎」(the base of noth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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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非想非非想入處(SA)；非有想非無想處/無想/無想處(MA)；非有想非無

想處(DA)；有想無想處(DA/MA/AA)；尼維先天(AA)」，南傳作「非想非非想

處」(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既非認知也非非認

知的基礎」(the bas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按：入此定

時已無「粗想」，所以稱「非想」，但還有「微細想」，而此「微細想」已沒

有想的功能，所以稱「非非想」，一如水面上的油花，雖還是油，但沒有油

的一般功能一樣，《清淨道論》以鉢塗油的譬喻(Pattamakkhanatelappabhutīhi 

ca upamāhi, 10.287)解說。 

20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SA)；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MA/DA)；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AA)」，南傳作「遠塵、離垢之法眼」(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正法，無塵、無瑕的眼光」

(the dust-free, stainless vision of the Dhamma)。由南傳的經文來看，漢譯「法

眼淨」的「淨」，是「遠塵、離垢」的同義詞。「法眼淨」的具體內容，SN.35.74

等均作「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AA.38.7 的「諸可習法盡是滅法」與之相當。

「法眼淨」在經文中都用於證初果者。

資料來源:  

莊春江工作站  http://agama.buddhason.org/SA/index.htm

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雜阿含 926 經[正聞本 13266 經/佛光本 918 經](馬相

應/道品誦/如來記說)(莊春江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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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傳:雜阿含
 
926 經,別譯雜阿含

 
151 經 南傳:增支部

11 集 
9 經 

關涉主題：實踐/真實禪與強良禪、以涅槃為所緣 

別譯雜阿含 151 經(莊春江標點) 

如是我聞
1
： 

一時
2
，佛

3
在那提迦國盆寔迦精舍。 

爾時，世尊告大迦旃延：

「定意莫亂，當如善乘調攝諸根，勿同惡馬
4

諸根馳散，猶如惡馬繫之

槽上，唯念水草，餘無所知，若不得食，斷絕羇靽。亦如：有人多與欲結相

應，以貪欲故，多有嫌恨之心，多起欲覺；以有欲覺，生諸惱害，種種惡覺

由斯而生，以是事故，不知出要
5
，終不能識欲之體相；若復有人躭好睡眠，

以常眠故，多起亂想，種種煩惱從之生長，以是義故，不知出要對治之法；

若復有人多生掉悔，以其常生掉悔心故，於諸法相不能分明，當知：掉悔為

散亂因，以是因緣，不知出要對治之法；若復有人多生疑心，以疑心故，於

諸法中猶豫不了，以斯義故，不知出要對治之法。

 如：善乘馬繫之櫪上，其心都不思於水草，不絕羇靽。譬如：有人心無

欲結，但有淨想，以不染著是欲想故，亦復不生掉悔、疑等、睡眠之蓋，以

其不生五蓋
6

之心因緣力故，便知出要對治之法。比丘如是不依於彼地、水、

火、風；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禪法；不依此世、不依他世；亦復不依日月

星辰；不依見聞、不依識識、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識境界亦不依止覺知，

獲得無所依止禪。若有比丘不依如是諸地禪法得深定故，釋提桓因
7
、三十

三天、及諸梵眾皆悉合掌恭敬尊重，歸依
8

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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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今者，不知當依何法則而得禪定。』」

爾時，尊者薄迦梨在佛後立，以扇扇佛，即白佛言：

「世尊！云何比丘修諸禪定，不依四大
9

及四無色，……乃至不依覺觀

之想，若如是者，諸比丘等云何而得如是禪定，釋提桓因及諸大眾合掌恭敬，

尊重讚嘆得斯定者，而作是言：『此善男子
10

，丈夫中上，依止何事，而修

諸禪？』」

佛告薄迦梨：

 「若有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偽，都不見有真實地想；水、火、

風種；及四無色；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

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亦復如是，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以假號

11
，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今薄迦梨！應當如是知，習於坐禪法，觀察無所有。

天主憍尸迦
12

，及三十三天，世界根本主，大梵天王等。 

合掌恭敬禮，稽首人中尊，咸皆稱斯言：南無善丈夫。

 我等不知汝，依憑何法則，而得是深定，諸人所不了。」

說斯法時，大迦旃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不受

後生，盡諸有結
13

。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賢乘、三及四，鞭影并調乘，有過、八種惡， 迦旃延

離垢，十事悉皆竟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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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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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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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覺者」(bu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者」(the Enlightened 

One)。 

4  (1)「調馬(SA)；不調之馬(GA)；惡馬(GA/MA)」，南傳作「未調馬」

(assakhaḷuṅk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野生小馬」(wild colts)。 

(2)「良馬(SA/MA)；馬良善調順/善乘馬(GA)」，南傳作(i)「更好之馬」

(assaparasse，逐字譯為「馬+其它+超越」)，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版

(assasadasse)英譯為「好馬」(good horses)。(ii)「賢駿馬」(bhadrā assājānīyā)，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秀高尚的馬」(excellent thoroughbred horses)。 

5  (1)「離/出離/出遠離/出要(SA)；出要(MA/DA/AA)」，南傳作(i)「出離」

(nissaraṇaṃ，另譯為「離；出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

(Emancipating)，或(ii)「出離的」(niyyānikaṃ，另譯為「出發的」)，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ng)。 

(2)「出要界/出離界(DA)」，南傳作「出離界」(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 nissaraṇiyā 

dhātuyo, nissaraṇīyāsu dhātū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逃脫的元素」

(elements of escape, AN)，Maurice Walshe 先生英譯為「為了釋放的元素」

(elements making for deliverance, DN)。按：《滿足希求》以「已離縛的、已

捨棄的」解說「出離」(nissāraṇīyāti nissaṭā visaññuttā, AN.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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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蓋」(pañca nīvara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個障礙」(the five 

hindrances)。 

7 「天帝釋；帝釋；釋提桓因(SA/DA/AA)；天王釋(SA/MA)」，南傳作「天帝

釋」(sakko devānamindo，音譯為「釋提桓因陀羅」，義譯為「釋-諸天之王」，

有時簡為「因陀羅-in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神的統治者，Sakka」(Sakka, 

ruler of gods 或 Sakka, lord of the devas)。按：天帝釋名字為「拘翼；俱尸迦；憍尸

迦」(kosiya，意譯為「梟；貓頭鷹」)，別名「千眼、帝釋、舍脂夫、須闍之

夫、襪瑟哇、摩伽婆(婆娑婆、娑婆婆)、釋脂之夫摩佉婆」，參看SA.1106。 

8 「歸依/自歸(SA/MA)；歸依(GA/DA)；歸命(MA/DA)；自歸命/自歸(AA)」，

南傳作「歸依」(saraṇaṃ gacch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前往依靠」(I 

go for refuge to)。 

9  (1)「四大」即「四大之種；四大種」，「大」為「大種」(mahābhūta)的簡

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元素」(great elements)。按：依 MA.30，四大

指地(堅)水(潤)火(熱)風(動)。《大毘婆沙論》說，問：云何大義？云何種義？

答：能減能增能損能益，體有起盡是為種義；體相形量遍諸方域，成大事業

是為大義。

(2)「四大造色(SA)；四大造/四大造為色(MA)；四大所造色(AA)」，南傳作「四

大之所造色」(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ṃ upādāya rūp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

譯為「出自四大元素的色」(the form derived from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按：「所造」(upādāya)，另譯為「執取後；取著的」。 

10 「善男子；族姓子；族姓男」，南傳作「善男子」(kulaputtassa, kolaputti，

另譯為「良家子、族姓子、族姓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族人」(clansmen)。

按：通常這是指來自大姓人家之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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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俗數法」就是「假號法」，兩者均以「緣起法」解說。《大寶積經》說：

「法界者不可顯示，但名但俗；但是俗數；但有言說；但假施設，應如是觀。」

依此，「俗數」即「俗名」即「假施設」(paññatti, prajñapti)，也就是「世俗

的安立；世俗的名義」。《光讚般若》〈行空品第三〉說：「所號菩薩，所謂佛

者，亦假號耳。」異譯本《放光般若》〈假號品第三〉作：「菩薩者但字耳，

佛亦字耳。」相當的《大般若經》〈第二分觀照品第三〉則作：「此但有名

謂為菩薩，此但有名謂之為空，……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分別於法，而起分

別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從這三個譯本

的比對，「假號」即「但字」即「但有名謂」，也就是「假立客名」，意

思同「假施設」、「世俗的名義」、「俗數」。本經可能是「『緣起』即

『假』即『空』」說的濫觴。

12 「天帝釋；帝釋；釋提桓因(SA/DA/AA)；天王釋(SA/MA)」，南傳作「天

帝釋」(sakko devānamindo，音譯為「釋提桓因陀羅」，義譯為「釋-諸天之

王」，有時簡為「因陀羅-in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神的統治者，Sakka」

(Sakka, ruler of gods 或 Sakka, lord of the devas)。按：天帝釋名字為「拘翼；

俱尸迦；憍尸迦」(kosiya，意譯為「梟；貓頭鷹」)，別名「千眼、帝釋、

舍脂夫、須闍之夫、襪瑟哇、摩伽婆(婆娑婆、娑婆婆)、釋脂之夫摩佉婆」，

參看 SA.1106。 

13 「盡諸有結(SA/GA/DA)；斷除有結(SA)；有結已解/有結盡(MA)；盡諸有

結使(DA)；盡生死原本(AA)」，南傳作「有之結已被滅盡」

(parikkhīṇabhavasaṃyoj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拘束被完全破壞」

(utterly destroyed the fetters of existence)。按：「有」(bhava)，就是愛、取、

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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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為「攝頌」(uddānaṃ)，《瑜伽師地論》譯作「嗢拕南」，這是以前面或

後面(如中阿含)十經的經名或經文關鍵詞依序串集，等同目錄功能，有助於

「持經者」的背誦。十經是體例，少於十經者應有所脫落，多於十經者應有

後來的增入。以 SA.7 為例，「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後面的「無

常及苦、空、非我、正思惟，無知等四種，及於色喜樂。」即為前面十經的

「攝頌」，印順法師即依此在其《雜阿含經論會編》中重編經號。

資料來源:  

莊春江工作站  http://agama.buddhason.org/SA/index.htm

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  別譯雜阿含 151 經 (莊春江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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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傳:雜阿含 926 經,別譯雜阿含 151 經 南傳:增支部

11 集 9 經 

關涉主題：實踐/真實禪與強良禪、以涅槃為所緣 

增支部 11 集 9 經/詵陀經(莊春江譯) 

有一次
1
，世尊

2
住在親戚村

3
的磚屋中。 

那時，尊者
4
詵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

5
，接著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後，世尊對尊者詵陀這麼說：

「詵陀！修駿馬禪
6
，不要修未調馬禪

7
！ 

而，怎樣是未調馬禪？詵陀！被綁在馬槽的未調馬思慮 
8
：『牧草！牧

草！』那是什麼原因呢？詵陀！因為被綁在馬槽的未調馬不這麼想：『今天馴

馬師將對我作什麼懲罰？我應該作什麼對策？』被綁在馬槽的牠思慮：『牧

草！牧草！』同樣的，詵陀！這類未調人走到林野 
9
，或走到樹下，或走到

空屋，住於心被欲貪所纏縛、被欲貪所制伏，對已生起的欲貪不如實了知出

離。他內在作像這樣的欲貪，而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離開

後思慮
10
；住於心被惡意所纏縛、……住於心被惛沈睡眠所纏縛、……住於心

被掉舉後悔所纏縛、……住於心被疑所纏縛、被疑所制伏，對已生起的疑不

如實了知出離。他內在作像這樣的疑，而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

那裡離開後思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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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止地修禪；依止水修禪；依止火修禪；依止風修禪；依止虛空無邊

處修禪；依止識無邊處修禪；依止無所有處修禪；依止非想非非想處修禪；

依止此世修禪；依止他世修禪；這裡，凡依止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

得、所求、被意所隨行
11
而修禪，詵陀！這樣是未調人的禪。 

  而，詵陀！怎樣是駿馬禪？詵陀！被綁在馬槽的賢駿馬不思念：『牧草！

牧草！』那是什麼原因呢？詵陀！因為被綁在馬槽的賢駿馬這麼想：『今天

馴馬師將對我作什麼懲罰？我應該作什麼對策？』被綁在馬槽的牠不思念：

『牧草！牧草！』詵陀！賢駿馬視這樣挨鞭子為如負債、如縛刑、如沒收、

如歹運
12
。同樣的，詵陀！賢駿人

13
走到林野，或走到樹下，或走到空屋，

住於心不被欲貪所纏縛、不被欲貪所制伏，對已生起的欲貪如實了知出離；

住於心不被惡意所纏縛、……住於心不被惛沈睡眠所纏縛、……住於心不被掉

舉後悔所纏縛、……住於心不被疑所纏縛、不被疑所制伏，對已生起的疑如

實了知出離。

  他不依止地修禪，不依止水修禪，不依止火修禪，不依止風修禪，不依

止虛空無邊處修禪，不依止識無邊處修禪，不依止無所有處修禪，不依止非

想非非想處修禪，不依止此世修禪，不依止他世修禪，這裡，凡不依止所見、

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而修禪，即使那樣，他修禪

14
。而，詵陀！賢駿人這樣修禪，帝釋天、梵天與生主神

15
，必遠遠地禮敬： 

  『禮敬那賢駿人！禮敬那最勝人！

   我們不自證，你依止什麼修禪。』」

  當這麼說時，尊者詵陀對世尊這麼說：

「但，大德
16
！禪修的賢駿人怎樣不依止地修禪，不依止水修禪，不依

止火修禪，不依止風修禪，不依止虛空無邊處修禪，不依止識無邊處修禪，

不依止無所有處修禪，不依止非想非非想處修禪，不依止此世修禪，不依止

他世修禪，這裡，凡不依止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

增支部11集9經/詵陀經  P.14-19
莊春江工作站 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 P.15

15



隨行而修禪，即使那樣，他修禪呢？又，大德！賢駿人怎樣修禪，帝釋天、

梵天與生主神，必遠遠地禮敬：

  『禮敬你，賢駿人！禮敬你，最勝人！

   我們不自證，你依止什麼修禪。』呢？」

  「詵陀！這裡，對賢駿人來說，關於地，地想消失了；關於水，水想消

失了；關於火，火想消失了；關於風，風想消失了；關於虛空無邊處，虛空

無邊處想消失了；關於識無邊處，識無邊處想消失了；關於無所有處，無所

有處想消失了；關於非想非非想處，非想非非想處想消失了；關於此世，此

世想消失了；關於他世，他世想消失了；這裡，凡關於所見、所聞、所覺、

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之想，也在那裡消失了。

詵陀！禪修的賢駿人這樣不依止地修禪，……（中略）這裡，凡不依止

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修禪，即使那樣，他修

禪。

  而，詵陀！賢駿人這樣修禪，帝釋天、梵天與生主神，必遠遠地禮敬： 

  『禮敬那賢駿人！禮敬那最勝人！

   我們不自證，你依止什麼修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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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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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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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陀村(DA)」，南傳作「親戚村」(ñātike, ñātika)，地名。按：「那陀」顯

為「親戚」的音譯，《顯揚真義》說，依一個池塘有兩兄弟兒子的兩個村落，

其中一個村落[名為親戚村](ekaṃ taḷākaṃ nissāya dvinnaṃ 

cūḷapitimahāpitiputtānaṃ dve gāmā, tesu ekasmiṃ gāmake, SN.55.8)。 

4 「尊者」(āyasmā, āyasmant，另譯為「具壽」)，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

敬的」(Venerabl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愛語、這是敬語(piyavacanametaṃ 

garuvacanametaṃ, SN.12.60)，《破斥猶豫》等說，這是愛語

(piyavacanametaṃ, MN.3/DN.23/AN.2.16)。 

5 「問訊」，南傳作「問訊，接著……」(abhivādetvā，連續體，原形 abhivādeti，

另譯為「敬禮；禮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表示敬意；行屬臣的

禮儀」(pay homage to)。 

6 「真實禪」，南傳作「修駿馬禪」(Ājānīyajhāyi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如駿馬般作默想」(meditate like a thoroughbred)。 

7 「習強良禪」，南傳作「修未調馬禪」(khaḷuṅkajhāyitaṃ)，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如野馬般作默想」([meditate ] like a wild colt)。 

增支部11集9經/詵陀經  P.14-19
莊春江工作站 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 P.17

17

http://agama.buddhason.org/book/bb/bb21.htm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php?keyword=55.8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php?keyword=12.60
http://agama.buddhason.org/MN/dm.php?keyword=3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m.php?keyword=23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php?keyword=2.16


8 「思慮」(jhāyati，另譯為「靜慮；修禪；禪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他默想」(He meditates)。按：「思慮」(jhāyati)與「修禪(默想)」(jhāyati)

在這裡形成對稱的雙關語，《滿足希求》這裡以「思慮」(cinteti)解說，今準

此譯。

9 「阿練若/阿蘭若(SA/AA)；無事處(GA)；無事/無事處(MA)」，南傳作「林

野」(arañña，另音譯為「阿蘭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山林；林野」

(forest)。按：經律中有時也將住林野者簡稱為「阿練若；阿蘭若」。 

10 「彼學禪，伺、增伺、數數伺/伺、增伺而重伺(MA)」，南傳作「思慮、

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離開後思慮」(jhāyanti pajjhāyanti nijjhāyanti 

apajjhāyan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默想、預-默想、出-默想、錯誤-

默想」(they meditate, premeditate, outmeditate, and mismeditate, MN)，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他默想、思惟、沈思、深思」(he meditates, cogitates, ponders, 

and ruminates, AN.11.9)，並解說，這些在 jhāyati 加上字首 pa, ni, ava/apa 的

動詞是「修禪」(jhāyati)的同義詞，難適當地譯成英文，其含有「輕視與嘲

諷」的意思。《正法光明》分別以「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離

開後思慮」(cinteti, bhusaṃ cinteti, anekavidhena cinteti, tato apagantvā 

cinteti, Ni.7.53)解說，今準此譯。 

11  「隨憶(求憶)、隨覺、隨觀(SA)；意所思念(MA)」，南傳作「被意所隨行」

(anuvicaritaṃ manas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沈思」(mentally 

ponder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心涉及(衡量)」(ranged over by the 

mind, SN)。按：《顯揚真義》等以「被心隨行」(cittena 

anusañcaritaṃ, SN.24.2/MN.22/AN.4.23)解說。菩提比丘長老說，「所見」是「可

見色處」(the visible-form base)，「所聞」是「聲處」(the sound base)，「所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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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嗅、所嚐、所接觸的對象」(the objects of smell, taste, and touch)，「所

得、所求、被意所隨行」是第四者(所識)的詳述(elaboration)。「隨所求」

(anupariyesit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尋求」(sought after)。 

12 「歹運」(kali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損失」(a loss)。 

13  (1)「士夫(SA)；丈夫之乘(GA)」，南傳作「賢駿人」(bhadro purisājānīyo)，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秀高尚的人」(excellent thoroughbred person)。 

(2)「賢人(MA.183)」，南傳作「賢面」(bhadramuk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我親愛的」(my dear,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親愛的」(my dear)，

或「親愛的」(dear ones)，或「先生」(sir)。 

14 「即使那樣，他修禪」(jhāyati ca p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且他還

默想」(and yet he meditates)。按：《滿足希求》說，「不依止地修禪」是以

沒有等至樂的欲求(samāpattisukhanikantiyā)修禪，「即使那樣，他修禪」是

以涅槃為所緣證果的修禪(nibbānārammaṇāya phalasamāpattiyā jhāyati)。 

15 「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SA)；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諸梵眾(GA)」，

南傳作「帝釋天、梵天與生主神」(sa-indā devā sabrahmakā sapajāpatikā)，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陀羅、梵天、波闍波提」(Indra, Brahmā and 

pajāpati)。「波闍波提」，別譯雜阿含經另作「世界根本主」，《初期大乘佛教

之起源與開展》：「印度的大神，天主 Indra 是帝釋天，伊溼波羅 Īśvara 是自

在天（梵天異名），波闍波提 Prajāpati 是生主」(p.280)。 

16 「大德！」(bhante，呼格)，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值得尊敬的尊長」

(venerable sir)。按：這是對戒臘較高者的稱呼。 

資料來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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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０1；《雜阿含．926 經》卷 33(大正 2，235c27-236b11)  

【經義】：

本經敘說佛陀告訴詵陀迦旃延，良馬不念水草，但念駕乘之事；比丘亦應不念

貪欲纏等，能調伏諸想而修禪。 

《別譯雜阿含經》卷 8（151 經），大正 2，430c10-431b1；《增支部》～A. 11. 10. 

Sandha 詵陀，《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4。 另參考《初

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8～285；《性空學探源》p.81～82；《佛法概論》

p.243～244；《佛法是救世之光》p.15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2 

爾時、世尊告詵陀 3迦旃延：「當修真實禪，4莫習強良 5禪。6 

◎如強良馬，繫槽櫪上，彼馬不念我所應作、7所不應作，但念穀草。如是丈

1〔會編（下）p.619 原註 16〕：「『增支部』「十一集」一０經。『別譯』一五一經。」 
2《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那梨聚落深谷精舍(Nātike Giñjakāvasathe)(巴)，別譯雜阿含

作「那提迦國瓮寔迦精舍」。
3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詵陀(Sandha)(巴)，比丘名。 
4 《中觀今論》(p.78 )：「……約三世因果的流動，說無自性。《阿含經》有這種說法，所以《攝論》

以為這是共小乘的。「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這是約遍計無自性講，於一切法執自相、共相、

我相、法相等，都是依名計義，依義計名而假名施設的，不是自相有的；離此遍計的非自相有，

即大乘的空無自性說，這是唯識學者自命為不共小乘的地方。然細究這「執取相不有」，《阿含經》

也多說到「不可取，不可得」。「如執取不有」，聲聞學者確乎也是可以達到的。

《雜阿含》（九二六經）說：迦旃延入真實──勝義禪時，不取一切相而入禪。

別譯又說：「但以假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真實義品〉引此以為離言法性的教證，焉能說聲聞法無此？由此可知，認識上不執取種種相的

空，也是共小乘的」
5「強良」同「強梁」。 

強梁： 5.謂剛愎自用。6.強橫凶暴。（《漢語大詞典（四）》p.131） 
6 《別譯雜阿含經》卷 8：「定意莫亂，當如善乘，調攝諸根，勿同惡馬諸根馳散。」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4：「do you muse with the musing of the trained 

thoroughbred. Muse not with the musing of the unbroken colt.」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當修真實禪，莫習強良禪」，巴利本作 Ājānīya jjhāyitaṃ 

jhāyatha, mā khaluvka-jjhāyitaṃ(當修良馬之禪，莫修未調馬之禪)。 
7 所應作：念駕乘之事。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6：「I wonder what task will the trainer set me today？

What return can I make to him？」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5，Note.2：「For this idea cf. G..S. II p.118」（為《增

支部》～A. 4. 113. Patoda 鞭；同〈馬相應〉第 6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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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於貪欲纏多所修習故，彼以貪欲心，思惟，於出離道不如實知，心常馳

騁，隨貪欲纏而求正受。瞋恚、睡眠、掉悔、疑多修習故，於出離道不如實

知，以疑蓋心思惟以求正受。

◎詵陀！若真生馬，繫槽櫪上，不念水草，但作是念駕乘之事。如是丈夫，不

念貪欲纏住；於出離如實知，不以貪欲纏而求正受；亦不瞋恚、睡眠、掉悔、

疑纏多住；於出離瞋恚、睡眠、掉悔、疑纏如實知，不以疑纏而求正受。

如是詵陀！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火、風、空、識、無所有、

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聞、覺、識，非

得、非求、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8詵陀！比丘如是修禪者，諸天主伊濕波

羅、9波闍波提，10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

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11  

8 《別譯雜阿含經》卷 8：「如是不依於彼地水火風，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禪法。不依此世、不依他

世，亦復不依日月星辰，不依見聞、不依識識、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識境界，亦不依止覺知，獲

得無所依止禪。…不依如是諸地禪法」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6：「He muses not dependent on earth, water, fire, air, 
and the rest. . . whatever is seen, heard, sensed, cognized, attained, sought after, thought out by 
mind-dependent on all that he muses not, and yet he does muse. 」 

9 伊濕波羅：（梵：Īśvara；巴：Issara）自在天主。 
10 波闍波提（Pajāpati.）：創造神。 
11 （1）《瑜伽師地論》卷 36〈4 真實義品〉(大正 30，489b7-c2)： 

又佛世尊，為彼散他迦多衍那作如是說：

「散他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不依於水、不依於火、不依於風、不依空處、不依識處、

不依無所有處、不依非想非非想處、不依此世他世、不依日月光輪、不依見聞覺知、不依

所求所得、不依意隨尋伺、不依一切而修靜慮。云何修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

廣說乃至不依一切而修靜慮？

散他苾芻！或有於地除遣地想，或有於水除遣水想，廣說乃至或於一切除一切想，如是修

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廣說乃至不依一切而修靜慮。如是修習靜慮苾芻，為因

陀羅（indra）、為伊舍那（īśāna）、為諸世主（prajāpati）并諸天眾，遙為作禮而讚頌曰：『敬

禮吉祥士，敬禮士中尊，我今不知汝依何修靜慮。』」

云何此經顯如是義？謂於一切地等想事，諸地等名施設假立，名地等想。即此諸想，於彼所

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損減。若於彼事起能增益，有體自性執，名增益想；起能損減

唯事勝義執，名「損減想」；

彼於此想，能正除遣、能斷、能捨，故名「除遣」。

如是等類無量聖言，名為至教。由此如來最勝至教，應知諸法離言自性。

（2）《瑜伽師地論》卷 73 (大正 30，703a2-5)： 
問：世尊依何密意說「由彼故於一切處遣一切想，帝釋天等亦不能知彼依何處而起靜慮」？

答：都不依於無自性性，說如是言。

（3）《瑜伽論記》卷 19(大正 42，758a29-b9)：第十二經『遣一切想』者，亦依真如說故，不依三

無性性說。詳此論上下說無性性者，唯依橫計性性，不依依他及圓成二性。故《淨名經》云：

「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法是依他圓成真俗二諦，病是遍計橫執諸法。」是故彼經意還同此論。

此人如是作真如觀無不能知，故上論云：諸天得他心智尋彼比丘所入之定竟不能知。故說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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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有尊者跋迦利，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跋迦利白佛言：「世尊！

若比丘云何入禪，而不依地、水、火、風，乃至覺、觀而修禪定？云何比丘禪，

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合掌恭敬，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

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

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

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

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12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諸天主

伊濕波羅、波闍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

之上！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禪。」

佛說此經時，詵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跋迦利比丘，不

起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已，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賢乘、三及四，鞭影并調乘，有過、八種惡，迦旃延離垢，

十事悉皆竟）13。 

云：『南無最勝士，南無士中尊。今我不知汝，依何修靜慮。』
12 《佛法概論》(p.243-244 )：「從離相證覺說，如取著善行，以為有善行可行，有我能行，即成為如

實覺的障礙，大乘稱之為「順道法愛」。釋尊所以常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佛常說地水火風等觀門，如「於地有地想，地即是神（我），地是神所，神是地所。彼計地即是

神已，便不知地。……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彼計一切即是

神已，便不知一切」（中含‧想經）。

所以佛為跋迦利說「真實禪」──勝義空觀說：「於地想能伏地想，于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

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

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雜含卷

三三‧九二六經）。這是都無所住的勝義空觀，迦旃延修這樣的禪觀，由于佛的教化──緣起假有

性空的中道而來（雜含卷一二‧三０一經），這是慧證法性的不二門」
13 〔會編（下）p.619 原註 17〕：「攝頌見『別譯』卷八（大正二‧四三一中）。頌說「十事」，但經文

缺一「調乘」。」

《雜阿含．926經》  P.20-23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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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印順導師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589-606 頁，四二〈聚落主相應〉 

《雜阿含．907-916 經》 

圓融法師編 雜阿含經講義-褔嚴  2 0 0 8 / 5 / 2 1 

講義的編輯方式：

【1】經文及經號、標點、校刊依印順法師編《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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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義」、漢巴對照，摘錄自福嚴佛學院編《雜阿含經論會編講義》

（2005.9～2006.6）。 

《雜阿含．926經》  P.20-23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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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之面面觀

《佛法概論》，p. 11： 

《成佛之道》，p. 174： 
八正道就是三學，如：正見，正思惟─────慧學

正語，正業，正命───戒學

正念，正定──────定學

正精進──────遍通三學

《成佛之道》，p.229： 
正見───────────聞慧位

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思慧位────戒增上學

修慧位 定增上學

正勤、正念、正定 慧增上學

得 解 脫

親近善士、多聞正法

如理作意

法隨法行

見道

修道、無學道現證慧位 

※南北傳經論五種說法之比較：1 

經論名 正見 正思惟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中含•法樂比丘尼經》 慧 慧 戒 戒 戒 慧 定 定

《中部•有明小經》 慧 慧 戒 戒 戒 定 定 定

《大毘婆沙論》 慧 慧 戒 戒 戒 慧 定 定

《大智度論》 慧 慧 戒 戒 戒 定 定 定

《瑜伽師地論》 慧 慧 戒 戒 戒 慧 定 定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 慧 慧 戒 戒 戒 戒定慧 定 定

1 南北傳經論之比較：《中阿含經》卷 58《法樂比丘尼經》（大正 1，788c10-12）；《中部》《有明小經》

（漢譯南傳10，p.21）；DN, II, p.23、p.36；《大智度論》卷 19（大正25，203a23-24）；卷 
87（大正25，669a8-9）；《大毘婆沙論》卷 59（大正 27，306b27-28）；《瑜伽師地論》卷 29（大
正 30，445a8-12）。 

中道

正志

正見

正語

正業

正勤

正命

正定

正念

真諦

解脫

《雜阿含．926經》
印順導師對「不依一切」的解釋 P.24-26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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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對《雜阿含》（926 經）「不依一切」的解釋  

《雜阿含》卷 33（926 經）（大正 2，236a-b）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9-p.281) 

「如是丈夫，不念貪欲纏，住於出離，如實知，不
以貪欲纏而求正受。亦不（念）瞋恚、睡眠、掉
悔、疑纏，……不以疑纏而求正受」。

經中先說明，要離貪欲等五蓋，不可以五蓋來

求正受（三昧）。修禪要先離五蓋，是佛法中修

禪的一般定律。

「如是詵陀！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
依水、火、風、空、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
而修禪；

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非）月，

非見、聞、覺、識，

非得、非求，

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

詵陀！比丘如是修禪者，諸天主、伊溼波羅、波闍
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
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次說修禪者應不依一切而修禪；如不依一切而

修，那就印度的大神，天主(Indra)是帝釋天，伊

溼波羅Ī śvara是自在天（梵天異名），波闍波提

(Prajāpati)是生主，都不能知道「依何而禪定」。

原來一般的禪定，必有所依緣的禪境，所以有他

心通的諸天，能知禪者的心境。現在一無所依，

這就不是諸天世俗心境所能知道了。

經中所說不依的一切，也就是一般的禪法。地、水、

火、風，依此四大而修的，如地、水、火、風── 四

種遍處；如觀身四大的不淨，如「持息念」的依風而

修。空、識，也是遍處。空（無邊處）、識（無邊

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是四無色定。

此世、他世、日、月：一般世俗禪定，或依此世

界，或依其他世界，或依日輪，或依月輪而修。這

都是有依有想的世俗定，與《楞伽經》所說的「愚
夫所行禪」：「譬如日月形，缽頭摩深險（蓮華

海），如虛空火燼，修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外
道道通禪」相合。〔卷 2，大正 16，492a-b〕 

見、聞、覺、識（知），是六根識。在禪法中，

有依根識的直觀而修的。

得與求，是有所求、有所得，甚深禪是無求無

得而修的。

隨覺、隨觀，覺觀即新譯的尋、伺。依世俗定說，

二禪以上，沒有尋、伺。約三界虛妄說，三界都是

尋、伺所行。

這所說的一切，都不依止，離一切想的深禪，

與大乘所說，般若現證時能所雙忘，沒有所緣緣

影像相，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
風……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
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

接著，佛為跋迦利（Bhakalī《增支部》作詵陀）說

明：不依一切而修，是於一切想而伏（「除遣」）

一切想。依一切法離一切想，就是無所依的深禪。

《雜阿含．926經》
印順導師對「不依一切」的解釋 P.24-26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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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87-p.188)：

一、辨別思慧與修慧之同異處 

在三有漏慧的修行過程中，思慧與修慧，同樣對於諸法起著分別抉擇，祇是

前者（雖也曾習定）未與定心相應，後者與定心相應。

思惟，又譯為作意，本是觀想的別名，因為修定未成，不與定心相應，還是一

種散心觀，所以稱為思慧。

如定心成熟，能夠在定中，觀察抉擇諸法實相，即成修慧。

二、世俗及勝義的所緣皆能成就「心一境性」 

心能安住一境──無論〔1〕世俗現象，或〔2〕勝義諦理，是為止相； 
止相現前，對於諸法境界，心地雖極明了，但並非觀慧，而是止與定應有的心

境。

三、由「心一境性」為基礎，透過世俗或勝義的所緣起修「如實觀」 

止修成就，進一步〔1〕在世俗事相上，觀因果、觀緣起、乃至觀佛相好莊嚴；

或〔2〕在勝義諦中，觀法無我，本來寂滅。 
這不但心地極其寂靜明了，而且能夠於明寂的心境中，如實觀察、抉擇，體會

得諸法實相。

從靜止中起觀照，即是修觀的成就。

這是佛為彌勒菩薩等開示止觀時，所定的界說。

四、緣世俗相可得定，進一步須觀共相得有漏慧，繼而才能引發無漏慧 

單是緣世俗相，獲得定心成就，並不能趣向證悟；必須觀察一切法無我畢竟

空寂，才可從有漏修慧引發無漏的現證慧。

修慧雖不能直接取證，但卻是到達證悟的必經階段。

五、「依智不依識」對修慧階段的重要性 

四依裡的依智不依識，就是修慧的指導標準。

〔1〕識是有漏有取的，以我我所為本的妄想分別，若依此而進修，不但不

得證悟解脫，而且障礙了證悟解脫之路。

〔2〕智則相反地，具有戡破我執，遣除邪見的功能，無自性無分別的慧

觀，能夠降伏自心煩惱，引發現證智慧。」

印順導師對 雜926 經「不依一切」的解釋 P.01-3  Coloured 

資料來源：印順導師 《佛法概論》

第十八章 戒定慧的考察 「補充講義」

開仁法師編 慧日佛學班．第 8 期課程講義  (2010/5/14 )

《雜阿含．926經》
印順導師對「不依一切」的解釋 P.24-26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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