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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王常蒞
中華佛學研究所

提要
佛教的修行離不開戒、定、慧三學。所謂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對「法」
（dhamma）的實踐，最終達到離苦得樂的目的。在修行止、觀法門當中，「入
出息念」（ānāpānasati）是其中一種非常普遍的禪修法門，在佛陀時代它是大部
份僧侶每天必修的功課，世尊更是經常以此而住。即便是今天，它也是許多佛教徒
常用的修行法門。「入出息念」以呼吸為所緣，修止而後作觀，整個修習過程含攝
了十六個步驟。在早期的巴利和漢譯佛典文獻，都保存了一組以「入出息念」為
主題的經群，分別為《相應部．入出息相應》（Ānāpāna-saṃyutta, Saṃyuttanikāya）共二十經，以及《雜阿含經》（Saṃyuktāgama）第0經至經，本研
究把這兩份文獻統稱為〈入出息念相應〉（Ānāpānasati-saṃyutta）。二者雖然是
相對應的經群，但所記載的內容似乎略有不同。本研究嘗試回到巴利與漢譯文本理
解入出息念的記載，從中檢視這兩群文獻的同異之處。

關鍵詞：. 安那般那念

*

. 安般念

. 數息法

. 入出息

. 禪修

承蒙三位編審委員提供諸多寶貴和有用的意見，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本文乃節錄自筆
者的碩士論文（請見拙著：王常蒞，00）之第五章，並重新整理成現有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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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相應部》的引文格式：
S :，表示 Saṃyutta-nikāya，第相應，第經。
S V ，表示 Saṃyutta-nikāya，第五冊，第頁。
（前一項引文格式指某一經文，後者則著重於相關內容的確切頁碼，行文中視
情況而使用何種格式。）
.《增支部》的引文格式：
A viii ，表示 Aṅguttara-nikāya，第八集，第經。
A I 0 ，表示 Aṅguttara-nikāya，第一冊，第0頁。
（同上，行文中視情況而使用何種格式。）
.符號「§」表示巴利本經文內原有的分節。如§，即巴利經文中的第三節。
.本論文研究用的巴利基礎文獻──S ──由Pali Text Society刊行。
.本論文採用的漢譯本《雜．0-》是以《大正藏》（簡稱T）為底本。見
於《大正藏》而未直接參考的版本有：《聖》本，指正倉院聖語藏本《天平寫
經》；《宋》指《資福藏》；《元》指《普寧藏》；《明》指《嘉興藏》。本
論文在轉載引用時，藉由「《》T」標明資料來源，表示出自《大正藏》的校
勘記。
.《大正藏》的引文依冊、經號、頁、欄及行排序，如 T..0 c-0 a，
表示《大正藏》第二冊，號經，0頁下欄，第行，至0頁上欄，第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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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佛教的禪修法門當中，有一種稱為「入出息念」（ānāpānasati）
行法門，其教導含攝完整的十六個步驟。





的修

但是這個以戒（sīla）為基礎，修止

（samatha）而後作觀（vipassanā）的修行法門，經常被許多人誤解為只是修定
（samādhi）的「數息法」。就文本的記載，在巴利與漢譯的佛典文獻皆保存了這
個教法的完整內容，即巴利本《相應部．入出息相應》
經．安那般那念相應》





與相對應的漢譯《雜阿含

之經群，二者皆源自不一樣的部派所傳承，



其記載似

乎略有不同。此乃引發個人嘗試回到巴、漢文獻理解文本對「入出息念」的記載之
動機，以窺探這兩群文獻的同異之處。












以下先陳述二傳本整體經群架構，行文中

對於 ānāpānasati(āna-apāna-sati) 的意譯，在佛典文獻、辭典等工具書和諸多學
者的立場來看，並無一致的譯詞。其中 ānāpāna 在漢譯文獻常作音譯（即「安那般
那」），不諳巴利語的讀者從字面上肯定無法理解其意；故筆者選擇意譯，分別把
āna 和 apāna 譯為「入息」和「出息」，把 sati 譯為「念」。如此，亦能明確區分
「巴利〈入出息相應〉」與「漢譯〈安那般那念相應〉」這兩群文獻。行文中若用「入
出息念」，並不區分巴、漢文獻脈絡下的特殊涵意，所指的乃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故
此，為了含括這兩群巴、漢文獻，一律統稱為「〈入出息念相應〉」，雖然 PTS 刊
行的《相應部》在有關相應之題目——Ānāpāna-saṃyuttam——並無「sati」（念）
乙詞；從巴利文獻來看，以 ānāpānasati 作為經題是存在的，如 M ，即稱為
Ānāpānasati Sutta。另，有關 ānāpānasati（āna-apāna-sati）意譯之探討，請見王
常蒞（00:-）。
入出息念禪修法門劃分為四個主要的修習層次，分別為「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
念住」，而每個層次又都有四個修習步驟，故合計十六個步驟。
即 S :-0（S V -）。
即《雜．0-》（T..0 c-0 a）。
《相應部》是上座部（Sthaviravādin）中的銅鍱部（或稱錫蘭島部，Tāmraśātīya）
所傳，《雜阿漢經》卻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所傳。參 Éttenne Lamotte
（:-）及印順法師（:-, -0）。
就筆者所閱讀的資料，目前還未看到以整個〈入出息念相應〉作為專題研究的論文。
但是，就「入出息念」這個主題而言，倒是可以看到一些與筆者的探討較有關係的前
人研究。如松田慎也的〈初期佛教 における 呼吸法 の 展開──出入息念 について 〉
（）和〈修行道地經の說出入息念について〉（）；周柔含的〈安那般那
念──十六勝行「身行」之探討〉（00）；惠敏法師的《「聲聞地」における所緣
の研究》（）特設一節探討入出息念修行法門的所緣。至於專書，如 Ñanamoli
Thera 的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Buddhadasa Bhikkhu（）的
Mindfulness with breathing: Unveiling the Secrets of Life；玉城康四郎的《入出息
念定の根本問題》（）；以及 Choong Mun-keat（000）的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Early Buddh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Sūtrāṅga 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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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涉及個別經文的內在結構，



··

以檢視經文之間的相互關係。其次，逐經比對二

群文獻的內容。

二、二傳本的經群架構和內容
S 的整體經群以「入出息念十六個修習步驟」為最核心的內容，其記載或
詳（如 S :）、或略（如 S :）、或隱含其中（S :）。由此開展出「隨
觀身受心法（S :0,§-§）、七覺支（S :,§-§）、明與解脫
（S :,§）」的修習內容。這兩個部份構成整個相應的主幹，呈現入出息
念豐富的教導。在經中，世尊以種種因緣如自我設問；



弟子所問；



或者藉

由某事件如罽賓那大德的身心安定（S :）、為對治不淨觀引起厭惡色身（S
:）、金毘羅大德沉默不語（S :0）、示現如來住（S :）等而教說入
出息念。有時候得知弟子並未以直接、有效的方法修入出息念，而教導確切和易
行的方法。

10

除此，S 的內容有一個很明顯的傾向，即記載此修行法門的種

種功德在經群中佔了不少篇幅。

11

筆者將透過附錄一的輔助，進一步說明 S 

經群架構和經文之間的相互關係。
S 的每一經都有一個經題，漢譯經文並無。經文的結集是很後期的事情，因
此經題應該是相當晚才被確定下來的。有了經題，後人就更為容易在龐大的經藏中
區別各種教法。就 S 而言，其經題分別以「教法」（0經）、





10
11

12

12

「主要人物的

of the Pāli Saṃyutta-Nikāya and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簡要的比對〈入出
息念相應〉的巴、漢文獻。綜觀以上研究，全面性專門研究入出息念的學術論文或專書
還非常欠缺，有些單篇論文雖然以入出息念為主題，但所研究的議題太廣，更多的研究
並未全面對讀巴、漢文獻。據筆者所知，目前還未有人對整個〈入出息念相應〉做整體
性的巴、漢研究，此乃本文所涉及的核心範圍。
「架構」和「結構」的意義很接近，前者帶有「構築、建造」的涵意，所指似乎是外在
的整體構造；後者似乎較強調內在各成分的搭配、排列或布局，形成一個完整的組織。
故此，當筆者談到「經群的整體構造」時，將用「架構」，即「經群架構」；而談到
「單一經文的內在組織」時，將用「結構」，即「經文結構」，特此略做區別和說明。
如 S :-和 S :等。
如 S :0, -。
如 S :。
這些內容除了表示此修行法門的殊勝之外，或許對聽聞和受持此修行法門的佛弟子而
言，必然生起大信心而精進用功。並且，S :還指出世尊還是一位未等正覺的菩薩
時，就經常以這個修行法門來生活。
: Ekadhammo〈一法〉；: Bojjhango〈覺支〉；: Suddhakaṃ〈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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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或一般稱謂」（經）、

13

「地名」（經）

14

和「譬喻」（經）

15

來命

名。除了「教法」一項，經名的作用比較傾向於方便與另一經作區別和易於記憶，
它不必然和經文所表達的法義有直接的關係。
其次，PTS 和 CSCD 的本子都將整體經文分為兩品（vagga），就前後各十經
的內容來看，品的區分似乎並沒有透露任何特殊旨趣，可能是礙於經數的關係而作
此劃分，最初的本子是否如此仍不可知。相當漢譯經群無此劃分，故難於對此現象
作進一步比對說明。
從 S :-0的經群架構來看，經文的先後順序和其內容的陳述亦無明顯的邏
輯關係。特別是 S :-0，各自似乎都能獨立成一經，與前後經文看不出有何關
係。另外，S : & 之間插入 S :的「七覺支和入出息念俱修」似乎與前後經
文並不連貫，實際上有關「七覺支」的完整內容直到 S :才出現。故此，或許
可以說：有關經文的安排和內容的呈現，並不表示教法循序漸進的開展。倒是在個
別經文較能看到教法的次第教導，S :是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交代了從「一
法」

16

到「解脫」的完整過程。若說這一組經群在編輯上有何特色，可能就是切

合 saṃyutta（相應）之名，把相同主題──入出息念──的經文共同組合在一起。
雖然如此，若更進一步檢視部份經文

17

的相互關係，又隱約透露出編輯者的

痕跡。如附錄一所示，框在一起的經文表示內容相同、相似，或著彼此有密切的連
帶關係；除此，其他經文較為獨立。S : & 可歸納為同一組，二經內容可說幾
乎一樣，前者屬於整體相應的第一經，交代了此修行法門的十六個定型句。S :
以「哪一法」作設問（what），得知「入出息念」，故 S :直接以「入出息念」
探詢其修習步驟（how）。二經內容的表達方式和其先後次序，彰顯著編輯者的刻
意安排。緊接 S : & 的前節，似乎是從 S :的相同經文「複製」而來，
內文所省略的語詞只有微細差異，隨後分別列出修習此法門的兩種和七種功德。

13

14
15
16
17

: Phalā 〈果（一）〉；: Phalā 〈果（二）〉；: Kaṅkheyyaṃ〈困
惑〉；: Saṃyojanaṃ〈繫縛〉；: Anusayaṃ〈隨眠〉；: Addhānaṃ
〈行路〉；:0 Asavakkhaya〈漏盡〉。
: Ariṭṭho〈阿梨陀〉；: Kappino〈罽賓那〉；:0 Kimbila〈金毘羅〉；
: Ānanda 〈阿難（一）〉；: Ānanda 〈阿難（二）〉；: Bhikkhū
〈比丘（一）〉；: Bhikkhū 〈比丘（二）〉。
: Vesālī〈毘舍離〉；: Icchānaṅgalaṃ〈一奢能伽羅〉。
: Dīpo〈燈〉。
即「入出息念」。
這個部份佔了整體經文的0%，即附錄一中被框起來的經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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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同樣敘述有學比丘和阿羅漢的差別，但二者皆修入出息念，其中後
者§至§ 的內容，又與前一經的前節相同。另外，S :-的內容幾乎一
樣，微細差異在於 S : &  前四節的發問者分別是阿難和眾比丘，對象都是世
尊。至於 S : &  的內容
19

為阿難和眾比丘。

18

主要是世尊的設問和回答，差別在於被問者分別

故此，S : &  的經文結構和其內容，似乎是從 S :

& 「複製」而來。最後一組經群的結構更為明顯，即 S :- 所省略的內容只
要按照 S :0 的結構，並且把關鍵詞稍做替代，就能建構出經文的原貌。
該如何解釋這些現象？Bhikkhu Bodhi（000:-0,-0）的相關探
討正好可以回應這個問題。他把《相應部》的經文特質大略分為兩類，即「平行結
20

構」（template parallelism）和「場合差異」（auditor-setting variation）。

前者透過一個相同的標準格式或結構（就像模板／mould）應用在不一樣的內容
上；

21

有別。

後者的經文內容相同（或幾乎一樣），只是說法的對象、主要人物或情境
22

這或許表示了早期佛教口耳相傳的傳統，深刻影響著後來經文的編輯和

它所反映的特色。最初的教導與弘傳憑藉記憶學習和口誦（rote learning and oral
recitation），

23

為後來聖典的結集扮演關鍵作用，透過文字記載自然就保留了口

誦經文的特色。表現在經文中的，就是各種已經格式化的結構或公式，
18

19

20

21
22
23

24

24

此相應

這兩經在第三節的回答中多出了一段話而有別於其餘二經，即：「尊師！我們的教法
是以世尊為根本、以世尊為教導、以世尊為所依。尊者！請世尊為我們開示這個教
說的意義。聽聞世尊（的開示）之後，比丘們將守持。」（Bhagavaṃmūlakā no,
bhante, dhammā bhagavaṃnettikā bhagavaṃpaṭisaraṇā sādhu vata, bhante,
bhagavantaṃyeva paṭibhātu etassa bhāsitassa attho. Bhagavato sutvā bhikkhū
dhāressantīti.）
即：（）阿難詢問，世尊回答；（）世尊主動向阿難教說；（）眾比丘詢問，世尊
回答；（）世尊主動向眾比丘教說。這樣的順序開展似乎是刻意編輯的，因為同樣的
情況也可以在別處看到，Bhikkhu Bodhi（000:0）亦指出這個現象。
實際上還有一個分類與「場合差異」的結構不太一樣，它包括了一組經文使用不一樣的
措辭，以排列的方式環繞在一個簡單的概念。參 Bhikkhu Bodhi（000:0）。
如 S : & 和 S :-0。
如 S :-
最早的發現是出現在山齊（Sāñci）和巴胡特（Bhārhūt）的碑文。山齊的碑文有
sutātikinī（女持經者）和 dhamakaṭhika（持法者）的語詞；而在巴胡特的碑文也
有 peṭakino（持藏者），pa(ṁ)chanekāyika（持五部尼柯耶者），bhāṇaka（持誦
者），sutātika，sutātikinī，vinayadhara（持律者）等文字。請見 Paul J. Grifﬁths
（:）。
按其結構的不同，學者對其做出各種分類和稱呼，如：Mark Allon（:）提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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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典型的公式（stereotyped formula）就是入出息念的十六個步驟。
《雜．0-》作為 S  的漢譯相當經群，二者大部份的經文都能相互對
應。整體而言，

25

除了較為獨立的經文之外，

26

部份經文的編排和其內容的確表

現了經文之間的密切關係。《雜．0》的結構極為簡單，正文是世尊勸勉比丘修
習入出息念和列舉種種功德。下一經（《雜．0》）以此內容為基礎，開展出詳
細的修習步驟。這兩經的形成或許也可能是：一、《雜．0&0》是各自獨立的
經文，世尊依不同的對象或情境宣說教法；二、《雜．0》節錄自《雜．0》。
若是前者，二經相同的部份或許說明了持誦經文的傳統已相當普遍和成熟，以致呈
現相對穩定的句型，但後者亦有可能發生。其實無論何種情況，從這兩經的序位
和內容來看，都傾向於表示編輯者做了特殊的考量。類似的情況亦反映在《雜．
0&0》的經文結構及其內容，其中《雜．0》談到「學住」非「如來住」
時，還特別引述了《雜．0》的完整內容，進一步說明修習此法門能成就「無學
現法樂住」。故此，二經的順序編排和其結構及內容有直接和必然關係。
《雜．0-》如同巴利相當經，皆歸屬於「場合差異」的經文結構，
二者的核心內容相同（從「一法」到「明與解脫」），只是人物有別。然而，
《雜．》記載的是四念處詳細的內容，似乎把它編輯在《雜．0》之前較
為合理。

27

此現象或許說明了整體架構並非都扣緊教法的開展，而形成井然有

序的經群。另，一般漢譯經文的三重結構——即「序分」、「正宗分」和「流通
28

分」

——都相當明顯，《雜．0-》的結構基本上符合這個原則。

三、二傳本逐經比較
巴利本《相》和漢譯本《雜》雖然源自上座部系，但畢竟分屬不一樣的部
派所傳承。故此，繼上一節外在和結構性的探討，這一節著重於 S 和《雜．

25
26

27

28

formula, "clichés", stock expression, stock phrase, stereotyped phrase；Bhikkhu
Bodhi（000:）的 stock definition, stereotyped formula, pericope 和 Yit Kintung（00:-）使用三種劃分，即 formula, ﬁxed-sentence, set phrase。
見附錄二。
意指其內容和結構與前、後經文無特殊關係，特別是《雜》0、0、0、0、
-經。
這樣的編排出現在巴利相當經：S :0（四念處）→S :-（一法＞四念處＞七
覺支＞明與解脫）。
應用現代語言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序言」、「正文」和「結論」。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

0-》逐經的內容比較。以下是二群文獻的比對表：

表1：《雜．801-815》和 S 54:1-20之經文比對
《雜》
0
0
0
0
0
0
0
0
0
0
；





《大藏經索引．第一
冊：阿含部》頁13
○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雜》之校勘注
○
○
同左
S :-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S :0；梵 Kimbila S :0
(Pischel)
S :
○
○
○

備註
與 A v - 的內容相似
〔No.T.0()〕
S : (S V -)＝《雜．》

同於《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T.0）

注：○＝無對應的相當經
 經名分別為 Sutadhara sutta（持聞經）、Kathā sutta（論說經）和 Āraññaka sutta（阿
蘭若經），確切的出處請見 A III 0-。
 此乃《雜》的失譯經，《大正藏》在校勘欄（T.0.，校勘注）對其標示為：~S :
Ekadhamma［No. (0-0)］；其內容相當精簡，與 S :和《雜．0》的記載很不
一樣。
 筆者發現，這兩經的結構和內容幾乎一樣。
 對於此梵語本，赤沼智善（:,）標示為：梵.Kimbila 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XXXIX. -0）。

表中第一欄為漢譯經群的相關經號；第二、三欄為巴利相當經，二者的記載略有
不同，一併列上以備參考。「備註」欄為筆者額外的補充資料。就上表而言，除
了《雜》0、0和以及 S :-0無相當經之外，S 的經都能對應於
共經的漢譯相當經，下文將進行巴、漢文本比對。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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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雜．801》
《雜．0》無巴利相當經，但是卻和 A v -的內容很相似，這四經都提到
有「五法」對入出息念的修習有所助益。有關經文對「五法」的記載不完全一致，
如下表所示，其中()至()乃相關內容出現在經文的順序：

表2：《雜．801》和 A v 96-98之內容比對
《雜．801》
()住於淨戒
()少欲、少
事、少務
()飲食知量
()初夜、後
夜，不著睡
眠，精勤思惟

A v 96-98
A v 97
()少事、少務、（生活） 同左

同左

容易維持的、滿足於生命
資具
()少食、不貪食
同左
()少怠惰的，處於警寤 同左
-

同左
同左
-

A v 96

()空閑林中， 離諸憒鬧
()多聞

()他審察已解脫的心

-

A v 98

修習次第
戒學
戒學

戒學
戒學
定學

定學
()他是林住
者，坐臥於邊地
信學

()獲得有關苦
修、有益於心的
開展之談論
同左
同左

定學、慧學

 ()appattha: concerned with few or small affairs, involving little exertion, having
little to do, having few need（DOP, p.b）;少惱，煩（《增補》，頁
b）；()appakicca; ()subhara: easily supported, frugal（PED a）; ()susantosa
jīvitaparikkhāra。
「不貪食」（anodarikatta），亦指「食知量」，見 DOP, p.a。
 appamiddha: little slothful , i.e. diligent, alert（PED, p.a）; āgariyā anuyutta；譯詞
「處於警寤」，即「征服睡眠」（niddātikkamoti）之意，見 Ap, p.0。
 原文為：bahussuto hoti sutadharo sutasannicayo, ye te dhammā ādikalyāṇā
majjhekalyāṇā pariyosānakalyāṇā sātthaṃ sabyañjanaṃ kevalaparipuṇṇaṃ
parisuddhaṃ brahmacariyaṃ abhivadanti, tathārūpāssa dhammā bahussutā honti
dhātā vacasā paricitā manasānupekkhitā diṭṭhiyā suppaṭividdhā。另，楊郁文的《阿含
要略》（）依修道的七個次第彙編而成，其中把「多聞」納入「增上信學」。
有十種談論：少欲、知足、遠離、不眾會、精勤、戒、定、慧、解脫和解脫知見。見 A III
。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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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thāvimuttaṃ cittaṃ paccavekkhati。E. M. Hare （:）譯作：he reﬂects on the
mind as freed；Bhikkhu Thanissaro 譯作：He reﬂects on the mind as it is released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canon/sutta/anguttara/an0-0.html#t-，00//0。

漢譯經文的第二和第三項，與巴利經文的前兩項相當；而巴利三經的內容幾乎一樣，
只有第四項有別。在整部《雜》，唯《雜．0》連續使用「少欲、少事、少務」三
個詞彙，實際上「少欲」在《雜》經常與「知足」連用；

29

而「少事」和「少務」

意義相同。修行者若能「少欲」，近而「少事」，就能維持簡單的生活，把更多的時
間與體力投入禪修。故此，漢譯本的「少欲、少事、少務」雖然與巴利本的四個項
目略有不同，但意義相近。另，巴利本的前三項，可歸納為比丘在日常生活中的戒
學，與漢譯本「住於淨戒」屬於相同的教導。而《雜．0》的「空閑林中，離諸憒
鬧」，意義相當於 A v 的第四項，皆強調寧靜的場所對禪修者的重要，此內容雖然
30

沒出現在 A v  & ，但是在其他經文卻特別提到「禪那以聲音為刺」
以聲音為刺」

31

和「初禪

的教導；《清淨道論》亦言「不離棄女人、男人、象、馬等聲音干

擾的村落，就不容易修習（禪那），因為聲音是禪那的障礙」。

32

可見，吵雜的村

落容易障礙禪修。至於「多聞」，更是修學任何法門的必備條件。
這四經較特別之處，乃是巴利經群的最後一項，即「他省察已解脫的心」。註釋
書對此如是說：「就像解脫的心，已捨斷過失和獲取功德，省察它們
獲取更進一步的功德而精進。」
29

30
31

32

33
34

35

34

33

A v 是以正、負兩面說明有五法

之後，為了
35

導致「有

如：T.. b-;  a;  c; 0 b-;  b; 0 b-;  c-等等。
其中，從《雜．0 & 0》和其巴利相當經（S II 0 & S I ）得知，「少欲」
和「知足」的巴利語分別為 appiccha 和 santuṭṭha。
A x ,§: saddakaṇṭakā kho pana jhānā vutta Bhagavatā.
A x ,§: Pathamassa jhānassa saddo kaṇtako; 漢譯相當經——《中．．無刺
經》（T..0 b- a）——也有相同的內容。
Vism., p.: itthi-purisa-hatthi-assādisaddasamākulaṃ gāmantaṃ apariccajitvā
na sukaraṃ bhāvetuṃ, saddakaṇtakattā jhānassa.
「它們」，指前述：已捨斷的過失和獲取的功德。
筆者透過 A v , § 的 yathāvimuttaṃ cittaṃ na paccavekkhati之註釋理解而
來，即：yathā yaṃ cittaṃ vimuttaṃ, ye ca dosā pahīnā, guṇā ca paṭiladdhā, te
paccavekkhitvā upariguṇapatilābhāya vāyāmaṃ na karotīti attho。見 Mp III
。（某位編審委員對此提出「解脫的心為何要獲取更進一步的功德」之疑惑。礙於
筆者的能力，或許有關譯文仍有不少可改善的地方；就正文所做的敘述而言，可以得知
有關引文乃指「預流向乃至阿羅漢向的『七有學聖者』」的修學狀況。對此，筆者期望
往後可撰文進一步探究此課題。）
即：喜於造作、喜於言說、喜於睡眠、喜於眾會、不審察解脫的心（kammārām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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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比丘」是否退失（parihāni）現有的成就，其中一法就是 A v -所列的最後
一項。從 A v 和 A v -之文脈，以及有關註釋書的解釋來看，似乎可確定
後三經所指稱的對象同樣是預流向乃至阿羅漢向的「七有學聖者」；

36

因為「有

學」，還未漏盡，故此他們仍須用功精進以證得更圓滿的成就。另外，Bhikkhu
Thanissaro對此句經文有此說明：「入定時，心從諸蓋解脫；進入更深的定時，
心從較低的禪支解脫；當他證得『覺悟』（Awakening），心從諸漏解脫。」

37

這是從修定過程中去除五蓋、檢查五禪支，直到漏盡解脫的一般原則，只是《雜．
0》無此記載。Bhikkhu Thanissaro 的說明乃符合 A v -提到比丘修習此五
法能證得「不動搖」（akuppa）的成就，此處的「不動搖」註釋書解作「阿羅漢
性」。

38

可見這巴利三經的最後一項涉及「定、慧」之學的範圍。

39

就各個項目

的次第來看，此處的巴、漢四經呈現出「戒學」是「定學」的基礎；「聞思」（歸
40

入「信學」）貫穿在「定學」之前、中、後的位置；「慧學」在後。

整體而言，這四經的各個項目雖然略有不同，但不相互矛盾，各經所列舉的
「五法」並非修習入出息念所獨有，此乃修習止觀的重要條件。其次，此處的「五
法」較屬於概說，非指僅此「五法」就能成就入出息念的究竟功德。

（二）《雜．802》
《雜．0》無巴利相當經，全經極為精簡，核心內容為：修習入出息念

36

37

38
39
40

bhassārāmatā, niddārāmatā, saṅgaṇikārāmatā, yathāvimuttaṃ cittaṃ na
paccavekkhati），或反之。見 A III 。
Mp III ：Iti imasmiṃ sutte sattannaṃ sekhānaṃ upariguṇehi parihānikāraṇañca vuddhi-kāraṇañca kathitaṃ. Yañca nāma sekhassa parihānakāraṇaṃ, taṃ puthujjanassa hotīti.
When the mind is released from hindrances as it enters concentration, when it is
released from the factors of lower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as it enters higher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and when it is released from the fetters on reaching Awakening.
見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canon/sutta/anguttara/an0-0.html#t-，
00//0。
Mp III : arahatta；另參 E. M. Hare（:,n.）。
筆者對原文稍作修正，感謝某位編審委員的提醒。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乃是聖典所呈現的佛教修證次第，在「戒」之前就
是「信（學）」，更為嚴密和詳盡的道次第請參 D 和四個漢譯本《沙門果經》，即
《長．》（T..0a）、《增壹．．》（T..a）、義淨譯《根有律破僧
事》（T.0.0a）和曇無蘭譯《寂志果經》（T..0c）。道次第的相關研究
和論述請參 Yit Kin-tung（00）和觀淨法師（00:-,0-）。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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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就「身止息及心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除了《雜．
0》，

41

筆者未在其他巴、漢文獻發現相同句型。它似乎是由數個術語組合而

成，非定型句。按照此修行法門，《雜》0和 0經的「身心止息」應放在「止
息諸行（saṅkhārā）」的脈絡來理解。透過入出息念降伏粗重的煩惱，身心自然
處於「寧靜、安詳」的狀態，

42

43

對此，

44

這是經

這個過程必然離不開捨斷五蓋的干擾。

經文如是描寫：捨斷五蓋後，生歡悅＞喜＞身止息＞覺樂＞心得三昧，

中常用來表達得定過程的句型。可見要能「身心止息」，必先捨斷五蓋，而後修得
三昧。此身心變化亦出現在修習四念處

45

和七覺支

46

的脈絡，另外巴、漢〈入出

息念相應〉也一再出現此修行法門與四念處、七覺支和明與解脫的漸進關係。若再
結合「未滅五蓋，於四念處不能精勤，於七覺意不能勤修」

47

之理解，就能看出

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除此，「寂滅、純一、明分想」可歸入同一個範圍，皆指無
學聖者究竟圓滿的修習功德。對於入出息念和明分想的關係，《瑜伽師地論》卷
曰：
毘 舍那品諸隨煩惱所染污時，發生種種尋伺、妄想，謂欲尋伺等，不正尋
伺，及無明分尋伺所起諸欲想等種種妄想。由正修習入出息念，令尋伺等悉
皆靜息；為欲對治彼無明分諸妄想故，純修明分想，令速得圓滿。48
入出息念能對治尋伺，成就「明」的種種想則對治導致「無明」的諸妄想。同樣
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提到所謂的「六順明分想」，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此經同時還列出入出息念的十六個步驟。
正如《瑜伽師地論》卷所言：「由正修習入出息念，身心輕安，能令惛沈、下劣俱
行身心麁重，皆悉遠離。」見 T0.. a-。
《雜．0》曰：「遠離五蓋煩惱於心──令慧（「慧」，《明》T作「恚」）力羸，
為障礙分，不趣涅槃。念於內息，繫念善學；念於外息，繫念善學。」見 T..0
a-。
D I ,,0,0: Tassime pañca nīvaraṇe pahīne attani samanupassato
pāmojjaṃ jāyati, pamuditassa pīti jāyati, pītimanassa kāyo passambhati,
passaddhakāyo sukhaṃ vedeti, sukhino cittaṃ samādhiyati.
S V -。
《雜．》：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生歡喜心→歡喜覺分＞身心止息→猗息
覺分＞得三摩提→定覺分＞謂一其心，貪憂滅息，內身行捨→捨覺分（T.. c
- a）；其中，「得三摩提」在《雜．0》作「身心樂已，得三昧」（T..0
b）。另，七覺支本身亦是「漸次而起，修習滿足」，見 T.. b & c-。
T.. b-。
T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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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即無常想、苦想、無我想、厭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和死想，

49

「明」即三明。對此，論中說：「由前六想，令此三明未生者生，已生者增長、
廣大故，名順明分想。」

50

特別須注意的是，從《雜》和經得知，包括

此六種想的其餘十四種想以及入出息念，都必須與七覺支俱修才能成就大果、大
51

福利。可見，七覺支在修習止觀的過程中，扮演關鍵作用。

（三）S 54:1和《雜．803》
S :所言的「大果、大功德」無具體內容，其漢譯相當經則作「得身心止
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修習滿足」，二者意義是否等同？若檢視這
兩組巴利經群的相關內容，

52

其中《雜．0》曰：「如斷覺想，如是不動搖，得

大果、大福利；如是得甘露、究竟甘露；得二果、四果、七果」，就經中最後一句
「一一經亦如上說」而言，此處共有七經，故此印順法師（:）把它標示為
《雜．0-0》。換言之，「斷覺想、不動搖、得甘露、究竟甘露、二果、四
果、七果」可以按照《雜．0》的結構，建構成七篇獨立的經文。此經並無巴利
相當經，筆者並不十分確定經文中的「不動搖」所指何意，它可能是指「阿羅漢」
的成就，因為 A v -提到比丘修習此五法能證得「不動搖」（akuppa），即
「阿羅漢性」。
大厭離；樂住

54

53

另外，S :用了五個語詞──二果之一；大利益；大安穩；
──陳述入出息念與七覺支俱修的大果、大功德。如此看來，巴

利本的「大果、大功德」或漢譯的「大果、大福利」，意義似乎可廣可狹。廣義而
言，就指四沙門果的成就。狹義而言，有兩種可能：被喻作「不動搖」的漏盡阿羅
漢，或者是阿那含果和阿羅漢皆包括在內。
49

「厭食想」在《雜．0》作「觀食想」；而「死想」（巴利語作 maraṇāsaññā，見
S :）在《雜．》或許就是所謂的「盡想」。

50

T.. c- a。

51

52
53
54

《雜》和經可對應的巴利相當經應該就是 S :-（大正藏校勘欄只標示 S
:和 S :-），但二者所列的項目稍有不同：《雜．》所列的「患想、濃
潰想、食不盡想、血想、分離想、空想」乃巴利經群無，而有關巴利經群所列的「蟲
聚想、四無量心」沒出現在《雜．》。即便如此，並不影響這兩群文獻傳達「七覺
支」殊勝功德的重要教導。
見附錄三。
Mp III :arahatta；另參 E. M. Hare（:,n.）。
巴利語作：mahapphala-mahānisaṃsā, dvinnam phalānam aññataram
phalam pāṭikaṅkhaṃ, mahato attha, mahato yogakkhema, mahato saṃvega,
phāsuvih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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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此相應，「大果、大功德」大多出現在「入出息念十六個步驟」的
脈絡之下，然而 S :則提到「與入出息念俱修七覺支」可得大利益。
覺支」的特質就是「依離、

56

55

「七

依離欲、依滅，向於最捨」，這是通往漏盡解脫

的關鍵；這與入出息念的最後一個步驟──隨觀捨棄（paṭinissaggānupassī）─
─有密切關係。禪修者以「觀」遍捨（pariccāga）或者捨斷諸蘊和諸行的煩惱
（kilesa），證道而躍入（pakkhandana）涅槃。

57

相關內容特別表現在《雜．

0-》和 S :-的經文當中。
另，《雜．0》在敘述入出息念十六步驟之前，加入了一段比丘「入村乞
食」的記載，巴利相當經（S :）無此記載。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雜．0》，
其巴利相當經（S :）並無世尊和罽賓那禪思以及修習此法門之前「入城乞食」
的一連串描述，除此亦無比丘稽首禮佛足等描寫。有關描述呈現了僧侶的生活作息
和佛教禮儀，這些相當普遍的敘述在早期文獻其實有不少記載，

58

只是此處的巴

利經文正好沒有記載。「遠離五蓋」沒出現在 S :的情況亦同。
就 S :和《雜．0》的內容來看，其核心教導其實是入出息念的十六個步
驟，它以十六個定型句來表示。若進一步檢視有關句型，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59

看出漢譯經文之間的問題以及巴、漢二傳本的差異：

I.此十六個定型句的主要動詞在巴利本皆一致，即前兩句為「了知」
（pajānāti），後十四句為「學」（sikkhati）；然而有些漢譯經文的
用詞卻與巴利本有別，如《雜》0、0和經的所有動詞皆用「善
學」或「學」；《雜．0》較特別，此經的所有動詞皆用「如實知」。
II.《雜．0》句四的「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出息），於一切身行息入
息（出息）善學」，若對照巴利句型，皆無「覺知一切」和「一切」之
詞。需注意的是，同樣句型在《雜．0》和《雜．》卻無「覺知一
切」和「一切」的語詞，此處句子的表達與巴利本很相似（除了動詞的
使用）。
55
56
57
58
59

《雜．》亦同。
在漢譯文獻，有時候譯作「依遠離」（T.. a）。
參 Spk,p.。
如：S :0,§; S :,§; S :,§-; S :,§; S :0,§等等。
在巴、漢文獻之外，筆者曾經結合 Arthaviniścaya Sūtra 和 Śrāvak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瑜伽師地論．聲聞地》）之梵語佛典文獻進行有關句型的比對，詳見王常
蒞（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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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 漢 譯 入 出 息 念 的 第 三 至 第 十 二 的 句 子 中 出 現 的 「 覺 知 . . . . . . 」
（paṭisaṃvedin）之句型，特別是《雜．0》和《雜．0》的部份句
型與巴利經文的表達不同，如下表帶網底部份：

表3：「覺知......」在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的句型
修習
步驟

S :

《雜．0》

3

覺知全息身...... 覺知一切身......

4
5
6
7
8
9
10
11
12

止息身行......
覺知喜行......
覺知樂受......
覺知心行......
止息心行......
覺知心......
令心喜悅......
令心入定......
令心解脫......

覺知一切身行息......
覺知喜
覺知樂
覺知心行
覺知心行息......
覺知心
覺知心悅
覺知心定
覺知心解脫......

《雜．0》

《雜．0》

《雜．》

一切身覺......

一切身行 覺
知......

○

身行休息......
○
○
○
○
○
○
○
○

身行休息......
喜覺知
樂覺知
心行覺知
心行息覺知......
心覺知
心悅
心定
心解脫覺知......

身行止息......
覺知喜
○
覺知意行......
○
覺知心
欣悅心
定心
解脫心......

注：○＝經文省略
此處的「一切身行」應作「一切身」，實無「行」一字；「一切身」和「身行」是兩個不同
的概念。
句中的「一切」是贅詞，可能是受到句三的影響而誤譯，應作「覺知身行息」。

IV.「譯詞」的不統一：
（a）《雜．0》句四的「覺知一切身行 息 入息，於一切身行 息 入息善
學；覺知一切身行 息 出息，於一切身行 息 出息善學。」句中標楷體的
「息」，《雜．0》和《雜．0》譯作「休息」，《雜．》卻譯
作「止息」。實際上此處的「息」、「休息」或「止息」皆指相同的概
念，即巴利語的 passambhayaṃ（見 S :，§），筆者習慣譯為
「止息」。
（b）《雜．0》句八的「心行」（cittasaṅkhāra），在《雜．》譯作
「意行」。
（c）《雜．0》句十三至十六中的「觀察」，在《雜．0》作「觀」。
V.「句型」的不統一：
（a）如句三在《雜．0》和《雜．》皆作「覺知喜......」，在《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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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卻作「喜覺知......」，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句五至句九。另，
《雜．0》自句三開始，句中的「念」和「念學」與其他漢譯經文的
句型表達並不相同。
（b）句十六的省略句呈現多種表達方式：
《雜．0》：乃至於滅出息觀察善學。
《雜．0》：乃至息滅觀察善學。
《雜．0》：乃至如滅出息念而學。
《雜．》：乃至觀滅出息時，如滅出息學。
《雜．》：乃至觀滅出息，如觀滅出息學。
VI.最後四項所觀的「法」，二傳本的「用詞」和「順序」有別：
●巴利本：隨觀無常＞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捨棄
60

●漢譯本：觀察無常＞觀察斷

＞觀察離欲＞觀察滅

Choong Mun-keat（000:-）曾做過相關比對，並認為巴漢所列的十六
個步驟幾乎相同，只有最後四個句型有別，但其研究並沒有做更多的說明。就筆
者所列舉的上述六點，可見二傳本的句型實際上存在著不少差異。這些字面上和
句型上的差異，是否傳達著經文本身不一樣的教導？還是純粹譯者個人的翻譯風
格？就此種種困惑，巴、漢入出息念十六步驟的句型還有許多值得釐清的空間。

（四）S 54:2-5/3-5和《雜．804》
《大藏經索引》標示《雜．0》之巴利相當經為 S :-，其中 S :乃
「七覺支和入出息念俱修」之內容，與《雜．0》的內容並不一樣。對此，同樣
敘述「七覺支和入出息念俱修」的《雜．》，

61

大正藏的校勘欄標示其巴利相當

經為 S :似乎並不妥當，從有關漢譯經文的精簡內容來看，有別於 S :用了
種種功德陳述入出息念與七覺支俱修的長篇結構。筆者認為，《雜．》的巴利相
當經應該是 S :，因為二者的內容和經文結構幾乎一樣。然而《雜．0》以「佛
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作為結束，隨後的經文

62

很可能是額外增

補進來或誤植而成，非原文所有。
60
61
62

此處的「斷」，梵文作 prahāṇa，見 ŚrBh, p.。
T.. a-。
即「如斷覺想，如是不動搖，得大果、大福利；如是得甘露、究竟甘露，得二果、四
果、七果，一一經亦如上說。」(T..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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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一項──第（三）項──所做的說明，S :-和《雜．0》的內容並
不相互等同，或許只能說：有關經群都屬於同一個範圍，主要說明修習入出息念的種
種功德，只是各經的記載詳、略有別，但二傳本相關內容的微細差異並不相互矛盾。

（五）S 54:6和《雜．805》
二經的核心內容可說相同，重點在於世尊教導阿梨瑟吒比丘更為究竟圓滿的入出
息念修習方法。但二者較為明顯的差異在於漢譯本提到阿梨瑟吒比丘「對於過去、未
來和現在的『諸行』（saṅkhārā）不顧念、不生欣樂和不生染著」，
義較模糊，難於理解。

64

63

所傳達的意

然而，巴利相當經卻具體、明確地說明阿梨瑟吒「對過去

和未來的『諸欲』（kāmesu），已經捨斷和捨離『愛欲』（kāmacchanda），並且
斷絕對礙想

65

（paṭighasaññā）」，

66

間接表明自己已經超越「欲界」，證得

「不還道」的修行成就。

（六）S 54:7和《雜．806》
二經主要說明修習入出息念能成就三昧（定）而令身、心安住。二者內容如此
相似，很可能就是傳承自很相似的口誦文學或本子。

63

64

65

66

原有的經文為：「（阿梨瑟吒）比丘白佛：『世尊！我於過去諸行不顧念，未來諸行不
生欣樂，於現在諸行不生染著。於內、外對礙想，善正除滅。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說安那
般那念。』」(T..0 c-)
「諸行」的意義極廣，Bhikkhu Bodhi（000:-）認為，saṅkhārā 出現在《相
應部》的五種主要脈絡：()指十二緣起的第二支，這個「行」的意義包括身、口、意
所造作的「業」（kamma, S II  & ）；()五蘊的第四支，解作「六思身」（cha
cetanākāyā, S III 0）；()全部「五蘊」皆是「行」，強調它的「無常」，見 S III
 & II ；()與證得「受、想滅」有關的三種行：身行、語行和心行，見 S IV
 & V -；()出現在四神足定型句的「勝行／精進」（padhānasaṅkhārā，
S V ）；以及其餘脈絡意義下的壽行（āyusaṅkhārā, S II  & V ）、命行
（jīvitasaṅkhārā, S V -）、有行（bhavasaṅkhārā, S V ）。
請見 Spk III ：Paṭighasaññā suppaṭivinītāti paṭighasampayuttasaññā suṭṭhu
paṭivinītā, samucchinnāti attho. Iminā attano anāgāmimaggaṃ katheti. Idāni
arahattamaggassa vipassanaṃ dassento so satova assasissāmīti-ādimāha.
全文為 S V : Atītesu me bhante kāmesu kāmacchando pahīno anāgatesu me
kāmesu kāmacchando vigato ajjhattam bahiddhā ca me dhammesu paṭighasaññā
suppativinītā.（尊師！關於過去的諸欲，我已經捨斷愛欲；關於未來的諸欲，我已經
捨離愛欲；關於內在和外在的諸法，我已經徹底消除對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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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 54:8和《雜．814》
這兩經主要說明修習入出息念的種種功德，如下：

表4：S 54:8和《雜．814》所列舉的功德










0


巴利本
漢譯本
身體和雙眼不疲倦，心不取著而從諸漏中 身不疲倦，眼亦不患，樂隨順觀住，樂覺
解脫
知，不染著樂

捨棄依止家的念和思惟
○
成就聖神變，住於捨、念和正知
○
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四禪） 同左
○
四無色定
滅受想定
感受三種「受」及了知其特性
了知身壞命終的實相
○
○

慈悲喜捨
同左
○
○
○
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
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

注：○＝無相關記載
 M 一再出現類似的經文（參 M III ,第0至行），但漢譯的《念身經》卻無「依止家
的念和思惟」之用詞（見 T.. a-）。據 Ñāṇamoli & Bodhi（00:, n.）
的探究，M 的有關經文正好與 M 0的相關內容做一比對，從而區別前一經強調「止」
（concentration），後一經強調「觀」（insight）的經文特色。如此看來，「捨棄依止家的念
和思惟」之句型是放在「修止」的範圍來理解的。
 「滅受想定」亦稱「滅盡定」（nirodha-samāpatti），入出息念的第八個步驟能成就「想、
受滅」（saññāvedayitanirodha），請參 Kuan Tse-fu（00:- & ）。

二者部份內容呈顯不同的記載，這或許只能說各部派所傳誦的經文並未詳細地包
括完整的內容，至於沒被記載的部份（以「○」表示）並不表示沒有相關教導。
綜觀二傳本所列舉的內容，都是修習入出息念所能成就的種種功德。漢譯經文的
第四至第六以及第十和第十一項的記載，也出現在其他經文當中，

67

皆屬於修

習「止、觀」脈絡下的定型內容。較特別之處在於漢譯本常以「四禪→慈悲喜捨
→四無色定」的形式出現，而巴利本則略去「慈悲喜捨」形成「四禪→四無色定
→滅受想定」的定型內容。前者在四禪之後教導四無量心的修習，可看成禪修者
對「所緣」的改變，況且巴、漢傳本都教導「慈、悲、喜、捨」分別能成就「以
67

如《雜．》、《雜．0》和《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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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為最勝」、「以空無邊處為最勝」、「以識無邊處為最勝」和「以無所有處為
最勝」，如出現在《雜．》

68

和巴利相當經 S :,§-。除此，從表

中得知，以下出現在 S :的記載，《雜．》皆無，但並不影響二經的核心
教導：
●§-：入出息念的十六個步驟。
69

●§：世尊還是一位菩薩時，

經常以這個修行方法過生活。

●§：以油和燈心的消滅，譬喻漏盡解脫。

（八）S 54:9和《雜．809》
二經的核心內容相當一致，即世尊先說「不淨觀」，比丘厭惡色身而自害，故
此而說「入出息念」。全經主要是突顯二甘露門之一的「入出息念」之殊勝功德。
較為明顯的差異就是，比丘修不淨觀而引至自害或他害。對於「他害」，巴利經文
無任何記載是誰所為，倒是註釋書略為提到鹿杖梵志子。

70

然而漢譯相當經卻詳

細描述鹿杖梵志子殺害比丘的所作所為，相當完整地交待了有關事件，似乎可以形
成一個獨立的情節。二經微細差異整理如下：

表5：S 54:9和《雜．809》的微細差異
巴利本
漢譯本
比丘自害之前，世尊獨處禪修， （經文沒提到世尊禪修的事）

除了送食者之外，不接見任何人
比丘自害的事件只是約略帶過



世尊禪坐出定後得知以上事件， 世尊於十五日的說戒日得知以上事件
沒特別提到「說戒日」

 阿難集合比丘眾
68
69

70

對比丘自害或他害的事件，有詳細記載，其中還出
現了鹿杖梵志子與住於空中的魔王，後者誤導、教
唆前者殺害比丘

（無此記載，因為說戒日就集合大眾了）

T.. c-。
筆者以「菩薩」一詞做檢索，發現在整部《雜》，唯有《雜．》一經提到這個
語詞，經中說，在生死之流，不愚、不癡者是「菩薩摩訶薩」，他精勤修學，逆流而
上，而後得於成就「微見小明」等等（見 T.. a-）。Thich Minh Chau
（:-）的研究指出：「菩薩」（Bodhisatta）的用詞不曾出現在最早版本
（earliest version）的聖典，後來菩薩的教法在大乘學派當中流傳，以取代阿羅漢殊勝
的地位。基於此，上座部的結集者也就把「菩薩」的用詞引入他們的藏經，特別作為佛
陀未證悟前的身份，以排除大乘學派賦予它的意義。
見 Spk III 。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  ·

（九）S 54:10和《雜．813》
二經內容可說一致。巴利本是以世尊詢問金毘羅大德「如何修習入出息念定」
而開啟整經內容，然而漢譯本卻是世尊主動教授「四念處」為前提。這個段首的差
異，傳達了修習入出息念十六個完整的步驟時，自然地就等同於操作身、受、心、
法四種念處。然而，為何金毘羅大德對世尊的問話一再沉默不語？漢譯本記載金毘
71

羅因為「已知」四念處的修習法門而不回應，巴利本卻沒有說明原因。

（十）S 54:11和《雜．807》
這兩經的核心內容主要說明有學比丘和無學聖者皆修入出息念；二者差異如下：

表6：S 54:11和《雜．807》的差異
巴利本

漢譯本

 坐禪三個月

二月坐禪

 只有送食者適宜拜訪

只有送食比丘和布薩時得於往來

 世尊在雨安居大多數情況以入出息念而住

如來二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



 聖住、梵住、如來住；導致諸漏滅盡；現法樂 聖住、天住、梵住、學住；無學住、
住 和正念、正知
如來住、無學現法樂住
 ○

三天子的情節

注：○＝無相關記載
 世尊在雨安居坐禪。
 Bhikkhu Bodhi（000:,n.）認為，「現法樂住」通常是指「禪那」（jhānas），
如 S II 所言：此比丘得增上心的四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現法樂住，（他）
隨欲而得、不困難而得、不勤苦而得。（bhikkhu catunnaṃ jhānāṃ ābhicetasikānaṃ
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ṃ nikāmalābhī akicchalābhī akasiralābhī）

第一至第三項的差異並不影響法義；至於第四項，二經的表述略有不同，漢譯經
文談到有學和無學比丘修習入出息念能成就種種「住」，前者稱為「聖住、天
住、梵住、學住」，後者稱為「無學住、如來住、無學現法樂住」。然而，巴利
本卻沒提到「天住、學住、無學住」等概念，明確地區別有學比丘修習此法門能
「導致諸漏滅盡」，而阿羅漢則能成就「現法樂住、正念和正知」。二者的差
71

DPPN（vol. I-, p.0）對此也只是說「The Buddha asks Kimbilā a question on
the practice of breathing, and when he fails to reply Ānanda requests the Buddha
to teach the answer to the monks.」；句中「he fails to reply」可做多種理解，並不
明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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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或許說明各傳本的記載只是簡繁不一。另，出現在《雜．0》「三天子」
的情節，巴利相當經並無。雖然如此，這段內容卻能夠從其他經文的脈絡中看
到，即出現在 M （即 M I -），此經記載世尊未正覺前還是菩薩時修
習「無息禪」（appāṇaka jhāna），世尊抑止（uparundhati）透由口、鼻和耳
的入息和出息，由此而引發三天子的有關對話。

72

另外，在《增壹》卷的第

經，世尊還是菩薩身份時修習「斷食」引起身體不適，而有「三天子」的相關
對話。

73

這是經文中出現「三天子」情節的主要脈絡。但是，該如何理解「三

天子」情節中出現「阿羅漢」（arahant）的語詞？根據 Johannes Bronkhorst
（:-0）的研究，有關脈絡的「阿羅漢」乃是對當時一般宗教修行者的統
稱，非指後來佛教意義下的漏盡者。很明顯的，《雜．0》是敘述世尊已經證
悟之後的事件，經中記載他所教導的「入出息念」肯定並非「無息禪」，因為
「無息禪」抑止呼吸的方法與「入出息念」重視自然呼吸的修習原則背道而馳；
而且，世尊也不可能以這個不能通往漏盡解脫的苦行教導弟子。如此看來，出
現在《雜．0》「三天子」的情節，很可能是另外安置進來的，因此與《雜．
0》的前後文脈並不協調。至於《雜．0》記載入出息念的修習步驟，其定型
句之用詞與巴利本明顯有別。

（十一）S 54:12和《雜．808》
二經內容相同，主要說明「有學住」和「如來住」的區別，雖然二者皆修入出
息念，只是漢譯經文的陳述較為精簡。

（十二）S 54:13 & 14和《雜．810》
S : & 的內容相同，與《雜．0》同樣記載從入出息念到明與解脫的
修習過程。根據漢譯經文，阿難是因為「獨一靜處，思惟禪思」而生起從一法至二
法

74

的疑惑，巴利兩經無此記載。另，巴利本對「隨觀身、受、心、法」的敘述

一再出現相同的套詞，即「他熱勤、正知、具念，調伏世間的貪欲和憂惱」，此內
容在每個段落都出現兩次。「身、心」容易受外境的影響，讓「止」無從生起，因
此需要持續性地保持「熱勤」、「正知」與「具念」，而句中的「世間」即是「五

72
73
74

Johannes Bronkhorst（:-）對此做過詳細的研究。
見 T..0 c- a。
「從一法至二法」乃指「從入出息念定，四念處，七覺支至明與解脫」的修習過程。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取蘊」。

75

·  ·

巴利經文一再反覆出現這些語詞，或許帶有強調的作用，以說明這些

特質在有關禪修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反觀漢譯經文卻使用「異於身者，彼亦如是隨
76

身比思量」

的精簡句子做相同的說明。

除此，有關七覺支的內容，巴利本的經文皆記載前二支「以智慧（paññā）
抉擇彼法，伺察之，對其審慮」；
量」，

78

77

而漢譯經文句型都作「於法選擇、分別、思

禪修者得於「選擇、分別、思量」必然需要具備「智慧」，否則有關覺

支無從操作。對此，巴、漢句型看似略有不同，但二者所傳達的意義並無差異，只
是前者的表達較為明確而更為容易理解。至於明與解脫的敘述，二傳本相同。

（十三）S 54:15-16和《雜．811-812》
經文與上一項的內容相同，故二者差異如上所述。

（十四）《雜．815》
《雜．》直接與入出息念內容有關的，就只落在經文最後的數句，即「安
那般那念斷覺想」，而後列出修習此法門的十六個定型句，此經並無巴利相當經。
筆者發現，在《大正藏》的《經集部》收入一篇與《雜．》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的經文，即經號0的《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79

但此經注明是西晉的法炬所

譯，非劉宋時代的求那跋陀羅所譯。這讓筆者感到困惑，因為分屬不同朝代的兩個
人，不可能先後譯出用詞這麼相近的經文。

80

以下將透過經錄記載

81

以明瞭此經

的流傳過程並判斷其譯者。
75

76
77
78

79
80
81

Vibh., p.：Sveva kāyo loko, pañca pi upādanakkhandhā loko: ayam vuccati
loko（彼身是世間，亦是五取蘊的世間，這就是所謂的世間）。故，「五取蘊」即是
「世間」。
理解為：有別於身體的（指受、心或法」），它們也如此隨觀身體作思量。
S V : taṃ dhammaṃ paññāya pavicinati pavicarati parivīmaṃsam āpajjati.
相同情況的經文如《雜．》：「念覺滿足已，於法選擇、分別於法、思量於法。」
（T.. a-)；《雜．》：「滿足念覺分已，於法選擇、分別、思量。」
（T.. b0-）；《雜．》：「謂修念覺分已，於法選擇。」（T..
a-）。除此，用詞稍有不同的經文如《雜．》：「得念覺分滿足，於彼心念選擇
於法、覺想、思量。」（T.. c-）和：「逮得擇法覺分滿足，選擇彼法、覺
想、思量。」（T.. c-)。
見 T.0. a-b，以下簡稱《正事經》。
見附錄四。
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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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三藏記集》

82

中，《正事經》屬有本，卻不知道譯者是誰，僧祐夾注

「抄」，可見此經並非獨立的單經，但抄自何處，難於斷定。

83

再看三部《眾經

目錄》，《法經錄》和《靜泰錄》都把《正事經》記作小乘經、單本，似乎排除了
此經「重譯」的可能，但譯者仍不可考。《正事經》在《彥琮錄》記為無本，卻被
後來的《靜泰錄》重新發現，經文的篇幅是「二紙」。另，《歷代三寶紀》雖然有
提到此經是法炬所譯，但之後又記作失譯經，可見其記載前後矛盾。後來的經錄大
多延續前人相似的記載，如《開元釋教錄》多處提到《正事經》是法炬所譯，乃參
考自費長房所撰的《歷代三寶紀》。
整體而言，諸部經錄較一致的地方就是，大都判斷《正事經》為小乘修多羅的
單譯經，有本。《靜泰錄》記為「二紙」，與《大正藏》所收的《雜．》約二
欄的篇幅相當，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因為二者的「譯詞」幾乎一樣，很可能靜
泰手上有的就是抄自之前就已經出現過的經文，非後人譯成或重譯。這麼看來，比
《靜泰錄》更早編撰而成的《歷代三寶紀》判為「法炬譯」就更難於相信，況且費
長房本身的記載就不一致。僧祐夾注的「抄」，意指《正事經》抄自更早的經藏，
於公元至年譯成的《雜》正好在其前。

84

就以上種種現象，若說《正事

經》是法炬所譯，似乎值得存疑。那麼《正事經》是否就是抄自《雜．》？此問
題需做更為嚴密的考證才得於回答，此非本論文重點，暫不處理。

（十五）S 54:17-20
S   :  -  0 的 核 心 內 容 都 是 說 明 修 習 入 出 習 念 的 種 種 功 德 ， 前 三 經
分 別 提 到 捨 斷 繫 縛 （ s a ṃy o j a n a ） 、 根 絕 隨 眠 （ a n u s ay a ） 和 行 路 的 遍 知
（addhānapariññā），最後一經則另外還提到修此法門能漏盡（āsavakkhaya）
82

83

84

根據王重民先生的考察，收錄於敦煌寫本伯三七四七號《佛經目錄》是《歷代三寶
紀》卷十五所謂「《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似宋時述」（見 K.0.0
b、T.0. b）的殘卷。參潘重規（:）。接著，高明道老師考證斯
二八七二號，是相同一部現存最早的經錄（撰於《安錄》後、《祐錄》前）──《眾經
別錄》的殘卷。參高明道（: -, n.）。（感謝章慧法師提供這筆資料）
《出三藏記集》曰：「觀其所抄，多出《四鋡》、《六度》、《道地》、《大集》、
《出曜》、《賢愚》及《譬喻》、《生經》，並割品截揭，撮略取義，強製名號，仍成
卷軸。」見 T .. b-。
《出三藏集記錄》出現在《雜》之後，其確切年代《歷代三寶紀》有此記載：「《出
三藏集記錄》，齊，建武年，律師僧祐撰。」（T.0. c）「建武」乃齊明帝
的年號，為公元至年。請參蘇晉仁等（:）。另，《出三藏記集》亦記有
「天監之十四年（西元年）」（T..0 c）。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  ·

解脫，隨後是教導入出息念十六個步驟的省略內容。以下對 S :-0所言的種
種功德略做說明。S :提到的「繫縛」（或稱「結」或「結縛」），常指十種
繫縛，即欲界的「五下分結」──有身見、疑、戒禁取見、欲貪、瞋恚；以及色界
和無色界的「五上分結」──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三結」，後七項則稱為「七結」。

86

85

前三項亦稱為

在中部的〈入出息念經〉（M ）提到，

須陀洹果斷三結；斯陀含果斷三結以及貪、恚、癡薄；阿那含果斷五下分結；阿羅
漢果乃遍盡一切有結。《雜．經》對此亦有所記載。

87

S :所指的「隨

眠」，實際上也算是煩惱或繫縛，在早期經典常作三種或七種隨眠，二者少部份內
容有所重疊。S :和 M 皆記載，苦、樂和不苦不樂受分別與三種隨眠──貪
隨眠、瞋恚隨眠、無明隨眠──有關；
禪，分別能斷這三種隨眠。
貪和無明。
識；

91

90

89

88

後一經還說明證得初禪、第三禪和第四

至於七種隨眠，就是貪欲、瞋恚、見、疑、慢、有

S :所謂「行路的遍知」，廣義來說就是能通往涅槃的方法或知

而 S :0則表達入出息念最為殊勝的成就乃是證得不再生死輪迴的漏盡解

脫。S :-0在漢譯的〈安那般那念相應〉雖然並無對應的相當經，但就所提示
的種種功德而言，實際上與漢譯文獻的教導是一樣的，類似的內容都含攝在大部份
92

的經文當中。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的經群架構和內容來看，可說二傳本都
反映了很相似的現象，即：整體經群的序位和內容無明顯的必然關係，然而部份經
文似乎又呈顯出編輯者刻意的安排。
其次，在大多巴、漢經文都能相互對應的基礎上，這兩群文獻對入出息念的記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見 S : & 0。
見 PED, p.a。
見 T.. c- a。
見 S IV 0和 M I 0-0；S :和 M 的漢譯相當經──分別為《雜．》和
《中．0》也有類似的內容。
另參 Ñāṇamoli & Bodhi（00:,n.-）。
即 kāmarāgānusaya, paṭighānusaya, diṭṭhānusaya, vicikicchānusaya, mānānusaya,
bhavarāgānusaya, avijjānusaya（見 S :,§-）；另，三種隨眠中的「貪隨
眠」，巴利語作 rāgānusaya。
CPD（vol.I, part , p.b）解作：knowledge of the way (to Nibbāna)。
請參附錄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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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可說很相似。整體而言，巴、漢文本呈顯以下幾個現象：

表7：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的相同之處
No. 巴、漢文本的同與異

經文
S :和《雜．0》

修入出息念成就定

S :和《雜．0》

不淨觀＞自害＞說入出息念

 內容（幾乎）一樣 S :0和《雜．》

 內容稍有不同

相關內容

教授四念處

S :和《雜．0》

皆教導有學住和如來住

S : & 和《雜．0》

從入出息念到明與解脫

S :和《雜．0》

在相同的脈絡下分別使用「諸
欲」和「諸行」的語詞

S :-和《雜．0》

各經記載的種種功德詳略不一

S :和《雜．》

同上

S : & 和《雜．0》

巴利本四種隨觀的定型內容較
詳細

S : & 和《雜．-》 同上


內容有微細差異，
《雜．0》和 A v -
但不相互矛盾

各經所記載的五法，皆屬於修
習止觀的共通原則

可見，出現在有關相應的大部份經文內容幾乎一樣；至於內容稍微有別的經文，
乃出現在用詞或經文的表達。這表示分屬不同部派的文獻，很可能在這之前繼續
了相同的教導，只是後來各自根據其傳承傳誦有關教法而稍有不同。另外，個別
經文所列舉的項目或許略有不同，但並不相互矛盾或者影響經文的核心教導。有
時候沒被記載的內容，也並不表示經文沒有相關教導，只是有關內容有所省略。
至於《雜》0經、0經和經無巴利相當經，以及 S :-0無漢譯相當經
之情況，就入出息念的範圍而言，各經並未教導另一個文本所沒有的教法，因為
各自的內容若不是散落在此相應的其他經文當中的話，至少還能夠在其他的尼柯
耶或阿含經找到相關內容。整體來說，這兩群文獻對入出息念的記載有相當高的
同質性。
即便如此，在這兩群文獻之間，還是可以發現其差異之處，這個情況特別表
現在巴、漢文獻對入出息念十六個步驟的定型句。如前文所述，相關內容不但巴、
漢傳本有別，就連漢譯經群本身的記載也出現不一致的現象。這種種差異反映了各
種情況，如十六個定型句的關鍵用詞、順序、譯詞和句型的表達等等。在巴利經

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

·  ·

文，入出息念的十六個定型句呈顯相當一致的表達。另一方面，漢譯〈安那般那念
相應〉之群經雖然都被認為是求那跋陀羅所譯，為何在其譯筆之下卻出現如此「多
元」的譯詞或句型？這當中除了涉及文本的時空變遷、傳譯等諸多問題之外，或許
還牽涉到部派佛教的議題。各個文本記載的差異，很可能造成後人不同的理解與詮
釋。故此，對此議題做進一步的探究，將有助於理解差異的背後是否呈顯不同部派
佛教特有的教導或詮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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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S
S 54:1-20的經群架構
的經群架構
S :
§ 因緣
§- 設問哪一法和前行
§-0 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結語
S :
§- 因緣
§ 如何修習入出息念
§ 七覺支和入出息念俱修
§ 結語
S :
§- 因緣
§ 如何修習而有大果、大功德
§-0 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結語
S :
§- 同 S :前節
§ 兩種功德
S :
§- 同上
§- 七種功德
S :
§- 因緣
§- 阿梨瑟吒陳述個人修習狀態
§- 世尊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結語
S :
§- 因緣
§- 定的修習令罽賓那的身心不搖晃
§- 世尊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結語
S :
§- 同 S :前節
§ 世尊是菩薩時常以此修行過生活
§- 比丘期望種種功德而作意入出息念
§-0 了知受、其特性和身壞命終之實相
§ 譬喻和復誦

S :
§ 因緣
§- 世尊說不淨觀→比丘自害
§-0 集合僧眾和說明此法門之功德
§- 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結語
S :0
§ 因緣
§- 金毘羅沉默不語和阿難請法
§- 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說四念處和其功德
S :
§ 因緣
§- 世尊雨安居以入出息念而住
§- 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有學比丘和阿羅漢
S :
§ 因緣
§- 「有學住」非「如來住」
§- 有學比丘和阿羅漢與五蓋的關係
§- 敘述世尊的一段因緣(同 S :)
§0 結語
S :
§ 因緣
§- 總說：從一法至明與解脫
§-0 修入出息念十六步驟成就四念處
§- 修四念處成就七覺支
§- 修七覺支成就明與解脫
S :- （核心內容同上）
S :- 修入出息念能捨斷繫縛、根絕煩
惱、行路的遍知（經文結構同 S:0）
S:0
§ 修入出息念的四種功德
§-0 說入出息念十六步驟
§ 復誦四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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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雜．801-815》的經群架構
801-815》的經群架構
》的經群架構
《雜．0》
. 因緣
. 有助於修習安般念的五法
. 結語
《雜．0》
. 因緣
. 勸修安般念及其利益
. 結語
《雜．0》
. 因緣
. 世尊教導安般念之十六個步驟
. 結語
《雜．0》
. 因緣
. 修安般念斷諸覺想
. 結語
. 修安般念的種種利益
《雜．0》
. 因緣
. 阿梨瑟吒的經驗和世尊教導安般念
. 結語
《雜．0》
. 因緣
. 世尊和罽賓那樹下禪修
. 教授安般念：
. 罽賓那身心不動
. 修習三昧得勝妙住
. 修習三昧之方法
. 結語
《雜．0》
. 因緣
. 世尊修習安般念
. 三天子的疑惑
. 安般念對有學和無學者的功德
. 結語
《雜．0》
. 因緣
. 「學住」和「如來住」
. 摩訶男的疑問
. 「學住」非「如來住」
. 敘說世尊的經驗
. 結語

《雜．0》
. 因緣
. 佛說不淨觀和比丘自害
. 鹿杖梵志子殺害比丘
. 殺比丘得衣鉢
. 魔王讚嘆梵志子的行為
. 梵志子增惡邪見
. 世尊詢問事件原由
. 世尊教授安般念
《雜．0》
. 因緣
. 阿難問：何謂一法乃至二法滿足
. 從安般念至四念處
. 從四念處到七覺支
. 從七覺支到明與解脫
. 總說
. 結語
《雜．-》
（內容同上，阿難改為某比丘）
《雜．》
. 因緣
. 金毘羅默然不語
. 阿難請法和世尊說四念處
. 結語
《雜．》
. 因緣
. 修安般念之種種功德
. 身、眼不疲倦
. 四禪八定
. 聖果和神通力
. 結語
《雜．》
. 因緣
. 年少比丘學法
. 世尊說法
. 上座比丘攝受年少比丘
. 世尊讚嘆諸比丘所行正事
. 人間比丘學法
. 聞佛說法
. 受教於上座比丘
. 世尊向大眾教說
. 諸佛亦行正事
. 修安般念得四禪八定
. 修安般念得沙門果和神通
.-. 種種修行方法和安般念
. 結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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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S
S 54和《雜．801-815》所記載修習入出習念之種種功德
和《雜．801-815》所記載修習入出習念之種種功德
801-815》所記載修習入出習念之種種功德
》所記載修習入出習念之種種功德
S 54 相關內容
○
○




《雜》 相關內容
0
－
身、心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
0
想
0
同上

有大果、大功
同上
同上
●有大果、大功
●()現世證阿羅漢或()不還果
0
●有大果、大功
●()現世證阿羅漢；()命終時證阿羅漢
●()中般涅槃者；()生般涅槃者*；()
無行般涅槃者*；()有行般涅槃者*；
()色究竟天者*







捨離過去和未來的愛欲；徹底消除對礙
0
想



身、心不搖晃
●有大果、大功
●身、雙眼不疲倦
●心不取著而從諸漏解脫
●捨離家的念和思惟
●成就聖神變
●住於捨、念、正知
●四禪八定、滅受想定
●感受三種受並了知其無常、不被取著
和喜樂的特質
●感受身、命所極限的受和身壞命終
寂靜、殊勝、是純淨不染的安樂住處；
令當下惡不善法寂止、寂止
四念處能滅除惡不善法
●聖住、梵住、如來住
●諸漏滅盡
●現法樂住、正念、正知
（同上）*
修習、多作入出息念定，成就四念處；
修習、多作四念處，成就七覺支；修
習、多作七覺支，成就明與解脫




0









0
○

同上
捨斷結縛*
根絕煩惱*
行路的遍知*
捨斷結縛；根絕煩惱；行路的遍知

注：○＝無相當經；* ＝經文以省略句型出現

0

●斷諸覺、想
●（如斷覺、想，如是不動搖，得大果、大
福利；如是得甘露，究竟甘露、得二果，
四果，七果）

過去諸行不顧念，未來諸行不生欣樂，於現
在諸行不生染著。於內、外對礙想，善正除
滅
得三昧，身心不動，不傾不動，住勝妙住



●身不倦，眼不患
●樂隨觀住，樂覺知，不染著樂
●四禪八定
●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
●神通: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
智、漏盡智者
●得大果、大福利

0

諸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



譬喻：有人乘車輿從各方來，踐蹈土堆壟

0

聖住、天住、梵住，乃至無學現法樂住

0

（同上）*

0

同左

；
同上

○
○
○
○

斷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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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雜．815》和《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內容比對
815》和《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內容比對
》和《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內容比對
《雜．》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T..0 b-0 a）
（T.0. a-b）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夏安居。
夏安居。
爾時眾多上座聲聞於世尊左右、樹下、窟中 爾時眾多上座聲聞於世尊左右、樹下、窟中
安居。時有眾多年少比丘，詣佛所，稽首佛 安居。時有眾多年少比丘，詣佛所，稽首佛
足，退坐一面。佛為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 足，退坐一面。佛為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
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 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
住。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 住。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
起，作禮而去。
起，作禮而去。
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足 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足
已，於一面坐。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 已，於一面坐。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
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 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
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攝 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攝
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 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
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
爾時世尊觀察諸比丘已，[]告比丘：「善 爾時世尊觀察諸比丘已，告比丘：「善哉！
哉！善哉！我今喜諸比丘行諸正事，是故比 善哉！我今喜諸比丘行諸正事，是故比丘當
丘當勤精進。」
勤精進。」
於此舍衛國滿迦低月諸處人[]間比丘聞世尊 於此舍衛國滿迦提月諸處人間比丘聞世尊於
於舍衛國安居，滿迦低月，[]滿已，作衣 舍衛國安居，滿迦提月已，作衣竟，持衣
竟，持衣鉢，於舍衛國人間遊行，漸至舍衛 鉢，於舍衛國人間遊行，漸至舍衛國，舉衣
國，舉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已，退坐
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人間比丘種種說 一面。爾時世尊為人間比丘種種說法，示、
法，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教、照、喜已，默然。
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歡喜隨喜，從座 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歡喜隨喜，從座
起，作禮而去，往詣上座比丘所，稽首禮 起，作禮而去，往詣上座比丘所，稽首禮
足，退坐一面。時諸上座作是念：「我等當 足，退坐一面。時諸上座作是念：「我等當
受此人間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 受此人間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二、三，
乃至多人。」即便受之，或一人受一人，或 乃至多人。」即便受之，或一人受一人，或
二、三，乃至有受六十人者。彼上座比丘受 二、三，乃至有受六十人者。彼上座比丘受
諸人間比丘，教誡、教授，善知先後次第。 諸人間比丘，教[]戒、教授，善知先後次
第。

·  ·

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民國九十六年）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敷座而
坐，觀察諸比丘眾，告諸比丘：「善哉！善 坐，觀察諸比丘，[]告諸比丘：「善哉！善
哉！諸比丘！我欣汝等所行正事，樂汝等所 哉！諸比丘！我欣汝等所行正事，樂法 等
行正事。諸比丘！過去諸佛亦有比丘眾所行 所行正事。諸比丘！過去諸佛亦有比丘眾所
正事，如今此眾；未來諸佛所有諸眾亦當如 行正事，如今此眾；未來諸佛所有諸眾亦當
是，所行正事，如今此眾。所以者何？今 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眾。所以者何？今
此眾中諸長老比丘有得初禪、第二禪、第 此眾中諸長老比丘有得初禪、第二禪、第三
三禪、第四禪；慈、悲、喜、捨；空入處、 禪、第四禪；慈、悲、喜、捨；空入處、識
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處具 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
足住。有比丘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 有比丘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
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 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
究竟苦邊。有比丘三結盡──貪、恚、癡 邊。有比丘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
薄，得斯陀含。有比丘五下分結盡，得阿那 陀含。有比丘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生般
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有比丘得無 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
量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 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
死智、漏盡智。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 盡智。有比丘修不淨觀，斷貪欲；修慈心，
修慈心，斷瞋恚；修無常想，斷我慢；修安 斷瞋恚；修無常想，斷我慢；修安那般那
那般那念，斷覺想。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 念，斷覺想。云何比丘修安那般那念，斷覺
念，斷覺想？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觀滅出 想？是比丘依[]止聚落，乃至觀滅出息，如
息，如觀滅出息學，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 觀滅出息[]覺，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覺
覺想。」
[]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校勘注：
[]告＋（言）【宋】【元】【明】。
[]間＋（遊行）【宋】【元】【明】。
[]滿＝限【宋】【元】【明】。
[]想＋（入）【宋】【元】【明】。
[]〔正〕－【宋】【元】【明】【聖】＊。

校勘注：
[]為＝說【宋】【元】【宮】。
[]（釋）＋法【宋】【元】【明】【宮】。
[]城＝國【宮】。
[]戒＝誡【宮】。
[]告＝眾【宋】【元】【明】【宮】。
[]止＝正【明】。
[]覺＝學【宋】【元】【明】【宮】。
[]相＝想【宮】。

「雙底線」乃筆者所添加，以方便比對二經的差異。
「法」，應該是「汝」字之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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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經錄資料
序號

經錄



梁僧祐《出三藏記
集》T.
隋法經《眾經目
錄》T.


a
b

a
b
a
b
c

a
b
c
a
b
c
d

內文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抄  a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0 c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隋費長房《歷代三
 b
寶紀》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T.0
 a
隋彥琮《眾經目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錄》T.
 c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唐靜泰《眾經目
二紙。闕本，訪得。  c0
錄》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T.
貞觀九年入正目訖  a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c
唐道宣《大唐內典
《佛為年 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錄》
三紙。00 a
T.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0 c
唐靖邁《古今譯經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圖紀》T.
 b-

唐明佺《大周刊
定眾經目錄》
T.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b0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a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c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見《長房錄》。 b
唐智昇《開元釋教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a
錄》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T.
二紙。 c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二紙。  a

備註
《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 b
右......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 a-
《小乘修多羅藏錄．眾經失譯》0 b
單本  b
右......惠帝世，沙門釋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
出。立死炬又自出......。 a-
《小乘錄入藏目．小乘修多羅失譯錄》
 c
《闕本》舊錄有目而無經本
 a
《單本．小乘經單本》
 b
《闕本》舊錄有目而無經本；合......二十部，
二十一卷訪得，抄寫訖，不入此數。 a-
右......惠帝世，沙門釋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
出。立死 後，炬又自出......。 b-
《小乘經單、重翻本并譯有無錄》
 c
《見入藏錄．小乘經一譯》
0 c0
法炬譯。
《小乘單譯經目》 0, b；右西晉惠帝代，
沙門法炬、法立譯。出《長房錄》。
 b-
《小乘闕本》 c
《見定流行入藏錄．小乘修多羅藏．單譯經》
 a-
《總括群經錄．西晉》a，上 見存，已
下闕。 c（法炬）
《有譯有本錄．小乘經單譯》0 b; 
b，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a-
《小乘入藏錄．小乘經單譯》
 a;  b
《小乘入藏錄．小乘經單譯》, c; ,
b；右三經 西晉釋法炬譯。 a

 按經錄編撰年代的順序排列。
 可進一步參考相關說明：「入藏見錄......貞觀九年，奉行二十部，二十一卷。貞觀九年，於闕本內訪得，入
藏，翻得六十部，六百七十卷。貞觀已來，玄奘見所翻。」（T.. b-）
「一卷」，《宋》T、《元》T、《明》T 無。
「死」，《宋》T、《元》T、《明》T 作「歿」。
「年」，《宋》T、《元》T、《明》T 無。
「目」下，《宋》T、《元》T、《明》T 有「（一卷）」。
「代」，《宋》T、《元》T、《明》T 無。
「上」，《明》T 作「（已）上」。
「紙」下，《宋》T、《元》T 有「（西晉釋法炬譯）」。
「右三經」，《宋》T、《元》T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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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符表】
一、古典文獻
（一）漢譯經藏文獻：
《雜》
《增壹》

《雜阿含經》
《增壹阿含經》

（二）巴利經藏文獻：
A
Ap
CSCD
D
M
Mp
S
Spk
ŚrBh
Vibh
Vism

Aṅguttara-nikāya（增支部）
Apadāna（譬喻經）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CD-Rom（緬甸第六結集巴利藏光碟）
Dīgha-nikāya（長部）
Majjhima-nikāya（中部）
Manorathapūraṇī（增支部註釋書）
Saṃyutta-nikāya（相應部）
Sāratthapakāsinī（相應部註釋書）
Śrāvak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瑜伽師地論．聲聞地梵本）
Vibhaṅga（分別論）
Visuddhimagga（巴利本清淨道論）

二、工具書
《增補パーリ》
CPD
DOP
DPPN
PED

《增補改訂パーリ語辞典》（水野弘元編）
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Copenhagen, -)
A Dictionary of Pāli, Part I a-kh（by Margaret Cone）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Proper Names (by G. P. Malalasekera)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TS, -)

三、其他
BPS
CBBEF
ed.
PTS
T
VRI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錫蘭：佛教出版社）
Corporate Body of the Buddha Educational Foundation（財團法人佛陀教育
基金會）
edited by / edition
Pali Text Society（巴利聖典學會）
Taisho Shinshu Daizokyo（大正新脩大藏經）
Vipassana Reasearch Institute（內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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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Ānāpānasati Text Clusters in Pāli
and Chinese
WONG Viewke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bstract
Buddhist practice involves morality,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bandon suffering and obtain happiness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dhammas in our everyday life. Awareness of breathing (ānāpānasat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of practicing samatha and vipassanā. During the Buddha’s lifetime,
many of his disciples practiced this daily, and the Buddha himself frequently also
abode in ānāpānasati. It is also practiced by many Buddhists today. Ānāpānasati
takes the breath as object, starting with samatha and moving to vipassanā in a
process comprised of sixteen steps. In both early Pali and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here are clusters of texts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ānāpānasati. In the Pali canon,
there are twenty suttas in the Ānāpāna-saṃyutta (SN), while texts 801–805 in the
Saṃyuktāgama (Za ahan jing 雜阿含經) comprise the Chinese cluster. These two
clusters, taken together, will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Ānāpānasati colle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lthough both clusters are from Saṃyutta/Saṃyukta
divisions, there seem to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early Pali and Chinese texts in an attempt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ānāpānasati, looking especially 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wo
collections.
Key words: 1. ānāpānasati; 2. ānāpāna; 3. breath-count meditation;
4. awareness of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 5. med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