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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   ： 在初期佛教聖典中，對於慈悲喜捨是否導至究竟解脫有看似不

同的說法。例如 MN 83 說四梵住：「不導至厭、離欲……涅槃，

只導至生於梵界。」MN 52 則說可盡諸漏或得阿那含。本文旨

在探討初期佛教聖典中，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如果可

以，如何修習？透過收集《阿含》與《尼柯耶》中所有與慈悲

喜捨有關的經典，整理、分析、歸納慈悲喜捨導至究竟解脫的

種種修習途徑。將所有相關經典分為三類：不導至究竟解脫、

可能導至究竟解脫、與導至解脫無關。最後一類主要是談論慈



  

 

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修習功德等，於第二章中簡述。前二類

分別於第三、第四章逐經分析其脈絡和修習歷程，並於第五章

深入討論模糊難懂的經文，釐清經文的要義。最後於第六章比

較前二類經典與結論。研究結果發現：「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

經典之中，有很多經典皆以本生故事指出慈悲喜捨不導至究

竟，但只有極少數幾經明確地指出什麼法可導至究竟，顯示這

類經典的目的在於強調修習慈悲喜捨不至究竟，而不在於教導

可至究竟之法，可能旨在回應外道或貶低慈悲喜捨。從「可能

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發現當配合某些修習法或條件時，

慈悲喜捨的確可以導至究竟解脫。這些條件包括：進修慧觀、

與七覺支俱修、類似發願的作念、建立因果業報的正見。至於

慈悲喜捨的種種稱謂，如「梵住」、「梵~」……「四無量」等，

以及慈悲喜捨的修習是四者為一整體或四者各自獨立，都將於

本論文一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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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王經》指《長．2》、《中．68》、《大．6 般泥洹經》、《大．7 大般涅槃

經》、DN 17 等五部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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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記得上《清淨道論》一門課時，老師列了許多課程主題。報告的重點有二：

一是該主題的具體內容，另一則是該主題「能否」以及「如何」趣向解脫。當時

筆者所選的主題是四梵住，也就是慈、悲、喜、捨。1第一部分只要詳讀《清淨道

論》第九章〈梵住〉就有整體的概念。至於第二部分，從當時搜尋所得的相關資

料中，發現經典的記載截然不同。有些經典明明白白地說修習四梵住，導至生梵

天，不導至涅槃。如 MN 83《大天奈林經》：「彼修習四梵住，身壞命終之後生於

梵界。」接著又說：「彼善法不導至厭、離欲、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只

［導至］生於梵界。」2有些經典則說得諸漏盡或得阿那含，如：MN 52。這種經

文所呈現截然不同的記載令筆者感到疑惑。雖然隨著更深入此議題，了解 MN 52

在修習慈、悲、喜、捨時，進一步內觀無常、滅法，3得諸漏盡或阿那含，然而仍

有許多經典提到的慈悲喜捨與導至解脫有關，須進一步研究與釐清。 

「解脫」一詞在不同的脈絡有不同的含意：一種是究竟解脫，指諸漏已盡，

不再生死輪迴，亦即涅槃；另一種只是暫時解脫，如戒學的「別解脫」、修定所成

就的「八解脫」。本文所探討「慈悲喜捨的修習與解脫之間的關係」的「解脫」指

解脫生死輪迴—— 包括最究竟的「阿羅漢果」以及必然能漸次成就阿羅漢的須陀

洹、斯陀含、阿那含等，或者唯阿羅漢才具有的不動心解脫，或者表示已證須陀

洹的「得法眼淨」或「四不壞淨」等等。慈、悲、喜、捨有時被稱為「慈心解脫」、

「悲心解脫」、「喜心解脫」、「捨心解脫」，或總稱為「無量心解脫」。有關「解脫」

和「心解脫」的內容，將於第二章討論。 

                                                 
1 本文將「慈悲喜捨」視為一個整體的概念，除談論四者的個別項目或個別的修習時，以「慈、

悲、喜、捨」表達之外，行文皆以「慈悲喜捨」表達，就好比「四禪」指初禪、第二禪、第

三禪、第四禪。 
2 M II 82,13-15: So cattāro brahmavihāre bhāvetvā kāyassa bhedā paraṃ maraṇā brahmalokūpago 

ahosi. 及 82,24-27: Taṃ kho panānanda, kalyāṇaṃ vattaṃ na nibbidāya na virāgāya na nirodhāya 
na upasamāya na abhiññāya na sambodhāya n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yāvad eva brahma- 
lokūpapattiyā.  

3 請參第四章「進修慧觀」一節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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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習慈悲喜捨能否導至解脫這個議題，歷來就有不同的看法。南傳上座

部（Theravāda Buddhism）認為慈悲喜捨只能成就定，必須配合慧觀才能趣至解脫。

近來有學者提出不同見解，如：Gombrich 教授主張：在早期佛教慈悲喜捨是另一

條「透過情感」的解脫道，命終與梵共伴即隱喻阿羅漢命終證入涅槃。4國內佛教

界印順長老也認為：在佛法初期四無量心曾淨化而提升為解脫道。5 

基於前述種種不同的說法，筆者想透過深入初期佛教聖典，澄清慈悲喜捨能

否導至究竟解脫？如果可以，是直通解脫或必須配合其他修習法或條件？有那些

修習途徑？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近幾十年來國內外針對早期佛教慈悲喜捨的深入研究並不多。目前所收集到

的資料，若依所討論的主題，大致可分以下三類：第一類專門討論早期佛教的慈

悲喜捨，數量很少，以西文居多；第二類只討論慈悲喜捨中的慈、或慈悲、或捨；

第三類有關止觀或解脫，內文部分涉及慈悲喜捨。為了方便介紹，以下先分中、

日、西文三類，再依各資料的年代先後簡介如下。 

一、 中文資料 

在碩博士論文方面，目前沒有以慈悲喜捨為主的研究。相關研究有二：趙淑

華（1997）《〈阿含經〉的慈悲思想》以及李瑞祥（2006）《初期佛教的梵思想研

究》6。 

趙淑華（1997）從語言學角度切入，主要內容是收集、整理巴漢經典中慈與

悲的相關語詞，參考學者 Aronson 的看法，7歸納慈悲的運用分為日常生活中以及

禪定修習。本文嘗試為初期佛教的「慈」與「悲」定義時，該文所整理的文獻助

益頗大。不過該文未深入探討義理。李瑞祥（2006）第四章對比研究修習慈悲喜

捨，命終生天的南北傳相關經典，並注意到各經的慈悲喜捨在「稱謂」上的不同。

第五章探討慈悲喜捨在戒、定、慧三學中的地位，認為修習慈悲喜捨是「觀行」，

                                                 
4 參 Gombrich（2002:61）或後文的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5 參印順（2000:26）。 
6 感謝呂凱文老師提供電子檔。 
7 有關 Aronson 的進一步資料，請參以下西文資料 Arons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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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需要以定為基礎。第六章有一節整理梵天法的多元稱呼，歸納其在各部《阿

含》和《尼柯耶》的分佈狀況。正如其名，該文以與生天有關的經典為主，未涉

及與解脫的相關經典。 

在中文專書和期刊論文方面，目前沒有深入談論初期佛教慈悲喜捨的研究，

比較相關的研究有二：印順（2000）《空之探究》以及釋傳法（1999）〈〈阿含經〉

中的四無量心〉。 

印順（2000）探討從《阿含》到龍樹論師的空。第一章以《阿含》為主，詳

細介紹各類定法和空，是一本值得參考的入門書。主張四無量心在初期佛教曾淨

化而提升為解脫道，因為只要超越限量心，不起自他分別，就與無我的空慧相應。

8主要的經據是《雜阿含》567 和 7449二經。雖然書中討論四無量心的篇幅很少，

但頗具影響力，有數篇論文延續其觀點繼續發展。10釋傳法（1999）從《阿含》中

尋找四無量心「通於無漏和解脫道」和「順於悲濟的大乘道」的經典依據。該文

雖例舉多部談論慈悲喜捨和解脫有關的經典，但沒有進一步就經文脈絡探討經文

中其他修習要項對解脫的影響。 

二、 日文資料 

就目前所收集到的資料來看，以日文資料較少。相關研究的專書和期刊論文

刊如下： 

（1）中村元（1997），《慈悲》（日文原著 1956） 

（2）平野真完（1960），〈阿含における四梵住について〉 

（3）中村元（1988），《仏教思想 8．解脫》 

中村元（1997）主要是談慈悲的相關議題。參考的文獻很廣泛，包括早教佛

教到大乘佛教，以及印度其他宗教等巴梵典籍。對於慈悲的相關語詞和慈悲思想

的歷史演變有簡要而清晰的說明，其中所引用的諸多《小部》出處，值得參考。

                                                 
8 參印順（2000:27）。 
9 根據筆者的研究，《雜．744》的重點在於慈與七覺支俱修，能導至解脫。該經並未主張只修

慈即可直通解脫。請參拙文（2007:40~42）。 
10 例如開仁法師所著〈印順導師抉發「阿含四無量心接軌大乘精神」之內在動因〉一節，（收

錄於《印順導師對初期大乘菩薩觀之抉擇探源》，高雄市：高市正信佛青會，2005 年）除了

上述二經，增列《增 21:2》以佐證印順長老的思想，並補充初期大乘經論，繼續開展。對

於《雜．744》的「心與慈俱修七覺支」，著重於釐清「俱修」指同時並起或前後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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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來期待從其「慈悲之理論基礎」一章找到與解脫相關的資料，可惜該議題從大

乘佛教的角度切入。 

平野真完（1960）首先提出《阿含》中四梵住的三個現象：（一）就戒、定、

慧的定法來說，《阿含》以四禪較普遍，未將四梵住當作修習的要項重視。（二）《阿

含》有輕視四梵住的傾向。（三）四梵住和外道的關係。接著進一步探討四梵住的

起源。此文主要的論點在於修習四梵住命終生天等相關經典。雖只是二頁的短文，

引用的原典相當豐富，其歸納簡要清晰，對理解此議題頗具啓發性。可惜對於修

慈悲喜捨得解脫的部分談得非常少。 

中村元（1988）收編了二十一篇日本學者針對解脫一議題的論文。其中有二

篇分別談原始佛教（雲井昭善）和巴利佛教（渡辺文麿）中的解脫思想，11對於「解

脫」的概念、「心解脫」和「慧解脫」等語詞例舉說明，並扼要談論無量心解脫。

另有二篇各談《奧義書》（松本照敬）和耆那教（長崎法潤）的解脫思想，12有助

於理解佛世印度社會的解脫思想。 

三、 西文資料 

在所捜集的二手文獻中，與慈悲喜捨相關又深入的研究，以西文資料最多，

引用的文獻廣及《奧義書》和巴利注釋書，深具參考價值。因為有些學者同時兼

含專書和期刊論文，在此一併簡介如下： 

（1）De Silva, Lily（1978）, “Cetovimutti Paññavimutti and Ubhatobhāgavimutti”13 

（2） Miller, Barbara Stoler（1979）, “On Cultivating the immesurable change of Heart: 

The Buddhist Brahmavihāra Formula” 

（3）Aronson, H. B.（1999）Love and Sympathy in Thveravāda Buddhism（1st ed. 1980） 

（4）Aronson, H. B.（1984）,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Approaches to the Sublime 

Attitudes (Brahmavihāra)” 

（5）Gombrich, R.F.（2002）, How Buddhism Began（1st ed. 1997） 

                                                 
11 雲井昭善的〈原始仏教における解脫〉，該書頁 81~116；渡辺文麿的〈パーリ仏教における

解脫思想〉，同書頁 117~147。 
12 松本照敬的〈ウパニシャっドの解脫観〉，該書頁 305~325；長崎法潤的〈ジャイナ教の解

脫論〉，同書頁 405~432。 
13 感謝 Ven. Analāyo 提供此文，蘇錦坤居士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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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ombrich, R.F.（1997）,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s Means to Nirvana14 

（7）Gombrich, R.F.（2007）, “Brahmavihāra: Mettā as a Means to Nibbāna” 

（8）Maithrimurthi, Mudagamuwe（1999）, Wohlwollenm, Mitleid, Freude und Gleichmut 

De Silva（1978）詳述解脫、心解脫的種類和定義，分類暫時解脫和究竟解脫。

對於進一步了解四無量心解脫及各類解脫、心解脫很有幫助。 

Miller（1979）認為佛教的 “brahmavihāra”一詞可能受婆羅門教所影響，追溯

“vihāra”的詞源，發現在《奧義書》有「改變」的意思。印度傳統相信利用神奇的

力量(magic)可控制內在的本質和外在的環境，這種神奇的力量是梵住概念的核

心。主張慈、悲、喜、捨的修習過桯是累進的（cumulative），而非一直線。15必須

累進修習慈等四者全體，才能有效地徹底改變心。認為不論天住（即四禪）或梵

住（即慈悲喜捨）都只是定蘊，須修習聖住，斷三不善根與諸漏，才能直接得到

趣向涅槃。 

Aronson（1999）探討上座部佛教對慈、悲的教導以及四梵住的修習。以巴利

《尼柯耶》為主要文獻，以巴利注釋書和《清淨道論》為補充。在四梵住一章，

談論了慈悲喜捨的修習次序和修習過患，也就是修習四梵住只能導至往生梵界，

不能斷諸漏，出離生死輪迴，認為四梵住是修定的業處，從生死輪迴解脫的基礎，

結合慧觀才能盡諸漏解脫。Aronson（1984）認為有別於佛世其他異學對四梵住的

一般教法，佛陀教導四梵住與慧觀、七覺支結合，導至究竟解脫，而異學所教的

只能導至再生。關於慈悲喜捨與解脫有關的經典，二著作所引用的並不多，還可

以再補充，或許可以發現不同的觀點。 

Gombrich（2002）主要談隱喻、業、心解脫等議題，並從《奧義書》觀點探

討。該書主要論點為：（1）佛陀使用很多婆羅門的術語，賦與新詮釋，以說明佛

陀的教說。（2）業是佛陀思想的基礎，在於回應《奧義書》的理論。每個業的結

果有限量，透過思等心理過程，達到心靈提昇。（3）不認同傳統主張心解脫有暫

時解脫和究竟解脫二種，認為心解脫只有一種，就是現證涅槃。主張 DN 13《三

                                                 
14 感謝 Dr. William Magee 提供此文。 
15 參 Miller（1979:210）。亦即修悲時，並不是以悲取代慈，而同時對有情散發慈和悲；修喜、

捨時，進一步增強擴展了慈和悲的力量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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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中佛陀所教導的慈悲喜捨就是證悟之道，生梵界道就是今生現證涅槃之道，

而命終與梵共伴即隱喻阿羅漢命終時證入涅槃。16Gombrich（1997）延續前書，認

為除了傳統佛教所主張唯一的解脫道在於「捨斷情感」（eliminating emotion）之外，

「透過情感」（through emotion，指修習慈與悲）是通往涅槃之道。主張慈悲喜捨

含蓋戒、定、慧三學，並非傳統所歸類的定學，而且是佛陀將慈與悲引入印度宗

教。17此二著作的缺點是只以 DN 13 為主要的經據。Gombrich（2007）再次不餘遺

力重申前二著作的立場，認為 DN 13 就是其他經「梵住」一詞的源頭，雖然 DN 13

經文中未出現此詞，但已有此概念。強調《長部．戒蘊》十三經之中，前十二經

都是透過四禪直至究竟解脫，DN 13 則以慈悲喜捨取代四禪。 

Maithrimurthi（1999）是改自博論的德文專書。從歷史發展探討 “apramāṇa”

（無量）、“brahmavihāra”（梵住）及慈、悲、喜、捨等語詞的定義、起源等等，

所引用的文獻廣自吠陀時期的文獻至佛教瑜伽行派的論書，甚至包含了部分的漢

譯經典——就西方學者而言，實屬難得。該文主張慈悲喜捨在初期佛教是一條獨

立的解脫道，與四禪、七覺支之道平行。在四無量中，慈似乎有一種神奇的力量

（magic）可遍及每一方，muditā（喜）近似於前三禪的 pīti（喜），捨可以在最後

階段消滅「我」。礙於筆者不懂德文，僅就該書英文摘要和書評18簡介，無法進一

步引用或評論。19 

 

第三節  研究目標與範圍 

根據上述先進們的研究成果，發現有些側重慈悲喜捨能否直通解脫，有些專

於修習後生梵天。這些各側重一邊的研究無法解決筆者對經典所呈現二類看似不

同說法的疑惑。再者，筆者想了解根據經典的教導，如何修習慈悲喜捨可通達解

脫。就此而言，主張直通解脫的研究所列舉的少數經據，顯得不夠全面。所以本

研究將兼採巴、漢聖典，比對經文同異，嘗試從其中找尋可能的線索。本文的研

                                                 
16 Gombrich（2002:61）和（2007:6）。 
17 觀於這個議題，學者們有不同見解。請參考平野真完（1960:155）、Aronson（1984:20）、中

村元（1997:29）注 39。 
18 參 Pagel (2002: 427-430)。感謝 Dr. Mudagamuwe Maithrimurthi 提供此文。 
19 感謝 Dr. Marcus Bingenheimer，百忙中多次為筆者口譯該書的相關段落，讓筆者得以一窺該

書的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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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標為： 

1. 釐清初期佛教聖典中，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如果可以，則整理透

過慈悲喜捨導至究竟解脫的種種修習途徑，並嘗試進一步釐清其為直通解

脫或整理所須配合的其他修習法與條件。  

2. 對於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的兩類看似截然不同的經典，歸納這二類

經文各自的特色，探討彼此的教導是否有衝突。 

關於「初期佛教」的範圍，學者們的定義未統一。Griffiths 定義初期佛教為在

阿育王之前的印度佛教，Collins 主張是佛陀至阿育王的時期，關則富認為是佛教

史的前一百年或前二百年，也就是 Schmithausen 所主張：不同部派從他們的不同

立場各自發展前的聖典時期（canonical period）。20本文所說的「初期佛教」採取後

者的定義。研究範圍以漢譯《阿含》和巴利前四部《尼柯耶》為主。礙於時間，

巴利《小部》僅就相關部分擇要參考。對於法義晦澀難懂，又無法從其他相關經

典中解決疑惑時，參考巴利注釋書（aṭṭhakathā）、注疏（ṭīkā）和巴漢相關論書，

補充法義，幫助澄清經義。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先說進行本研究的步驟。 

一、 以各種可能的關鍵字捜尋漢譯 CBETA 光碟和巴利 CSCD 光碟，盡可能找出

《阿含》和《尼柯耶》中所有談論慈悲喜捨的經文。 

二、 瀏覽所捜尋到的相關經文。先依經號順序，摘要各經的內容與重點。 

三、 依各經的內容是否涉及解脫，將所捜尋到的經典分為三類：不導至解脫、可

能導至解脫、與解脫無關。 

四、 以對應經為單元，先分別為各經作科判，摘要重點，然後對比各巴漢對應經。 

五、 再依各經典的共同特色進行第二層分類，以方便進行討論。 

六、 依各對應經，逐經翻譯與本研究相關的巴利經文段落，並依研究需要翻譯注

                                                 
20 以上各學者的主張引自 Kuan（2008:2&172, n.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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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書（aṭṭhakathā）的相關段落。 

七、 進行相關研究，並參考二手資料。過程中隨時增補新收集到的原典文獻和二

手資料。 

八、 論文寫作。 

以上的步驟以「文獻學」為主。礙於篇幅和時間的限制，對於心、心所有法、

解脫的要件、解脫的道次第等等，只會大略涉及，但不做為本論文所處理的重點。

對於巴利經文的關鍵段落，如：道次第、慧觀的內容、解脫或不易理解的經文，

逐字逐句重新翻譯，並參考當代的英譯、日譯本，以正確掌握修習細節和要點。

對於法義模糊或不理解處，先參考對應的巴漢經典，再擴及其他相關經典，以經

解經，最後參考注釋書或論書對該經的解釋。參考其他經典的先後順序，首先擴

及前後的相關經，其次同一相應、同一集或同一品，然後再擴大到同一部，最後

擴大到四部《阿含》或《尼柯耶》。 

對於不易理解的名相或法義，如果上述注釋書或工具書的詮釋仍無法解除疑

惑時，則透過捜尋 CBETA 光碟和 CSCD 光碟找出《阿含》或《尼柯耶》中出現該

名相或經文的其他相關經文，了解其在各相關經中的意義，透過參考大量文獻，

取得該詞或法義在早期經典中的意義。例如：第四章 MN 7 有關佛、法、僧不壞淨

的問題。 

為了最後的比較研究，本文在整理、歸納經文時，會留意以下各點。第一、

各經的修習脈絡，並分辨各經為慈、悲、喜、捨各自的修習或四者為一整體的修

習。第二、整理各經所出現慈、悲、喜、捨的各種巴漢名稱，漢譯如：「四無量心」、

「四梵住」、「四梵室」、「四等心」，「梵道」、「梵世法」等等。第三、出現的形式

是定型段落或名稱而已。第四、類似經或相關經之間的共同性，例如：有些經是

佛陀的前生故事。第五、經文脈絡和修習歷程中各道支（或項目）的先後次第。21

這些記錄與分析將有助於第二章歸納慈悲喜捨的各種名稱，也有助於比較慈悲喜

捨在「不導至究竟解脫」和「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二類經典的狀況與特色。 

 

                                                 
21 本段所述的方法，感謝越建東老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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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論文架構 

為了回應本文的主旨——在《阿含》與《尼柯耶》經典中，慈悲喜捨能否導

至解脫——，最明確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從經典著手，整理、歸納經典的記載。

在前述研究步驟三將與慈悲喜捨有關的經典內容，依經號順序整理為附錄 1-1「《阿

含》中與慈悲喜捨相關經典之整理」與附錄 1-2「《尼柯耶》中與慈悲喜捨相關經

典之整理」，以方便隨時參考查詢。從附錄的「可達成就」一欄，發現經典有不同

的共通性。若從經文所描述修習慈悲喜捨是否導至解脫的觀點來看，可分為三類。 

第一類、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例如：經文明白提到該法不至究

竟，未得解脫一切苦；有些經說修習慈悲喜捨，命終生梵天、欲界六天或人間三

大種姓等善趣；有些經對比四禪、慈悲喜捨、究竟解脫，顯示彼此之差異。 

第二類、慈悲喜捨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有些經提到修習慈悲喜捨可得

大果、大福利；有些經在慈悲喜捨之後，又提到其他修習法或項目，最後得阿那

含果或漏盡解脫；有些經說無量心解脫是不動心解脫。凡是經文脈絡與解脫有

關——包括成就須陀洹、阿那含、阿羅漢、得法眼淨、不動心解脫等等——，皆

歸於此類。另外，凡學者主張慈悲喜捨就是解脫法門所列舉的經證，如：DN 13、

《雜．744》和《雜．567》等經典也歸於此類討論。22 

第三類、經文未涉及解脫，與導至解脫無關，其內容包括：慈悲喜捨所對治

的煩惱、修習的功德，或者只羅列項目名稱與四禪、四無色定、三十七菩提分、

三明等項目並列。 

上述分類只是為了研究的方便，依各經典的經文脈絡中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

竟解脫，將所有的相關經典分為上述三類，這並非指「修慈悲喜捨必然不能解脫」

或「修慈悲喜捨必然可以解脫」二分法。解脫是緣起法，須要眾多因緣和合，並

非任何單一修習要項即可達成。這三類經典對本文研究都很有幫助。尤其前二類

「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正是本研究的重要經證。

第三類經典的內容雖然與慈悲喜捨能否導至解脫無直接關連，卻是了解慈悲喜捨

的功德等相關細節的重要資料。因此，本文的寫作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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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類所有與慈悲喜捨 

有關的經典 
 

 

 
不導至究竟解脫     可能導至究竟解脫    與導至解脫無關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章） 

 
  

 

     探討難解經文 
                      （第五章） 

                       
 
 

比較二類經典與結論 
(第六章) 

  

第二章以第三類經典為基礎，總述慈悲喜捨的相關議題，包括其所對治的煩

惱、修習的功德、在經典所呈現的種種稱謂等等。並就慈悲喜捨的種種修習經文，

理解修習慈悲喜捨的相關細節。接著分別於第三章、第四章討論逐一討論「不導

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二類經典。並就二類經典各自所呈現的特

色，細分為不同小節討論。因為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文有許多經

文不易理解，嘗試於第五章澄清。最後，第六章根據前幾章的研究成果，比較第

三、第四章的二類經文，並提出本研究的結論、研究限制以及未來可進一步研究

的議題。 

   

                                                                                                                                               
22 參「前人研究成果回顧」印順（2000）和 Gombrich 氏的著作。 



 

11 

                

第二章 總述慈悲喜捨與解脫 

第一節 慈悲喜捨的意義 

在初期佛教聖典中，談論慈或慈悲的經典不少，但幾乎未發現有經典提到慈

（mettā）、悲（karuṇā）、喜（muditā）、捨（upekkhā）四者的定義，不過稍後的阿

毘達磨和注釋書紛紛闡述四者的意義。本節根據慈、悲、喜、捨的語義以及其在

經典的情境，嘗試歸納四者的意義。 

首先從語義來看。23「慈」譯自巴利語 mettā，梵語 maitrī 或 maitra，意思是

「仁慈」、「善意」，指真實的友情、純粹親愛之念。24「悲」譯自巴利語和梵語 karuṇā，

意思是「悲愍」、「同情」。「喜」，巴利語和梵語皆作 muditā，意思包含「有柔軟心」、

「喜悅」、「歡喜」等等。「捨」，巴利語 upekkhā，梵語 upekṣā，意思比較多元，在

不同場合有不同意思，25如：「無分別」、「不涉入」、「中立」、「不喜不憂」、「平靜」

等等；形容感受時，指不苦不樂的感受。Mahāsi 禪師對「梵住捨」有詳細的解釋：

「關注與觀察事物並平靜地放在心中，以平等平衡的心採取中立的態度而不加以

分別」。接著又進一步說：即排除一切的憂慮，不涉入的感受，例如：不會散發慈

而希望有情快樂，以悲心希望有情離苦而發悲，以喜心希望有情保有和以前一樣

的財富。26 

接著藉由阿毘達磨等的定義來理理。以北傳有部的《阿毘達磨法蘊足論》為

例，慈是思惟：「願諸有情皆得勝樂」，修悲思惟：「諸有情皆得離苦」，喜則思惟：

「有情獲益，深可欣慰」，捨是思惟：「應於有情住平等捨」。27南傳上座部《清淨

                                                 
23 為了節省篇幅，有關英、日辭典對梵語和巴利語的慈、悲、喜、捨的解釋，請參附錄 2-1。

本節正文僅列與慈悲喜捨比較相關的語義。另請參考趙淑華（1997:29~36），該文整理了與

「慈悲」相關的各巴利語字義。 
24 參中村元（1997:13）。  
25 《清淨道論》將「捨」分為十種。詳參 Vism IV 156~166。「梵住捨」（brahmarihvārupekkhā）

即其中之一（158）。 
26 Mahasi（1989:373）。 
27 見 T26, no. 1537, 485b15, 486c04, 487a23, c16。另可參 T25, no. 1509, 206a22~24、T27, no.1545, 

420c10~12、T28, no. 1547, 0493b9~12。除了後期論書，漢譯本緣部的《佛本行集經》〈4 上

託兜率品〉說：「慈是法明門，一切生處善根攝勝故；悲是法明門，不殺害眾生故；喜是法

明門，捨一切不喜事故；捨是法明門，厭離五欲故。」(T03, no. 190, 681a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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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論》的說法大致相同。28對照四者的語義和阿毘達磨的定義，後者的定義顯然更

具體，可能與實際修習的需求有關。 

透過以上的基本概念，接著回頭省察慈悲喜捨在初期佛教的經典中，是否包

含這些或類似的含意。礙於篇幅，以下僅擇要簡述。先看「慈」與「悲」。「慈」

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時，最明顯的是比丘對共住的同梵者行「慈身業、慈語業、慈

意業」，29其重點在於「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30，這樣就不會產生鬪諍、論諍。

MN 33 說應以這三種慈業對待長老、耆宿、久修行者、僧伽之首時，以表達最上

恭敬。31在戒方面，尤其是不殺生，強調慈心，正如《增 49:10》所說：「不殺無害

心  亦無勝負意  行慈普一切  終無怨恨心」。32從修習面來看，《經集》的《慈經》

教導對一切有情修習慈心無量，如母護子，無怨、無敵意，願一切有情快樂，不

會希望他人受苦。33《長老偈》648 說：「修習慈心，樂於不瞋害。」而談到佛陀的

慈悲時，SN 6:1 梵天勸請佛陀為眾生說法，佛陀基於悲(kāruññatā)而以佛眼觀世

間。34為什麼要為眾生說法？《雜．1136》說：「諸眾生沈溺老、病、死、憂、悲、

惱、苦，如此眾生聞正法者，以義饒益，長夜安樂。以是正法因緣，以慈心、悲

                                                 
28 《清淨道論》說慈是「願一切有情無怨、無瞋害、無苦、快樂護己！」（Vism IX 9: Sabbe sattā 

averā abyāpajjhā, anīghā sukhī atānaṃ pariharantu”），悲是見到受苦的有情，思惟：「願他從

此苦解脫！」（Vism IX 78: … imamhā dukkhā mucceyya）。喜是看到可愛或快樂的有情，思

惟：「此有情真的喜悅。啊！好極了，太棒了！」（Vism IX 85: modati vatâyaṃ satto aho sādhu, 
aho suṭṭhu），也就是心隨喜。捨是捨斷「願他們無怨！」等等思惟而保持中立的狀態（Vism 
IX 92: averā hontū ti ādibyāpārapahānena majjhatttabhāv-ûpagamanean）。《經集》注釋書說：

喜是希望他們不與利益、快樂分離。（Pj II 128,8: hita-sukhāvippayoga-kāmatā）捨是思惟：「他

們將藉由自己的業被知道。」對於苦、樂，無分別地看待。（Pj II 128,9~10: “Paññāyissanti sakena 
kammenā”ti sukhadukkhajjhūpekkhanatā upekkhā.）以慈的思惟內容來看，類似於《慈經》，

且完全同於十善行中三種意業的無瞋害心。另參《分別論》〈無量〉一章，不過該論對慈、

悲、喜、捨的解釋，以該詞的同源詞彙詮釋，詮釋用的詞意思相同，只是詞性不同。從其定

義 還 是 無 法了 解 慈 的 具體 意 義 。 以慈 為 例 ， Yā sattesu metti mettāyanā mettāyitattaṃ 
mettācetovimutti – ayaṃ vuccati “mettā”。《無礙解道》只有〈慈論〉一章，未談到悲、喜、捨。 

29 如 T01, no. 26, 536b23~25, 730a08~10。參《中阿含》72, 185 和 MN 48, 31, 128 等經。比丘

們和合共住的六和合法即含攝這三種慈業，參 MN 104, M II 250~251。  
30 見 T01, no. 26, 536b26。 
31 M II 222。 
32 見 T01, no. 125, 806a28~29。另參 A IV 150~151, Iti 27。 
33 參 Sn 148~150。類似祝願的經文，經常出現在十善行中三種意業的無瞋害心——願這些有

情無怨、無瞋害、無苦、快樂護己。即 “ime sattā averā abyābajjhā anīghā sukhī attānaṃ 
pariharantu”。如：A I 192(現世自護), A V 268, 286, 296, M I 288, III 50。對應的漢譯是「不

作是念：『撾打縛殺』。」（T 02, no. 99, 272a3） 
34 參 S I 138, M I 169。 



 

13 

心（kāruññaṃ）、哀愍心、欲令正法久住心而為人說。」35換言之，就是為了令眾

生脫離一切苦。在《小部》的《本生經》，許多情況也出自看到有情受苦，欲令有

情脫離苦，而生起悲心或悲愍心。36從上述經典的脈絡來看，「慈」除了阿毘達磨

等論書所說的「願諸有情皆得勝樂」的「與樂」概念，還包括「無害」、「無瞋」、

「無怨」、「希望有情無苦」、「無諍」、「敬愛」等種種觀念；「悲」則側重在希望有

情「離苦」，和阿毘達磨所說的相同。可以看出在初期佛教聖典中，「慈」的含意

較廣，有時還含攝「悲」的概念。37 

接著談「喜」。在巴利經典中很難得發現有一經提到喜心解脫。AN3:93 說：「當

比丘們和合、喜悅（sammodamānā）38、無諍，水乳交融，彼此以愛眼39互視而安

住時，這叫做和合眾。諸比丘！那時比丘們產生許多功德。諸比丘！那時比丘們

住於梵住（brahmaṃ vihāraṃ）40，也就是喜心解脫。」41接著又說：「歡悅已，喜

生起；意喜者身輕安；身輕安者感受樂；有樂者心得定。」42亦即由於與共住者和

合、無諍，心生歡悅，進而成就喜心解脫，心得定。雖然 AN 3:93 沒有對應的漢

譯經，不過在其他談論合和共住的經典可發現類似的說法，例如：MN 31 與對應

的《中．185》。該經清楚地描述阿那律陀尊者等三位比丘如何和合共住，修習各

種禪那，乃至六種證智。43《大．6》說修習喜心，普「和」世間。44若依此類和合

                                                 
35 見 T02, no. 99, p. 300a13~16。上述「以慈心、悲心、哀愍心」，若根據 SN 16:3 的對應處作 

“kāruññaṃ paṭicca anudayaṃ paṭicca anukampaṃ upādāya”，見 S II 199, M I 118。 
36 參 Ja. I 166, 330, II 427, VI 368。另參趙淑華（1997:60~64）。 
37 中村元（1997:26~31）認為初期佛教最先只強調「慈」，後來才「慈」與「悲」並稱。 
38 意思是「喜悅」、「高興」或相互友善問候等等。參 PED 696。 
39 注釋書說「愛眼」就是「寂止的慈眼」。Mp II 357,17: Piyacakkhūhī ti upasantehi mettacakkhūhi. 
40 詳參後文「梵住」。 
41 見 A I 243,20~24: Yasmiṃ  bhikkhave, samaye bhikkhū samaggā sammodamānā [avivadamānā] 

khīrodakī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piyacakkhūhi sampassantā viharanti, bahuṃ, bhikkhave, bhikkhū 
tasmiṃ samaye puññaṃ pasavanti. Brahmaṃ, bhikkhave, vihāraṃ tasmiṃ samaye bhikkhū 
viharanti--yadidaṃ muditāya cetovimuttiyā.類似的經文也見於 M I 207，其中 “sammodamānā 
avivadamānā khīrodakībhūtā khīrodakībhūtā”對應的漢譯作「共和合、安隱、無諍，一心一師，

合一水乳。」（T01, no. 185, 730a25）「安隱」似乎對應 “sammodamānā”。 
42見 A I 243,25~26: Pamuditassa pīti jāyati, pītimanassa kāyo passambhati, passaddhakāyo sukhaṃ 

vediyati, sukhino cittaṃ samādhiyati.亦可譯作：「A 已，B。」參 Pn 329。值得注意的是形容

和合共住的 “sammodamānā”和生起禪那身心過程的 “Pamuditassa”都源自“mud”（歡喜）。

漢譯一般譯 “Pamuditassa”為「歡悅」或「悅」。至於慈悲喜捨的 “muditā”，可能源自 “mudu”
（柔軟）或 “mud”。為了避免與 “pīti”（喜）混淆，又能和 “muditā”（喜）有連結，本文

譯 “sammodamānā”為「喜悅」， “pamuditassa”為「歡悅」。  
43 參第四章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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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住的經文，在慈三行的基礎上，與共住者和合、歡喜、無諍，並藉此所生的歡

悅，進而修習禪那或喜心解脫等，有別於前述論書所說的「喜」是由於看到有情

獲得利益而感到欣喜。因此，「喜」（muditā）可理解為心所生起的任何歡悅，包括

自己由善法（如：與人和合共住）所生起的歡悅，或者隨喜他人獲得利益或快樂

等所產生的歡悅。 

最後談「捨」。經典談「捨」的情況很多，意思也略有不同，談論「捨心解脫」

或「梵住捨」的經文多側重在其所對治的煩惱。45若根據其語義「中立」、「平靜」

等意思以及修習的所緣是一切有情來看，慈悲喜捨的「捨」可能正如《清淨道論》

所說：「對一切有情中立」。46正如同相對於苦受或樂受，捨受指不苦不樂的感受；

相對於「慈」希望有情快樂、「悲」悲愍有情之苦，「捨」則了知有情皆為各自所

造業的主人，47而對有情保持中立——快樂的中立，而非漠不關心。 

 

第二節 慈悲喜捨的修習 

了解慈、悲、喜、捨的意義之後，本節嘗試從其修習經文理解修習的要點、

修習的對象、面對修習對象的心態、修習的時機等細節。此處所謂「修習經文」

僅限於與慈悲喜捨的修習相關的經文，不包括談論慈悲喜捨的修習功德、所對治

的煩惱等等其他經文。 

一、 慈悲喜捨的修習經文 

《阿含》和《尼柯耶》所出現的慈悲喜捨修習經文不但定型，且相當一致，

尤其是巴利的定型經文幾乎完全相同，可能現存的這些修習經文已被高度發展與

教導。48漢譯經典則以《中阿含》的定型經文最為一致，或許是漢譯的底本不同或

譯詞未統一，《中阿含》以外的其他漢譯定型經文略有不同，但差異不大。49為了

                                                                                                                                               
44 見 T01, no. 6, 186c1~2。修習慈、悲、捨三者，分別作「普慈世間」、「普悲世間」、「一切欲

護」。 
45 請參第三節。 
46 參 Vism IV 158, IX 88。 
47 參前注 28，Pj II 128。 
48 Miller（1979:210）認為此定型段落已高度發展，可能源自佛教以前的婆羅門教。 
49 不過《增 38:9》的教示很奇特。該經教導透過思惟眼、色等六入處皆悉無常，所有欲意自

當消除。（T02, no. 125, 724b04~08）又說：「思惟六情無主，得四等心，身壞命終生梵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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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深入了解初期經典教導如何修習慈悲喜捨，除了傳統的定型經文之外，將目前

收集到的各類修習經文，以慈為例，羅列如下，悲、喜、捨的內容相同。50 

（一）傳統定型經文51 

巴利：So mettāsahagatena cetasā ekaṃ disaṃ pharitvā viharati, tathā dutiyaṃ, 

tathā tatiyaṃ, tathā catutthaṃ, iti uddham adho tiriyaṃ sabbadhi sabbattatā 

-ya 52  sabbāvantaṃ lokaṃ mettāsahagatena cetasā vipulena mahaggatena 

appamāṇena averena abyāpajjhena pharitvā viharati. 

他心俱慈遍滿一方而住，那樣地第二方，那樣地第三方，那樣地第四方。

如是上下、橫遍、一切處，心俱慈、極廣、甚大、無量、無怨、無瞋害，

遍滿一切世間而住。 

《中阿含》：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

普周一切。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量、善

修，遍滿一切世間成就遊。 

（二）《中．193》53 

若他說時，心不變易，口無惡言，向言說者，緣彼起慈愍心，心行如地，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量、善修，遍滿一切世間成就

遊。（另有三種情況改為「心行如虛空」、「心行如恆伽水」、「向捶打人……

                                                                                                                                               
見 724b23~24。「四等心」是《增壹阿含》對慈、悲、喜、捨的稱謂。這種透過「思惟六情

無主，得四等心」的教導尚未見於其他《阿含》經典。 
50 除了以下四段，還有一段少見的定型段落，見於 AN 8:63 和 SN 20:3~5。「我要修習慈心解

脫，多修習，令作車乘，令作基礎，實踐，熟習，好好地努力。」參 S II 264~265, A IV 300。 
“mettā me cetovimutti bhāvitā bhavissati bahulīkatā yānīkatā vatthukatā anuṭṭhitā paricitā 
susamāraddhā”。此經文也見於 D II 102, M III 97, S I 116, III 200, V 259~260，分別指四神足

和身至念。因為不專屬於修習慈悲喜捨，故不列舉。 
51 巴利的定型經文相當一致，如：D I 250,-1~251,4。《中阿含》的定型段落相當一致，如：T01, 

no. 26, 438a8~11。另參《中阿含》經號 15, 16, 20, 27, 30, 40, 68, 76, 79, 86, 93, 104, 131, 152, 
158, 160, 178, 183, 185, 193, 217 等等。有關梵語定型經文，請參 Maithrimurthi（1999: 35~57），

該書的舉例包括：《瑜伽師地論．聲聞地》、十萬頌和八千頌《般若經》、《大事》等等。 
52 CSCD 版的前四部《尼柯耶》皆作 “sabbattatāya”。PTS 版偶爾作 “sabbatthatāya”。 
53 分別見 T01, no. 26, 745b23~25, c9~10, c25, 746a10。對應經 MN 21 的內容相同，「我將以慈

心遍滿該補特伽羅而住，並以一切世間為所緣，心如大地般、極廣、甚大、無量、無怨、無

瞋害，遍滿而住。」M I 127, 25~30: Tañ ca puggalaṃ mettāsahagatena cetasā pharitvā viharissāma, 
tadārammaṇañ ca sabbāvantaṃ lokaṃ pathavisamena cetasā vipulena mahaggatena appamāṇena 
averena abyābajjhena pharitvā viharissāmā.後三者作 “ākāsasamena cetasā”, “gaṅgāsamena 
cetasā”, “biḷārabhastāsamena cetas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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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行如猫皮囊」。） 

向割截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以下與《中阿含》的傳統定型句相同。） 

（三）《增 43:5》54 

……當起護心，遍滿諸方所，無量、無限、不可稱計，持心當如地。猶如

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不淨，屎、尿、穢惡皆悉受之，然地不起增減之心，

不言：「此好」、「此醜」。汝今所行亦當如是！設為賊所擒獲，莫生惡念，

起增減心。亦如地、水、火、風，亦受於惡，亦受於好，都無增減之心，

起慈、悲、喜、護之心向一切眾生。 

（四）《經集．慈經》Sn 145c~150c55 

145.……願他們快樂、安隱，願一切有情快樂！ 

146.不論任何生物56，○1 虛弱的或強壯的都一樣，57 

○2 長或大、中等的、短小的，○3 微細或粗大、 

147.○4 不論見過或未見過，○5 住得遠或近， 

○6 已存在或將存在的，願一切有情快樂！ 

148.人不應羞辱其他人，不應於任何處輕視任何人； 

不應由於忿怒、瞋恚想而希望他人受苦。 

149.應像母親那樣以性命保護她自己的兒子——獨子， 

                                                 
54 見 T02, no. 125, 760a3~11。 
55 Sn 145c~d. sukhino vā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146. Ye keci pāṇabhūt’ atthi, ○1 tasā vā thāvarā vā anavasesā  
○2 dīghā vā ye mahantā vā, majjhimā rassakā ○3 aṇukathūlā. 
147.○4 Diṭṭhā vā ye vā adiṭṭhā, ○5 ye ca dūre vasanti avidūre; 
○6 bhūtā vā sambhavesī 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hitattā. 
148.Na paro paraṃ nikubbetha, nātimaññetha katthacinaṃ kañci;  
byārosanā paṭighasaññā, nāññamaññassa dukkham iccheyya.  
149. Mātā yathā niyaṃ puttaṃ āyusā ekaputtam anurakkhe;  
evam pi sabbabhūtesu, mānasaṃ 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150. Mettañ ca sabbalokasmiṃ, mānasaṃ bhāvaye aparimāṇaṃ;  
uddhaṃ adho ca tiriyañ ca, asambādhaṃ averam asapattaṃ. 
151a~c: Tiṭṭhaṃ caraṃ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 assa vigata-middho 
etaṃ satiṃ adhiṭṭheyya. ○1 等數字，筆者所添加。 

56 “pāṇa”是「氣息」， “bhūta”是「存在」，”pāṇabhūtā”指任何生物、有生命的存在。 
57 “tasā vā thāvarā vā”有另一種解釋，作「會動的或不會動的」。參 Norman（1996:24）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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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一切有情這樣地修習無量的心； 

150.以慈對整個世間修習無量心、 

上下、一切方、無障礙、無怨、無敵意。 

151.立、行、坐、卧，只要他不昏沈，應專注於此念…… 

上述（二）和（三）的經文內容相似，共同的部分是教導對摛賊或割截我身

的惡賊修習慈心遍滿，這就是「利鋸刀喻沙門教［誡］」58。（四）《慈經》收錄

於《小部．經集》，雖只教導修習慈心，提供了與傳統定型經文截然不同的角度，

是談論此議題時不可或缺的寶貴資料。以下先討論修習的要點。  

二、 傳統定型經文的修習要點 

由於最常見於《阿含》和《尼柯耶》的修習經文，以傳統定型經文佔大多數，

在此以傳統的定型經文為主，歸納其修習要點。為方便對照，將傳統的定型經文

整理表列如附錄 2-1，歸納其修習要點如下： 

第一、先始於遍滿一方，然後再依序遍滿「二、三、四方59，四維上下」等十

方60。 

第二、於一切處、遍滿一切世間。前一項是別說「十方」的範圍，此處則是

總說遍及一切處、整個世間。巴利 “sabbadhi sabbattatāya sabbāvantaṃ lokam”三詞

並列，對應梵文本的 “sarvehi sarvatratāye sarvāvantaṃ lokan”61，與《大．12》的

「於一切處、一切世界、一切種類」極相似。其中 “sabbattatāya”一詞有時作 

“sabbatthatāya”（一切處）。62 “sabbattatāya”有二種可能的理解：「一切處」或「一

                                                                                                                                               
戒禪師（2004:54~55）。 

58 參第四章第二節。《中．193》和對應經 MN 21 在此沙門教誡之前，先例舉了四個譬喻，針

對每個譬喻教導如何對該有情修習慈心。 
59 漢譯有時稱之為東方以及南、西、北方。 
60 Wiltshire（1990:228）說吠陀時代的世界觀認為有情從某一定點或中心點向外面的空間移

動，這種移動產生理和心理上的改變和擾動，被視為是一種危險。祭祀就是降低與平息這種

危險。這種有情從某一定點或中心點出發的空間就叫做「方」（diśā），而「方」的最理想數

目是十，即八方和上、下。 
61 見 Mahāvastu (-Avadāna) III 213,12 ff.，引自 Maithrimurthi（1999:36）。 
62 PED 681 只列 “sabbatthatā” (the state of being everywhere)，解釋 “sabbatthatāya”為 on the 

whole。根據 BHSD 584，此二詞的對應詞梵語是 “sarvatratāye”，意思是 altogether, in ever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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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如己」。63取「一切處」義時，與 “sabbadhi”同義。相較於巴利三詞，幾乎漢譯

經典都只有「一切處」和「一切世間」二概念。可能底本無 “sabbattatāya”的對等

詞或古德將 “sabbadhi sabbattatāya”合併譯作「一切處」或相似詞。 

第三、沒有負面的情緒、想法或心，如：巴利定型經文的「無怨、無瞋害」

（averena abyāpajjhena64）和《經集．慈經》的「無障礙、無怨、無敵意」（asambādhaṃ 

averam asapattaṃ）。65在此漢譯的譯詞雖不統一，基本上意思相當，只是多了「結」、

「結恨」、「嫉惡」、「諍」等概念。66《慈經》還說不應「羞辱」或「輕視」他人，

不應因「忿怒」（byārosanā）或「瞋恚想」（paṭighasaññā）67而希望他人受苦。68

相較於傳統定型經文側重不生起負面想法或惡心，《慈經》同時也強調正向的祝

                                                 
63 詳參後文「四、面對修習對象的心態」。 
64  “byāpajjha”或  “vyāpajjha”中性名詞，和  “byāpāda”或  ”vyāpāda”陽性名詞都源自動詞

“vyāpajjati”。五蓋中的瞋恚蓋就是指 “byāpāda”。PED 解釋前者為：making bad, doing harm;  
desire to injure, malevolence, ill-will。釋後者為：to be troubled or troubling, doing harm, 
injuring。Mahasi（1991: 162）說：vyāpāda is the evil intent to bring about the death or destruction 
of a person.。根據《梵和》頁 1296， “vyāpāda”漢譯作：恚、瞋、害、忿、諍、瞋恚、瞋（惱）、

瞋（恨）、忿恚、損壞、恚害、怒恚心、瞋恨怨惡。 “vyāpāda-nivaraṇa”漢譯作：害蓋、瞋

恚蓋。從上述資料看來，此二詞似乎不止僅指生氣、忿怒，還隱含想傷害對方的惡意或敵意。

本文譯作「瞋害」。 
65 見 Sn 150d。注釋書說：「無障礙」是沒有障礙，打破界限，而「界限」指對手或敵人。「無

敵意」是沒有對手或敵人。因為住慈者是人們所喜愛，非人所喜愛，他沒有敵人。因為，他

的心沒有敵意或對立性，叫「無敵意」。Pj II 193: Asambādhanti sambādhavirahitaṃ, 
bhinnasīmanti vuttaṃ hoti. Sīmā nāma paccatthiko vuccati, tasmimpi pavattanti attho. Averanti 
veravirahitaṃ, antarantarāpi veracetanāpātubhāvavirahitanti vuttaṃ hoti. Asapattanti vigata- 
paccatthikaṃ. Mettāvihārī hi puggalo manussānaṃ piyo hoti, amanussānaṃ piyo hoti, nāssa koci 
paccatthiko hoti, tenassa taṃ mānasaṃ vigatapaccatthikattā “asapattan”ti vuccati. 

66 對應的漢譯譯詞有：「無冤、無惱」、「無怨、無恚」、「不懷怨結，無瞋恨心」、「無有結恨」、

「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怨、無恨」、「無怨、無憎、無恚」、「無怨、無嫉、無有瞋

恚」、「都忘怨恨，無所嫉惡」、「除眾結恨，心無嫉惡」、「無怨、嫌恨，得於無嫉」。根據

Maithrimurthi（1999:35~36）和 BHSD 79，巴利“abyāpajjhena”對應的梵語是“avyāvadhyena”
或 “avyābādhena”，意思是不傷害、不惱害等義。（BHSD 79: not doing harm; 或 free from 
injuriousness, i.e. not given to injuring others, kindly）。另參前注。 

67 “paṭigha”有「瞋恚」、「障礙」等義，捨心所對治。注釋書說身、語的擾動為忿怒，意的

擾動為瞋恚想或障礙想。Pj II 193: Byārosanā paṭighasaññāti kāyavacīvikārehi byārosanāya ca, 
manovikārena paṭighasaññāya ca. 另參 PED 393。梵語作 “pratigha”，根據《梵和》頁 830，

漢譯作：對、有對、對治；礙、罣礙、碍；破；對害，害，損害；瞋、瞋心、瞋恚、瞋忿、

恚；憎、有憎、恚惱；惱害、惱亂；恨、怨等等。Norman（1996:24）作 notion of repugnance.
在此可能指因對立、牴觸而引生帶有障礙、對立的瞋恚或念頭。本文譯作「瞋恚」。 

68 見 Sn 148: Na paro paraṃ nikubbetha, nātimaññetha katthacinaṃ kañci; byārosanā paṭigha- 
saññā, nāññamaññassa dukkham icche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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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即「願他們快樂、安隱，願一切有情快樂！」69  

第四、心「極廣」、「甚大」、「無量」。這些心的屬性也見於其他業處的修習經

文，與修定有關。70例如：AN 6:26 所教導的佛、法、僧、戒、施、天等六隨念71，

以及 AN 9:11 和對應經《中．24》的身念處，這些修習經文同樣包含「極廣、甚大、

無量、無怨、無瞋害」。72《長老偈》548~549 偈說修習出入息，心清淨、無量、

善修，照亮諸方。「無量」有時指阿羅漢或證悟，例如：MN 38 說「心無量者」

（appamāṇacetaso）73如實了知已生惡、不善法滅盡無餘的心解脫、慧解脫。又如

A I 236 的「無量三摩地」（appamāṇasamādhi）指阿羅漢道三摩地。74所以，「無量」

一詞適用的範圍較廣，可能指修習禪定的心或證悟的心。 

以上所歸納的四項修習要點中，「無怨」、「無瞋害」和「極廣」、「甚大」、「無

量」這些心的屬性與修定有關。75尤其「無怨」、「無瞋害」是心的資具76，是慈心

的展現，不論持守五戒77或作福得善78，都離不開此二種心的屬性。悲、喜、捨的

修習經文也包含此二者，可見修習悲、喜、捨以慈為基礎。 

三、 修習的對象 

傳統定型句並未明確指出修習的對象，而是藉由「一方、二、三、四」、十方、

                                                 
69 見 Sn 145d。 
70 參 A III 315~317, IV 375~376, T1, no. 26, 453a~b。另外，修習十遍，也是「上下、橫遍、無

二、無量」（A V 60: uddhaṃ adho tiriyaṃ advayaṃ appamāṇaṃ）。另參 Anālayo（2006a: 179）、

Aronson（1999:47）。 
71 參 A III 314~317。 
72 參 A IV 375~376 和 T01, no. 26, 453a1~b28。「心等同地（或水、火、風）、極廣、甚大、無

量、無怨、無瞋害而住」（pathavīsamena cetasā viharāmi vipulena mahaggatena appamāṇena 
averena abyāpajjena.）。 

73 見 M I 270,11: “upaṭṭhitakāyasati ca viharati appamāṇacetaso”。注釋書說該處的 “appamāṇa- 
cetaso”指出世間心，意指他具有道智。Ps II 311, 23~25: Tattha appamāṇacetasoti appamāṇaṃ 
lokuttaraṃ ceto assāti appamāṇacetaso, maggacittasamaṅgīti attho. 

74 見 Mp II 352,10 : Appamāṇasamādhinā ti arahattamaggasamādhinā. 
75 如：《長．20 阿摩晝經》：「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不傾動，住無愛、恚，無動之地。」（T 

01, no. 1, 85c6~7） 
76 MN 99 說婆羅門為了作福得善所施設的真諦等五法，就是為了把心修習成無怨、無瞋害，

這是心的資具。總括來說，慈愍是第六法，亦即慈是修心至無怨、無瞋害的基礎。參第三章

第二節《梵志陀然經》。 
77 AN 8:39（A IV 245~247）說持守五戒就是施與一切有情無畏、無怨、無瞋害。 
78 參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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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處」、「一切世間」等空間表達。從宇宙無可限量的範圍，展現修習對象和

心的無限量。《慈經》除了空間，直接強調具體的修習對象，以○1 虛弱或強壯、○2

高大或中等或短小等等六組，含蓋「一切有情」（sattā）。79前三組以有情的外形或

狀態區分，接著二組以有情與我的關係分類，最後一組所含蓋的範圍最廣，以有

情的存在或將存在（即未出生）區別。這些類別都是幫助修習者將心無限量地擴

大，遍滿一切世間，遍及一切有情。 

《中．193》則直接以當下互動的特定有情為修習對象，心行如地（或虛空等

等），80然後遍滿一切世間。該經例舉破壞大地、燒恆河水、於虛空作畫、捶打猫

皮囊、惡賊以利鋸割截我身等譬喻。前三個譬喻針對以言語傷我者—— 辱罵或說

話的時機不恰當、內容不真實、言語麤惡、以瞋心說、所說的內容對聽者無利益

等五言道者——為修習對象；捶打猫皮囊喻以傷我身者——以拳扠、以石擲、以

杖打、以刀斫傷我身者——為修習對象；利鋸喻以取我命者——以利鋸割截我身

的惡賊——為修習對象。分別以這些令修習者生起瞋恚等惡心的特定有情為修習

對象，然後遍滿整個世間。如何遍滿整個世間呢？修心至如地、如虛空、如恆伽

水般甚深、極廣、不可測量，如猫皮囊般極柔軟，遍滿一切世間。此修習內容適

合有怨懟或厭惡對象的修習者，藉由生活中實際引生瞋恚等惡心的特定有情，以

及所談論的具體內容（如：對方說他將破壞大地等），藉境修習慈心遍滿一切世間。

前述的傳統修習經文和《慈經》適用於所有狀況，修習者不一定有怨敵或憎惡對

象。 

四、 面對修習對象的心態 

接著談以什麼心態面對修習的對象。《慈經》說應像母親以性命保護獨子般，

對一切有情修慈，81亦即「一切有情如獨子」。在巴利定型段落中有一相似詞，即

前文所述的 “sabbattatāya”82。依《清淨道論》的解釋是「一切有情如己」（atta- 

tāya），不分別「這是其他有情」而視有情等同自己。83不過《分別論》則說 “Sabbadhi 

                                                 
79 《清淨道論》以好惡的親疏關係分類有情，先以自己為所緣，再依序遍及親愛者、中立者、

怨敵三類有情。 
80 「心行如地」或如虛空、如恆伽水，是因為言說者所說的內容與大地、虛空等有關。 
81 參前文 Sn 149。 
82 參前文「修習要點」。 
83 見 Vism IX 47: Sabbattatāyāti sabbesu hīnamajjhimukkaṭṭhamittasapattamajjhattādippab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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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ttatāya sabbāvantaṃ lokam”是廣含一切，完全而無餘，即「遍取」（pariyādāya）

的同義詞。84在此很難抉擇何者說法比較接近原始的意思。漢譯經文中沒有「一切

有情如己」或「一切有情如獨子」的相似詞或句子，最接近的概念是「無二」一

詞。梵文本中有對應詞 “advayena” 85，《大．8》作「平等無二」。《增 43:5》以地、

水、火、風為喻，「持心當如地」，強調對一切有情「不起增減心」，不論淨、不淨

皆悉受之，不分別「此好」、「此醜」。86相較於《慈經》側重「捨命護子」般不顧

一切地付出的心，《增 43:5》強調心不起分別、《清淨道論》的「一切有情如己」

和《大．8》「平等無二」，後三者的概念較相似。 

五、 修習時機 

根據上述經典的說法因緣來看，《中．193》教導在面對辱罵、五言道等言語

上的傷害，或手、石、杖、刀等身體上的傷害，乃至以利鋸肢解的迫害性命，因

為這些傷害而生起瞋心時修習。若從所對治的煩惱來看，當瞋心、害心、不喜心、

欲貪心等等種種惡心生起時修習。《慈經》則教導：「立、行、坐、卧，只要他不

昏沈，應專注於此念」87，亦即必須於生活中，時時刻刻持續修習，不中斷。換言

之，已將修行融入日常生活中。 

 

                                                                                                                                               
desu attatāya ‘ayaṃ parasatto’ ti vibhāgaṃ akatvā attasamatāyā ti vuttaṃ hoti.漢譯《解脫道論》

說：「從此應修行慈於一切眾生如其自身。」（T32, no. 1648, 435c3~4）現代學者也有二種不

同譯法，Bodhi（2000:1608）和片山一良的翻譯同於《清淨道論》，Walshe 則譯 everywhere，

Conze（1987:82）作 “with all one’s self”。南傳上座部教導修習慈心觀從自己開始，再漸次

擴及眾生，觀眾生如己，或許與對 “sabbattatāya”一詞的理解有關。 
84 見 Vibh. 272: Sabbadhi sabbattatāya sabbāvantaṃ lokan”ti sabbena sabbaṃ sabbathā sabbaṃ 

asesaṃ nissesaṃ. Pariyādāya vacanam etaṃ– “sabbadhi sabbattatāya. “pariyādāya”PED 433 解

釋作：completely，“sabbato”的同義詞。 
85 參 Maithrimurthi（1999:36）所列梵文本的定型段落。在漢譯經文中，「無二」有時與「無恚」、

「無怨」並列，有時則與「廣大」、「無量」並列。參《長阿含》和《大正藏》經號 8, 11, 51, 
66, 92 等單行經。在巴漢「十遍」的修習經文，「無二」（advayaṃ）與「無量」前後並列。 

86 《增 43:5》和《中．193》、MN 21 都教導心行如地等，但所強調的重點不同。《增 43:5》持

心如地、水、火、風，強調面對不同外境，心不起分別。《中．193》和 MN 21 強調心量甚

深、極廣、不可測量、極柔軟，任何言語或捶打都無法令其生起惡心或出麤惡語。 
87 見 Sn 151a~c: Tiṭṭhaṃ caraṃ nisinno vā, sayāno vā yāvat’ assa vigata-middho, etaṃ satiṃ 

adhiṭṭhe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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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慈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和功德 

本節將整理與歸納慈、悲、喜、捨各自所對治的煩惱和種種的修習功德。有

關修習的功德，可以在多處經典中發現修習慈心的功德，88但幾乎找不到經典談論

修習悲、喜、捨的功德。同樣地，很少有經典談論修習慈悲喜捨的功德，必須根

據經義歸納。所以，本節談論修習功德時，先從修慈的功德入手，然後再歸納經

典中所談到修習慈悲喜捨的功德或利益。以下先談所對治的煩惱。 

一、 慈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 

為方便討論，在此依各經的教導，將慈、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整理如下： 

表 2-1 慈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 
 

經號 經題 頁碼 慈 悲 喜 捨 
大 13 長阿含十報法經 T1.236a03 殺意 NIL 不可不定89 瞋恚 
大 12 大集法門經 T1.232a21 瞋心 害心 不喜心 欲貪之心 
長 9 眾集經 T1.052a13 瞋恚心 憎嫉心 憂惱心 憎愛心 
長 10 十上經 T1.054b02 瞋恚心 憎嫉心 憂惱心 憎愛心 
雜 815  T2.209c29 瞋恚心 NIL NIL NIL 
增 17:1 17 安般品 T2.581c18 瞋恚 害心 嫉心 嬌慢 
MN 55 耆婆迦經 M I 369 byāpāda

瞋害 
Vihesā 
害心 

arati 
不樂 

paṭigha 
瞋恚,障礙

MN 62 教誡羅睺羅大經 M I 424 byāpāda Vihesā arati paṭigha 
DN 33 合誦經90 D III 249 byāpāda Vihesā arati rāgo 貪 
AN 6:13 2 可念品 A III 291 byāpāda Vihesā arati rāgo 貪 
AN5:161 17 嫌恨品 A III 185 āghāta 

瞋怒 
āghāta 
瞋怒 

NIL āghāta 
瞋怒 

 
從上表可以發現，「慈對治瞋害」（byāpāda）91和「悲對治害心」（vihesā）是

南北傳各部經典所共許。多數經典記載喜對治不樂或不喜，也有經典說喜對治憂

惱或嫉。對於捨所對治的內容，說法較紛歧，如：貪、瞋恚（paṭigha）、憎愛、嬌

慢。AN 5:161 則說修習慈、悲、捨皆可去除對補特伽羅的瞋怒（āghāta），即慈、

                                                 
88 如：《雜阿含》252, 1222, 1253~1255；《增 24:5》；S II 264~265; A I 4, II 72, IV 150, V 342。    
89 此處經文有點奇怪，不確定「不可不定」是「喜心等定意」（即「喜」）或「等意定心」（即

「捨」）所除。因為經文已說「等意定心」除「瞋恚」，故暫將「不可不定」列作「喜」所除。

參 T01, no. 13, 236a03~17。 
90 巴利 “saṅgīti-suttanta”，漢譯作「眾集經」。 
91 S I 208 說具念者常幸福，增長快樂，然而未解脫怨敵。心晝夜皆喜於不害，對一切有情修

慈者，不因任何事故而有怨敵。此經凸顯修慈可完全讓心完全解脫怨（vera），就對治怨而

言，其功德非具正念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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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捨三者皆可對治瞋，唯獨喜除外。有多部經典記載佛陀教導比丘：當他人罵

詈、杖打、石擊時，應修習慈悲喜捨，不起惡心，如：《鋸喻經》、《降魔經》等等。

92  

談到對治煩惱時，慈除了與悲、喜、捨三者成群（或再加上無我等等）出現

外，有時與不淨觀、出入息、無常想等等成群出現。93以後者而言，慈對治瞋害，

不淨相對治貪；此二種對治也出現在五蓋的不食。當這二群組合混合出現時，如

MN 62，慈、悲、喜、捨、不淨觀、無常想等等同時出現，則同樣以慈對治瞋害

（byāpāda），以不淨觀對治貪，但以捨對治瞋恚（paṭigha）。94這可能是聖典最初只

教導慈，後來才能展成慈悲喜捨四者一組，因此「慈對治瞋」屹立不搖，但捨所

對治的煩惱則依經典而異。至於悲對治害心、喜對治不樂，可能是最初的經義。

悲對治瞋愱、喜對治嫉或憂惱的說法，可能是後來所增添的概念。95 

慈、悲、喜、捨四者除了成組出現在經典，慈經常單獨出現，尤其與生活有

關。比丘與他人共住時，應對共住的同梵行者，行「慈身業、慈語業、慈意業」；

96同樣地，在家人也應以「慈身業、慈語業、慈意業」供奉沙門、婆羅門，如：《長．

16 善生經》中佛陀對善生的教導；97MN 33《牧牛者大經》說這是對比丘、長老、

                                                 
92 這類經典包括：MN 21、《中．193》、《增 43:5》；MN 28、《中．30》；MN 50、《中．131 降

魔經》、《大．66》、《大．67》。《中．131》還教導：當得到恭敬供養時，「當觀諸行無常，觀

興衰法，觀無欲，觀捨離，觀滅，觀斷。」則不論順逆境，惡魔都不能得便（T1, no. 26, 621b~c）。 
93 如：T01, no. 26, 491c16~17, 492b6~7, T02, no. 99, 209c28~210a1; M II 424~425; A IV 358。 
94 S V 103, 7 説瞋害（byāpāda）蓋的食是 “paṭighanimitta”。如前注所述，“paṭigha”有「瞋恚」、

「障礙」、「對立」等義，對應的《雜．715》譯作「障礙相」。這也可看出 “byāpāda”和 “paṭigha”
有密切關係。有關「捨」對治貪或瞋，與慈對治瞋、不淨觀對治貪有何不同？論書對此有進

一步討論。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說：「慈對治斷命瞋，捨對治捶打瞋。復次慈對治是

處瞋，捨對治非處瞋。」(T27, no. 1545, 427b12~14) 又《雜．阿毘曇心論》說：「色貪以不

淨觀對治，婬貪以捨對治。」(T28, no. 1552, 925c29~926a1)，但《阿毘達磨俱舍論》反駁說：

「理實不淨能治婬貪，餘親友貪捨能對治。」(T29, no. 1558, 150b26~27)從捨所對治的煩惱

和修習內容，似乎不如慈的對治與修習一致。另 MN 118《入出息念經》（M III 81~82）說

修習慈、悲、喜、捨、不淨觀、無常想、入出息念，但未提到各修習法所對治的煩惱。 
95 楊老師認為《長．9》和《長．10》二經此處「悲對治憎嫉心，喜對治憂惱心」為誤植，依

《增 17:1》，此處應作「悲對治憂惱心，喜對治憎嫉心」。此外，漢譯本緣部《佛本行集經》

的〈4 上託兜率品〉，該經說：「慈是法明門，一切生處善根攝勝故；悲是法明門，不殺害眾

生故；喜是法明門，捨一切不喜事故；捨是法明門，厭離五欲故。」(T03, no. 190, 681a15~18) 
96 如《中．185》和 MN 31，注釋書進一步說明在同梵行者面對以及不在場時，應如何行慈身

業、慈語意、慈業意，詳參 Ps II 239~240 和 Aronson（1999:32~34）。 
97 T01, no. 1, 72a19~20。此經有諸多對應經，如：DN 31，其注釋書對於居士如何對沙門、婆

羅門行三種慈業有進一步說明，請參 Sv III 957 和 Aronson（1999:34）。另外在 DN 16《大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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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修行者的最上恭敬，98佛陀入滅前也以這三種慈業讚歎阿難尊者。99AN 10:44 教

導當比丘要舉罪其他同梵行者時，一方面應修五法，其中一法就是自己應對同梵

行者修慈心，另一方面以五言道檢驗自己所說，100應以慈心說而非以瞋心說。101反

過來，對於他人所說，不論符合或不符合五言道，皆對該說者修習慈心。 

二、 慈的功德 

在《增支部》和《增壹阿含》都有經典專門談論修習慈心的種種功德。AN 8:1

說修慈有八種功德：○1 樂眠，○2 樂醒，○3 不見惡夢境，○4 人們所喜愛，○5 非人

們所喜愛，○6 天神們所護，○7 不為火、毒、刀所入，○8 未達通更上者到達梵

界。102《增 49:10》所列大致相同，多了不兵、水、盜賊終不侵抂。103AN 11:16

又多列舉了○9 心速入定，○10 面色明亮和○11 不昏昧而命終三項。104《增 45:5》說行

慈心者，去離八難，105欲出家者得修沙門法，修無上梵行；乃至在刀兵劫時，得

出家修無上梵行，入無漏境，成就辟支佛。106此外，經典常以比較功德勝劣的方

                                                                                                                                               
涅槃經》佛陀教誡六不退法，即比丘應行六和合，前三項即慈身業、慈語意、慈業意。注釋

書對此的解釋包括比丘與在家居士各自如何修習此三種慈業。詳參 Sv II 531~532 和 Aronson
（1999:35~36）。 

98 參 M I 224。 
99《長．1》：「佛告阿難：『止，止，勿憂莫悲泣也！汝侍我以來，身行有慈，無二、無量，言

行有慈，意行有慈，無二、無量。阿難！汝供養我，功德甚大。若有供養諸天．魔．梵．沙

門．婆羅門，無及汝者。」(T01, no. 1, 25, c7~11) 和 D II 144，巴利注釋書對此有詳細解釋，

請參 Sv II 584~585 和 Aronson（1999:31~32）。 
100 「五言道」，《大正藏》有時誤植作「互言道」。意指他人的言說：○1 或時或非時，○2 或真或

非真，○3 或軟或堅，○4 或慈或恚，○5 或有義或無義。也就是說話的時機適時或不適時，所說

的內容真或不真，言語柔軟或粗惡，說話態度具慈或瞋害，所說的內容對聽者有利益或無利

益。 
101 參 A IV 80~81。 
102見 A IV 150,13~16: Sukhaṃ supati, sukhaṃ paṭibujjhati, na pāpakaṃ supinaṃ passati, manussānaṃ 

piyo hoti, amanussānaṃ piyo hoti, devatā rakkhanti, nāssa aggi vā visaṃ vā satthaṃ vā kamati, 
uttariṃ appaṭivijjhanto brahmalokūpago hoti. 另外，SN 20:3 和 5、《雜阿含》1254 和 1255 等

經都提到修慈心解脫，盜賊、非人無法惱害。 
103 參 T02, no. 125, 806a19~22。缺○5 。 
104 見 A V 342,9~10: tuvaṭaṃ cittaṃ samādhiyati, mukhavaṇṇo vippasīdati, asammūḷho kālaṃ karoti. 
105 該經說：「行慈心者，身壞命終生梵天上，離三惡道，去離八難。復次，其行慈者，生中正

之國。復次，行慈者，顏貌端正，諸根不缺，形體完具。復次，其行慈心者，躬自見如來，

承事諸佛；（後略）」(T02, no. 125, 773a7~13)有字下線的這些項目都是八難的內容。八難參

《中．124》。 
106 參 T02, no. 125, 773a24~b10。該經說此人之所以成就辟支佛，乃「此人皆由造諸功德，行

眾善本，修清淨四諦，分別諸法。夫行善法者，即慈心是也。」(T02, no. 125, 773b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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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說明修習慈心的殊勝。亦即修慈的功德勝於種種祭祀、布施，乃至勝於三歸

依和持守五戒。107 

再者，慈心還表現在對他人和對自己的保護上。如 SN 47:19 說護他時自護，

自護時護他。如何修習才能護他時自護呢？要「以安忍、無害、慈心和悲愍」108護

他。這種以慈心護他的道理容易理解，但如何以慈心護己呢？佛陀教導比丘，在

無人的林間或曠野修習時，為了避免受到蛇、蝎等各種無足、二足、四足、多足

動物或非人所傷害或擾亂，應先對這些有情修習慈心，並誦佛陀所教導的護咒章

句。109《增 24:5》說佛陀面對毒龍吐火毒害人時，也「入慈三昧，漸使彼龍無復

瞋恚，」110無法傷害佛陀。111換言之，對想傷害我的有情散發慈心，可以保護自

己。護他和自護是一體兩面，皆須修習慈以調伏自己與對方的瞋害心。112 

三、 慈悲喜捨的功德 

在現有的初期佛教經典中，幾乎沒有經典專門談論修習慈悲喜捨的功德，最

接近的可能是《中．16》和對應的 AN 3:65，該經提到修慈悲喜捨，可於現世得四

種安隱。所以，以下嘗試從散於各經典的教導，整理修習慈悲喜捨的功德。 

第一、於現世得四種安隱。《中．16》和對應的 AN 3:65 從善、惡業與業報的

觀點，說修習慈悲喜捨得到四種安隱。《中．16》說○1 命終生善處，乃至天上；○2

現世受智者所稱譽；○3 不作惡，故無苦生；○4 心不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113AN 

3:65 的○1 ○3 二點相同，○2 是現世無怨、無瞋害、無苦、快樂護己；○4 即使作惡受

                                                 
107 如《長．23》、《大》72~74 經、《中．含 155》、《增 27:2》；S II 264, A IV 395 等經。 
108 見 S V 169: Kathañca, bhikkhave, paraṃ rakkhanto attānaṃ rakkhati? Khantiyā, avihiṃsāya, 

mettacittatāya, anudayatāya.這是「護他時自護」。至於「自護時護他」就是修習四念處。 
109 參《雜．252》（T02, no. 99, 61a~b）、A II 72~73、Vin. II 109 ~110、本生故事 203。這叫做 

“paritta”（護咒）。Wiltshire（1990:246）將佛教的 “paritta”和吠陀的 “rakkhamanta”（sk. 
rakṣamantras「護咒」或「保護真言」）做比較。後者是祈求六方的蛇等對誦咒者的仁慈與祝

福，能否安全仰賴外在的蛇；佛教的 “paritta”則是主動對蛇等散發慈，並對它們背誦佛陀

的真實語，藉此而產生無畏、安全。 
110 T02, no. 125, 619c21~22。該毒龍因此而心懷恐怖，卻無法出離石室。佛陀對毒龍開示：「過

去恒沙數  諸佛般涅槃  汝竟不遭遇  皆由瞋恚」 
111 Harvey（2000:108）說慈心遍滿十方不是隱喻，慈心被視為一種可以直接影響其他人的心

力。 
112 《增 27:8》說如來可令有情不傷害另一有情。詳參後文「修慈悲喜捨的功德」。 
113 參 T01, no. 26, 439b9~25。第○2 經文還說：「精進人、正見人說其有」，意思不是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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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或不受報，皆見自己已清淨。114  

第二、捨斷因諸師的不同業論所引生的疑惑。《中．20》與對應經 SN 42:13，

聚落主婆羅牢因為諸位沙門、婆羅門教導不同的業論，他不知何者真實，何者虛

妄，因而引生疑惑。佛陀教導他修習「法定」，可斷除此疑惑。此處教導的「法定」

就是修習慈、悲、喜、捨。依該經教導，修習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都

可以斷除此疑惑。115 

第三、命終不墮惡趣。依第四章「與業有關」《思經》和《螺貝經》的教導，

116修習慈、悲、喜、捨，則惡不善業不能牽人令墮惡趣。如同第二點一般，修習

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皆命終不墮惡趣。117 

第四、供養者於現世得果報。《增 40:4》說：「行慈七人其行，與須陀洹乃至

佛其事不同。雖供養須陀洹乃至佛，不現得報；然供養此七人者，於現世得報。」

118此處「行慈七人」指行慈、行悲、行喜、行護、行空、行無想、行無願等七種

人。119所以，修習慈、悲、喜、護（即「捨」），不但能利益自己，也能於現世利

益供養者。 

第五、令他護他。《增 27:8》說如來恆行四等心，如果「龍王身事佛者，是時

金翅鳥不能食噉」。120若配合前文所提修慈的功德，可以自己保護有情（護他，如：

不殺生）、讓有情護我（護己，如：護咒），此處恆行四等心，擴及令有情不傷害

                                                 
114 見 A I 192,19~20: …idhāhaṃ diṭṭh’ eva dhamme averaṃ avyāpajjhaṃ anīghaṃ sukhiṃ attānaṃ 

pariharāmī’ti 
115 詳參第四章「與業有關」《婆羅牢經》。 
116 詳參第四章「與業有關」《思經》和《螺貝經》。 
117 前文「修慈的功德」，AN 8:1 說修慈「未達通更上者到達梵界」，確定命終「生梵界」。此

處修慈、悲、喜、捨，「惡不善業不能牽人令墮惡趣」只確定命終「不墮惡趣」，不一定命終

「生梵界」。若依第三章「不至究竟」一節，修習慈悲喜捨，命終可能生梵天、卻界六天、

人間三大種姓。 
118 T02, no. 125, 739b4~7。 
119 參 T02, no. 125, 739a26~29。關則富老師在口試時提問：佛陀等聖者是否也行慈、行悲、行

喜、行捨，為什麼供養佛陀等聖者不得現世得報？楊郁文老師認為凡夫也能修慈、悲、喜、

捨，唯聖者才有三解脫。供養行慈等七類人屬無畏施、財施，因此現世得報。供養佛陀等聖

者屬法施，法施須聞思修證，須因緣具足，故不得現世得報。感謝二位老師的意見，若依據

MN 55、《增 27:8》等經，可知佛陀，乃至阿羅漢、辟支佛亦行慈等四心。《增 40:4》的說法

值得商榷。 
120 見 T02, no. 125, 6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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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有情。不過「令他護他」可能是如來（或聖者）恆行慈悲喜捨才具有的功德。 

四、 小結 

雖然早期經典大多只談修習慈的功德，很可能早期經典只教導修習慈，後來

才發展成慈、悲、喜、捨四者。在經典中慈悲喜捨似乎不是禪修的主流，121但由

本節的討論可看出慈、悲、喜、捨各自所對治的煩惱，以及修習的功德非常殊勝。

修習功德的層面，從自他立場來看，護他、護己，又可利益供養者；從日常生活

（樂眠、樂醒等）的現世利益，到來生安樂（不墮惡趣），乃至究竟解脫。適合修

習者不僅包括婆羅門（DN 13）、外道苦行者（中 104）、在家人（MN 97），還廣及

出家比丘，包括：年少比丘（中 86）、共住比丘（AN 3:93）、多聞聖弟子（雜 916）、

佛陀之子羅睺羅尊者（MN 64），乃至佛陀前生（中 68）、辟支佛（增 43:5）等等。

這都呈顯修習慈悲喜捨的重要與殊勝。 

 

第四節 慈悲喜捨的巴漢稱謂 

在經典中慈悲喜捨四者經常有不同的稱謂。尤其漢譯經典，可能由於譯詞未

統一，異名更多。對四者整體的稱謂，常見的巴利稱謂有：“cattāro brahmavihāra”

（四梵住）、“brahmasahavyatāya” 122（與梵共伴）、“brahmānaṃ sahavyatāya magga”

（與諸梵共伴道）、“brahmānaṃ (或 brahmuno) sahabyupaga”（至與諸梵共伴）、

“brahmalokasahabyatāya dhammaṃ”（與梵界共伴法）、“brahmalokasahabyatāya 

maggaṃ”（與梵界共伴道）、“appamāṇā cetovimutti”（無量心解脫）等等。漢譯則

有「四梵堂」、「四梵室」、「梵世法」、「梵天法」、「梵道（跡）123」、「四（大）梵

行」、「四無量（心）」、「四無量觀」、「無量心解脫」、「無量心三昧」、「四等心」、「平

                                                 
121 Bronkhorst（2000:93）。 
122 “sahabyatā”（陰性）是 “sahavya”(中性)的抽象名詞，此二詞 PJD 譯作「共住」、「友誼」，

PED 作 “cpmpanionship”。“sahavya”源自 “sahāya”，意思「同伴」、「朋友」，字根 “saha-√i”
「同行」、「同往」。“sahabyatā”配合 “brahma”的相關詞時，日本學者多譯作「共住」，西方

學者則作 “union with”（合一）。依這些經文的脈絡與以上分析，本文保留此詞原有的「伴」

義，譯作「共伴」，意思是投生與諸~天共伴。換言之，就是投生於~天。以區別於「梵住」

（brahmavihāra）。另外為了區別 “brahmānaṃ”（複數）和  “brahmakāyikā”（梵眾天）二

詞，“brahmānaṃ”譯作「諸梵」。 
123 「梵道（跡）」即「梵道」、「梵道跡」。以下亦同，「四無量（心）」即「四無量」、「四無量

心」。「四（大）梵行」即「四梵行」、「四大梵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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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福業」等等。124「慈悲喜捨」有時作「慈悲喜護」、「慈心解脫」、「悲心解脫」、

「喜心解脫」、「捨心解脫」。《增 31:5》作「慈園」、「悲園」、「喜園」、「護園」。 

從以上種種稱謂，可看出慈悲喜捨和「梵」125、「無量」二詞的關係密切，其

中耳熟能詳的就是「四梵住」和「四無量（心）」。談慈悲喜捨，有必要了解「梵

住」、「無量」二詞的意義。在進一步討論之前，先探討《增壹阿含》的譯詞。 

《增壹阿含》的譯詞比較特別，將慈悲喜捨的「捨」譯作「護」，並常以「四

等心」126總稱四者。《增壹阿含》有多處將慈悲喜捨列為如來的功德。127是否在慈

悲喜捨的種種不同稱謂之中，若修慈悲喜捨而究竟解脫，就稱「四等心」呢？若

依該詞所出現的《增壹阿含》經文脈絡來看，《增 24:6》指眾生孝順父母、沙門，

慈愍眾生等善行；《增 26:9》與四禪、四意斷等法數並列；《增 29:10》說「四等心」

又名「四梵堂」，「度欲界之天，處無欲之地」。128據此可知，在《增壹阿含》中，

「四等心」一詞只是慈悲喜捨的總稱，並非專指如來的功德或可至究竟解脫的慈

悲喜捨。接著回到「梵住」一詞。 

一、 「梵住」 

在此首先談「梵」（brahma）。梵思想可溯自吠陀時期，是維持宇宙的神聖力

                                                 
124 各種稱謂的出處，分別如下。「四梵堂」：T01, 050c24；T02, 658c23~26。「四梵室」：T01, 429b19, 

c08; 458a28, b08, b13; 518b06; 619c08, c26; 684a18, b05。「梵世法」：T01, 429b14~18, c03~06; 
619c03~07, c20~25; 684a13~17, a29~b04。「梵天法」：T01, 458b10。「梵道」：T01, 102b09, 
106b25, c04~08。「梵道跡」： T01, 670a07, a18~20。「四梵行」：T01, 100b12, b15； T02, 808b15, 
c11。「四大梵行」：T01, 186c04。「四無量」：T01, 032b04~b16; 228c08; 563b13~21; T02, 
537b13。「四無量心」：T01, 100b10; 202a21。「四無量觀」：T01, 812c09。「無量心解脫」：T01, 
550a03~10, a22~29。「無量心三昧」：T02, 149c13。「四等心」：T01, 867b29; 885b08; T02, 552a14; 
624b29; 639b05; 646b06; 658c19; 667c21~24; 724b24; 789b12 。「 平 等 為 福 業 」： T02, 
602b19~c02，指持不殺、盜、淫、戒四戒與修慈、悲、喜、捨。此外，以下稱謂只出現一次：

「梵志法」：T02, no. 118, 509a01；「四等之坐」：T02, no. 125, 650b22；「四園」：T02, 
669a22~24。 

125 與「梵」相關的慈悲喜捨巴漢稱謂，請參附錄 2-2。 
126 「四等心」未見於其他三部《阿含》，但出現在《大正藏》經號 67 和 76 二經（T01, 867b26~29, 

88508）。另外「等心」一詞見於《中．21》，對應的巴利作 “samacitta”。經說：「諸等心天

本為人時，已修善心，極廣甚大。因是故，令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

六十共住錐頭處，各不相妨」（T01, no. 26, 449b27~c01）。不確定此處所說的「等心」天子

是否和修習慈悲喜捨有關，但「住錐頭處，各不相妨」的概念與《慈經》Sn 150 的「無障

礙」及 Sn 148 因障礙、對立所生的「瞋恚想」〈paṭighasaññā〉相似。 
127 請參附錄 1-1，如：《增壹阿含》8:3, 27:8, 30:3, 44:7 等經。 
128 三經出處：《增 24:6》T02, no. 125, 624b29;《增 26:9》T02, 639b5;《增 29:10》T02, 658c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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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透過吠陀的儀式和祭司才能接觸到。此詞有二種不同意思。一個中性的

“brahman”，指非人格化的絕對原理，在《奧義書》中佔有重要地位。另一是陽性

人格化的 “Brahmā”，指創造和主宰宇宙的最高永恆神。129「梵」一詞出現於佛教

經典時，幾乎皆指人格化梵天，130偶爾指佛陀，如 A I 207 的佛隨念。131根據巴英

詞典，“brahma-”當形容詞時，意思為「神聖的」、「最勝的」，甚至意指涅槃132。

“brahma-”所構成的複合詞也有不同意義。有時用來指佛陀，例如：“bhamabhūta”

與 “cakkhubhūta dhammabhūta”連用，形容佛陀；有時列於「天~」（deva-或 dibba-）

複合詞與「聖~」（ariya-）複合詞之間，此時「天~」指修習四禪，「梵~」指修習

慈悲喜捨，「聖~」指知四聖諦或斷貪、瞋、癡，如：AN 3:63、4:190、DN 33。133

所以，“brahma-”作複合詞前分時，究竟指原理 “brahman”意指「神聖的」，或指

人格化 “Brahmā”「梵天」，須依經文脈絡而定。134 

 “brahmavihāra”一詞，直譯是「梵住」。後分 “~vihāra”有「處所」、「生活狀

態或模式」等等多種意思，135在吠陀文獻中則有「變換」的意思。136《清淨道論》

                                                 
129 見 Ñānamoli and Bodhi (2001:57) 。另參李瑞祥（2006:46~47）。 
130 參 Ñānamoli and Bodhi (2001:57)、Rhys Davids（2000）I 298、Walshe（1987:43）。 
131 稱佛隨念為行梵布薩，與梵俱住。以梵指佛陀。A I 207,24~25: brahmuposathaṃ upavasati, 

brahmunā saddhiṃ saṃvasati. 
132 參 PED 492b~493。PED 引《本生》注釋書說 “brahmavaṇṇa”意思是 “seṭṭhavaṇṇa”。Miller

（1979:214）說有 “noble”, “pure”, “sublime”, “excellent”。  
133 AN 3:63、4:190 參第三章「與四禪、慧觀的關係」一節。另 DN 33 說有三種住：天住（dibbo 

vavihāro）、梵住（brahmā vihāro）、聖住（ariyo vihāro），可惜沒有具體內容。值得注意的是

S V 326, 16 說出入息念是聖住（ariyavihāra）、梵住（brahmavihāra）、如來住（tathāgatavihāra）。

在此的「梵住」似乎和「聖住」同義。對應經《雜．807》說：「若有正說聖住、天住、梵住、

學住、無學住、如來住，學人所不得當得，不到當到，不證當證，無學人現法樂住者，謂『安

那般那念』，此則正說。」(T02, no. 99, 207 a29~b3)。若根據《雜．808》所說，「學住」和

「如來住」不同，可見「聖住、天住、梵住」是一組，「學住、無學住、如來住」是另一組。

另 AN 5:192（A III 225~229）說五種婆羅門中，首先是「等同梵天的婆羅門」（brāhmaṇo brah- 
masamo），指修慈、悲、喜、捨而命終生梵天的婆羅門；其次是「等同天的婆羅門」，指修

初禪至第四禪而命終生天界的婆羅門（brāhmaṇo devasamo）。 
134 “brahmā”有時在經典中指佛陀，如：A I 207,25 “brahmunā saddhiṃ saṃvasati”指隨念佛是「行

梵布薩」，與佛共住。 
135 “vihāra”一詞是動作名詞，直譯是「住」，有多種意思。如：時間上或空間上的安住、停留；

生活的狀態或模式；住處、處所，包括一位比丘的修習處所或比丘們的集會處所，乃至較後

期指僧眾共住的較大型、或規模的僧院。請參 PED 642。 
136 Miller（1979:210~211）說在吠陀文獻中，“vihāra”或 “viharati”有特別的意思，指 “trans- 

pose”or “exchange”。例如：在祭祀中，為了達到某種特別的結果，對讚歌中的詩句（padas or 

verses）所做的「變調」或「調換」，而且這種改變顯然是一種神奇的力量。如在六次讚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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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梵住是最勝的意思和無過失的狀態。137西方學者們的譯詞未統一，此處 

“brahma-”可能指原理（brahman）或梵天（Brahmā）。138此詞漢譯作「梵堂」、「梵

室」，取「處所」義。如《增 29:10》說：「有梵，大梵名千，無與等者，無過上者，

統千國界，是彼之堂，故名為梵堂」。139巴利經文中有二處此複合詞拆開。一處是

前文所述 AN 3:93 說比丘們和合、喜悅、無諍共住，「那時比丘們住於梵住（brahmaṃ 

vihāraṃ），也就是喜心解脫。」140顯然此處的 “brahmaṃ vihāraṃ”指一種清淨的狀

態或生活方式，非指最勝的、究竟的狀態。另一例出現在 Sn 151，形容於行、住、

坐、卧四威儀，皆應專注於慈， “brahmam etaṃ vihāram idha-m-āhu”（他們說在此

這是清淨的狀態）141。綜合上述經文，“brahmavihāra”可能指「最勝的清淨狀態」

或「像梵天般的清淨狀態」。不過依第三章「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教導，修

習「梵住」“brahmavihāra”，命終生梵界或與諸梵為伴（brahmānaṃ sahavyatāya）。

“brahmavihāra”在那些經典中，意指「住於梵天般的清淨狀態」或者「與梵天共住」

142。 

                                                                                                                                               
過程中，第一次改變呼吸和說話，第二次改變眼睛和心，第三次改變耳朵等等。印度傳統相

信人有能力運用這種神奇的力量控制自己的內在本質和外在環境，佛教也一樣。例如：慈的

神奇力量可以調伏象或毒蛇。 
137 見 Vism. IX 106: seṭṭhaṭṭhena tāva niddosabhāvena c’ettha brahmavihāratā veditabbā. 
138 西方學者們的譯詞未統一，如：“divine states” (C.A.F. Rhys Davids), “sublime attitudes/ 

abodes” (Aronson), “The stations of Brahma”或 “cultivation of social emotions” (Conze), “the 
divine-abiding Meditations (attitudinal-dispositional)” (King), “ways of living like brahmā” 
(Griffiths), “living with brahman”/ “living like brahman”/ “holy living” (Gombrich),  “the 
superior abodes meditative absorption” (Carter)。以上引自 Maithrimurthi（1999:14）。此外還有 
“bramanic changes of heart” (Miller, 1979:209), “Brahmic states” (Bronkhorst, 2000:93), “divine 
abidings “ (Gethin, 1998:186 和 Walshe, 1995:289), “divine abode” (Anālayo, 2006a: 303)。
Norman（1997:28）說是 “dwelling in brahman or with Brahmā”，（1992:195~196）說佛陀稱

慈悲喜捨為 “brahma-vihāra”，亦可稱 “brahma-patha”。在《奧義書》，後者指 “the way to 
brahman or Brahmā”，佛陀用以指最勝，如：涅槃，並例舉注釋書對《長老偈》689 偈的詮

釋。Aronson（1999:69）也作二義： “ways of living like Brahmā [deities]” (Brahmā) 或 “the best 
(brahma) ways of living” (vihāra)。 

139 見 T02, no. 125, 658c21~22。可惜此經無對應經。 
140 見 A I 243,23~24: Brahmaṃ, bhikkhave, vihāraṃ tasmiṃ samaye bhikkhū viharanti, yadidaṃ 

muditāya cetovimuttiyā. 
141 Norman（2001:151）譯作：This, they say, is the holy state here. 
142 Gombrich（2007:5）認為一般經文稱慈悲喜捨為 “brahmavihāra”一詞源自 DN 13，該經對

比梵天以及修習慈悲喜捨而「如是住」（evaṃvihārī）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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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量」 

接著談「無量心解脫」（appamāṇa cetovimutti）的「無量」。依巴英字典 CPD

的解釋，“appamāṇa”是形容詞143，意思有二：（a） immeasurable, boundless, unlimited, 

unrestricted, all-permeating, endless, innumerable;（b）without measure, i.e. income- 

mensurate, incomparable。（a）指：不可量的、無限制的、全面遍滿、無盡的、無

數的；（b）無與倫比。「無量心解脫」的「無量」屬（a）的範疇。慈悲喜捨一般

被稱為「四無量心」，從巴利語詞可知「無量」形容「心解脫」。「無量」所指涉的

具體內容是什麼？如第二節所述，在修習的定型經文中「無量」指將心不斷地向

外擴展至極廣、甚大，乃至擴至無量無邊，最後遍及一切世間。依修習經文來看，

似乎指「心量」無量、「範圍」無量、「對象」無量。 

論書對於稱慈悲喜捨作「無量」提出種種見解。如：以無量眾生為所緣故、

得不可數功德故、對治無量戲論煩惱故、對治欲界放逸諸煩惱故、諸賢聖廣遊戲

處故，所以稱「無量」。144 

「以無量眾生為所緣」的說法，可以從前述《慈經》的偈頌和修習經文（頁

17）得到應證。「得不可數功德」故，也可以在經典中找到線索。如《別雜．131》

說：所有罪業如爪上土，行慈、悲、喜、捨的功德如大地，大地之土算數譬喻不

能量度。145為什麼功德是無量的？AN 8:39 說持守不殺生等五戒是大布施，以

不殺生為例，「聖弟子斷殺生後，戒離了殺生。戒離了殺生之後，聖弟子對無量

                                                 
143 此一詞也作中性名詞，意思是 no authority。此義與本研究無關。參 CPD 311。 
144 如《清淨道論》說以於熟達和以無量眾生為所緣，所以「無量」。Vism IX.48: paguṇa-vasena 

ca appamāṇa-sattārammaṇa-vasena ca appamāṇaṃ.《三法度論》說：「無量眾生彼緣，故無量；

亦不可數功德；故無量。」（T25, no. 1506, 16b25~2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說：「普緣有

情，對治無量戲論煩惱故，（略）……對治欲界放逸諸煩惱故，（略）……是諸聖賢廣遊戲處

故。」(T27, no. 1545, 420c14~25)另參《鞞婆沙論》(T28, no. 1547, 491b9~10, b13~14)。《瑜

伽師地論》說：「無量者，果無量故。」（T30, no. 1579, 338b10） 
145 經說：「所有罪業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算數譬喻不能量度。……（中略）夫行慈者，所得功

德如大地土，殺生之罪，如爪上土；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盜之罪如爪上土；喜之功德如大

地土，邪婬之罪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之罪如爪上土。」（T02, no. 100, 
425b27~c5。值得注意的是：對應的《雜．916》和 SN 42:8 皆未提到「功德」。不過巴利注

釋書有類似的詮釋，如：A II 72~73 教導比丘於林間、曠野修習前，應先對蛇蝎乃至非人等

等有情修習慈心，所持的護咒說：佛、法、僧是無量的，相對於蛇、毒蛇、蝎、百足、蜘蛛、

蜥蜴、鼠等等是有量的。依注釋書的解釋，此處「無量」或「有量」指佛法僧、蛇蝎等的功

德（gu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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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施與無畏、施與無怨、施與無瞋害。對無量眾生施與無畏、施與無怨、施與

無瞋害之後，得到無量的無畏、無怨和無瞋害」146。換言之，布施的對象無量，

所得的功德也是無量，二者似乎是一體兩面。為什麼施與他人無怨、無瞋害，自

己也會得到無怨、無瞋害呢？SN 47:19 說護他時自護，自護時護他，「如何護他時

護己？以安忍、無害、慈心和悲愍」147。也就是無怨、無瞋害（abyāpajjha）、無

害（avihiṃsā）與慈之間有著密切關係，而護他和自護則是一體兩面。所以，對無

量眾生修習慈悲喜捨，施與無怨、無瞋害，自己就會得到無量眾生也施與我無怨、

無瞋害，修習者會得無量的無怨、無瞋害，還會得到 AN 8:1 所說的八種功德，或

AN 11:16 所說的十一種功德。148 

接著再看「對治無量戲論煩惱」。論書所說的戲論煩惱指愛和見二類。149早期

經典中慈悲喜捨所對治的煩惱並未包含此二者，150可能是論書的進一步發展。第

四章《淨水梵志經》談到種種心穢，依其經文脈絡，先捨斷（pahīno）這些心穢，

151接著修習慈悲喜捨。所以，「對治無量戲論煩惱」的說法，目前無法在現有的早

期經典中找到經證。最後，「諸賢聖廣遊戲處」故。《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說：「如

富貴人有無量種廣遊戲處，謂諸園苑、宮殿、臺閣、遊獵等處。」152意思似乎是

諸賢聖可以自由自在隨時以慈、悲、喜、捨心面對一切有情。 

綜合上述的討論，稱慈悲喜捨作「無量心解脫」，「無量」是形容「心解脫」，

「無量」所指涉的具體內容可能是「所緣的眾生」無量，或者「修習所得的功德」

無量。若就修習經文來看，可能指「心量」無量、「範圍」無量。 

 

                                                 
146 見 A IV 246,6~10: Pāṇātipātā paṭivirato, bhikkhave, ariyasāvako aparimāṇānaṃ sattānaṃ 

abhayaṃ deti, averaṃ deti, avyābajjhaṃ deti. Aparimāṇānaṃ sattānaṃ abhayaṃ datvā averaṃ 
datvā avyābajjhaṃ datvā aparimāṇassa abhayassa averassa avyābajjhassa bhāgī hoti. 

147 見 S V 169: Kathañca, bhikkhave, paraṃ rakkhanto attānaṃ rakkhati? Khantiyā, avihiṃsāya, 
mettacittatāya, anudayatāya. 

148 參第三節「修慈的功德」一項。 
149 參 T27, no. 1545, 420c14~22。 
150 參本章「慈悲喜捨的作用」一節。 
151 注釋書說這裡指不還道所斷。詳參第四章「進修慧觀」一節。 
152 見 T27, no. 1545, 420c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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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解脫與心解脫 

一、 解脫 

「解脫」是佛世各宗教所共同關切的目標。以下從解脫的語詞、解脫的意義、

從什麼解脫、解脫的境界以及解脫的聖者等方面，了解初期佛教的解脫。至於依

初期聖典如何修習得至解脫，學者們以不同的角度或歸納方式，提出種種的不同

解脫道或解脫歷程，153本文僅就與慈悲喜捨有關的經典整理，暫不涉入其他的解

脫道或解脫的要件等議題。 

與漢譯「解脫」一詞相當的巴利語詞相當多，如：mokkha, mutti, nutta, vimokkha, 

vimutti, vimutta, parimutti, parimutta, pamokkha, pamutti, pamutta, pamocana 等等。 

這些語詞皆源自動詞 muc，再加上不同的接頭詞 vi、pa、pari 等。154在《尼柯耶》

中「解脫」一詞常指 “vimutti”或同源衍生詞，155在此僅舉幾例代表：（1）心從欲

漏、有漏、無明漏解脫（vimuccati）；（2）解脫（vimuccasmiṃ）時，有「已解脫

（vimuttam）」的智慧；（3）由於不取著，心從諸漏解脫（vimucciṃsu）。156所謂「解

脫」，意指解放、釋放，從束縛中解脫，獲得自由。157就佛教而言，即從諸漏解脫，

出離生死輪迴，到達最終的究竟境界（即涅槃）。158 

如何知道解脫了呢？在初期聖典中發現以下描述解脫的境界或狀態。 

                                                 
153 例如：○1 印順法師所著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北市：正聞出版社，1994 年。該書

歸納中、長二部而提出三類修道次第：一是由戒而定，而智證向於厭、無欲、解脫；二以四

念處、七覺支為主；三以四禪與三明為主。每一類又因詳略稍異而有不同修道次第，然而皆

不離戒、定、慧三學的架構。（頁 735~740）○2 楊郁文（1999:449）歸納《阿含》中，十種

至「解脫」的修習，另參頁 21~23「阿含道」以及頁 33~34「阿含道次第表」。○3 田中教照

的《初期仏教の修行道論》，東京：山喜房佛書林，1993 年。其研究的文獻範圍較廣，從《經

集》、《阿含》與《尼柯耶》、初期阿毘達磨論書等提出種種修行道。其中《阿含》與《尼柯

耶》修行道主要分八聖道、八聖道與七覺支與四念處、戒定慧等三類修行道。○4 越建東（2006a）

以 DN 2《沙門果經》所記載的道架構（該文稱作 SSP）分為 20 個部分，此道架構以四禪、

六通為主。○5 Schmithausen 提出了三條解脫道。第一條是四禪的解脫道，第二條是四禪、四

無色定、滅受想定的解脫道，第三條是以慧從諸欲解脫。參 Vetter（1988:xxiii ff.）。 
154 有關解脫的巴利語用例和詳細說明，請參雲井昭善（1988:86~91）和渡辺文麿（1988:120~ 

122）。 
155 參雲井昭善（1988:87~89）和渡辺文麿（1988:121~122）。 
156 這類經文的出處很多，如：（1）M I 38；（2）S II 95；（3）Vin. I 14, 35, S III 68。除了所列

舉三例，請參雲井昭善（1988:88~91）和渡辺文麿（1988:121~122）更多不同的例句。 
157 參雲井昭善（1988:87）。印順法師的《學佛三要》說「解脫即是自由」（頁 195）。 
158 參中村元（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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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厭故，便得無欲；因無欲故，便得解脫；因解脫故，便得知「解脫」。

「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更受有」知如真。159 

2. 但當作是覺知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貪、恚、癡永盡無

餘已，一切漏盡，無漏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行

已立，所作已作，自知不受後有。」160 

3. 欲漏心解脫，有漏、無明漏心解脫。解脫已，便知「解脫」，「我生已盡，

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更受有」知如真。161  

4.諸行的寂滅；戲論的寂滅。162 

5.捨斷渴愛者，捨斷依著（upadhi）；捨斷依著者，捨斷苦；捨斷苦者，解

脫生、老、死、愁、悲、苦、憂、惱，解脫苦。163 

6. 無有我、我所見、我慢使繫著者，比丘是名斷愛欲，轉去諸結，正無間

等，究竟苦邊。164 

7. 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若滅止、清涼165、息沒，所謂一切取滅、愛盡、

無欲、寂滅、涅槃。166 

從上述經文可以歸納究竟解脫的狀態是：止息、清涼、滅、盡、斷、永斷無

                                                 
159 如：T01, no. 26, 564a4~7。對應巴利 M III 287: Nibbindaṃ virajjati virāgā vimuccati. 

Vimuttasmiṃ vimuttamiti ñāṇaṃ hoti. ‘Khīṇā jāti, 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 kataṃ karaṇīyaṃ, 
nāparaṃ itthattāyā’ti pajānāti.類似經文如「如是比丘名阿羅漢，諸漏已盡，所作已作，離諸

重擔，逮得己利，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T02, no. 99, 104c5~7） 
160 如：T02, no. 99, 267b27~c2。 
161 如：T01, no. 26, 609c11~14。 
162 前者參 D II 157, A I 4，後者參 A II 162。雲井昭善（1988:91）說：心寂靜、寂滅，心止息。

無常偈也說：「寂滅為樂」（tesam vūpasamo sukho）S I 158, D II 157。 
163 S II 112: Ye taṇhaṃ pajahanti te upadhiṃ pajahanti. Ye upadhiṃ pajahanti te dukkhaṃ pajahanti. 

Ye dukkhaṃ pajahanti te parimuccanti jātiyā jarāya maraṇena sokehi paridevehi dukkhehi 
domanassehi upāyāsehi, parimuccanti dukkhasmāti vadāmi. Ye taṇhaṃ pajahanti te upadhiṃ 
pajahanti. Ye upadhiṃ pajahanti te dukkhaṃ pajahanti. Ye dukkhaṃ pajahanti te parimuccanti 
jātiyā jarāya maraṇena sokehi paridevehi dukkhehi domanassehi upāyāsehi, parimuccanti 
dukkhasmāti vadāmi. 

164 如：T02, no. 99, 5b1-3。 
165 不過《雜．490》說：「清涼者，五下分結盡。」(T02, no. 99, 127c17)即成就不還果。 
166 T02, no. 99, 83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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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無欲、寂滅、涅槃、苦邊。那麼，從什麼解脫、止息、清涼、滅、盡、斷、

永斷無餘呢？簡言之，從諸漏，也就是斷盡一切煩惱、雜染。根本煩惱即貪、瞋、

癡三毒；若以十二因緣來說，指不如實知四聖諦的「無明」和「渴愛」；167從無我

的教義來說，就是斷除我、我所見，斷除我慢。也可以說從欲漏、有漏、無明漏

解脫；或說從愛欲、渴愛、諸結、一切取、依著、一切苦等等解脫。 

成就阿羅漢的特色就是「生已盡」，乃至自知「不受後有」，不再生死輪迴。

就修習成就而言，阿羅漢是初期佛教究竟解脫的聖者。依《阿含》與《尼柯耶》

的教導，初果須陀洹聖者「不墮惡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

竟苦邊。」168亦即，只要能斷疑、身見、戒禁取等三結，成就須陀洹，最多七往

返生死，必得究竟解脫，不再生死輪迴。從這個意義來看，「解脫」可擴大到包括

須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羅漢等四類聖者，前三類聖者已入聖者之流，最多

七番生死，必得解脫。 

解脫的種類非常多，如《無礙解道》就羅列了 68 種。169從解脫的究竟與否來

看，可分作「究竟解脫」和「暫時解脫」二類。究竟解脫者，如：慧解脫（paññāvimutti）、

俱解脫（ubhatobhāgavimutti）、不動心解脫（akuppā cetovimutti）170等指阿羅漢的

                                                 
167 參雲井昭善（1988:100） 
168 見 T02, no. 99, 16a13~14。或參《長．4》：「斷三結，得須陀洹，不墮惡道，極七往返，必

得涅槃。」(T01, no. 1, 34a28~29) 
169 解脫的種類非常多，如《無礙解道》就羅列了 68 種，參 Paṭis II 35~77。本文僅就與本研究

相關部分略述，有關解脫的類別與意義，請參渡辺文麿（1988:123~128）；De Silva （1978: 
118~145），尤其頁 120~122 總述各類解脫以及心解脫的類別；印順（2000）第一章；楊郁

文（1999）頁 433~452，尤其頁 438~442 談定的「心解脫」和漏盡的「心解脫」。 
170 漢譯「不動」有時指 “āneñjappatte”或 “ānañja”，這是指得定的暫時不動，不同於 “akuppā”

指已斷盡貪、瞋、癡的究竟不動。參第四章「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一節 SN 41:7。 
巴利經文多處作 “akuppā me cetovimutti”（S IV 8,26~27, 9,30~31, 10,21~22），意思是「我的心解脫

是不動的」或「我有不動心解脫」，即此處指「不動心解脫」。（感謝楊老師提醒 S IV 8,26~27

的斠勘注說 S1 B2 二寫本沒有 ceto，意思不同。鑑於 9,30~31 和 10,21~22 二經的所有底本都一致

為 cetovimutti，可見 8,26~27 所說的 S1 B2 二寫本的差異，極可能是抄寫時筆誤所致。筆者認

為這三經在此皆為 “akuppā me cetovimutti”。）《元亨》於多處誤譯為「確實余心解脫」，如

《相應部四》頁 11~14。 
由於翻譯，中文「心解脫」所對應的巴利有二形式：(1) “cetovimutti”是名詞，心和解脫二者

都是名詞，意思是「心的解脫」；(2) “cittaṃ vimuccī”或 “cittaṃ vimuttaṃ”（或其他動詞時態）

是句子，心是主詞，vimuccī 是動詞過去式，vimuttaṃ 是過去被動分詞，意思是「心解脫了」

或「心已解脫」。當第二種情況時，常接著 “anupādāya āsavehi”（不取著，由諸漏）之後，

指究竟解脫。有時經典則說「心得解脫，成阿羅漢」。如 T02, no. 99, 4a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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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解脫，這種解脫已盡諸漏，不再生死輪迴。暫時解脫者，如：戒學的「別解

脫」171、修定所成就的「八解脫」172，這些解脫只是修習時所成就的暫時的解脫，

仍有煩惱雜染，並未解脫生死輪迴。 

SN 41:7 稱修習慈悲喜捨為 “appamāṇā cetovimutti”（無量心解脫），對應經

《雜．567》作「無量心三昧」。漢譯「三昧」即 “samādhi”，也就是定。173那麼「無

量心解脫」的「心解脫」和漏盡的「心解脫」是否相同。 

二、 心解脫 

傳統認為「心解脫」（cetovimutti）兼含二種情況。一是與「慧解脫」並列時，

形容諸漏已盡，於現法自知、自覺、自作證「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

更受有」的阿羅漢境界；另一則有前接詞時，除了「不動心解脫」（akuppā 

cetovimutti）是究竟解脫之外，其餘多指由修定所成就的暫時解脫，如：無所有心

解脫（ākiñcaññā cetovimutti）、無相心解脫（animittā cetovimutti）、大心解脫

（mahaggatā cetovimutti）、無量心解脫（appamāṇā cetovimutti）174、慈心解脫

（mettācetovimutti）、悲心解脫（karuṇācetovimutti）等等。175「無量心解脫」指慈、

悲、喜、捨四種心解脫。176換言之，一般所說的「無量心解脫」和「慈心解脫」

等指暫時解脫。177不過「無量心解脫」所含蓋的範圍較廣，偶爾指究竟的不動心

                                                 
171 或稱「別別解脫」。《根本薩婆多部律攝》卷 1：「言別解脫者，由依《別解脫經》如說修行，

於下下等九品諸惑，漸次斷除，永不退故，於諸煩惱而得解脫，名別解脫。又見修煩惱其類

各多，於別別品而能捨離，名別解脫。」（T24, no. 1458, 525a16-20）《別解脫經》就是《波

羅提木叉》（pāṭimokka），即戒本。 
172 八解脫即：色觀色、內有色想觀外色、淨解脫、空無邊處、識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

非想處、滅受想。參 T1, no. 1, 56a14~19, D III 262。 
173 參印順（2000:12）。 
174 Gombrich 持不同的見解。認為解脫有時稱為「心解脫」（即心的解脫）和「慧解脫」（即以

慧解脫），二者實指同一件事，亦即解脫只有一種，就是現證涅槃。不認同傳統所主張心解

脫有究竟解脫和暫時解脫二種層次。見 Gombrich (1997:20~21) 和 (2002:117) 
175 還有「喜心解脫」（muditācetovimutti）、「捨心解脫」（upekkhācetovimutti）。在此僅列舉與本

研究相關的「心解脫」。餘者請參前注所列文獻。 
176 參 SN 41:7, S IV 296。對應的漢譯《雜．567》作「無量心三昧」和「無量三昧」。但是「無

量三昧」不必然指慈悲喜捨所成的三昧。例如：《雜．492》「無量三昧」對應巴利本A II 165~166
作 “aññataraṃ santaṃ cetovimuttiṃ”，指某種寂靜的心解脫，不一定指慈悲喜捨。 

177 例如：A III 291 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指出離瞋害（byāpāda）、害心（vihesā）、不樂

（arati）、貪（rāgo），並非究竟解脫一切苦。又如 S V 119~121 說若未通達更上解脫者（即

未成就阿羅漢者），慈心解脫以淨解脫為最勝，悲、喜、捨三種心解脫分別以空無邊處、識

無邊處、無所有處為最勝。注釋書將修慈心分為三種層次：第一種層次的慈只是前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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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例如：SN 41:7 說種種無量心解脫之中，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所以「無量

心解脫」是否指究竟解脫，須依各經的脈絡理解。 

 

                                                                                                                                               
一切有情快樂，其次分別是近行定和安止定。「慈心解脫」或「慈無量」指初禪或更高禪那。

參 Aronson（1999）頁 26 & 100~101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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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 

正如第一章緒論所述，依附錄 1-1 和 1-2 將所有與慈悲喜捨有關的《阿含》、《尼

柯耶》經典分為三類：不導至究竟解脫、可能導至究竟解脫、與導至解脫無關。

本章旨在討論「不導至究竟解脫」178一類經典。首要重點是呈現各經說「慈悲喜

捨不至究竟」的經文。有些經雖未明確地這樣說，但是修習者命終生天，或者經

文舉出比慈悲喜捨更勝、更究竟的法，這些都間接說明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

解脫，有必要將這些經納入一併討論，以便較完整地呈現：初期佛教聖典中，慈

悲喜捨在解脫道上的位置或作用。 

為了與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脫解」一類經典對比，嘗試整理各經的修習歷

程或修習項目於附錄 3，並歸納此類經典的共同特色、各經潛藏的問題或值得留意

的要點。討論時以經為單位，含蓋同一經的所有傳本，以方便對照各傳本的異同，

理解經文可能隱藏的原義。 

以下依各經的共同特色，將本章的經典分類如下：第一、該法不至究竟，未

能得脫一切苦；第二、雖未說該法不至究竟，但修習者身壞命終生梵天、欲界六

天或三大種姓；第三、破斥苦行者的修習不至究竟；第四、對照慈悲喜捨與四禪、

觀慧等等。最後，還有幾經從布施出發，討論「布施、三歸、五戒、行慈、慧觀」

的功德勝劣。這幾經雖只談慈心，因為慧觀的內容比行慈心更勝，值得進一步了

解，因此列於第五節討論。 

 

第一節 不至究竟 

本節各經典的共同特色是佛陀敍述其前生修習或教授四梵住，身壞命終生梵

天，而且經文強調過去生的說法不至究竟，未能得脫一切苦。如第二章第五節所

述，「解脫」就是解脫生死輪迴，解脫一切苦。換言之，本節的經典強調修習慈悲

喜捨不導至涅槃。若依經文中佛陀前生的身份來區分，包括：（1）身為轉輪聖王

                                                 
178 有關「解脫」與「不導至究竟解脫」的定義與範圍，請參前文頁 1、9、33~36，在此不復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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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善見王經》和《大天奈林經》，（2）身為輔國大臣的《大典尊經》，（3）身

為往昔外道七師，如：善眼大師、阿蘭那大師等。以下依序討論。 

一、身為轉輪聖王 

本項有《大善見王經》和《大天奈林經》二經，佛陀前生皆為轉輪聖王。首

先進行《大善見王經》。《大善見王經》179是佛陀在拘尸城（Kusinārā）將入般涅槃

前對阿難尊者所說，主要內容是描述佛陀前生大善見王的生平和修習。因為當時

所修習的法不至究竟，身壞命終生梵天。佛陀前生在此城入滅，當時名為拘尸王

城（Kusāvāti），佛陀決定這一生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於此城入般涅槃。本經

主要以《中．68》和對應經 DN 17 為主，因為這一段本生也收編於《大．6 般泥

洹經》、《大．7 大般涅槃經》180和《長．2 遊行經》等經典，為了幫助理解，一併

納入對照。這些傳本的內容大致相同，經文脈絡表列如下：181  

表 3-1：《大善見王經》各傳本脈絡表 

#  大 6  中 68 DN 17 長 2 大 7 
 王名 大快見王 大善見王 Mahāsudassano 大善見王 大善見王 
 城名 (拘那越國) 拘尸王城 Kusāvatī 拘舍提婆 鳩尸婆帝 

1 該城的種種勝妙，建高殿，華池 
2 在高殿供養沙門、婆羅門 
3 自省得此福報之業 NIL NIL 布 施 、 調

御、自制 
布 施 、 持

戒、禪思 
布 施 、 忍

辱、慈悲 
4 修習禪那 一禪 初禪 初 — 二 —

三 — 四 禪
182 

初 — 二 —

三—四禪 
初 禪 乃 至

四禪 

5 修慈悲喜捨 NIL NIL 慈 — 悲 —

喜—捨 
慈 — 悲 —

喜—捨 
四無量心 

6 眾 夫 人 及 女寶 久 未    (Subhaddā  (女寶善  (女寶善

                                                 
179 有關提到大善見王的經典，除了本文所列諸經，參 DBPN 390 及長尾佳代子（1997:95~97），

後者的附錄整理巴利本生、有部毘奈耶和梵本的資料，值得參考。學者 Rhys Davids 認為此

故事只是太陽神話（a spiritualised sun-myth），引自 Law（1928:114）。 
180 對應的巴利經是 DN 16（D II 146~147），只略提往昔曾有大善見王於此城的豐盛情況，未

提到大善見王的本生。另有《大．5 佛般泥洹經》，因為在修習四無量心的相關段落為「持

弘慈之心」、「悲心傷之」、「思無為之道」、「思慈哀之行」、「思大孝行」等(T01, no. 5, 
171a11~16)，和本文探討的四無量心之差異頗大，故未納入對比。 

181 各經的出處如下：《中．68》T01, no. 26, 515b3~517b29，上表始自 516c18。《長．2》T01, no. 
1, 21b8~24b25，上表始自 22c6。《大．6 般泥洹經》T01, no. 6, 185b13~186c15，上表始自 186a6。
《大．7 大般涅槃經》T01, no. 7, 200c23~203a20，上表始自 202a15。DN 17, D II 169~199，

上表始自 186。 
182 「初—二—三—四禪」表示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的經文緊連，中間未插入其他

經文。同理「慈—悲—喜—捨」表慈、悲、喜、捨的修習經文緊連，彼此之間未有其他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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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王, 想念而前往 (玉女寶) (女寶) devī) 賢)  賢) 
7 大 王 與 夫 人們 間 之

勸勉 
正心行慈，捨離

貪欲，命逝，物

非常 

應行慈，命

短促，念死，

捨念欲 

諸物變異， 

勿期待 
一 切 皆 無

常 
諸行無常 

8 夫人們依王之教，勸王思惟無常等 NIL 
9 修慈悲喜捨 慈、悲、喜、護

183 
(各先作觀）

慈、悲、喜

捨 

NIL NIL NIL 

10 勸後不久，王命終 生第七梵天184 生梵天 生梵界 生 第 七 梵

天 
上生梵天 

11 爾時說法不至究竟 NIL  NIL NIL NIL 
12 佛教誡諸行無常 NIL NIL   NIL 
13 今第七次埋舍利於此 NIL    NIL 
14 佛最後教說 NIL 今最後生， 

是苦邊 
佛 說 無 常

偈 
此最後邊， 
更不受有 

佛說已，諸

天及人那由

他得法眼淨

15 出現慈等的名稱 四大梵行 四梵室 四梵住 天 福 之 業

(含四禪) 
四無量心 

 
從修習脈絡來看，DN 17 和《長．2》相似，《中．68》與《大．6》類似。五

傳本的共通處包括：第一、大善見王先修習色界禪（初禪或初禪至第四禪），後修

慈悲喜捨；第二、大王與女寶之間的勸勉內容以象馬等一切諸物變異、無常，應

捨念欲；第三、大王身壞命終後生梵天。 

本經是否以初禪或第四禪為基礎，修習慈悲喜捨呢？《大．7》在第四禪之後，

「復更修習四無量心」，有可能以第四禪為基礎修習。《中．68》和《大．6》在初

禪與修習慈、悲、喜、捨之間，有一段大善見王與夫人們的對話，DN 17 和《長．

2》在成就第四禪後，出樓閣，進入另一樓閣，修慈悲喜捨。就這四傳本來看，並

不在同一座上持續修習初禪（乃至第四禪）與慈悲喜捨。看不出以初禪或第四禪

為基礎，修習慈悲喜捨。 

各經的主要差異如下。第一、色界禪：《中．68》和《大．6》只修習初禪，

其他三經則修習初禪至第四禪。185第二、《中．68》先作觀種種心穢，然後才分別

修慈、悲、喜、捨。例如：入金樓坐，作是觀：「我是最後邊，念欲、念恚、念害、

                                                 
183 此經的定型句較特殊：「坐念慈心，都忘怨恨，無所嫉惡，進思大道，無量德行，普慈世間，

而自約省己。」其他三心的定型句相同，只是異動為「坐念悲心……普悲世間……；坐念喜

心……普和世間……；坐念護心……一切欲護，而自約省。」(T01, no. 6, 186b25~c4) 
184 依《大．6 般泥洹經》的宇宙觀，將諸天的層級分為「第一四天王」至「第二十四無結愛

天」，「梵天」位於欲界六天之後，故稱「第七梵天」，接著還有「第八梵眾天、第九梵輔天、

第十大梵天」(T01, no. 6, 182b14~16)。 
185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也是只提到證入初禪。參 T24, no. 1451, 393c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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鬪諍、相憎、諛諂、虛偽、欺誑、妄言、無量諸惡不善之法是最後邊」，186心與慈

俱……無量善修。接著依序入銀樓（悲）、琉璃樓（喜）、水精樓（捨），作觀如上，

然後分別修悲、喜、捨。187其他四傳本沒有這段作觀經文。第三、不至究竟：《中．

68》佛說：「爾時說法不至究竟，不究竟白淨，不究竟梵行，不究竟梵行訖。爾時

不離生、老、病、死、啼哭憂慼，亦未能得脫一切苦。」188這段經文其他四傳本

無。從經文脈絡來看，此處「爾時說法」指修習四梵室，即慈、悲、喜、捨。至

於什麼法才得至究竟，乃至得脫一切苦？經文只說：「我今說法得至究竟」189，沒

有明確指出「得至究竟」的法。第四、《大．7》經文最後說佛陀決定住於此城般

涅槃，「當於如來說此事時，諸天及人億那由他，於諸法中遠塵離垢，得法眼淨。」

190 

接著看《大天奈林經》。此經有《中．67》、《增 50:4》和 MN 83 三傳本，191記

載佛陀前生為轉輪聖王「大天」（Maghādeva）的本生故事。主要內容是敍述大天

得七寶，成為轉輪聖王，以十善教導人民。出現白髮時，將此相繼法及王位傳與

太子，並囑咐要教民行善，勿令入邊地。然後自行出家，行慈悲喜捨四梵行，命

終生梵天。歷代諸王皆依此相繼法教民行善，年老傳位，出家，行慈悲喜捨，命

終生梵天，最後王名尼彌（Nimi）。MN 83 說尼彌王之子（Kaḷarajanako）192未繼

承父業，以至於此相續善法廢除。大天所訂的相續善法就是以十善教民，自己年

老時出家，行慈悲喜捨四梵行。此經明白指出「彼相續善法不導至厭、離欲、滅、

寂止、證智、正覺、涅槃，只導至生梵界而已。」193MN 83 和《中．67》說八支

                                                 
186 這段內容所提的種種心穢與第四章《水淨梵志經》類似。 
187 參 T01, no. 26, 518a1~b2。 
188 見 T01, no. 26, 518b11~14。 
189 經說：「我今說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行，究竟梵行訖。我今得離生、老、病、死、

啼哭憂慼，我今已得脫一切苦。」T01, no. 26, 518b14~20。 
190 參 T01, no. 7, 203a12~14。有關「得法眼淨」，請參第五章。 
191 經典出處：《中．67》T01, no. 26, 511c23~515b02、《增 50:4》T02, no. 125, 806c21~810b18、

和 MN 83, M II 74~83。另參《增．1 序品》，其內容簡短而類似，勸一切人應受持三藏法。

參 T02, no.125, 552a28~b3。 
192 《增 50:4》記載其名作「善盡」。 
193 見 M II 82,24~27: Taṃ kho pan’ Ānanda, kalyāṇaṃ vattaṃ na nibbidāya na virāgāya na nirodhāya 

na upasamāya na abhiññāya na sambodhāya n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yāvad eva 
brahmalokūpapattiyā.《中．67》見 T01, no. 26, 515a14~17。《增 50:4》說：「大天王雖行善法，

未得漏盡出世間，未得度，未得斷欲，未得破二十一結，六十二見未除，三垢未淨，未得神

通，未得解脫真道，不得涅槃。大天所行善法不過生梵天。」(T01, no. 125, 810b6~1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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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是佛陀所訂的相續善法，可導至厭、離欲、滅、寂止、證智、正覺、涅槃。194 

二、身為輔國大臣《大典尊經》 

本經的相關傳本包括《長．3》、《大．8 佛說大堅固婆羅門緣起經》和 DN 19。

195「大典尊」（Mahā-Govinda）是婆羅門的名字，在《大．8》稱為「大堅固」。《大

典尊經》主要敍述佛陀前生為輔國大臣大典尊婆羅門時，梵童子下人間為他說生

梵界法。大典尊依梵童子的教導，出家修行，並為跟隨出家修行的國王、居士、

夫人等弟子們說法。在這一類命終生梵天的經典中，難得此經詳細說明修習歷程。

以下依經文脈絡摘錄各傳本如下表。 

表 3-2《大典尊經》各傳本脈絡表 

 長 3 大 8 DN 19 
先宿修與梵天相見

法：修習四個月 
修四無量 修悲禪觀 修悲禪那 

梵天的自我介紹 唯梵世諸天，知我

梵童子，其餘人謂

我， 祀詞於大神 

於梵界常住… 
諸天知我名 

於梵界彼等… 
一切天知我 

大典尊思量應問什

麼 
NIL 五欲諸境名此界 

得生梵世名他界 
為現世利益 
為來世幸福 

大典尊所問法 生於梵天 生寂靜梵天界 達不死梵界 
當捨我人想 修無我者即淨行：

出家，捨諸富樂，

心平等.離諸取著，

身語意命清淨 

於人間斷我所執： 
捨財物、親屬，出家 

獨處 心住一境： 
證第二禪定 

一境： 
遠離獨處 

修慈心 悲解脫 悲勝解 

梵童子答生梵天應

修 

除欲，無臭穢 離諸欲染，煩惱除 離臭穢，離婬欲 
向王.婆羅門.夫人等辭職務.明出家志 
王等表明隨大典尊者出家 
尊者回應王等 諸天及世人 皆應

捨 五 欲   蠲 除 諸

捨諸欲境 發堅固

離著心 三摩呬多

若斷凡夫所執著諸欲、發

起、堅固、具忍力，此道是

                                                                                                                                               
正藏》原作「二十億結」。「億」，《宋》T、《元》T、《明》T 作「一」。另參第四章「進修慧觀」

《淨水梵志經》，《增 13:5》也是二十一結。  
194 《中．67》說：「阿難！云何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復轉相繼法，莫令佛種斷？謂八支

聖道——正見乃至正定為八，阿難！是謂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復轉相繼法，莫令佛

種斷。」(T01, no. 26, 515a25~29). M II 83: Katamañ c’ ānanda，etarahi mayā kalyāṇaṃ vattaṃ 
nihitaṃ ekanta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Ayam 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seyyathidaṃsammādiṭṭhi, sammāsaṅ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195 各經出處如下：《長．3》T01, no. 1, 32a22~34b03、《大．8》T01, no. 8, 210c16~213c18、DN 
19, D II 23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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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污 淨修於梵行 忍力具 此清淨道

真常住 由此得生

梵界196 
 

直道，此道無上，由善者所

護，導向生梵界之正法 

大典尊者出家, 王等亦跟隨出家 
大典尊等隨行諸國

弘法 
 NIL   

大典尊的修習與成

就 
NIL 遠離諸欲，證阿羅

漢 
慈—悲—喜—捨 

大典尊為弟子說法 NIL NIL 與梵界共伴道 
弟子修習後 , 命終

後生於 
梵天、欲界六天、

三種姓 
梵天、欲界六天 梵天、欲界六天、乾闥婆 

大典尊為弟子所說

法 
非究竟道…… 
極至梵天爾 

NIL  不導向厭、離欲、滅…… 
只是導向生梵界 

什 麼 法 可 得 究 竟 , 
導向涅槃 

我為弟子說法 NIL  八正道 

弟子修佛陀所說法,
得 

阿羅漢等四果 NIL  阿羅漢等四果 

聞佛說此經後,得法

眼淨 
NIL  得法眼淨 NIL  

大典尊即佛陀前世    
 

此經的內容很豐富，與本研究相關的共通部分如下：第一、大典尊依婆羅門

先師們的教誨，於夏季四個月修與梵天相見法：《長．3》說修「四無量」，《大．8》

和 DN 19 則為修悲禪觀或悲禪那（karuṇaṃ jhānaṃ）。第二、梵天教導可生梵界197

法，三傳本的經文分別為： 

《長．3》：198「當捨我人想 獨處修慈心  除欲無臭穢」 

《大．8》：199「修無我者即淨行 心住一境悲解脫  離諸欲染煩惱除」 

DN 19：200「於人斷我所執  一境悲勝解  離臭穢離婬欲 住此與學此者 凡

人達不死梵界」 

                                                                                                                                               
196 經文（T01, no. 26, 212b10~13）作：「汝王當捨諸欲境 若執著者即愚夫  應發堅固離著心 

三摩呬多忍力具  此所悟者清淨乘 此清淨道真常住 此所宣說正法門 由此得生梵天界」 
197 有關大典尊對梵界的描述，《大．8》和 DN 19 二傳本分別作「寂靜梵天界」和「不死梵界」

（amataṃ brahmalokaṃ）。若經文無誤且無前後矛盾的話，表示這是大典尊的認知與觀點，

認為梵界「寂靜」或「不死」，這是佛世婆羅門傳統的錯誤認知、信仰。從佛教觀點來看，「梵

界」並非「寂靜」或「不死」的究竟解脫境界。正如前注所說，《大．8》說生梵天界的道是

「此所悟者清淨乘 此清淨道真常住」，DN 19 認為導向生梵界的道，「此道是直道，此道無

上」，認為生梵天的道是清淨道、直道、無上的解脫道。 
198 見 T01, no. 1, 32c12~13。 
199 見 T01, no. 8, 211b20~21。 
200 見 DII 241,12~15: Hitvā mamattaṃ manujesu brahme, ekodibhūto karuṇādhimutto nirāmagandho, 

virato methunasmā, etthaṭṭhito ettha ca sikkhamāno; pappoti macco amataṃ brahmalokan”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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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8》和 DN 19 對偈頌的各項有進一步的詳細說明，由其內容可歸納為四點：

（1）「捨我人想」或「修無我」或「斷我所執（mamattaṃ）」，在此並非指「無常、

苦、無我」的「無我」，乃指捨棄一切財物、眷屬而出家。201（2）「獨處」或「一

境」，可能指獨住遠離，到林間等寂靜處，或指成就第二禪。202（3）修悲解脫或

悲 勝 解 （ karuṇādhimutto ） 203 ， 就 是 修 習 悲 心 … … 遍 滿 而 住 ；（ 4 ） 離 臭 穢

（nirāmagandho），離婬欲（virato methunasmā）。可以看得出來，這段說明正是捨

棄一切財物與眷屬而出家、持戒、獨住遠離、修悲禪那、離欲染、除臭穢等一連

串的修習過程。其中「離臭穢」正是大典尊出家的主要原因，因為若不除臭穢，

則障礙生梵界之道，唯有出家才能除臭穢。「臭穢」包括貪、瞋、癡、慢、疑、忿、

覆、惱害、誑、妄、慳、嫉等種種心穢、煩惱。204第三、大典尊的弟子們完全了

解教說者，命終生梵天；不完全了解教說者，生欲界六天或三大種姓等。205相對

於此，《長．3》和 DN 19 說佛陀的弟子們完全了解佛陀的教說者，盡諸漏而於現

世成就無漏心解脫、慧解脫，不完全了解教說者，成就不還果或斯陀含果或須陀

                                                 
201 《大．8》參 T01, no. 8, 211b23~29；DN 19 參 D II 242；《長．3》闕。 
202 《大．8》說「心住一境」為：「謂有一類修定行者，內心清淨，住一境性。無尋無伺，定

生喜樂，證二禪定，具足所行，此即名為『心住一境』」（T01, no. 8, 211c2~4），即指成就第

二禪。DN 19 所描述的正是遠離坐卧處，到林間、樹林、山谷、洞窟、塚間、出林、空地、

藁堆等處，(D II 242，1~5: Idh’ ekacco vivittaṃ senāsanaṃ bhajati araññaṃ rukkhamūlaṃ 
pabbataṃ kandaraṃ giriguhaṃ susānaṃ vanapatthaṃ abbhokāsaṃ palālapuñjaṃ，iti ekodi- 
bhūto ’ti p’ ahaṃ bhoto ājānāmi.)同於《長．3》的「獨處」。依傳統的四禪定型句，「一心」

即出現在第二禪的定型句之中，據此則《大．8》中「心住一境」指第二禪的說法，亦頗有

道理。不過以第二禪為前行修悲解脫的說法，只見此《大．8》，顯得比較特別。反觀 DN 19

和《長．3》的描述與經典的傳統修習歷程「獨住遠離，到無事處，斷五蓋，修習成就初禪」

相似，是修習禪定的前行。在此 DN 19 和《長．3》的「獨處」可能比較符合修習歷桯的脈

絡。李瑞祥（2006:108~110）認為此處經文指有「修定」和「悲心觀行」二種生梵天的方式，

此說法值得商榷。 
203 「勝解」（adhimutto）有多義，如：傾向、志向、相信、確信。用於禪修時，指專注或遍

滿於。參 DOP 93。《大．8》作「悲解脫」，與 AN 6:54 作 “karuṇe vimuttā”同義。《中．130》

作「樂悲」。「悲勝解」、「悲解脫」、「樂悲」這幾個詞應該原是同一詞，因為手抄或譯詞而不

同，皆指修習悲心，遍滿一切世間而住。 
204 「臭穢」（āmagandha,或作「腥穢」）指種種心穢，三傳本的內容相似。參 T01, no. 1, 32c20~ 

23、T01, no. 8, 211c17~20、D II 243。正文引自《大．8》。有關「臭穢」（āmagandha）的內

容，另參 Sn 242~248。 
205不過《大．8》說：「解了其義」得生四大王天，「聞法悟解」生三十三天。（T01, no. 8，213b29~c2）

從經義來看，完全了解教說者命終生梵天，《大．8》「解了其義」和「聞法悟解」可能是訛

誤或增添。有關不十分了解教法的弟子們，命終生處，《大．3》說欲界六天和三大種姓，《大．

8》只提到欲界六天，DN 19 則欲界六天和乾闥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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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果。206第四、《長．3》和 DN 19 都說大典尊為弟子所說的教法不能使得究竟梵

行，不能使至安隱之處。207DN 19 進一步說唯八支聖道此梵行「導向絕對厭、離

欲、滅、寂止、證智、正覺、涅槃」208。 

各傳本差異處如下。第一、DN 19 說大典尊修慈悲喜捨，並為弟子說「與梵

界共伴道」（brahma-lokasahabyatāya maggaṃ）。餘二傳本只說大典尊剃除鬚髮出

家，則未說大典尊本身如何修習以及為弟子們說何法。209第二、《大．8》的經文

有明顯的訛誤。例如：大典尊出家修行後，除《大．8》說他「遠離諸欲，證阿羅

漢果」210，其餘二傳本沒有記載，也未提到命終生何趣。既然大典尊為佛陀前生，

就不可能「證阿羅漢果」。若證阿羅漢果，過去生已入般涅槃，不再有生死，不可

能再生於人間成佛。又如：大典尊「歸佛出家」211；弟子們「解了其義」得生四

大王天，「聞法悟解」生三十三天。212正如前文所述，完全了解教說者命終生梵天，

《大．8》的「解了其義」和「聞法悟解」應該是訛誤。第三、《大．8》說：「如

是世尊宣說往昔因緣事已，五髻乾闥婆王子心生歡喜，遠塵離垢，得法眼淨」213 。

第四、有關修習何法得見梵天與生於梵界。《長．3》說婆羅門先宿修四無量四個

月，與梵天相見，梵童子則教導修慈心可生於梵天，二者的修法不同，另二傳本

先宿的修法和梵童子的教導一致，皆修悲解脫。再者，AN 6:54 也教導修悲解脫生

梵界。214因此，修悲解脫比較符合經義。不過值得注意的是 DN 19 說大典尊出家

後，修慈悲喜捨而非悲勝解，並如是為弟子們說「與梵界共伴道」。另二傳本沒有

提到他修習什麼法。 

                                                 
206 參 T01, no. 1, 34a23~29, D II 252。 
207 參 T01, no. 1, 34a20~21。 
208 見 D II 251,21~23: Idaṃ kho taṃ，pañcasikha，brahmacariyaṃ ekanta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 

ya upasamāya abhiññāya sambodhāya nibbānāya saṃvattati. 
209 大典尊向國王、居士等表明要出家修行時，他們也紛紛表達要跟隨大典尊出家修行。大典

尊的回應當捨五欲，修梵行（長 3），三摩呬多（大 8），具忍力（長 3 和大 8）等，與梵天

所開示的生梵界法相似。參 T01, no. 1，33b15~16; T01, no. 8，212b10~13; D II 246,4~7。DN 19
稱「與梵界共伴道」和「八正道」為「梵行」（brahmacariya），參 D II 251。 

210 見 T01, no. 8, 213b25。 
211 見 T01, no. 8, 213b19。經文並未說當時有佛在世。 
212 參 T01, no. 8, 213b29~c2。 
213 見 T01, no. 8, 213c14~16。有關法眼淨，將於第五章進一步討論。 
214 參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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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為往昔外道宗師 

接著看往昔外道宗師善眼大師等相關經。包括四經215：（1）善眼（Sunetta）

大師，有《中．8》、《大．30．佛說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AN 7:62 三傳本。（2）

善眼大師等七位外道宗師，有《中．130 教曇彌經》與 AN 6:54 二傳本（以下二傳

本代稱《曇彌經》）。（3）AN 7:69 也是外道七師，但無對應經。（4）阿蘭那（Araka）

大師，只有《中．160》。這些往昔的外道宗師為弟子們說梵世法，弟子們修習後，

命終生梵天或欲界六天等。以下將各經的相關內容簡摘如下表。 

表 3-3：往昔外道宗師經群脈絡表 

 經號 經題 說 法 對

象 

修習者 修習

經文

名稱 內容 

中 130 教曇彌經 

T1.619c3 

曇 彌 比

丘 

往 昔 七

富 樓 奚

哆 師 ie

善眼 

NIL 梵世法, 

四梵室,

樂悲 

具足奉行法者，修四梵室，捨離於欲，

生梵天。不具足奉行法者，生欲界六天

善眼：捨離愛欲，得如意足，  

無愛縛樂悲 欲結盡過去 

師修增上慈 生晃昱天 

AN 6:54 曇彌品 

A IV 136 

諸比丘 往 昔 外

道 善 眼

七師 

NIL 與 梵 界

共伴法,

悲解脫 

不害、離臭穢、悲解脫、超越欲結、離

欲貪，到達梵界 
信者生善趣，不信者生惡趣 

往

昔

外

道

七

師 

AN 7:69 大品 

A III 371 

曇 彌 婆

羅門 

往 昔 外

道 善 眼

七師 

NIL 與 梵 界

共伴法 

心寂靜者生善趣 
心不寂靜者生惡趣 

大 30 佛 說 薩 鉢

多 酥 哩 踰

奈 野 經

T1.812c09 

諸比丘 佛 陀 前

生 善 眼

如來 

NIL 四 無 量

觀 

得一切戒法圓滿，隨意修行或作四無量

觀，斷下欲染，生梵世、欲界六天、三

大種姓，佛令入諸聲聞於慈氏第二禪定
216。  

未離貪瞋癡種，不能解脫生老病死。

中 8 

 

七日經 

T1.429.b19 

諸比丘 往 昔 外

道 宗 師

善眼  

NIL 梵 世 法 , 

四梵室 

具足奉行法者，修四梵室，捨離於欲，

生梵天。不具足奉行法者，生欲界六天

師修七年增上慈，生極光淨天   

善

眼

大

師 

AN 7:62 大品 

A IV 104 
諸比丘 往 昔 外

道 宗 師

善眼 

NIL 與 梵 界

共伴法 

完全了知教法者生梵天 

不完全知者，生欲界六天、三大種姓

師修七年增上慈，生極光淨天，實為

梵、大、勝者、無能勝者、普見者、自

在者，……不得由苦解脫 

應覺四法：聖戒、聖三摩地、聖慧、聖

解脫 

                                                 
215 各經出處，請參表 3-3。 
216 《大．30》的經文較奇特。1. 善眼在此不是外道宗師，而是過去佛，是佛陀的前生。這種

「過去佛」的觀念未見於《阿含》，很奇特。2. 其他諸經都是善眼大師修增上慈，生第二禪

晃昱天，此經卻是善眼如來令諸聲聞入慈氏第二禪定。然而，與其他經共通的是，修四無量生

梵天或欲界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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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蘭

那

大

師 

中 160 阿蘭那經 

T1.683c29 

諸比丘 佛 前 生

梵 志 阿

蘭那 

慈 悲

喜捨

梵世法 

四梵室 

 

說梵世法：斷五蓋 修慈悲喜捨 

不具足奉行者，生欲界六天。 

具足奉行者，生梵天。 

師修增上慈者，生晃昱天 

…未得脫一切苦 

這群經有以下的特色：第一、這些外道宗師在教授弟子們梵世法之後，自己

七年修增上慈，命終生於更勝的晃昱天，即色界第二禪天。217 第二、除了《中．

160》，這群經都只說名稱，如：「梵世法」218、「四梵室」、「與梵界共伴法」

（brahmalokasahabyatāya dhammaṃ），並未提到慈悲喜捨或其修習經文。透過漢譯

本可確定「與梵界共伴法」就是慈、悲、喜、捨等四梵住。第三、根據 AN 6:54

和 AN 7:69，外道第七師叫做 Araka，應該就是《中．160》所說的佛陀前生梵志阿

蘭那（Araka）。第六師叫做 Jotipāla-Govinda，《中．130》漢譯作「儲提摩麗橋鞞

陀邏」，與 DN 19 佛陀前生大典尊婆羅門的姓名相同。所以《大典尊經》的大典尊

婆羅門以及《中．160》的阿蘭那皆為外道宗師。第四、AN 7:62 和《中．160》都

說這些外道宗師過去生的說法不至究竟，未得脫一切苦。只有 AN 7:62 說應覺了

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四法，能作苦邊，不再受後有，究竟解脫。 

比較特別的是 AN 6:54 的偈頌說善眼等七師離臭穢，悲解脫（karuṇe vimuttā），

超越欲結，離欲貪（kāmarāgaṃ），到達梵界。219這些修習重點與《大典尊經》梵

童子所說的生梵界法相同，在此二經梵世法就是修悲解脫。佛陀說這七師及諸弟

子學道不虛，得大果報，分別生晃昱天、梵天、欲界六天。「若有罵彼七師及無量

百千眷屬、打破、瞋恚、責數者，必受無量罪。若有一成就正見佛弟子比丘得小

果，罵詈、打破、瞋恚責數者，此受罪多於彼。」220巴利注釋書說「成就正見」

指須陀洹，亦即漢譯本所說的「得小果」。對應的《中．130》說七師的修習「須

臾、不究竟」221，據此可知外道宗師所教導修梵世法「悲解脫」不至究竟，不能

成就須陀洹等聖果。 

                                                 
217另外《中．61》、《中．138》、《雜．264》、《增 10:7》、AN 7:58 等經也都是佛陀說過去生七

年行慈，命終生晃昱天，接著又生為大梵天、自在天王、天帝釋及無量次數的剎利頂生王。 
218 巴利本作「與梵界共伴法」（brahmalokasahabyatāya dhammaṃ）。 
219巴利本 AN 6:54, A III 373,5~6: Nirāmagandhā karuṇe vimuttā kāmasaññojanātigā, kāmarāgaṃ 

virājetvā brahmalokūpagā ahu.漢譯本《中．130》說：「無愛縛樂悲 欲結盡過去   
彼有諸弟子 無量百千數 彼亦離欲結 須臾不究竟」(T01, no. 26, 620a14~17) 

220 見 T01, no. 26, 620a4~7。 
221 見 T01, no. 26, 62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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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總結本節諸經的特點：首先、這些經文都是談論過去生的事——佛陀前生和

往昔外道七師。佛陀前生「大典尊」是輔國大臣，但也是外道七師之一，也就是

說佛陀的前生曾經是外道宗師。不論生為外道宗師或轉輪聖王，都修習或教授梵

世法。 

其次，修習慈悲喜捨，捨欲，命終生梵天。若是弟子依教修習，完全了知慈

悲喜捨的教法者，命終生梵天；不完全了知教法者，命終生欲界六天或人間三大

種姓等。換言之，「修習慈悲喜捨，捨欲」的最勝成就為生梵天。再者，如果七年

修增上慈，命終生比梵天更勝的晃昱天。間接指出即使修增上慈仍未究竟解脫，

但其所成就「晃昱天」色界第二禪天——仍勝於修梵世法（即慈悲喜捨）所能達

到的「梵天」——色界初禪天。222 

第三、《大典尊經》和外道七師《曇彌經》皆教導「離臭穢、悲解脫、離欲貪」

生梵界。此二經都強調修悲解脫，不同於其他經修慈悲喜捨。 

最後，本節諸經的經文強調修習慈悲喜捨，未得脫一切苦，不導至涅槃。至

於修習什麼法才得脫一切苦，只有 DN 19、《大天奈林經》MN 83 和《中．67》等

經典都說八正道，AN 7:62 說應覺了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四法。其餘諸經只

說「我今說法」，未說明其內容。 

 

第二節 命終生梵天 

一、 伽藍經：《中．16》與 AN 3:65 

二、 梵志陀然經：《中．27》與 MN 97 

三、 鸚鵡經：《中．152》與 MN 99 

四、 其他：AN 4:125、《增 21:2》 

本節四經修習慈悲喜捨後，身壞命終生梵天。不同於第一節，本節各經典都

未涉及前生故事。《伽藍經》是佛陀對伽藍族人的開示。《梵志陀然經》是舍利弗

                                                 
222 外道修習梵世法只能成就色界初禪，但依 AN 8:63（A IV 299~302），佛陀所教授的慈悲喜

捨，可成就有尋有伺等三三昧，即初禪至第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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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對婆羅門故友的教導，《鸚鵡經》是梵志請問佛陀「梵道跡」。AN 4:125 說明

修慈、悲、喜、捨，身壞命終後各往生不同的色界天。 

一、伽藍經 

《伽藍經》有 AN 3:65 和《中．16》二傳本。223說法因緣起因於許多沙門、

婆羅門皆自己稱讚自己所知見，呰毀他人所知見。伽藍人聞已生疑惑，因此請教

佛陀。佛陀為他開示有貪瞋癡的法不善、有過失、智者所訶責、帶來長久不利益

與苦，應捨斷該法；反之，無貪瞋癡的法是善、無過失、智者所讚揚、帶來長久

利益與樂，應具足而住。並教導修習慈悲喜捨，可於現世得四種安隱。開示內容

的脈絡如下： 

AN 3:65 中 16 

1.斷殺、盜、淫、妄，具足不殺、

不盜、不淫、不妄而住。224 

2.離貪、離瞋、不迷癡，正知具念。

3.修慈—悲—喜—捨 

4.得四種安隱。 

1a. 業有三因習本有：貪、瞋、癡； 
1b. 離十惡業； 

2.成就身口意三淨業，離恚離諍，除去睡眠，無

調貢高，斷疑度慢，正念正智，無有愚癡。 

3. 修慈—悲—喜—捨 

4.得四種安隱。 
 

佛陀所說的四種安隱就是：225 

「有此世彼世，有善惡業報，我得此正見相應業，受持具足，身壞命終，

必至善處，乃至天上。」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是謂得第一安隱住處。復次——瞿曇！——「若無此世彼世，無

善惡業報，我於現法中非以此故，為他所毀，但為正智所稱譽，精進人、

正見人說其有。」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

諍，是謂得第二安隱住處。復次——瞿曇！——「若有所作，必不作惡，我

                                                 
223 《中．16》見 T01, no. 26, 438b14~439c22，AN 3:65 見 A I 188~193。 
224 這段內容有二部分：（1）有貪、瞋、癡者，自作並教他作殺、盜、淫、妄，帶來長久不利

益與苦。（2）若知這些法不善、有過失、智者所訶、帶來長久不利益與苦，則應斷。 
225 見《中．16》T01, no. 26, 439b9~b25。AN 3:65 的第一、三安隱住處相同，另二安隱住處的

內容略異如下：「『若無他世，無種種善作惡作行為果報者，我於現世無怨、無瞋害、無苦、

快樂地守護自己。』這是他所成就的第二安隱。……（略）『若作[惡]者不遭惡報者，我於

二方面皆見自己已清淨。』這是他所成就的第四安隱。伽藍眾！若該聖弟子有如是無怨心、

如是無瞋害心、如是無染污心、如是清淨心，他於現世具有四種安隱。」參 A I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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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念惡。所以者何？自不作惡，苦何由生？」如是——瞿曇！——多聞聖弟

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三安隱住處。復次——瞿曇！——

「若有所作，必不作惡，我不犯世怖與不怖，常當慈愍一切世間。我心不與

眾生共諍，無濁，歡悅。」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

無恚、無諍，是謂得第四安隱住處。 

從第一安隱可知：修習慈悲喜捨，身壞命終生天。換言之，不導至涅槃。 

二、梵志陀然經 

《梵志陀然經》有《中．27》和 MN 97 二傳本。226此經是舍利弗尊者對病重

的梵志陀然開示慈悲喜捨修習法。陀然說其病痛如利刀破牛腹，如在火上炙，生

極苦，只增不減。於是舍利弗尊者以比較的方式引導。從問陀然：「地獄與畜生何

者為勝？」陀然回答：「畜生勝也。」接著依序比較餓鬼、人、四王天、三十三天、

焰摩天、兜率天、化樂天、他化樂天，亦即欲界六天，最後比較梵天又勝於他化

樂天。於是為陀然說慈悲喜捨四梵室227修習法。陀然命終生梵天。MN 97 佛陀問

舍利弗尊者：「你將婆羅門陀然住立於低劣的梵界之後，還有進一步應做的事，為

什麼卻從座位起而離開？」228，經文未說明「進一步應做的事」究竟為何。《中．

27》佛陀先對諸比丘讚揚舍利弗聰慧，說舍利弗已教化梵志陀然梵天法，「若復上

化者，速知法如法。」229並問舍利弗尊者：「何以不教梵志陀然過梵天法？」從此

經脈絡可知，慈悲喜捨並不究竟，還有「進一步應做的事」，亦即教導「過梵天法」。

可惜經文未進一步說明什麼是「過梵天法」。 

三、鸚鵡經 

《鸚鵡經》有《中．152》和 MN 99 二傳本。230這一經是佛陀與婆羅門青年鸚

                                                 
226 《中．27》見 T01, no. 26, 456a24~458b29，MN 97 見 M II 185~196。 
227 MN 97 此處作 “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o”（與諸梵共伴道），巴漢二本皆有慈悲喜

捨的修習經文。Anālyao（2006:416）注 219 說此處修習定型經文所出現的極廣（mahāggata）、

無量（appamāṇa）指成就禪那。 
228 見 M II 195,-1~196,2: “Kiṃ pana tvaṃ, Sāriputta, Dhānañjāniṃ brāhmaṇaṃ sati uttarikaraṇīye, 

hīne brahmaloke patiṭṭhāpetvā uṭṭhāy’ āsanā pakkanto”ti?  
229 見 T01, no. 26, 458b19。 
230 《中．152》見 T01, no. 26, 666c28~670a25；MN 99 見 M II 19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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鵡都提子231之間的對話。鸚鵡說婆羅門施設真諦、苦行、梵行、學習吠陀、捨施

等五法，232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佛陀反詰沒有任何婆羅門、其阿闍

梨、七代祖師們已自知、自覺、自作證而宣說這五法的果報，諸婆羅門以無根之

信聞已受持。以盲引盲，被五欲所縛，五蓋所覆，無法了知人上法有知有見。接

著指出悲愍（anukampājātikam）是婆羅門作福得善的第六法，婆羅門所施設的真

諦等五法是心的資具（cittassa parikkhārā），亦即作這五法是為了修習心，讓心無

怨、無瞋害。233因為當思惟自己作任何一法時，得喜得悅，234而此具善之悅是心

的資具。然後佛陀應鸚鵡之請求，為說與諸梵共伴道，亦即心與慈俱，……無量

善修，遍滿一切世間成就遊。就好比有力的吹螺者，毫無困難地令四方了知。MN 

99 接著說：「同樣地當如是修習多修習慈心解脫，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

住立。」235悲、喜、捨的修習亦同。《中．152》接著佛陀透過反問鸚鵡，點出若

求生天或求生梵天，無法以貪伺相應心得之，必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無量、極廣、善修、心定，意遍解成就遊」，才能得作天或餘天，得作梵天或餘梵

                                                 
231 巴利作 “Subho māṇavo Todeyyaputto”，māṇavo 漢譯作「摩納」，意思是婆羅門青年。 
232 這五法巴利作：saccaṃ，tapaṃ，brahmacariyaṃ，ajjhenaṃ，cāgaṃ。漢譯作「真諦法、誦

習、熱行、苦行、梵行」（T01, no. 26, 667c09~ 12）。梵語”tapa”古德譯作「熱」或「苦行」

（《漢梵》詞條 2187 和 3133）。漢譯此處的「熱行、苦行」並列，很奇怪。依後面經文「守

護誠諦，……彼得行施，……彼得誦習，……得行苦行，……得行梵行」（669b27 ~c2），

在此「熱行」可能指「行施」。第一法「真諦」（saccaṃ）的意思指說真實語，漢譯作「誠

諦」（667b27）。MN 99 說這五法中以捨施為最大福報。 
233 注釋書說真諦等五法是慈心的隨從或眷屬。Ps III 449,8~9: Cittassāham etan ti ahaṃ ete pañca 

dhamme mettacittassa parivāre vadāmīti attho. 片山一良（1998~2002）中分 II 514 譯作「心的

資具」或「心的必需品」。另外 M I 301 說四正勤是定的資具（samādhiparikkhārā）。D I 137，

138 談到祭祀的資具（yaññssa parikkhārā）片山一良（2003~2005）根本 II 47，48 譯作「要

件」。從經文可知指條件、要件。 
234 漢譯作「得喜得悅」，巴利對應處作 “labhati atthavedaṃ，labhati dhammavedaṃ，labhati 

dhammūpasaṃhitaṃ pāmojjaṃ”，這段巴利經文為：「有比丘是真實語者，他心想：『我是

真實語者』而得到義喜，得到法喜，得到具法之悅。我說此具善之悅是心的資具」。M II 206。 
235 見 M II 207,22-27: Seyyathāpi, māṇava, balavā saṅkhadhamo appakasiren’ eva cātuddisā 

viññāpeyya; evameva kho, māṇava, evaṃ bhāvitāya mettāya cetovimuttiyā yaṃ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tatrāvatiṭṭhati. Ayampi kho, māṇava, 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o.《中．152》只有譬喻，沒有後半段有量業的經文。漢譯譬喻作「猶如有

人善吹於螺，彼若有方未曾聞者，彼於夜半而登高山，極力吹螺，出微妙聲，遍滿四方。」

（T01, no. 26, 669c10~c12）。 
MN 99 的慈悲喜捨的定型句與譬喻與第四章「與業有關」《三明經》DN 13 相同，經文脈絡

也與 DN 13 相似——○1 青年請求開示與諸梵共伴道，○2 佛陀先說村喻，○3 最後教導修習慈

悲喜捨和吹螺喻。《中．152》多了○4 求生天和求生梵天，其順序為○3 ○4 ○1 ○2 。《中．152》

先說○3 與諸梵共伴道，後來才提問○1 ，佛陀的回答只有村喻○2 ，卻沒有最重要的與諸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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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36藉由《中．152》這一段內容，可知慈悲喜捨在《鸚鵡經》是生天或生梵天

的法門。 

從《鸚鵡經》的脈絡來看，重點有四：第一、被五欲所縛，五蓋所覆，無法

了知人上法有知有見（alamariyañāṇadassanavisesa）。若依《中．185》237「人上法

有知有見」指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滅受想定或漏盡智等。第二、婆羅門

所施設真諦等作福修善五法是為了修習心，讓心無怨、無瞋害。第三、依《中．

152》，必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量、極廣、善修、心定，意遍解成

就遊」才能得作天或餘天，得作梵天或餘梵天。「無結」等屬性是修習慈悲喜捨的

特色。換言之，慈悲喜捨是生天或餘天、梵天或餘梵天的生天法門。四、依 MN 99，

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各皆是「與諸梵共伴道」。 

四、其他：AN 4:125 和《增 21:2》 

最後還有二經談到修習慈悲喜捨後，身壞命終生天。這二經都沒有對應經，238

以下簡要相關細節如下。 

AN 4:125 說心與慈俱……遍滿而住，「彼嗜於彼，希於彼，又由彼得滿足，住

於彼，勝解於彼，多住於彼不退下。」239身壞命終生梵身天240。彼處的凡夫於該

天盡其壽之後，往生三惡趣；241但世尊弟子242於該天盡其壽之後，則於彼處般涅

槃。修習悲、喜、捨亦然，身壞命終分別生極光淨天、遍淨天、廣果生。不同於

前述諸經說修慈、悲、喜、捨，命終生梵天，此經呈現四者各往生不同的色界天，

                                                                                                                                               
伴道，顯然 MN 99 的脈絡順序較合理。 

236 這一段即前注的○4 ，MN 99 無。 
237 參第四章，《中．185》譯作「上人之法而差降」。 
238 雖然《大正藏》在《增 21:2》的斠勘注列參考 AN 4:32，不過該經談「布施、愛語、利行、

同事」等四攝事，與本經內容無關。 
239 見 A II 129,5-8: So tad assādeti, taṃ nikāmeti tena ca vittiṃ āpajjati. Tattha ṭhito tadadhimutto 

tabbahulavihārī aparihīno kālaṃ kurumāno brahmakāyikānaṃ devānaṃ sahavyataṃ upapajjati.  
「勝解」（adhimutto）有多義，如：傾向、志向、相信、確信。用於禪修時，指專注或遍滿

於。參 DOP 93。在此與修習有關，應該指專注於悲或彌浸於悲。  
240 「梵身天」（brahmakāyikānaṃ devānaṃ）與「梵眾天」（Brahma-parisa）不同。「梵身天」

是色界初禪天的總稱，指全體的「梵」天，包括：梵輔天、梵眾天、大梵天等。《起世因本

經》說：「謂梵身天——梵輔天、梵眾天、大梵天。」(T01, no. 25, 403b19) 
241 依注疏說法，凡夫命終後可能墮惡趣，但此處的多聞聖弟子是有學，不再墮惡趣，而於彼

處般涅槃。Bodhi 依阿毘達磨的說法補充，色界有情命終後，不會立刻墮三惡趣，可能生人

間，然後或許因他造惡業而往生三惡趣。參 Nyanaponika and Bodhi（2000:293 注 53）。 
242 經文接著對比「無聞凡夫」與「多聞聖弟子」，此處「世尊弟子」可能指「多聞聖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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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說明於該天界命終後的去處。 

《增 21:2》主要是談三福之業：施、平等、思惟。「施福業」即開心布施衣、

食、住、藥等等，隨身所便，無所愛惜；「平等福業」就是持守五戒，修慈悲喜護；

「思惟福業」指修七覺支。經文最後以偈頌說：「緣有此三處  生天必不疑」。243此

處經文的意思似乎「施、戒、慈悲喜捨、七覺支」是一連貫的修習。「生天必不疑」

可能有二種意思：第一、「必然可生天」，似乎隱含著還可能達到更勝成就，「如果

未達到更勝成就，至少可生天」。第二、「只導至生天」。 

 

第三節 破斥苦行者的修習不究竟 

本節的對應經包括：《中．104》、《長．8》、《大．11．尼拘陀梵志經》、DN 25。

佛陀對苦行者說法，雖成就種種苦行，若為種種心穢所染，則為錯誤苦行；即使

成就種種清淨、無垢穢的苦行，就如同樹的外皮般，並非實材。接著以樹節或膚

材等譬喻，層層漸進，指出修習慈悲喜捨、宿命通、天眼通等法，皆非究竟解脫。

以下依經文的脈絡，將各經的主要內容摘要如下表。 

表 3-4 以樹皮、樹節等喻說修習苦行等皆不究竟表 

 中 104 長 8 DN 25 大 11 

1    能 得 四 戒具足 , 能 修

行 , 得 最 上 增 勝 於 前 , 

修行出離，不減諸欲 

2 細 說 種 種 不 了 可 憎

行 ， 特 色 是 受 無 量

苦，學煩熱行 

此行無數眾苦，苦

役此身 

成就苦行之修行 修行：多種逼切苦惱，

治療於身而為法行 

出離行：種種苦行 

3 此不了可憎具足行，

為無量穢所污 

於汝淨法中，說有

垢穢 

此苦行有種種穢，

(由其苦行自足滿悅)

 

4 得表皮： 

此不了可憎具足行，

不為無量穢所污 

(不得第一，不得真

實，然有二種：得皮，

得節)244 

皮： 

於汝垢穢法中,說

清淨、無垢穢法  

外皮(papaṭika) 
修無穢清淨苦行 

 

                                                 
243 三福業內容見 T02, no. 125, 602b13~c7，偈頌見 602c12。 
244 參 T02, no. 26, 594b10~11。若依後面經文，「得表皮」指修慈悲喜捨，「得節」指宿命通，「得

第一，得真實」指天眼通，則此處意思即為：成就不被無量穢所染的種種苦行，能修習慈悲

喜捨和宿命通，但不能得天眼通。這種說法有點奇怪。《長．8》也以「苦行第一勝」形容天

眼通。《中．104》和《長．8》在這一點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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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104 長 8 DN 25 大 11 

5 不 了 可 憎 行得 表 皮

○1 行四行(四戒) 

○2 修慈—悲—喜—捨 

樹節: 

○1 行四行(四戒) 

○2 修 慈 — 悲 —

喜—捨 

樹皮:(taca) 
○1 四戒、遠離、捨五

蓋  ○2 修慈—悲—

喜—捨 

○1 四戒具足 

○2 修慈，自稱此修行是

得出離，清淨，是得真

實，是得無上 

6 得節： 

○1 行四行(四戒) 

○2 宿命通 

苦行堅固： 

○1 行四行(四戒) 

○2 修 慈 — 悲 —

喜—捨 

○3 宿命通 

膚材(pheggu) 
○1 四戒、遠離、捨五

蓋  ○2 修慈—悲—

喜—捨 

○3 宿命通 

○1 四戒具足 

○2 修宿住通 

自稱此修行是得出離，

清淨，是得真實，是得

無上 

7 得第一、得真實： 

○1 行四行(四戒) 

○2 天眼通 

苦行第一勝： 

○1 行四行(四戒) 

○2 修 慈 — 悲 —

喜—捨 

○3 宿命通 

○4 天眼通 

非樹心、實材(sāra)
○1 行四行(四戒) 

○2 修慈—悲—喜—

捨 

○3 宿命通 

○4 天眼通 

○1 四戒具足 

○2 修天眼通 

自稱此修行是得出離，

清淨，是得真實，是得

無上 

8    佛說：所修雖為清淨，

未離種種煩惱隨增，皆

是染分所攝 

9 更有異、最上、最妙、

最勝，為彼證故，依

沙門瞿曇行梵行： 

如來出世、捨五蓋、

初禪~第四禪、 

漏盡智通作證： 

A.知苦、集、滅、道 

B.知漏、集、滅、道

C.從欲、有、無明漏解

脫 D.知解脫：「生已

盡」等知如真 

復有勝者，以此法

得修梵行 

復有勝者，以此法得

修梵行 

聲聞止息處者，上中最

上，極為高勝，是諸聖

者止息之所 

 

10 如來在遠離處，常樂

宴坐，安隱快樂 

如來遠處山林，樂

閑靜處 

如來好遠離處 如來遠離憒鬧，寂守是

相，身住一處，心不散

亂，專注一境 

11 如來法：善善相應， 

解脫句能以作證 

如來說菩提： 

A 自能調伏，能調

伏人； 

B 止息；C 度； 

D 解脫；E 滅度  

來說菩提： 

A 自調伏，說調伏

法，B 止息，C 度，

D 解脫 

諸佛能隨宜說法： 

A.自覺悟，為他說覺悟

法，B.解脫，C.安隱，

D. 涅槃. 

14a    錯誤的說法目的 

12  說法對象：無諛諂， 

不欺誑，質直無虛  

NIL 有慧,正直,高潔,正

行人. 

有正士，不諂不曲，不

虛誑，正修行 

13   七 年 ~ 七 日 ， 能 自

知、作證、成就而住

七 年 ~ 七 日 ， 一 向 不

亂，離諸熱惱，清淨身

心，專注趣求，是人見

法知法，超初、二果，

直進阿那含果。 

14 錯誤的說法目的 錯誤的說法目的 錯誤的說法目的  

15 佛陀以神足飛 佛陀乘虛而歸 乘虛空 佛身放光明,踴身虛空 

從上表可以發現《大．11》和其他三傳本的經文次序不同。各傳本以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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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節形容慈悲喜捨、宿命通、天眼通等譬喻不一致。在《長．8》和 DN 25 的脈絡

下，慈悲喜捨、宿命通、天眼通三者有先後次第關係。四傳本所共通的是慈悲喜

捨最淺——即修習慈悲喜捨成就定——，其次是宿命通，天眼通則為三者之最勝，

然而還有比天眼通更勝的法。《長．8》和 DN 25 沒有說明更勝的法為何，只有《中．

104》說如來弟子依如來而行梵行，由斷五蓋，成就初禪至第四禪，進而了知四聖

諦，成就漏盡智，究竟解脫。可以看得出來，該經此處以「四禪」取代了「慈悲

喜捨」，而更重要的是在修定之後，強調須修慧，即了知四聖諦，才能得漏盡智，

究竟解脫。換言之，慧（知四聖諦，得漏盡智）勝於定（四禪或慈悲喜捨）和神

通（宿命通、天眼通）。 

 

第四節 與四禪、慧觀的關係 

本節是討論慈悲喜捨與四禪、觀慧的關係。主要的經典包括：AN 3:63、AN 

4:190、《中．178》、《中．219》、《長．6》、DN 26。245不同於前文《大善見王經》

說先修習四禪，接著修習慈悲喜捨，本節有些經典以「天~」指修習四禪，「梵~」

指修習慈悲喜捨，「聖~」指慧觀或解脫的境界。如 AN 3:63 說修習初禪至第四禪

的行住坐卧是「天行、天住、天坐、天卧」；修習慈悲喜捨的行住坐卧是「梵行、

梵住、梵坐、梵高廣大牀」246；了知自己是斷貪者、斷瞋者、斷癡者，已絕根，

如已截根的多羅樹，於未來不再生起者，是「聖行、聖住、聖坐、聖高廣大牀」。

AN 4:190 說修習初禪至第四禪者，已得天（devappatto）；修習慈悲喜捨者，已得

梵（brahmappatto）；修習四無色定者，已得不動（āneñjappatto）；如實知苦、苦

之集、苦之滅、滅苦之道者，已得聖（ariyappatto）。這點出四禪、慈悲喜捨、觀

慧三者的勝劣。顯然如實了知苦四聖諦或已斷貪瞋癡，於未來不再生者，比修習

慈悲喜捨更殊勝、究竟。 

《中．178》依序說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和滅受想定四種境界都是魔王

魔王眷屬所不至處，247從經文看不出何者為最勝。不過《中．219》說修四念處、

                                                 
245 各經出處，請參表 3-5。 
246 brahmaṃ caṅkamo, ṭhānaṃ, āsanaṃ, uccāsayana-mahāsayanaṃ. 
247 參 T01, no. 26, 720a9~24。對應的 MN 25 只說四禪、四無色界定、滅受想等九次第定，沒

有提到慈悲喜捨。滅受想定，漢譯作「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見諸漏盡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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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喜捨、四無色定和滅受想定等「不極是」不煩熱死，不煩熱命終，只有想知

滅身觸成就遊及慧觀諸漏已盡者，「極是」不煩熱死，不煩熱命終。換言之，慈悲

喜捨與四禪、四無色定皆不究竟，滅受想定以慧觀諸漏已盡才是真正的解脫。 

《長．6》和對應的 DN 26 說修習四禪，比丘安隱快樂；修習慈悲喜捨，比丘

財寶豐饒；如實知苦四聖諦或成就滅受想定，慧觀諸漏已盡者，比丘威力具足。

從字面看不出「安隱快樂」、「財寶豐饒」、「威力具足」三者有何勝劣，然而依 DN 

26 的經文，可看出「威力具足」已盡諸漏，為三者之最勝，顯示慈悲喜捨只是修

習歷程中的一項。 

從本節各經典可以看出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三者皆不究竟，如實知四

聖諦等慧觀為「聖~」，而盡諸漏才是究竟解脫。 

表 3-5：「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慧觀或解脫」關係表 
經號 初禪~第四禪 慈悲喜捨 四無色定 慧觀或解脫 
AN 3:63 
A I 181-184 

天行、天住、天

坐、天高廣大牀 
梵行、梵住、梵

坐、梵高廣大牀

NIL (知自己是斷貪、瞋、癡

者)聖行、聖住、聖坐、

聖高廣大牀 
AN 4:190 
A II 184 

得天 得梵 得不動 (如實知苦、集、滅、道) 
得聖 

中 178 
T01.720a 

魔王魔王眷屬所

不至處 
魔王魔王眷屬所

不至處 
魔 王 魔 王 眷

屬所不至處 
(滅受想定，觀諸漏盡) 
魔王魔王眷屬所不至處

中 219 
T01.803b 

(修四念處) 「不

極是」不煩熱死 
「不極是」不煩

熱死、命終 
「不極是」不

煩熱死、命終

(滅受想定，觀諸漏盡) 
「極是」不煩熱死命終

長 6 
T01.42b 

比丘安隱快樂 比丘財寶豐饒 NIL (如實知苦、集、滅、道)
比丘威力具足 

DN 26 
D III 78 

比丘安隱快樂 比丘財寶豐饒 NIL (盡諸漏，無漏心解脫慧

解脫) 比丘威力具足 

 

第五節 比較「布施、三歸、五戒、行慈、修觀」的功德勝劣 

本節各經典比較布施、三歸、五戒、行慈、修觀，何者得福更多。主要的經

典有二：（1）《中．155》、《大．72 佛說三歸五戒慈心厭離功德經》、《大．73 佛說

須達經》、《大．74 佛說長者施報經》、《增 27:3》、AN 9:20 和（2）《長．23 究羅檀

頭經》。248這些經典的特色是先說種種布施，接著依序談論在前一善法的基礎下修

習什麼善法，所得的功德勝於只修習前者。《大正藏》和《互照錄》將這些經列為

                                                 
248 各經出處，請參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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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經，除《長．23》之外。經文的內容是佛陀為居士說布施功德，始於佛陀前

生為婆羅門時，行種種布施，依布施對象和布施物不同而功德有勝劣。接著進一

步說比布施更勝法——即三歸依勝於布施，布施、持五戒又勝於三歸依，布施乃

至彈指頃行慈心於一切眾生勝於持五戒，布施乃至觀諸行無常等勝於行慈心。249為

方便討論，將各經的內容摘要如下表。 

表 3-6「布施、三歸依、五戒、行慈、修觀」功德勝劣表 

經號 經題 說 法 對

象 

修習者 內容 備注 

大 72 佛說三歸五

戒慈心厭離

功德經 

T1.878c24 

阿 那 邠

邸長者 

往昔梵志

毗羅摩 

梵志行種種布施，不如受三歸< 受

五戒 < 彈指頃慈念眾生 < 起一

切世間不可樂想  

起一切世間不可

樂想福，能令行

者滅生死苦，終

成佛道，故其福

最勝 

大 73 佛說須達經

T1.879c13 

須 達 居

士 

佛陀前生

鞞藍大富

婆羅門 

施物(凡夫、仙人、初~四果、佛陀)<

施房舍與招提僧< 三自歸佛法僧及

受其戒<於一切眾生行慈至  牛頃 

< 思惟一切行無常、苦、空、無我

彈指頃 

如是為說法未至

竟盡，未脫苦 

大 74 佛說長者施

報經 

T1.882a10 

給 孤 獨

長者 

佛陀前生

彌羅摩婆

羅門 

施物(凡夫,仙人,初~四果,辟支佛,佛

陀)<施房舍與招提僧< 三自歸<五

戒<於十方世界, 徧一切處行大慈

心，饒益眾生，離諸分別，心無相 

給孤獨長者聞佛

說已，無我見、

人見、眾生見、

壽者見，遠離惑

想，心得清淨，

悟寂滅忍 

中含 155 須達哆經 

T1.677c27 

須 達 哆

居 士 及

諸比丘 

佛陀前生

梵志長老

隨藍 

施物(凡夫、仙人、初~四果、辟支

佛、佛陀)< 施房舍與招提僧< 歸依

三寶及受戒< 為彼一切眾生行於

慈心，乃至  牛頃者< 觀一切諸法

無常、苦、空、非神，此施為最勝 

爾時說法不至究

竟 ……  亦未 能

得脫一切苦 

增含 27:3 27 等趣四諦

品 T2.644c 

阿 邠 邸

長者 

佛陀前生

梵志毘羅

摩 

施萬物<施招提僧房舍<三自歸<受

持五戒<彈指之頃慈愍眾生<起於

世間不可樂想 

  

AN 9:20 師子吼品 

A IV 395 

給 孤 獨

長者 

佛陀往昔

毘羅摩婆

羅門 

種種布施(為四方僧建精舍)，不如 

三歸五戒<修慈<修無常想 

  

長 23250 究羅檀頭經

T1.100b10 

婆 羅 門

究 羅 檀

頭 

佛陀前生

剎利王水

澆頭種 

往昔剎利王：三祭祀+16 祀具 出家

修四無量心 命終生梵天.  

更勝法：三祭祀+16 祀具<供僧眾<

僧房堂<三皈依<持五戒<慈心念眾

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 眾德悉

究 羅 檀 頭 聞 法

已， 歸依為優婆

夷， 佛先為說漸

次法，接著說四

聖諦， 究羅檀頭

                                                 
249 此處所說的後者之福（或功德）勝於前者之福（或功德），各項「後者」的經文是累積的，

皆始自最初的布施，例如：「布施、三歸」勝於「布施」，「布施……行慈、修觀」勝於「布

施……行慈」。 
250 因為對應經 DN 5 既未提到四無量心，在比較祭祀、布施等種種善法的勝劣次第中，也未

包括「行慈心於一切眾生」，故未列於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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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乃至具足三明，滅諸癡冥， 具

足慧明 

聞法已得法眼淨

 

以下有二處經文略異，值得注意。第一、不同於其他傳本皆有修觀一項，《大．

74》只說：「不如有人於十方世界，徧一切處行大慈心，饒益眾生。離諸分別，心

無相故，所得果報勝前果報」251，又說：「給孤獨長者聞佛說已，無我見、人見、

眾生見、壽者見，遠離惑想，心得清淨，悟寂滅忍」252。從其經文來看，不確定

在此指修慈得禪定或得證悟。若指證悟，則與其餘諸經相違。還有一點值得注意，

「我見、人見、眾生見、壽者見」253及「寂滅忍」254等語詞，在《阿含》中相當

少見。 

第二、《長．23》說往昔剎利王成辦祭祀已，出家修四無量心，命終生梵天。

這段描述未見於其對應經 DN 5 以及本節其餘諸經。正如同第一節《大天奈林經》，

《長．23》年老傳位後出家，修慈悲喜捨，命終生梵天。《長．23》的對應經 DN 

5 雖未包括「以慈心念一切眾生」，然其在出家修道，戒具足之後，依序是修四禪、

傾向知見、證知不再有此生為最勝究竟，有助於理解《長．23》所說「乃至具足

三明」中間所省略的修習歷程。最後說佛陀為說次第法，開示苦集滅道四聖諦，

婆羅門究羅頭聞法後，得法眼淨。 

這群經的特色有：第一、經文內容詳略稍有不同，但「布施、三歸、五戒、

行慈心」等項目一致，唯有最後一項修觀的內容略有異，主要是「起一切世間不

可樂想福」和「思惟一切行無常、苦、空、無我」二類。第二、有關「行慈心」

一項，各經都只提到於一切眾生行慈心彈指頃，既未提到悲、喜、捨三心，也未

記載修習慈心的定型段落。一方面可能此處行慈只是修習的前行，255另一方面可

                                                 
251 見 T01, no. 74, 882a8~11。 
252 見 T01, no. 74, 882a15~16。 
253 除了此經，在阿含部中，類似的說法只出現在《雜．296》：「若沙門．婆羅門起凡俗見所繫，

謂：說我見所繫、說眾生見所繫、說壽命見所繫、忌諱吉慶見所繫。」(T01, no. 99, 84c3~5) 
254 「寂滅忍」在阿含部只出現 1 次於《大．74》，在般若部 7 次，經集部 2 次，密教部 4 次，

律部 2 次，其餘 180 多次都出現在經疏、論疏、律疏、諸宗等部。此語詞可能屬較晚期用語，

但須再配合相關或類似語詞以及巴利對應語詞等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佛說仁王般若波

羅蜜經》的〈菩薩教化品〉說有五忍：伏忍、信忍、順忍、無生忍、寂滅忍。(T08, no. 245, 
826b23~25)在該經中，寂滅忍似乎指涅槃。 

255 Aronson（1999:26）根據覺音論書的注釋書將慈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前行，即此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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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這是發展慈悲喜捨四者為一組之前的經典。第三、二經所說的行大布施者都是

佛陀的前生。第四、第一經群的《大．73》、《中．155》都說爾說法不至究竟，

未能得脫一切苦，但未指出什麼法可至究竟。肯定的是，勝於行慈心的法包括：

（1）修慧觀；（2）傾向知見，具足三明；（3）如實知苦、集、滅、道四聖諦。 

 

第六節 小結 

在此簡要歸納本章各經典所呈顯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的原因，以及

各經群的特色。第一節的經群皆為佛陀的前生或往昔外道七師的本生，強調修慈

悲喜捨不至究竟，不能解脫一切苦。弟子們依之修行，命終生梵天（即色界初禪

天）、欲界六天或三大種姓等善處。七師即使修增上慈，命終生晃昱天，即色界第

二禪天，一樣不能解脫一切苦。第二節同樣談論命終生梵天的經典，但說法對象

是現世的居士、婆羅門，教導修慈悲喜捨可能是為了滿足在家人追求來世安樂的

生梵天或生天法門。在前二節諸經的經文脈終下，修習慈悲喜捨顯然是生梵天或

生天的法門。第三節的說法對象是苦行者，破斥只持戒、修慈悲喜捨、宿命通與

天眼通等不至究竟，未離種種煩惱。其中只有《中．104》提到佛陀所教授可至究

竟的解脫道。第四節透過並列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聖慧，顯出如實知苦

集滅道、斷貪瞋癡、以慧觀諸漏已盡等才是最勝究竟。依經文描述的先後次序，

總是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慧觀等次第，似乎是在戒定慧三學的架構下，

先止後觀的次第。第五節同樣是本生故事，藉由比較「布施、三歸、五戒、行慈、

修觀」的功德勝劣，點出修觀比行慈或修慈更勝，換言之，行慈心不至究竟。 

接著從說法對象或修習者、修習歷程、修習成就或更勝的修習、各經群特色

等角度進一步分析本章諸經的特色。首先從修習者來看，依說法對象或修習者不

同，說法的重點亦不同。例如第一節的經典皆談過去的本生因緣，佛陀的前生作

轉輪聖王、大臣、外道宗師。除了《大善見王經》之外，這些前生都出家修行，

這可能反映當時印度社會四時期的第四遁世期。256這些經本身似乎有一系統化的

                                                                                                                                               
說對一切眾生「行慈」彈指之頃，第二是修習慈心達近行定，第三是修習慈心達安止定（即初

禪等禪那）。 
256 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20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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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結構。257第二節的說法對象是居士、婆羅門，可能基於在家人追求現世來生

的安樂，因此教導修慈悲喜捨的重點在於其為生梵天或生天的法門。第三節與苦

行者對話，則側重破斥其修習方法不究竟。 

從修習法來看，對於生梵界、「梵世法」或「與梵界共伴法」，往昔外道七師

的 AN 6:54 以及《大典尊經》的《大．8》、DN 19 二傳本都只教導修悲禪那，《大

典尊經》的另一傳本《長．3》則說修慈心，其餘諸經則為傳統所說的四梵室、四

無量。若配合第五節比較「布施、三歸、五戒、行慈、修觀」等經，可能以修慈

或修悲作為生梵天的法門是佛世當時各宗教所共通的觀念，尤其行慈的概念是佛

世的沙門、婆羅門等異學所共通與重視的美德或修習法門，在初期經典中談論行

慈的經典多於修悲。258《中．130》的經文說梵世法是「修四梵室」，偈頌則只說

「樂悲」，鑑於對應的 AN 6:54 作「悲解脫」，可能《中．130》的「四梵室」是受

到傳統觀念或其他類似經文的影響。 

至於修習歷程，多數經典並未詳說。《大善見王經》中先修色界初禪或初禪至

第四禪，後修慈悲喜捨。修慈悲喜捨，命終生天或梵天，其心理狀態上有二特色。

（1）捨離欲。經文常說「修四梵住，捨離欲，命終生梵天」259，藉由《中．130》

的「捨離愛欲」、「欲結盡過去」以及對應 AN 6:54 的 “kāmasaṃyojanātitā”（超越

欲結）和“kāmarāgaṃ virājetvā”（離欲貪），可能指捨離對五欲的貪染。（2）心「無

結、無怨、無恚、無諍」。從《中．152 鸚鵡經》和《伽藍經》，若與貪伺心相應則

無法生梵天，必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量、極廣、善修、心定，意

遍解成就遊」，才得作天或餘天、作梵天或餘梵天。《雜．1042》說若欲求生欲界

六天，「以法行正行故，行淨戒者，其心所願，悉自然得」；若欲求生梵天、光音、

遍淨、乃至阿伽尼吒、色界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四果等，「以法行正行故，

                                                 
257 這些說佛陀前生是外道宗師的經典是否可能是後人編輯經典時，與當時其他宗教相互競爭

的一種回應。就好比印度教的毘濕奴宗派將佛陀編為毘濕奴的第九化生。Wiltshire（1990: 
266）認為梵住此修習法早已存在於佛教之前，佛教以佛陀的本生故事來調和之。 

258 中村元（1997:26）認為最初期的佛教強調慈，稍後才形成「慈」與「悲」並稱，成為修行

者必須具備的兩德。 
259 有時作「捨離於欲」、「斷欲、捨欲念」、「捨念欲」、「除欲」，如：T01, no. 1, 32c13, no. 26, 

429b19~20, 458a28~b01, 518b06~07, 619c08~09, 684a18~19。另外，《大．8》說：「五欲諸境

名此界，得生梵世名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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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清淨，心離愛欲，所願必得」。260簡而言之，若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命終得生欲界六天或梵天，然而「心離愛欲」才是離欲界而生梵天的關鍵，以及

進而修習更勝成就的基礎。若依《雜．1042》，「生梵天」與位於四禪和四無色之

間的「慈悲喜捨」不同，前二節諸經外道修習四梵住的目的似乎在於生梵天，而

非成就定。 

第一節有許多經典皆強調往昔的說法不至究竟，未能得脫一切苦，亦即不導

至涅槃。但只有《中．67》、DN 19、MN 83 說八正道可至究竟，得脫一切苦，AN 

7:62 則說須覺了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四法能作苦邊，其餘諸法都只說「我

今說法」能解脫一切苦，而未指出所說的法究竟是什麼法。這些經典的重點似乎

在於強調梵世法未能解脫一切苦，而非教導能解脫一切苦的法。換言之，否定梵

世法可導至涅槃。從表 3-7 可以看出：巴利經典只要說「爾時說法不至究竟」，就

會提出能至究竟的法；第一節所談的六經之中，《中阿含》就含蓋五經，但只有一

經提出唯八正道能至究竟，反應了《中阿含》的這群經典旨在回應其他教派的企

圖。尤其以往昔外道七師為主的經群所談的「梵世法」、「四梵室」、「與梵界共伴

道」，除《中．160》外，其餘諸經皆無詳細的修習經文，更凸顯「外道宗師」這

群經典的重點在於強調修習梵世法只能往生梵世等善處，換言之，亦即梵世法不

能解脫生死輪迴，有回應或貶低傳統婆羅門教教法的含意。 

表 3-7：「爾時說法不至究竟」表 

各經群 大 長 中 增 DN MN AN 
大善見王 NIL(2) NIL 今  NIL   

大天奈林經   八正道 今  八正道  

大典尊經 NIL 今   八正道   

善眼大師 NIL  今    戒、定、慧、解

脫 
往昔外道七

師 

  NIL    NIL(2) 
 

阿蘭那經   今     

布施<三歸<

戒<慈<修觀 

NIL(2) 
今 

NIL 今 NIL   NIL 

破斥苦行 NIL NIL 四聖諦  NIL   

今 ：表「我今說法」，無具體的內容。 

NIL：表對應經沒有這段「爾時說法不至究竟」的經文。（2）表二經。 

                                                 
260 見 T02, no. 99，273a09~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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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情況也見於第三節與苦行者的對話。從經文可看出修習慈悲喜捨勝於

清淨無穢的苦行，而宿命通、天眼通又更勝於慈悲喜捨。並以樹為喻，表示還有

更勝的法，不過除了《中．104》，其他諸傳本都未提到什麼法可才能究竟解脫。

值得注意的是《中．104》並未從外道所修習的慈悲喜捨出發，指出如何進一步修

習可導至解脫，反而以初禪至第四禪，進而了知苦、集、滅、道四聖諦，說明究

竟解脫之道。直指宿命通、天眼通非究竟，了知四聖諦才能究竟解脫。此處為何

以四禪取代慈悲喜捨，其中的含意值得再探究。 

總而言之，本章諸經「修習慈悲喜捨、捨欲」的脈絡，慈悲喜捨是生梵天或

生天的法門，不至究竟，或者有比此法更勝的修習法，也就是慈悲喜捨不導至解

脫。《中．27》雖提到「過梵天法」，但沒有進一步說明。綜合其他經典，整理歸

納這些更勝法或能至究竟的法包括：（1）八正道；（2）覺了聖戒、聖定、聖慧、

聖解脫四法，能作苦邊；（3）如實知苦、集、滅、道等四聖諦；（4）修種種想，

如：無常、苦、空、無我、一切世間不可樂想；（5）戒具足，成就四禪，傾向知

見，具足三明；（6）修滅受想定，慧觀諸漏盡。若以戒、定、慧三增上學來分類，

（1）、（2）、（5）包括了戒、定、慧三學，（3）、（4）重點在於慧學，（6）透過滅

受想定，兼含定與慧。換言之，這些項目都離不開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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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修習慈悲喜捨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 

有關修習慈悲喜捨能否導至解脫的議題，前一章已經討論了「不導至究竟解

脫」一類經典，本章接著探討「可能導至究竟解脫」261一類經典。就趣向解脫的

立場來看，本章所研究的經典相當重要。因為修習的原理是共通的，適用於慈悲

喜捨的修習歷程或要項，可能也適用於其他修習法，是趣向解脫的修習歷程中不

得不關切的重點。 

本章收納所有與解脫有關的慈悲喜捨經典262，依這些經典修習脈絡的特色再

細分不同子題，於各節分別討論：（一）從修習方法來看，與四念處有關；（二）

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三）在修習歷程中位於四禪與四無色定之間；（四）進

修慧觀；（五）與七覺支俱修；（六）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成就；（七）與業有關。 

為了正確判斷慈悲喜捨是否為各經解脫的要因，能否直通解脫，首先簡介各

經的大要，接著以慈悲喜捨為主，整理各經與解脫有關的脈絡或修習歷程，以了

解慈悲喜捨在各經的解脫道中的位置。 

 

第一節 與四念處有關 

慈悲喜捨與四念處都是修習法門，二法門同時出現於《中．76 郁伽支羅經》，

並與解脫有關。263《中．76》沒有對應經，不過 AN 8:63 的內容與之相似，只是

次序不同。264二經皆述說某比丘請佛陀說法，佛陀為說修習四念處和慈悲喜捨，

                                                 
261 有關「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定義與範圍，請參前文頁 1、9、33~36，在此不

復贅述。 
262 詳參頁 9。 
263 參 T01, no. 26, 543c02~544b19。 
264 雖《大正藏》（T02, 543）斠勘注未標示對應經，《互照錄》頁 12 標示《中．76》的對應經

為 S 47:3——該經只有四念處，未包括慈悲喜捨。相較於 AN 8:63，後者與《中．76》的相

似度反而比較高。與《中．76》差異處為：（1）AN 8:63 只說一比丘向佛陀請法，未具名。

（2）依表 4-1，AN 8:63 的經文次序是#6, 2, 3, 4, 5，（3）沒有#7, 8, 9 三項修習利益。不過

經文最後一段說該比丘如是遠離、精勤修習後，不久證得阿羅漢，相似於#10 二果必得其一。

AN 8:63，參 A IV 2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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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習有覺有觀等各種定。265該比丘聞法後遠離，精勤修習，證得阿羅漢果。《中．

76》從身念處開始，不論去、來、住、坐、卧、眠、寤、眠寤時亦當修習。「亦當

修習○1 有覺有觀定、○2 無覺少觀定，修習○3 無覺無觀定，亦當修習○4 喜共俱定、○5

樂共俱定、○6 定共俱定，修習○7 捨共俱定」——這七種定含蓋了初禪至第四

禪——，266受、心、法念處亦同。接著修習慈悲喜捨，並開示三種修習利益。以

下將《中．76》脈絡簡列如下表。  

表 4-1：《中．76》經文脈絡 

# 經文引文 經文大意 

1  前行：當如是學「令心得住在內、不動、無量、

善修」（543c12ff.） 

2  修身念處 + 七種定（543c13ff.） 

3 「若修此定極善修者」 「當復更修」受念處 + 七種定（543c24ff.） 

4 「若修此定極善修者」 「當復更修」心念處 + 七種定（544a4ff.） 

5 「若修此定極善修者」 「當復更修」法念處 + 七種定（544a16ff.） 

6 「若修此定極善修者」 「心當與慈俱」……無量、善修，遍滿一切世間

成就遊。如是悲、喜、捨亦同（544a27ff.） 

7 「若汝修此定極善修者」 「若遊東方，必得安樂，無眾苦患」。南、西、北

方亦同（544b4ff.） 

8 「若汝修此定極善修者」 「當晝夜增長善法而不衰退。」（544b7ff.） 

9 「若汝修此定極善修者」 「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復

有餘，得阿那含。」（544b9ff.） 

 
四念處和慈悲喜捨都是修習法門。上表#9「若汝修此定極善修者」，二果必得

其一。往上追溯，此處的「此定」似乎指慈悲喜捨，然而仔細對比各段經文，發

現#2~5 身、受、心、法四段經文都說：（1）「如此之定」去、來、住、坐、卧、眠、

                                                 
265 AN 8:63 是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和身、受、心、法四種念處等八項，各自都修習有

尋有伺、有尋無伺、無尋無伺、無喜、俱樂、俱捨。《中．76》的內容如表 4-1。 
266 參 T01, no. 26, 543c20~23。其他受、心、法念處參 543c23~544a。注釋書解釋○1 「有覺有

觀定」指初禪，○2 「有覺無觀定」指初禪至第二禪的中間定，○3 「無覺無觀定」指第二、第

三、第四禪。○4 「喜共俱定」指初禪、第二禪，○5 「樂俱定」指初禪、第二、第三禪，○7 「捨

俱定」指第四禪。參片山一良（1998~2002）後分 II 88~89 注二至七。至於《中．76》所說

的○6 「定共俱定」，楊郁文（1999:201）認為該定包括初禪、未到定、第二、第三、第四禪、

滅受想定。AN 8:63 的前四項相同，接著是「無喜定」、○5 「樂俱定」、○7 「捨俱定」。「無喜

定」指第三、第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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寤、眠寤時都應修習；（2）並應修習前述的七種定。267#6 慈悲喜捨的經文只有傳

統的修習經文，並沒有這二段述敍。268#7~9「若汝修此定極善修者」的「此定」

有幾種可能的解讀：（一）指修法念處所成就的定；（二）指修四念處所成就的定；

（三）指依序修慈、悲、喜、捨所成就的定；（四）指修四念處或慈悲喜捨所成就

的定。若依下一節將討論的利鋸刀喻沙門教《中．193》來看，修慈悲喜捨可成就

這三種利益，有可能「此定」指修慈悲喜捨所成就。不過同相應的《中．74》說

若成就無欲等大人八念269，復得初禪至第四禪等四增上心，現法樂居易不難得者，

也可以得到這三種利益。270八法中的「念」就是修四念處，成就初禪至第四禪。

則「此定」可能指修四念處所成就。 

巴利 AN 8:63 略有不同，經文的次序為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以及身、

受、心、法四念處。八者都要修習前述的七種定。AN 8:63 未提到表 4-1 的三種修

習利益，在修習八者（亦即法念處）之後說：如是修習、善修習此三摩地（samādhi），

安樂地行、住、坐、卧於任何處。271注釋書說此處「安樂地」（phāsu）指阿羅漢，

因為已達阿羅漢者安樂地住於一切威儀路之中。272就內涵而言，AN 8:63 含蓋了

《中．76》的#7 和#9 二種修習功德。 

雖然巴漢二經的經文次序不同，共通的是修習四念處和慈悲喜捨二法門。四

                                                 
267 將此經的修習內容細分，《中．76》的身、受、心、法念處皆包括四部分：（1）開頭語，（2）

觀內、外、內外，（3）去、來、住、坐、卧、眠、寤等當修習，（4）修七種定。慈、悲、喜、

捨只有傳統修習經文，沒有這四段經文。 
268 相較於身、受、心、法四種念處似乎是四者皆可獨立修習，在此慈、悲、喜、捨四者比較

像一整體的依序修習。 
269 這大人八念為：無欲、知足、遠離、精進、念、定、慧、不戲。此經有多部對應經：《增

42:6》、《大 46．阿那律八念經》、AN 8:30(A IV 229~235)。各經內容略異，《中．74》和《大．

46》分別說大人八念中的「念」或「定」是修四念處。(T01, no. 26, 541c27~28: no. 46, 836a28) 
270 經文作：「汝成就大人八念，而復得此四增上心，現法樂居，易不難得者，……」(T01, no. 

26, 541 b5~7) 
271 《大念處經》說行、住、住、卧、語、默都應修習身、受、心、法念處。《慈經》Sn 151

則說行、住、住、卧，只要不昏沉時，都應修習慈心無量。依 AN 8:63 的經文位置和脈絡，

經文分為身、受、心、法念處四段，前後二段各包括修習定型經文和七種定。所以法念處之

後所說「安樂地行、住、坐、卧」這一段經文可能不僅限於法念處，可能通指身、受、心念

處和慈、悲、喜、捨。若依《中．76》的脈絡，很明確「去、來、住、坐、卧、眠、寤」這

一段經文只指四念處。 
272 見 Mp IV 142,24~25:Phāsuṃ yevā ti iminā arahattaṃ dassesi, arahattappatto hi sabbiriyāpathesu 

phāsu viharati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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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處將心收攝於內，273著重身心的關係；慈悲喜捨將心擴大遍及一切，側重與外

在有情的關係。至於修習時所應成就七種定，AN 8:63 很明確地指慈悲喜捨和四念

處，換言之，慈悲喜捨在此所成就的是「定」。不過《中．76》慈悲喜捨的段落中，

未提到應成就七種定。據此，則「此定」比較可能指修四念處所成就。 

有關漢譯說修此定極善修者，「二果必得其一」。綜合以上分析，「此定」比較

可能指修四念處所成就。正如《中．74》所說，修四念處，須進一步修習經文隱

而未說的「慧」，最後成就阿羅漢或阿那含。274 

此經的修習歷程並不明確，修習項目如下： 

中 76 身、受、心、法念處（四者皆成

就七種定）、慈悲喜捨 二果得其

一 

AN 8:63 慈、悲、喜、捨心解脫、身、

受、心、法念處（八者皆成就

七種定）  安樂地行住坐卧於

一切處 

「修慈悲喜捨，二果必得其一」也出現在利鋸刀喻沙門教，以下接著討論。 

 

第二節 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 

利鋸刀喻沙門教出自《中．193 牟犁破群那經》和對應經 MN 21《鋸喻經》。275

另有《增 43:5》，雖非對應經，有部分內容極相似。276《中．193》和 MN 21 起因

於牟犁破群那比丘聽到其他比丘責罵與他集會的比丘尼時，便瞋恚、憎嫉，乃至

鬪諍。於是佛陀為他開示，對於他人所說屬實或非實等五言道277，應學習：若他

說時，心不變易，口無惡言，向言說者，緣彼起慈愍心，修習慈悲喜捨。即便有

人聲稱要破壞大地、燒恆河水、於虛空作畫，或捶打猫皮囊欲令出聲等，仍要緣

                                                 
273 四念處對身、受、心、法皆觀內、外、內外三種。例如：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觀內

外身如身。 
274 蕅益智旭大師在《閱藏知津》說：「五郁伽支羅經，為一比丘略說法要。謂四念處應與三定、

四共俱禪并修，亦修四無量心，必得果證。」(卷 27 頁 1276)  
275 各經出處：《中．193》T01, no. 26, 744a06~746b11, MN 21, M I 123~129。「利鋸刀喻沙門教」

參 T01, 746a12ff., M I 129。 
276 《增 43:5》的內容與《中．200 阿梨吒經》相似，主要重點在於教導「行善之法猶可捨之，

何況惡法而可翫習」的船筏譬喻以及依慢滅慢。經文又說：持心當如地、水、火、風，於一

切眾生起慈、悲、喜、護心，此順序同於《教授羅睺羅經》。 
277 所謂五言道，指別人的言說有五種情況：（1）或時或非時，（2）或真或非真，（3）或軟或

堅，（4）或慈或恚，（5）或有義或無義。T01, no. 26, 745a29~b2。《大正藏》誤植為「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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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言說者或捶打者起慈愍心，心行如大地等278，遍及一切世間。最後開示利鋸刀

喻，即使遇到惡賊以利鋸節節肢解我身，也要緣截割者起慈愍心，修慈、悲、喜、

捨遍及一切世間。經文最後勸誡比丘們應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279。數數念利鋸

刀喻沙門教已，對於他人的惡語，聞已不會不堪耐，而且能獲得前文《中．76》

所說的#7~9 三項利益，即二果必得其一等。280 

巴利對應經 MN 21 的內容大致相同，經文脈絡的順序略異，全經只教導修慈

心，281未提到修悲、喜、捨。有關數數憶念利鋸刀喻所得的功德，除了不會不堪

耐任何或細或粗的言論之外，只提到長久的利益和安樂。注釋書（aṭṭhakathā）說

長久的利益與安樂指以阿羅漢為最頂，注疏 （ṭīkā）進一步補充指證得完全智。282 

接著看《增 43:5》。此經沒有對應經，經文主要教導船筏譬喻，在解說中有一

段與利鋸刀喻類似的經文： 

若汝等行路為賊所擒，當執心意，無起惡情，當起護心遍滿諸方所，無量、

無限、不可稱計。 

此處「護心」即「捨心」。接著教導持心如地、水、火、風，無論受於淨或穢，不

起增減之心。應起慈、悲、喜、護心向一切眾生。為什麼如此修習？因為「行善

之法猶可捨之，何況惡法而可翫習！」283意思是應該「依慢滅慢」。284經文最後重

申此譬喻與教說如下：285 

                                                                                                                                               
道」。 

278 每個譬喻的心行不同，參下表。 
279 巴利作 “kakacūpamaṃ ovādaṃ”（M I 129,25）意思是「鋸喻教誡」，漢譯作「利鋸刀喻沙門

教」（T01, no. 26, 746a24~b07），本文藉用漢譯經文的說法。 
280 參 T01, no. 26, 746a29~b9。 
281 利鋸刀喻沙門教可能是相當早的譬喻，被引用於其他經之中，如：《雜．497》（T02, no. 99, 

130a22~29）和《中．30》（T01, no. 26, 465a6~15）。該二經談到利鋸刀喻時，都只提到修慈。

可能利鋸刀喻最初只教導修慈，後來才發展成修慈悲喜捨四心。不過，《增 43:5》則教導要

起慈、悲、喜、捨心，持心當如地、水、火、風。 
282 見 Ps II 102,14~15: Dīgharattaṃ hitāya sukhāyā ti, iti Bhagavā arahattena kūṭaṃ gaṇhanto 

yathānusandhinā desanaṃ niṭṭhapesī ti.注疏補充說最終的利益和快樂指證得完全智。Ps-ṭ 
Dīgharattanti cirakālaṃ, accantamevāti attho. Accantañca hitasukhaṃ nāma aññādhigamen’ evā 
ti āha “arahattena kūṭaṃ gaṇhanto”ti.  

283 見 T02, no. 125, 760a2~12。   
284 參 T02, no. 125, 760a28~b2, 761b2~4。761a11~18 還說「以法滅法」，即以八正道滅八邪道。 
285 見 T02, .no. 125, 761a28~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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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當以此方便知之。法猶尚滅，何況非法。我長夜與汝說一《覺

喻經》，不錄其文，況解其義。所以然者？此法玄邃，聲聞、辟支佛所修此

法者，獲大功德，得甘露、無為之處。彼云何名為乘筏之喻？所謂依慢滅

慢，慢已滅盡，無復諸惱亂想之念。猶如野狸之皮極修治之，以手拳加之，

亦無聲響，無堅䩕處。此亦如是，若比丘慢盡，都無增減。是故我今告汝等

曰：『設為賊所擒獲者，勿興惡念，當以慈心遍滿諸方，猶如彼極柔之皮，

長夜便獲無為之處。』如是，比丘！當作是念！」當說此法時，於彼坐上，

三千天子諸塵垢盡，得法眼淨；六十餘比丘還捨法服，習白衣行；六十餘

比丘漏盡意解，得法眼淨。 

從經文來看，似乎修習慈心便獲無為之處。綜合前後經文來看，只要慢盡，

即使被賊所擒，也能不生惡念，起增減心。如何慢盡呢？就是「依僈滅慢」——

即修習慈、悲、喜、護、空、無願、無相等三昧，以三三昧之力，與魔波旬共戰，

「行盡則苦盡，苦盡則結盡，結盡則至涅槃」。286此處的「三三昧」指什麼呢？經

說：「仁鎧三昧弓  手執智慧箭  福業為兵眾  今當壞汝軍」287，如此看來，似乎

「仁鎧」指慈、悲、喜、捨等三昧，「三三昧」指空、無願、無相等三昧。欲破魔

軍，除了慈悲喜捨和空等三三昧，還需要具足智慧和福業，才能降伏魔軍，乃至

結盡而至涅槃。所以經文最後所述對擒賊修慈心，長夜便獲無為之處，只是側重

修慈的重要性，尚須修習空等三三昩、智慧與福業，才能至涅槃。 

《增 43:5》的經文有幾處值得注意：第一、經文開始說船筏譬喻時，教導為

賊所擒時，應起「護心」遍滿諸方，起慈、悲、喜、護心向一切眾生；但經文最

後重申乘筏之喻時，卻教導修「慈心」遍滿諸方。第二、不同於《中．193》和

MN 21 的利鋸刀喻，《增 43:5》只說「為賊所擒獲」，並未說被賊以利鋸肢解，反

而以打野狸皮喻（即打猫皮囊喻）說修慈心遍滿，長夜便獲無為之處。 

將巴漢三經的修習和功德表列如下： 

  中 193,  
緣彼起慈愍心， 

MN 21 
以俱慈心遍滿彼

增 43:5 

五言道 向怨家 修慈—悲—喜—捨 修慈 nil 

                                                 
286 參 T02, no. 125, 761a4~10。 
287 見 T02, .no. 125, 760c13~15。另參 760b25~26。經說魔波旬是一切憍慢豪貴之天、欲界豪貴

者，「汝軍」即指「弊魔、大將兵眾十八億數」。見 T02, no. 125, 760b06, b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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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大地喻 向言說者 心行如地修慈 心等同地修慈 nil 
燒恒伽水喻 向言說者 心行如恆伽水修慈 心等同恆河修慈 nil 
畫虛空喻 向言說者 心行如虛空修慈 心等同虛空修慈 nil 
打猫皮囊喻 向 捶 打 者

或 言 說 者
288 

心行如猫皮囊修慈 心等同猫皮囊修

慈 
慈（長夜便獲無為之

處） 

利 鋸 刀 喻 沙 門

教 
向割截者 修慈—悲—喜—捨 修慈 慈289、護心（只說被

賊所擒獲） 
數 數 念 利 鋸 刀

喻沙門教 
A.見他不愛、惡語向我，聞已，不會

不堪耐。（746a24~27） 
B. ○1 若汝遊東、南、西、北方者，

必得安樂，無眾苦患。○2 但當晝夜增

長善法而不衰退。○3 於二果中必得其

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復有餘得

阿那含。（746a29~b9） 

A. 不 會 不 堪 耐

任何或細或粗的

言論. 
B. 帶 來 長 久 的

利益、安樂 

A. 聲聞、辟支佛所

修此法者，獲大功

德，得甘露、無為之

處，長夜便獲無為之

處。B.依慢滅慢，慢

已滅盡，無復諸惱亂

想之念。 

 

本經佛陀教導修習慈心或慈悲喜捨，原來是為了對治因他人的言論、責罵、

五言道、拳石杖鋸等傷害所生起的惡意、瞋恚等種種惱亂想之念。《中．193》說

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 對割截者修慈悲喜捨——，二果必得其一。《增 43:5》

一樣強調修慈得無為之處。值得注意的是，經文對於五言道、破壞大地等四個譬

喻、利鋸刀喻沙門教，都教導應對彼言說者、捶打者或以利鋸肢解身者起慈愍心，

修慈悲喜捨或慈心，為何只有「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已，二果必得其一呢？

顯然對截割我身者所修的慈悲喜捨，不同於對言說者和捶打者所修的慈悲喜捨。290

後者可能只是一種心解脫，對治瞋恚等惡心；至於「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或

許《增 43:5》所說的空等三三昧、智慧、福業等，正是《中．193》所隱含的經文。 

 

第三節 位於四禪與四無色定之間 

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三者經常並列出現於經典中，在《中．185 牛角娑

羅林經》三者出現於與解脫有關的脈絡。《中．185》是佛陀與阿那律陀等三位共

                                                 
288 《中．193》和《增 43:5》皆指捶打者，MN 21 則指言說者。這呼應經文中佛陀對牟犁破

群那比丘的開示，先是言語的誹難，接著是以手、土塊、杖、劍捶打。(M I 123) 
289 經文在一開始說船筏譬喻時，為賊所擒時，教導莫起惡念，應修持心如地、水、火、風，

起慈、悲、喜、護（即捨）心。（T02, 760a3~12）。經文最後結語時重申乘筏之喻，為賊所

擒獲時，只教導修慈心。（761b9） 
290 這是否暗示該修習者已成就須陀洹果或更上聖果，才能對截割我身者修慈悲喜捨？感謝楊

老師提供其見解：《金剛經》中的歌利王行忍辱波羅蜜，是以智行慈忍，有忍辱波羅蜜的慈

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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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比丘的對談。佛陀問他們如何共住與修習。關於共住，阿那律陀尊者說他常向

共住梵行者行慈身業、慈口業、慈意業，因此常安隱無有所乏。至於修習，尊者

先說初禪乃至第四禪，接著佛陀問：「捨此，住此，過此，度此，頗更有餘得上人

之法而差降安樂住？」291然後尊者回答修習慈悲喜捨。就這樣一問一答，尊者的

回答依序為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接著就是六神通——即如意足、天耳智、

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漏已盡得無漏心解脫慧解脫的漏盡智。292最後如實

知「生已盡」的阿羅漢定型句。 

對應巴利本 MN 31 沒有慈悲喜捨，修習脈絡依序為四禪、四無色定、滅受想

定等九次第等至，並於滅受想定以慧見後諸漏盡。巴漢二本的修習歷程如下： 

中 185 四禪 慈悲喜捨 四無色

定 六神通，心解脫慧慧

脫，如實知「生已盡」等 

MN 31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空無邊處 識無邊處 無所有

處 非想非非想 滅受想定，以

慧見後，諸漏盡 

 
依巴漢二傳本的脈絡來看，解脫智的產生點有二：一是六通或三明中的漏盡

智，另一是九次第定中的滅受想定，以慧見諸漏已盡。293前者三明六通中的漏盡

智的型式常見於許多經典，如《沙門果經》，以第四禪為基礎漸次進修六通或三明，

觀苦、苦之集、苦之滅、滅苦之道，成就漏盡智。依此解脫歷程而言，慈悲喜捨

和四無色定的修習並非必要。後者九次第定的模式，由初禪漸次修習，成就四禪

八定，最後超越非想非非想定而達到滅受想定，在此四無色定是必要的歷程，不

可或缺，但慈悲喜捨則非必要。所以在《中．185》的修習歷程中，四禪是必要的

基礎，慈悲喜捨則可有可無。 

                                                 
291 見 T01, no. 26, 730b4~5。有關「有餘得上人之法而差降安樂住」，對應的 MN 31(M I 207,28~30)

作：“uttariṃ manussadhammā alamariya[ñāṇadassana]viseso adhigato phāsuvihāro”, 意思是

「達到超凡的狀態、至聖殊的勝知見，安樂住的狀態」CPD 441 說 alamariyañāṇadassana
是聖者所具的智見，alamariyañāṇadassanaviseso 指該智見的勝妙或最勝程度。依比丘戒波

羅夷四的解釋，「上人法」（uttariṃ manussadhammā）的內容包括：禪那、解脫、三昧、正

受、智見、修道、作證果、斷煩惱、心離蓋樂空閑處。Vin III 92,32-34: Uttarimanussadhammo 
nāma jhānaṃ vimokkhaṃ samādhi samāpatti ñāṇadassanaṃ maggabhāvanā phalasacchikiriyā 
kilesappahānaṃ vinīvaraṇatā cittassa suññāgāre abhirati. 

292 這段修習歷程參 T01, no. 99, 730a29~c4。 
293 有關解脫道，學者已有相關研究。例如 Schmithausen 提出了三條解脫道。第一條是四禪的

解脫道，第二條是四禪、四無色定、滅受想定的解脫道，第三條是以慧從諸欲解脫。參 Vetter
（1988:xxiii ff.）。 



 

71 

 

第四節 進修慧觀 

本節主要討論五組經，共同的特色是皆有一段慧觀的經文。以下依慧觀內容

細分為三項： 

一、 觀無常、滅法：《八城經》 

二、 觀五蘊無常、苦、如病等、空、無我：AN 4:126  

三、 了知「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水淨梵志經》、《馬邑

經第二》、AN 3:66 等三經 

一、 觀無常、滅法 

《八城經》的傳本包括：《中．217》、《大 92 佛說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以下

代稱《大 92》）、MN 52、AN 11:17。294此經是阿難尊者應八城居士之請求，開示

十一種甘靈門，295亦即成就四禪、慈悲喜捨、無色界定之後，應進一步內觀省察。

以修習慈心為例，MN 52 說： 

他如是省察（paṭisañcikkhati）與了知（pajānāti）：「此慈心解脫是造作的、

思所造。又凡任何造作的、思所造者，是無常的、具有滅的性質。」296當

那樣而住時，［他得諸漏盡。若未得諸漏盡，由於法貪、法喜，297從遍盡五

下分結而化生，於彼處般涅槃，］不從彼世間退還。298 

這段省察內容，對應的漢譯《中．217》作：「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大．92》作：

                                                 
294 各經出處如下：《中．217》T01, no. 26, 802a11~c26，《大 92》T01, no. 92, 916a14~917a3，

M I 349~353，A V 342~347。AN 11:17 與 MN 52 的內容相同。 
295巴利 MN 52 和 AN 11:17 只有前三無色界定，未包括非想非非想處定，連同四禪、慈悲喜捨，

共十一甘露門；對應的漢譯《中．217》和《大 92》則四無色定皆含蓋，共十二甘露門。 
296 性空法師（2005:54）說由修止轉而修觀時，放掉原來修止的所緣，「改成觀察經驗現實存

在的五蘊身心」。此處的「慈心解脫」可能指在「慈心解脫」狀態時的種種心、心所。 
297 《大．92》作「若彼以法樂、以法愛習行法、敬法，得歡喜法，」（T01, no. 92, 916c02~03），

《中．217》作「或因此法欲、法愛、法樂、法靖、法愛樂歡喜，」（T01, no. 26, 802b29~c01） 
298 見 M II 351,23~27: So iti paṭisañcikkhati– ‘ayampi kho mettā cetovimutti abhisaṅkhatā abhisañ- 

cetayitā. Yaṃ kho pana kiñci abhisaṅkhataṃ abhisañcetayitaṃ tadaniccaṃ nirodhadhamman’ti 
pajānāti. So tattha ṭhito[āsavānaṃ khayaṃ pāpuṇāti. No ce āsavānaṃ khayaṃ pāpuṇāti, ten’ eva 
dhammarāgena tāya dhammanandiyā pañcannaṃ orambhāgiyānaṃ saṃyojanānaṃ parikkhayā 
opapātiko hoti tattha parinibbāyī] anuttaraṃ yogakkhemaṃ anupāpuṇāti.方括號[ ]表巴利經文

從略，依同經初禪的內容補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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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依入法法相觀行止」。299換言之，漢譯經在成就慈悲喜捨後，修習法念處。依

據《大念處經》，法念處的內容包括：五蓋、五取蘊、十二處、七覺支、四聖諦。

若依 MN 52 來看，漢譯所修習法念處「觀法如法」的具體修習內容可能是四聖諦。 

此經的修習歷程為： 

MN 52 
=AN 11:17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四者皆可) 

 省察與了知：此心

解脫是造作、思所

作，…無常、滅法  

 
諸漏盡 

中 217,大 92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觀法如法 因法貪 

、法喜   
 
不還果 

  

二、 觀五蘊無常、苦、如病等、空、無我  

AN 4:126300說修慈悲喜捨，命終生淨居天。該經的修習部分的經文從略，可

以從 AN 4:124 補齊。以修慈為例，心與慈俱……遍滿而住，「無論彼處有任何色、

受、想、行、識，他觀(samanupassati)301彼諸法為無常、苦、如病、腫物、箭、痛、

疾、他界、敗壞、空、非我。他身壞命終後，往生與諸淨居天共伴。諸比丘！此

再生不共於凡夫。」302「彼處」指所成就的禪那，若修習慈心，則指慈心解脫。「往

生與諸淨居天共伴」的意思是什麼呢？MN 12《師子吼經》說生淨居天者，不再還

此世間。303換言之，修習慈心解脫，觀該狀態下的色等五蘊為無常、苦、無我等，

成就不還果。修習悲、喜、捨心解脫也一樣。 

此經的修習歷程如下： 

AN 4:124 初禪~第四禪 

AN 4:126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觀色等五蘊諸法為無常、

苦、病、腫物、箭、痛、疾、

他界、敗壞、空、非我 

 生淨居天 

                                                 
299 T01, no. 26, 802b8~9 和 no. 92, 916b18。Anālay（2008:208）注 11 認為「行止」指 motion

和 stopping。  
300 經文出處：AN 4:126, A I 130。 
301 注釋書 Mp III 125,-3 說這是以智看見 samanupassatīti ñāṇena passati. 
302 補自 AN 4:124 (A II 128,14~20): So yad eva tattha hoti rūpagataṃ vedanāgataṃ saññāgataṃ 

saṅkhāragataṃ viññāṇagataṃ, te dhamme aniccato dukkhato rogato gaṇḍato sallato aghato 
ābādhato parato palokato suññato anattato samanupassati. So kāyassa bhedā paraṃ maraṇā 
suddhāvāsānaṃ devānaṃ sahavyataṃ upapajjati. Ayaṃ, bhikkhave, upapatti asādhāraṇā 
puthujjanehi. 

303 參 M I 82。對應的《增 31:8》說：「已生淨居天，不復來此世間。」（T02, no. 125, 672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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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的重點有二：第一、修習慈等後，進一步觀在該禪定下的色等五蘊是無常、

苦、無我等。第二、依此方法修習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命終生淨居

天，易言之，四者皆可成就不還果。 

三、 「有有，有麤，有妙，有想來上出要」如實知 

有關慧觀的內容，除了前二節所述的無常、苦、無我等之外，相當特別的是

了知「有有，有麤，有妙，有想來上出要」304。此慧觀的內容只出現在修習慈悲

喜捨的經文脈絡之中，目前發現出現於三經：MN 7、《中．183》、AN 3:66。MN 7

的對應經《增 13:5》作：「苦、苦習、苦盡、苦出要」如實知。《中．183》的對應

經 MN 40 無此段經文。AN 3:66 無對應經。 

首先談《水淨梵志經》。此經群有四部對應經：MN 7、《中．93》、《大 51 佛說

梵志計水淨經》、《增 13:5》。305此經的內容是佛陀看見一婆門羅從遠處而來，便以

衣為喻為比丘們開示種種心穢、捨斷心穢（表 4-2, #1），修習慈悲喜捨，乃至漏盡

解脫，如此即為「內極沐浴」（#2~12）。這時婆羅門邀佛陀到河中沐浴以淨化惡業

（#13），佛陀便為婆羅門說偈開示，持守淨戒等才能淨化惡業（#14）。婆羅門聽

完開示，讚歎佛陀（#15），請求出家（或歸依為優婆塞），精進修行，成就阿羅漢

（#16~18）。以下將四經的脈絡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 4-2：水淨梵志經各傳本脈絡表 

# 增含 13:5 MN 7 中 93 大 51 
1 21 結染著心者墮

惡處   
無 21 結染著心者

生善處. +布喻 

布喻+16 心穢 
若心被染汙，至惡趣. 
若心未被染汙，至善趣.

21 結染著意者墮惡

處，無 21 結染著意

者生善處.  
 +布喻 

21 穢汙於心者墮惡

處，21 穢不汙於心

者生善處  
+布喻 

2 若 起 ~ 心 結 ， 觀

已，便能息之 
若知「~是心穢」，便斷~
心穢306 

若知「~是心穢」

者，知已便斷 
~意結見已，當棄 

                                                 
304 參 T01, no. 26, 726b19~c02 與校勘注。巴利作「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So 

‘atthi idaṃ, atthi hīnaṃ, atthi paṇītaṃ, atthi imassa saññāgatassa uttariṃ nissaraṇan）。 
305 各經出處如下：MN 7, M I 36~40;《中．93》T01, no. 26, 575a19~576a15；《大 51》T01, no. 

51, 843c13~ 844b6；《增 13:5》T02, no. 125, 573c1~575a4。另有《雜．1185》和《別雜．98》

二傳本也是對應經，但是 T01, 575 校勘注 5 和 T02, 321 校勘注 4 皆作「100 (99)」，Anālayo
（2006b:18）注 101 也是取《別雜．98》作對照研究。因為此二傳本的內容只有婆羅門與佛

陀之間的對話，未提到修習慈悲喜捨，與本研究無關，故未收錄。感謝 ven. Anālayo 提供

Anālayo（2006b）供參考。 
306 注釋書說這裡的「斷」指「正斷」（samucchedapppahāna），由聖道（在此指不還道）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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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含 13:5 MN 7 中 93 大 51 
3 聖弟子無瞋、無

恚、無愚惑 
當知「~是心穢」，斷了~
心穢， 

  

4a  佛、法、僧不壞淨   
4b  放、捨、解、斷、捨棄   
5  見 4, 生起悅—喜—輕

安—樂—定 
  

6   受施食，不成為障礙  
+ 布喻、金礦喻 

  

7 修慈，得歡喜已， 
心意便正。修悲、

喜、捨亦同  

修慈—悲—喜—捨 修慈—悲—喜—捨 修慈—悲—喜—捨

8 於佛成就信根，得

歡喜已，心意便正 
法、僧亦同 

   

9 宿命智、死生智    
10a 漏盡智    
10b 苦、苦習、苦盡、 

苦 出 要 ( 即 四 聖

諦)如實知 

知：「有此，有劣，有勝，

有超越此想的出離」 
  

10c 欲漏、有漏、無明

漏心解脫 

欲漏、有漏、無明漏心

解脫 
  

10d 知解脫：生已盡等 知解脫：生已盡等   
11 食餚饍 無有罪307    
12 內極沐浴已 內在沐浴已 洗浴內心 內外洗淨, 非外淨 
13 婆羅門邀佛陀到河中沐浴，淨除一切惡業 

佛陀以偈頌開示淨除黑業的方法  
14a 戒：慈/不殺、護/

不與取、誠/不妄

語 

戒：不妄、不殺、不非

與取 
戒：不殺、不與取、

不妄語 
戒：不殺、不盜、

不妄語 

14b 心等無增減  
(必獲安隱處) 

令 一 切 眾 生 安 隱 、 有

信、不慳吝 
正念正知、一切眾

生安、善法 
淨善法 
(自得安隱) 

15 喻：闇者見明等讚

佛 
喻：倒者立等讚佛   

16 婆羅門出家 出家 歸依為優婆塞 歸依為優婆塞 
17 修無上梵行 精進不放逸   
18a 生已盡 生已盡   
18b 成就阿羅漢 成就阿羅漢   

 
依上表所列的脈絡來看，經文開宗明義先提出：依心是否被種種煩惱所染污，

決定來生墮惡趣或生善處。墮惡趣或生善處是吠陀以來印度傳統的輪迴思想，佛

陀藉由對比丘的開示，提出第三條道路——究竟的解脫道。關於婆羅門教的淨浴

                                                                                                                                               
注疏說這裡的「知」是由先前的世俗智或須陀洹道智和斯陀含道智而知。參 Nyanaponika
（1988）注 4、Ñānamoli and Bodhi（2001:1179 注 88）、片山一良（1998~2002）根本 I 114
注 1 和 428 注 5。 

307 此處是回應《增 13:5》開始時，婆羅門內心質疑為何自己與沙門瞿曇等一樣清淨，無有差

異，為何他們食種種餚饌，自己卻食菓蓏。（T02, no. 125, 573c5~9）MN 7 沒有這段前文，

只在#6 說如上修習比丘，受施食，不成為障礙。 



 

75 

或沐浴，佛陀的教說內容依對象而異。對比丘們的教說側重經由修習慈悲喜捨，

了知四聖諦，然後心從欲漏、有漏、無明漏解脫，得解脫智，了知「生已盡，梵

行已立，不受後有」（#2~12），達到「內極沐浴」；對婆羅門的教說則側重破斥到

諸聖河淨浴可洗除惡業的錯誤想法，明示以持戒、令眾生安隱等善法淨除惡業

（#14）。308依婆羅門的傳統思想，造惡業者墮惡趣。因此，淨除惡業頗有來生不

墮惡趣的含意，再配合#14b 的現世安隱，可看出對婆羅門的開示是基於在家人所

追求的現世與來生的安樂。本經有三個階段是四傳本所共通：#2 若知貪等是心穢，

便斷貪等心穢；#7 修習慈悲喜捨等；#12 如是修習者稱為內極沐浴。在《中．93》

和《大．51》的脈絡中，似乎只表達內心淨化。若依 MN 7 和《增 13:5》的脈絡和

#10d，可知「內極沐浴已」指已漏盡解脫，這暗示修慈悲喜捨可能與漏盡解脫有

關。以下的討論以 MN 7 和《增 13:5》的修習歷程的階段與次第為主。 

MN 7 和《增 13:5》二者修習歷程共同的階段包括：#2 斷種種心穢、#7 修慈

悲喜捨、佛法僧不壞淨309、#10b 了知「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

或「苦、集、滅、道」四聖諦、#10d 解脫智。換言之，斷除種種心穢、慈悲喜捨、

佛法僧不壞淨、慧觀四者是導至究竟解脫的重要修習要項。《中部》注釋書認為#2

是以不還道剎那斷了十六種心穢，亦即#2 已成就不還果。310二傳本的最主要差異

有三：第一、修習慈悲喜捨和佛法僧不壞淨的先後次第不同。第二、《增 13:5》多

了隨念宿命智與有情死生智。第三、慧觀的內容不同。《增 13:5》是傳統的「苦、

集、滅、道」四聖諦，MN 7 則是「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311。

巴利注釋書說依「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等四者依序分別確認

                                                 
308 依《增 13:5》和 MN 7 脈絡，婆羅門同時聽到佛陀對比丘們和對他個人的開示，而且聞法

後，請求出家受具足戒，精進修習，成就阿羅漢。 
309 MN 7 是對佛、法、僧的不壞淨（aveccappasādena），《增 13:5》只有對佛的說明較清楚，「便

於如來所成於信根，根本不移，豎高顯幢，不可移動。」（T02, no. 125, 574a24~25）應該也

是「佛不壞淨」。並說「亦成就於法」（a29~b01），即「法不壞淨」、「亦復成就於眾」（b03），

即「僧不壞淨」。 
310 注釋書將 MN 7 所列的十六心穢分屬須陀洹道、不還道、阿羅漢道等三道所斷，或許基於

#4 經文的“Yathodhi”，主張#2 十六種已斷的心穢只是斷了部分，而#10 在阿羅漢道時才完全

斷盡。但如何確定#2 指不還道所斷，而非指須陀洹道呢？注釋書說：凡被須陀道所斷的［心

穢］，由於等起心未被斷，他們被不還道所善斷（Ps I 171,23~25: Ye pi hi sotâpattimaggena 
pahīyanti, te pi taṃsamuṭṭhāpakacittānaṃ appahīnattā anāgāmimaggen’ eva suppahīnā hontī 
ti.）。 

311見 M I 38,31-32: “So ‘atthi idaṃ, atthi hīnaṃ, atthi paṇītaṃ, atthi imassa saññāgatassa uttariṃ 
nissaraṇan’ti pajānā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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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集、道、滅」四聖諦。312 

《中．183 馬邑經第二》313是佛陀對比丘開示沙門道跡。破斥持僧伽梨、裸形、

塗泥、沐浴……等非沙門道跡，指出「有貪伺，息貪伺」，有任何心穢即息之，

這些沙門嫉——趣至惡處——盡已，才是沙門道跡。如是成就戒，身、口、意清

淨，#3b 無有貪伺，心中無恚，無有睡眠，無掉、憍慠，斷疑度惑，正念正智，無

有愚癡。314進而修慈悲喜捨，作是念：「有有，315有麤，有妙，有想來上出要」

知如真。316接下來的內容同表 4-2 的#10cd，並以入蓮池沐浴，去垢、除熱、亦除

渴乏比喻已盡諸漏，不受後有，成就阿羅漢。出家學道，內行止，令得內止者，

才是「沙門」、「梵志」、「聖」、「淨浴」，因為他已「息止」、「遠離」、

「淨浴」諸惡不善之法、諸漏穢污——為當來有本、煩熱、苦報、生老病死因。317

對應的 MN 40 的修習歷程有些不同，如表 4-3 所列。 

表 4-3：《馬邑經第二》經文脈絡表 

 中 183 MN 40 
2a 有~心穢，息~心穢 有~心穢者，已斷~心穢 

                                                 
312 注釋書認為此處指不還果者修習以阿羅漢為目標的觀禪，以「有此」確認苦諦。當通達苦

之集時，了知「有劣」，以此確認集諦。當省察該斷的方法時，了知「有勝」，此確認道諦。

當省察透過該道可被到達之處時，了知「有超越此想的出離」，如是了知：「超越此梵住想

的出離——涅槃」，以此確認滅諦。Ps I 176,15-32:. . . tassa anāgāmino brahmavihārabhāvanaṃ 
dassetvā, idāni ‘ssa arahattāya vipassanaṃ dassetvā arahattappattiṃ dassetuṃ so atthi idan 
ti-ādim āha.(略) . . . atthi idan ti pajānāt. Ettāvatānena dukkhasaccavavatthānaṃ kataṃ hoti. 
Tato tassa dukkhassa samudayaṃ paṭivijjhanto atthi hīnan ti pajānāt. Ettāvatā’ nena 
samudayasaccavavatthānaṃ kataṃ hoti. Tato tassa pahānupāyaṃ vicinanto atthi paṇītan ti 
pajānāti. Ettāvatānena maggasaccavavatthānaṃ kataṃ hoti. Tato tena maggena adhigantabbaṃ 
ṭhānaṃ vicinanto atthi uttari imassa saññāgatassa nissaraṇan ti pajānāti. Imassa mayā 
adhigatassa brahmavihārasaññāgatassa uttariṃ nissaraṇaṃ nibbānaṃ atthī ti evaṃ pajānātī ti 
adhippāyo. Ettāvatā’ nena nirodhasaccavavatthānaṃ kataṃ hoti.雖然注釋書主張此處指「不還

果者」的觀禪，然而依據經文，此處的修習者已成就佛法僧不壞淨，可以肯定已成就須陀洹

果，至於是否成就不還果，還須更多證據。因為#2 的斷種種心穢，從經文無法確定是鎮伏

或永斷。就好比修定前行的斷五蓋，只是鎮伏而非永斷。 
313 經文出處：《中．183》T01, no. 26, 725c~726c，MN 40, M I 281~284。 
314 此即斷五蓋，正念正知。 
315 《大正藏》頁 726 斠勘注 7，《宋》T、《元》T、《明》T 和作：有+（有有），MN 7 和 AN 3:66

的經文也皆有 “atthi idaṃ” ，據此增補。 
316 參 T01, no. 26, 726b19~c02。慈悲喜捨的定型句，本文從略。 
317 參 T01, no. 26, 726c02~22。經文作：「云何沙門？謂息止諸惡不善之法、諸漏穢污——為當

來有本，煩熱苦報、生老病死因。是謂沙門。云何梵志？謂遠離……。云何為聖？謂遠離……。

云何淨浴？謂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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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沙門嫉、趣至惡處盡已=沙門道跡 斷沙門垢、惡趣因=實踐沙門正道 
3a 成就戒，身、口、意清淨 觀自己已從諸惡不善法淨化、解脫 
3b 無貪伺等五蓋，正念正知，無有愚癡 漸次生起悅、喜、輕安、樂、定 
7 修慈—悲—喜—捨 修慈—悲—喜—捨 
10b 念：「有有，有麤，有妙，有想來上出要」

知如真 
NIL 

 同表 4-2 的#10cd NIL 
11 蓮池喻 蓮池喻 
12a 出家，內行止，令得內止 如是修慈悲喜捨，內得寂止 
12b 內止者=沙門=梵志=聖=淨浴 內在寂止=實踐沙門正道 
12c NIL 盡諸漏=沙門 

 
巴漢二本最大的差異在於修慈悲喜捨之後，MN 40 沒有其他進一步的修習，

緊接著蓮池喻。MN 40 說：「他以如來所宣說的法與律，如是修習慈、悲、喜、捨

後，得到內在的寂止。由於內在的寂止，說他是實踐沙門正道者」，318又說：「他

由於斷盡諸漏，於現世由自己了知、作證、成就而住於無漏的心解脫、慧解脫。

由於斷盡諸漏，所以是沙門。」319從經文來看，種種心穢是沙門垢、沙門過失、

沙門瑕疵、墮苦處或惡趣之因。已斷了惡趣因者和得內寂止者，都是「實踐沙門

正道者」，但只有已盡諸漏者才是「沙門」。320其次，「內止者」在漢巴二本所代表

的階段似乎不同，《中．183》說「內止者」即是「沙門」，已盡諸漏；MN 40 的「內

在寂止」表「實踐沙門正道」，已盡諸漏者才是「沙門」。就巴利本來看，似乎「實

踐沙門正道者」不一定等同已盡諸漏的「沙門」。 

AN 3:66321是難陀伽尊者為居士沙哈教說。勸誡勿因聽說、傳說……，乃至勿

                                                 
318 見 M I 284,10-14: . . .so ca tathāgatappaveditaṃ dhammavinayaṃ āgamma, evaṃ mettaṃ 

karuṇaṃ muditaṃ upekkhaṃ bhāvetvā labhati ajjhattaṃ vūpasamaṃ. Ajjhattaṃ vūpasamā 
‘samaṇasāmīcippaṭipadaṃ paṭipanno’ti vadāmi. 在 此 有 二 詞 須 說 明 。 首 先 ，  “ajjhattaṃ 
vūpasamaṃ”（內在寂止）與“ajjhattaṃ cetosamatha”（內得心止）不同。依對應的《中．183》

可知前者所寂止的是諸惡不善法、諸漏穢污，指已盡諸漏的聖者。及川真介（2004: I 728 注

5）說「寂滅」（vūpasama）是煩惱火之消滅、心的究竟寂靜，與佛地的涅槃同義。不過在

MN 4《怖駭經》（M I 18）中， “vūpasata”指寂止五蓋中的掉舉蓋。至於 “ajjhattaṃ 
cetosamatha”（內得心止），依 A V 99，指止觀的止；內得止，相對於「增上慧法的觀」。 

319 見 M I 284,20~23: So ca āsavānaṃ khayā anāsavaṃ cetovimuttiṃ paññāvimuttiṃ diṭṭh’ eva 
dhamme sayaṃ abhiññā sacchikatvā upasampajja viharati. Āsavānaṃ khayā samaṇo hoti.  

320 Anālay（2006:168）認為巴利本對「實踐沙門正道者」和「沙門」二者的區別比漢譯本清

楚，而且巴利本比較強調修習慈悲喜捨，是導至最終目標（即阿羅漢）的重要因素。 
其前一經 MN 39 和《中．183》相同，稱諸漏已盡者為‘samaṇo’（沙門），‘brāhmaṇo’（婆羅

門），‘nhātako’（洗沐者），‘vedagū’（明者），‘sottiyo’（聞經者），‘ariyo’（聖者），‘arahaṃ’
（阿羅漢）。  

321 參 A I 19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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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沙門是我的老師所說就相信，322應了知所做的事是不善或善、有過失或無過

失、智者所訶責或所讚揚、將帶來長久的不利益與苦或利益與樂。若是前者則應

斷捨，後者則應具足。接著教導慈悲喜捨，了知「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

想的出離」，然後同表 4-2 的#10cd，直至盡諸漏，止息貪、瞋、癡。此經無漢譯對

應經。 

有關《水淨梵志經》的修習次第，若依《增 13:5》的脈絡，先修習慈悲喜捨，

然後於佛、法、僧成就不移動信根，再以慈悲喜捨所成就的三昧進而了知「苦、

集、滅、道」四聖諦。不同於 MN 7 先成就佛法僧不壞淨，再修習慈悲喜捨。在此

不易抉擇哪一個傳本的次第才正確。不過對照本節三經，顯然《水淨梵志經》強

調「慈悲喜捨」與「佛、法、僧不壞淨」的結合，配合進一步慧觀四聖諦，得盡

諸漏，成就阿羅漢。這種慈與信結合能至解脫，也見於《法句經》「凡住慈比丘  淨

信佛之教  到達涅槃處  諸行寂靜樂」。323 

四、 小結 

在此從四方面整理本節各經典的特色與修習歷程。（1）、修習前行，（2）、慈

悲喜捨與下一修習階段的關係為四者各自獨立或四者為一整體，（3）慧觀的內容，

（4）修習的成就。 

表 4-4「進修慧觀」諸經修習脈絡表 

 前行 獨立或整體 下一階段 成就 
MN 52 NIL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省察與了知無常、滅法 盡諸漏 

或不還果 
中 217, 
大 92 

NIL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觀法如法 盡諸漏 

或不還果 
AN 4:126 NIL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觀彼處色[藴等]諸法為

無常、苦、病、腫物、

箭、痛、疾、他界、壞

滅、空、無我 

生淨居天 

增 13:5 斷 21 心穢 慈—悲—喜—
捨 （ 得 歡 喜

已，心意便正)

1.於佛法僧成就信根 
2.觀「苦、苦習、苦盡、

苦要」 

盡諸漏 

MN 7 1.斷 16 心穢 慈—悲—喜— 了知「有此，有劣，有 盡諸漏 

                                                 
322 此經可能是前一經 AN 3:65 的另一種修習歷程，其說法因緣請參第三章第二節《伽藍經》。 
323 見 Dhp 368: Mettāvihārī yo bhikkhu, pasanno buddhasāsane; adhigacche padaṃ santaṃ, 

saṅkhārūpasamaṃ sukh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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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法、僧不壞淨  
3.觀 2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捨 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 
 

中 183 1. 息諸心穢，趣至惡

趣盡 
2. 無貪伺、恚、睡

眠、掉、憍慠、斷疑

度惑，正念正知，無

有愚癡 

慈—悲—喜—
捨 

「有有，有麤，有妙，有

想來上出要」知如真 
+蓮池喻 

盡諸漏 

MN 40 1.斷諸心穢 ,斷苦處

惡趣因 
2.觀 1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
捨 

NIL +蓮池喻 內在寂止 
= 實 踐 沙

門正道 

AN 3:66 離貪、離瞋、不迷

癡、正知具念 

慈—悲—喜—

捨 

了知「有此，有劣，有

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 
盡諸漏 

 

從上表可發現在本節所討論諸經之中，例如 MN 52，慈悲喜捨位於四禪與四

無色定之間，在修習次第上後面緊接慧觀，以戒定慧三學來說，其位置相當於定

學。「悅、喜、輕安、樂、定」得定的心理歷程與慈悲喜捨密切緊鄰。隨著慈、悲、

喜、捨分別修慧觀，或者依序修四者之後修慧觀之不同，慧觀的內容和成就也隨

之而異。前者當「分別」修慈、悲、喜、捨心解脫的任何一種心解脫時，思惟「該

心解脫」或「該心解脫的色蘊等諸法」是無常、壞滅、空、無我，可盡諸漏成就

阿羅漢，或得不還果。換言之，慈、悲、喜、捨每一種心解脫都可以透過觀無常

等，二果必得其一。後者依序修習慈悲喜捨四者之後，了知「有此，有劣，有勝，

有超越此想的出離」，可盡諸漏得阿羅漢。依巴利注釋書的解釋以及《增 13:5》的

經文，可以說了知「有此」等四者就是指慈悲喜捨進一步慧觀四聖諦。 

 

第五節 與七覺支俱修324 

在前人研究回顧中曾提到，印順長老主張四無量心在初期佛教曾淨化而提升

                                                 
324 《雜．743》與 SN 46:54 也是教導慈悲喜捨與七覺支俱修。依該經的教導，心與慈（或悲、

喜、捨）俱修七覺支，可以得到的果實有二種：第一、五種願想，依拙文王瑞鄉（2007:32~39）

的研究，這五種願想是漏盡阿羅漢才能具足的聖神變，這是出世間功德；第二、對已理解此

教法但未通達出世間功德時，二者俱修最勝可分別成就淨解脫（慈）、空無邊處（悲）、識無

邊處（喜）、無所有處（捨）等四種定，這是世間功德。這四種定除了淨解脫是第三禪或第

四禪，其他三者都是無色界定。也就是說，慈悲喜捨與七覺支俱修時，世間定的成就已由原

來的色界禪（參 AN 8:63），提升到第三、四禪及前三無色定，更勝於第三章外道七師教授

的慈悲喜捨所成就的初禪、或修增上慈所成就的第二禪。詳參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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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脫道，《雜．744》就是其主要的二經據之一。325《雜‧744》與 SN 46:62 對應

326，漢譯經文只談到心與慈俱修習七覺支可得大果、大福利，未說明「大果、大

福利」的具體成就為何。巴利本除了 SN 46:62 談慈心解脫之外，接續的三經 63~65

談悲（63）、喜（64）、捨（65）等心解脫。這四經的內容一致，經文從略，完全

比照同一相應的 SN 46:57《骨經》327，亦即心與慈（或悲喜捨）俱修習七覺支，

可成就五種大果利——（1）可得二果之一：於今生得究竟智，或若有餘執328，則

得阿那含果；（2）導至大利益；（3）導至大瑜伽安隱（yogakkhema）329；（4）導

至大出離；（5）導至大安樂住。330 

《雜 744‧ 》中所說的「大果、大福利」，其具體內容為何。在此藉由巴利對

應經 SN 46:62 以及漢譯《覺支相應》的其他經來推斷。在《雜阿含》734~736 及

738~740 等經提到「修習七覺支」可得二果、四果、七果等利益。二果即得現法智

有餘涅槃或得阿那含果，同於 SN 46:57 的第一種果利。四果指「須陀洹果、斯陀

含果、阿那含果、阿羅漢果」。七果指「○1 現法智有餘涅槃及○2 命終時［涅槃］；

若不爾者，五下分結盡，○3 得中般涅槃；若不爾者，○4 得生般涅槃；若不爾者，○5

得無行般涅槃；若不爾者，○6 得有行般涅槃；若不爾者，○7 得上流般涅槃。」331前

二者即阿羅漢果，後五者即阿那含果。在此將巴漢諸經所說的修習果利表列如下： 

二果 
（734, 738） 

四果 
735,739） 

七果 
（736, 740） 

五種大果利 
SN 46:57 (62~65) 

現生得究竟智 阿羅漢果 現法智有餘涅槃、 
命終時［涅槃］ 

現生得究竟智、大瑜伽安隱、

大安樂住、（大利益） 

阿那含果 阿那含果 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行般涅

槃、有行般涅槃、上流般涅槃 
阿那含果、（大利益） 

 斯陀含果  （大利益） 

 須陀洹果  （大利益） 

                                                 
325 參第一章，印順（2000）。 
326 見 T2, no. 99, 197 注 12；《互照錄》頁 73。 
327 SN 46:57，《覺支相應．骨經》（Aṭṭhika）。餘同前注，頁 129~131。 
328 見 Spk III 175,31: Sati vā upādisese ti, gahaṇa-sese vijjamānamhi. 
329 所謂「瑜伽安隱」是直譯，有二種解釋：一是從軛（yoga）解脫的安隱；一是由修習瑜伽

（yoga）而得的安隱。Norman（1992:199）說用於佛教術語時，指前者，也就是涅槃。有四

種軛：欲軛、有軛、見軛、無明軛。參 T01, no. 1, 51a21~22，《大正藏》作「扼」。 
330 見 S V 129~132 : (1) diṭṭh’ eva dhamme aññā, sati vā upādisese anāgāmitā; (2) mahato atthāya 

saṃvattati; (3) mahato yogakkhemāya saṃvattati ; (4) mahato saṃvegāya saṃvattati; (5) mahato 
phāsuvihārāya saṃvattati. 

331 見 T2, no. 99, 197a23~27。○1 等符號為筆者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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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巴漢諸經，可知《雜阿含 744‧ 》經文所說的大果、大福利，廣義來說，

包括須陀洹至阿羅漢等四果；狹義來說，則包括阿那含和阿羅漢等二果。不論廣

義或狹義，從巴漢諸經可以肯定：心與慈俱修七覺支，可以成就出世間的聖果，

導至究竟解脫。332 若依 SN 46:63~65，心與悲、喜、捨俱修七覺支，亦可成就同

樣的聖果。 

雜 744 慈 + 七覺支  大果、大福利 

(廣義：須陀洹至阿羅漢 

 狹義：阿那含、阿羅漢)

SN 
46:62~65 

慈悲喜捨 + 七覺支  二果

(四者皆可)        必得其一

 

第六節 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成就 

《雜．567》與 SN 41:7333是那伽達多（Godatto）尊者向質多羅（Citto）長者

請教四種「心三昧」之異同，巴利本作「心解脫」（cetovimutti）。四者指無量心

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334這四者是異義異名或一義異名

呢？換言之，四者名稱不同，但意義相同或不同？質多羅長者說四者可說是異義

異名，也可說是一義異名。依經文的解說，所謂異名異義乃就四者的修習法不同

而言，335例如：無量心解脫，SN 41:7 指修習慈、悲、喜、捨四者，《雜．567》

                                                 
332 若依據《雜 743‧ 》慈、悲、喜、捨的定型句以及 SN 46:63~65 作為補充，則可以推測心與

悲、喜、捨俱修七覺支，也可以成就出世間的聖果。 
333 經文出處為 T02, no. 99, 149c6~150a16 和 S IV 295~297。巴利經文也出現在 MN 43 的後半

部（M I 297~298），但對應的漢譯經《中．211》只列空、無願、無相三者，並說三者異義

異文。空、無願、無相三者即所謂「三三昧」，《中．211》只列三三昧而未包括無量心解脫，

而且經文沒有詳細說明三者的差別。此表達不同於該經所討論的其他議題，如：滅盡定與無

想定，分別詳述二者的差異。 
334 這是漢譯的順序，巴利則作無量、無所有、空、無相四種「心解脫」。除了本經，「慈、悲、

喜、捨」與「空、無相、無所有（或「無願」）」並列出現的經，如：《增 30:3》和《大．128》

稱之為「欲界中最尊，天中之上，七財具足。」(T02, 664b02~04; 842a12~13)，《增 40:4》說

這七種人是世間無上福田(T02, 739a25~b08)，《增 41:3》稱之為觀七處之善(T02, 745b08~13)。
《增 43:5》稱七者皆為三昧(T02, 761a05~08)。 

335 有關無所有、無相、空等三三昧是個複雜的議題，有些經文作「空、無願、無相」或「空、

無相、無作」，三者的順序不定。請參印順（2000:56~67）、De Silva（1978:127~130）。此三

三昧與本研究的主題無直接關連，礙於時間與篇幅，本研究不涉入。經典對三三昧的說明也

不一致，如《雜．80》說：「觀察彼陰無常、磨滅、不堅固、變易法，心樂、清淨、解脫，

是名為『空』。……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相』。……觀察貪相斷，

瞋恚、癡相斷，是名『無所有』。」（T02, no. 99, 20b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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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提到修習慈心充滿諸方；336無所有心解脫就是四無色定中的無所有處定。至

於一義異名，與解脫有關，值得將經文並列如下： 

《雜．567》說： 

尊者！謂貪有量，若無諍者第一無量。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

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復次無

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不變易，空——非我非我所——，是

名法一義種種味。 

SN 41:7 的經文337更清楚： 

尊者！貪欲是作量者（pamāṇakaraṇa）338，瞋恚是作量者，愚癡是作量者。

他們［貪瞋癡］已被漏盡比丘所斷，已被根除，如無根的多羅樹已不存在，

具有於未來不生起的性質。尊者！不管何種程度的種種無量心解脫，在他

們之中，不動心解脫被讚揚為最勝。彼不動心解脫空於貪欲，空於瞋恚，

空於愚癡。339尊者！這就是有一教法說明這些法同一意義但不同名稱。 

在一義異名之中，巴漢經文皆未提到空心解脫，注釋書說從「空於貪欲」等經句

可知空心解脫已含攝於經中。340 

在此將討論的焦點集中於無量心解脫。漢譯的「無諍者」和巴利的「不動心

                                                 
336 參 T01, no. 99, 149c22~27 和 S IV 296。 
337 見 S IV 297,11~17: Rāgo, bhante, pamāṇakaraṇo, doso pamāṇakaraṇo, moho pamāṇakaraṇo. Te 

khīṇāsavassa bhikkhuno pahīnā ucchinnamūlā tālāvatthukatā anabhāvakatā āyatiṃ 
anuppādadhammā. Yāvatā kho, bhante, appamāṇā cetovimuttiyo, akuppā tāsaṃ cetovimutti 
aggam akkhāyati. Sā kho pana akuppā cetovimutti suññā rāgena, suññā dosena, suññā mohena. 

338 “pamāṇakaraṇa”對應漢譯作「有量」，意思很模糊。現代學者的翻譯，Bodhi（2000:1326）

作  “a maker of measurement”, Thanissaro Bhikkhu 譯作  “a making of measurement”，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 tipitaka/sn/sn41/sn41.007.than.html。片山一良（1998~2002）根

本 II 340 作「量を作るもの」。巴利注釋書解釋：只要他的貪等不生起，就無法認知彼為補

特伽羅，而被視為如須陀洹、如斯陀含、如阿那含。反之如果其貪等生起，則知彼為貪染者、

瞋恚者、愚癡者。參 Spk III 98,19-22: …evam eva yāva rāgâdayo n’ uppajjanti, tāva puggalaṃ 
sañjānituṃ na sakkā hoti, sotâpanno viya, sakadāgāmi viya, anāgāmi viya ca khāyati. Yadā pan’ 
assa rāgâdayo uppajjanti, tadā ratto duṭṭho mūḷho ti paññāyati. 簡言之，指貪等是評量某人是

補特伽羅或聖者的測量工具。又叫做 pamāṇa-kāraka（量的作者）。 
339 無相、無所有心解脫二段經文相同，只是「作量者」依序改為”nimittakaraṇa”（作相

量）、”kiñcanaṃ”（所有、障礙）。 
340 見 Spk III 99,29-30: Sā “suññā rāgenā”ti-ādivacanato, sabbattha anupaviṭṭhā va, tasmā visuṃ na 

gah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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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akuppā cetovimutti）皆空於貪、瞋、癡，可知在此「無諍者」和「不動心

解脫」指已成就阿羅漢。341依經文描述，所謂「一義異名」指在種種無量心解脫、

種種無相心解脫、種種無所有心解脫之中，無諍者或不動心解脫皆為最勝，簡言

之，一義異名乃就無量、無相、無所有等三種心解脫所各自成就的無諍或不動心

解脫而言。 

此經透露幾個重要的訊息。第一、有關無量心三昧（或心解脫）的內容，漢

譯本只包含慈心，342巴利本包括慈、悲、喜、捨四者。第二、無量、無所有、無

相、空等四者，漢譯稱作「心三昧」，巴利作「心解脫」，亦即四種定法。這四種

心解脫各有不同的深淺層次，最淺的就是依各自修習法所成就的定，如：慈心定、

無所有處定、無相定、空心定等；最深最勝的就是不動心解脫。換言之，修習無

量心解脫，以修慈為例，最淺成就慈心定，最勝至究竟處成就不動心解脫。343從

這個角度來看，修慈或修慈、悲、喜、捨可導至究竟解脫。可惜經文未進一步說

明這種種無量心解脫由淺至深包括哪些層次，以及慈、悲、喜、捨如何成就不動

心解脫——直接成就或配合其他條件而成就。 

 

第七節 與業有關 

本節將討論以下四經： 

一、思經：《中．15》與 AN 10:208 

二、螺貝經：《雜．916》與《別雜．131》與 SN 42:8 

三、波羅牢經：《中．20》與 SN 42:13 

四、三明經：《長．26》與 DN 13 

                                                 
341有關無諍者，在《中．123》尊者二十億證得阿羅漢之後往詣世尊，報告證得究竟智的阿羅

漢樂於六處，無諍即是其中之一。阿羅漢之所以「樂於無諍」，不是依戒故，是因為貪、瞋、

癡盡故。對應經《雜．254》作「離恚解脫」，A III 376 作 “abyāpajjādhimutto”（致力於無

瞋害）。另可參《阿毘達磨俱舍論》T29, no. 1558, 141c25~142a6，《瑜伽師地論》T30, no. 1579, 
682a08~b12。至於「不動心解脫」（akuppā cetovimutti）是阿羅漢所成就，不同於另一種 
“āneñja”（不動）指第四禪。 “akuppa”源自 a-kuppa，意思有不怒、不動搖、不能被擾動、

內心沉著、不易被挑戰或有根據的反對(not open to chanllenge or valid objection)等。 
342 順印（2000:26）認為這是譯者的簡略。筆者懷疑可能最初只談慈，後來才發展為慈、悲、

喜、捨，或者與《雜阿含》有關。前節《雜．744》也是只談慈與七覺支俱修。 
343 參印順（2000:7）。Aronson（1999:26）根據注釋書將慈心分為三個層次——前行、近行定、

安止定（即初禪等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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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脫的角度來看，《思經》說修習慈悲喜捨，得阿那含；《螺貝經》、《波羅

牢經》和《三明經》三經的漢譯本記載：佛陀說法時聞法者得法眼淨。前三經皆

與業論明顯相關，《三明經》則以修習慈悲喜捨為「與諸梵共伴道」344。以下依上

述次序簡介四經。 

一、 思經：《中．15》與 AN 10:208345 

「思經」是漢譯《中．15》的經題，收編在《中阿含．業相應品》，346與巴利

AN 10:207~208 二經對應。巴利二經位於《增支部．第十集．第 21 業所生身品》

（karajakāya-vagga），在共同的業論之下，207 經以十不善行廣釋，208 經教導修

習慈悲喜捨得阿那含。347此經的業論即：「若有故作業，我說彼必受其報，或現世

受，或後世受。若不故作業，我說此不必受報。」348本文以《中．15》和 AN 10:208

的對應經文為探討的重點，以下以《思經》代稱二傳本。 

此經雖說修慈悲喜捨得阿那含，但多處經文不易難解。為了方便討論，除了

簡摘經文的脈絡，將重要段落對照如下。修習的脈絡以《中．15》來看，從捨身、

口、意不善業，修身、口、意善業，成就身、口、意淨業，進而離恚、離瞋等，

修習慈悲喜捨。經文接著說（科判 3.2.2）349： 

                                                 
344 另參第三章第二節 MN 97、MN 99。 
345 筆者以此經為中心，探討「有量業」的內容以及有量業定型句，並分析《中阿含．業相應

品》的 15、16、20 等三經皆教導慈悲喜捨，各自的修習目的與所達的成就有何差異。詳參

拙文〈慈悲喜捨與解脫——以《中阿含．業相應品．思經》巴漢對應經為中心〉，2007/10/7
發表於 2007 年「南山佛教文化研討會」。 

346 《中．15》見 T01, no. 26, 437b24~438b11。 
347 AN 10:208 見 A V 299,11~301,16。AN 10:208 是《增支部．第十集》從第 17 品至第 21 品（即

AN 10:167~216）等連續經之中，唯一未提到十不善行或十善行的一經。AN 10:206 經題是 
“Paṭhama-sañcetanika-suttaṃ”（第一思經），內容同於 AN 10:207，唯多了摩尼譬喻。AN 
10:206~208 三經以同一業論貫串。206 經教導業論，以十不善行廣釋，並舉摩尼譬喻；207
經包含業論，並以十不善行廣釋；208 經僅保留業論，並教導修習慈悲喜捨得阿那含。 

348 見 T01, no. 26, 0437b26~28。巴利作：故思所作所集業於現世、當來世或後世未被感受者，

我不說［彼］消滅。諸比丘！總之故思所作所集業未被感受者，我不說苦終結。A V 299, 12~17: 
“Nāhaṃ, bhikkhave, sañcetanikānaṃ kammānaṃ katānaṃ upacitānaṃ appaṭisaṃveditvā 
vyan-tibhāvaṃ vadāmi, tañ ca kho diṭṭh’ eva dhamme upapajjaṃ vā apare vā pariyāye. Na 
tvevāhaṃ, bhikkhave, sañcetanikānaṃ kammānaṃ katānaṃ upacitānaṃ appaṭisaṃveditvā 
dukkhass’ antakiriyaṃ vadāmi 

349 筆者將此經簡要科判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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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5》 

3.2.2 作念 

彼作是念：『我本此心少、不善修，

我今此心無量、善修。』 多聞聖弟子

其心如是無量、善修，若本因惡知識為

放逸行，作不善業，彼不能將去，不能

穢汙，不復相隨。 

AN 10:208   

 

○1 他如是了知：『過去我這個心劣

小、不修習，現在我這個心無量、已

善修。○2 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

不住立。』350 

值得注意的是巴漢二本 和○2 （以下代稱「有量業」定型句）的內容有異。接著經

文 3.2.3 繼續說自年少修慈心解脫者，不作惡業。351此處顯然在回應此經的業論——

若不故作業，此不必受報。然後佛陀勸誡應修習慈心解脫： 

3.2.4 勸修慈 

「是以男女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慈心

解脫。若彼男女在家、出家修慈心解

脫者，不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

此。 

 

2.「諸比丘！再者女人或男人應修習

此慈心解脫。諸比丘！女人或男人不

能持此身而去。諸比丘！此人在心之

間352。353 

3.2.5.1 作念或了知 （此經文段落以下  

                                                                                                                                               
1.故作業必受報 
2.故作業：身三、口四、意三 
3.修習次第 
3.1 前行：離惡行善，成就三

淨業，離恚離瞋等 
3.2 修習慈心解脫 

3.2.1 修慈心解脫 
3.2.2 作念：今心無量、善修，

所作不善業不能將去 
3.2.3 幼少便修慈者不作惡業

3.2.4 勸修慈 
3.2.5 如是修慈，得阿那含 

3.2.5.1 作念或了知：過去

所作惡業皆於今生

受報 
3.2.5.2 得阿含或更上 
3.3 修悲、喜、捨心解脫 
4 結語 

   
350 見 A V 299,24~300,1: So evaṃ pajānāti– ‘pubbe kho me idaṃ cittaṃ parittaṃ ahosi abhāvitaṃ, 

etarahi pana me idaṃ cittaṃ appamāṇaṃ subhāvitaṃ, yaṃ kho pana kiñci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tatrāvatiṭṭhatī’[300]ti.  

351 巴利本進一步說不作惡業者，苦從何處觸及呢！也就是不會經驗苦。 
352 見 A V 300,9~10: “cittantaro ayaṃ, bhikkhave macco.”。注釋書對“cittantaro”的解釋有二，以心

為因或心之間，意思是一個人從死心到第二結生心之間緊連無間斷，［這一念還在此世間，

下一念就］成為天或地獄或畜生。Mp V 77,-3~78,2: Cittantaroti cittakāraṇo, atha vā citten’ eva 
antariko. Ekass’ eva hi cuticittassa anantarā dutiye paṭisandhicitte devo nāma hoti, nerayiko 
nāma hoti, tiracchānagato nāma hoti. Purimanayepi cittena kāraṇabhūtena devo nerayiko vā 
hotīti attho.另參 Nyanaponika & Bodhi（2000:315 注 75）。 

353 見 A V 300,7~10: Bhāvetabbā kho panāyaṃ, bhikkhave, mettācetovimutti itthiyā vā purisena vā. 
itthiyā vā, bhikkhave, purisassa vā nāyaṃ kāyo ādāyagamanīyo, cittantaro ayaṃ, bhikkhave 
m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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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稱「皆今生受報」） 

比丘！應作是念：『我本放逸，作不善

業，是一切今可受報，終不後世。』

3.2.5.2 得阿那含或更上 

若有如是行慈心解脫無量、善修354

者，必得阿那含，或復上得。 

他如是了知：『凡我過去由此業所生

身355所作的惡業，全部皆於今生受

報，將不再跟隨。』356 

 

諸比丘！在此對未通達更上解脫357

的有慧358比丘而言，如是修習的慈心

解脫導至阿那含359。360 

經文 3.3 接著說修習悲、喜、捨心解脫，其內容完全同於 3.2 慈心解脫。 

此經重點在於教導「故作業必於現世或來生受報」的業論，以及如何修習得

以解脫。所教導的方法是修習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3.2.3 側重修慈者不作

新惡業，因此不受苦；3.2.2 和 3.2.5.1 則在於過去所作的惡業不能將去［惡趣］或

不殘存。從 3.2.5.2 和 3.3 可知修習慈、悲、喜、捨等任何一種心解脫，皆可得阿

那含。 

在此有個問題：3.2.5.2 說「如是行慈心解脫無量、善修者，必得阿那含」的

「如是」竟指如何修習？除了 3.1 前行和 3.2.1 修慈的傳統修習經文之外，指 3.2.5.1

嗎？與 3.2.2 的「有量業」定型句有關嗎？若就《中．15》3.2.5.1 的「應作是念」

                                                                                                                                               
354 《大正藏》原作「善與」，依前文「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量、善修」以及下一段捨心解作

「若有如是行捨心解脫無量、善修者」，斠勘為「善修」。 
355 「業所生身」（karaja-kāya）指肉體。參 DOP 643。 
356 見 A V 300,10~12: So evaṃ pajānāti–‘yaṃ kho me idaṃ kiñci pubbe iminā karajakāyena 

pāpakammaṃ kataṃ, sabbaṃ taṃ idha vedanīyaṃ; na taṃ anugaṃ bhavissatī’ti. 
357 「更上解脫」指阿羅漢果。Mp V 78,12: Uttarivimuttinti arahattaṃ. 
358 巴利文獻多處作“idha paññassa”，只有 Mp V 78 作複合詞 “idhapaññassa”。注釋書對此詞

的詮釋不一致。（1）Mp V 78,10~11: Idhapaññassāti imasmiṃ sāsane paññā idhapaññā nāma, 
sāsanacaritāya ariyapaññāya ṭhitassa ariyasāvakassāti attho. 關於此教說的慧，名叫「此慧」，

意指依教說而行，以聖慧而住的聖弟子。（2）Dhp-a IV 111: Idha paññassā ti imasmiṃ sāsane 
paṇḍitabhikkhuno.意思指了知此教說的有智比丘。出自 Dhp 375b 的注釋。（3）Spk III 172,25~27: 
Idha paññassā ti, idha paññā assa. Na-y-imaṃ lokaṃ atikkamati; idha paññā tassa; 
lokiya-paññassā ti attho. 未超越此世間；他在此有慧；有世間慧者。CPD 296 解釋“idhapaññā”: 
insight in this (Buddhist) teaching，屬較晚期的表達，最初“idha”的意思是 here, hither. 

359 「不還果」，注釋書只說: Anāgāmitāyāti jhānānāgāmitāya, Nyanaponika & Bodhi（2000: 315）

注 77 進一步補充：透過修習慈心解脫所得的禪那，成就阿那含。 
360 見 A V 300,12~15: Evaṃ bhāvitā kho, bhikkhave, mettācetovimutti anāgāmitāya saṃvattati, idha 

paññassa bhikkhuno uttariṃ vimuttiṃ appaṭivijjhato ti.PTS 原作 “paññ’assa”，依 S V 119,18、

Dhp 375 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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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3.2.5.1 是修習者應思惟或慧觀的內容。《瑜伽師地論》說這是須陀洹或斯陀

含聖者的發願，361巴利釋書也說這是此二類聖者的省察。362若二論書的詮釋是正

確的話，意指須陀洹或斯陀含聖者修慈悲喜捨，作念 3.2.5.1，必得阿那含。這值

得再深入研究。  

中 15 捨三不善行，修三善行，具足

戒德，成就三淨業；離恚、離

諍，除去睡眠，無調貢高，斷

疑度慢，正念正智，無有愚癡

AN 10:208 離貪、離瞋害、不迷癡，正知

具念 

修慈,悲,喜,捨心解脫(四者皆

可) +作念或了知：過去所作惡

業皆於今生受報 

 阿那含

 

二、 螺貝經：《雜．916》、《別雜．131》、SN 42:8 

「螺貝經」（Saṅkhasuttam）363是 SN 42:8 的經題，取自經文的譬喻，不過對應

的漢譯本——《雜．916》和《別雜．131》——的譬喻不同，以大地土相對於甲上

土為喻。本文以《螺貝經》代稱此三個傳本。此經的主要內容與業有關，可能涉

                                                 
361 《瑜伽師地論》解釋故思所造諸不善業有三種除斷：現法斷、生斷、後斷。論云：「後斷故

者，謂復有一，雖是有學，而於欲界未得離欲，受厭離已，獲得最初或復第二沙門果證。彼

作是念：『凡我所有由多麁重、由多熱惱、唯應棄捨、可厭賤身所作惡業，願於現法一切皆

受。或我所有現法受業，若苦、若樂皆願與彼俱時而受，勿復令我當於生位、或於後位受彼

異熟。』如是正心發誓願已，為斷彼故，復修無量，以奢摩他品定所攝正起加行，為令能起

彼業因緣究竟盡故，及為進趣離欲愛故。……（中略）如是行者先發正願為所依止，後善修

習無量心定，當於進趣離欲愛時，便能獲得住不還果。」（T30, no. 1579, 808b24~ c5 和

808c20~23）依《瑜伽師地論》的詮釋，可歸納四個論點：第一、「皆今生受報」這一段是發

正願；第二、修習者指已證須陀洹或斯陀含的有學聖者；第三、修習次第是先發正願，後善

修慈、悲、喜、捨無量心定。第四、基於無量心定而得不還果。第一個論點符合《中．15》

的「應作是念」——亦即修習者接著應做的修習。關於第三個論點，此處經文脈絡的次第並

不明顯，因為經中「皆今生受報」在勸修慈心解脫之後，在經文脈絡上看不出「先發願，後

修慈心解脫」的次第。至於第二、第四論點，則得到巴利注釋書和其他部派論書的支持。請

參下注。 
362 巴利注釋書說：藉由慈根絕了順生受（即下一生應受）的有，順生受的影響力不再跟隨。

應知這是須陀洹、斯陀含聖者們的省察。Mp V 78,5~8: Na taṃ anugaṃ bhavissatīti mettāya 
upapajjavedanīya-bhāvassa upacchinnattā upapajjavedanīyavasena na anugataṃ bhavissati. 
Idaṃ sotāpanna-sakadāgāmi-ariyapuggalānaṃ paccavekkhaṇaṃ veditabbaṃ.其他漢譯部派論書

對此有諸多討論，參《鞞婆沙論》T28, no. 1547, 495b16~c3, 496a8~1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

論》T27, no. 1545, 427b25~c11；《阿毘曇毘婆沙論》T28, no. 1546, 149b9~13, 321a6~ 22。這

些論書分別說明凡夫和聖者如何修慈悲喜捨得阿那含。其中聖者的部分，如同《瑜伽師地論》

和巴利注釋書所說。可惜這些論書皆未提到「皆今生受報」這段經文。 
363 CSCD 版作 “Saṅkhadhamasuttaṃ”（吹螺者經）。SN 42:8 見 S II 317~322，《雜．916》見

T02, 231c03~232b23，《別雜．131》見 T02, no. 100, 424c14~4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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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脫的相關經文有二處：一是漢譯二傳本的經文最後，聚落主聽聞佛陀示後得

法眼淨；另一則是巴利本與前一經 AN 10:208 一樣，有「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

於彼不住立」的定型句。 

此經是佛陀與尼揵弟子的聚落的對話，主要的內容是回應耆那教尼揵若提子

的業論。尼揵若提子主張殺、盜、淫、妄者，一切「皆」墮地獄364，「以多行故」。

佛陀反駁之，並主張：邪見因緣故，命終生惡趣泥梨；反之，正見因緣故，命終

生善趣天上。365佛陀首先指出尼揵若提子的主張之不合理處。因為人於晝夜間有

殺、盜、淫、妄心的情況少，無該心的情況多，若依尼揵若提子的業論，就沒有

任何殺、盜、淫、妄者將墮地獄。接著說明殺、盜、淫、妄者墮地獄是由於邪見

以及成就邪見的過程。然後教導已作殺、盜、淫、妄者如何以正見省察，得於未

來離、斷、超越種種惡業。366隨時觀察自己的心，進而修習慈心「具足正受住」367——

                                                 
364 《雜．916》作「皆墮泥犁」，《別雜．131》作「必墮惡趣，入于地獄」，SN 42:8 作 “sabbo 

so āpāyiko nerayiko”（全墮惡趣、地獄）。 
365 參 T02, no. 99, 232a03~04, a17~18; no. 100, 425a20~21, b07~08; S IV 319~320 段落 10。正見

因緣故，命終生善趣天上。巴利本段落 10 說種種邪見令墮惡趣，頁 320~321 段落 12~15 說

因為信受世尊對不殺、不盜、不淫、不妄的正見而斷該惡業，超越該惡業，未提到因此而命

終生善趣。 
366參 T02, no. 99, 232a10~19, no. 100, 425a25~b10, S IV 320~321 段落 12~15。這段經文和前注

的經文，對於如何導至墮惡趣或生善趣的經文，從聽聞大師的教導開始，直到最後導至二種

截然不同的來生為止，對於整個過程中的思惟、心理變化、行動有詳細的描述。 
二漢譯本在此說：滿足正意解脫（《別雜》作：心得滿足而獲解脫）、慧解脫已，不謗賢聖，

正見成就。（T02, 232a16~17, 425b05~06）這段經文有些奇怪。從義理來看，此處的「意解

脫、慧解脫」應該不是俱解脫阿羅漢的「心解脫、慧解脫」，因為諸漏已盡的阿羅漢不再有

來生，不可能「正見因緣故，得生善趣天上」。 
367 T02, no. 99, 232a28~29。「正受」一般對應 “samapatti”，不過以「正受住」查詢 CBETA 光

碟，發現出現於以下的阿含部經典。為方便對照，將漢巴對應經文並列如下： 

漢譯經出處 漢譯經文 巴利出處 對應巴利經文 
T01, 844a16ff 慈悲喜捨 + 滿一方正受住 M I 38 pharitvā viharati 
T01, 848a17 至住四禪正受 M I 90 upasampajja viharati 
T01, 865b10ff 慈悲喜捨 + 滿一方正受住 M I 335 pharitvā viharati 
T01, 882c04ff 於初禪(至第四禪)正受住  upasampajja viharati 
T01, 916b18ff 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 + 

正受住 
M I 350ff upasampajja viharati 

T02, 132c15 …寂滅正受，麁正受住 S II 275 vihārena vihāsiṃ 
T02, 232a26ff 慈悲喜捨 +滿一方正受住 S IV 322 pharitvā viharati 
T02, 331b25 寂滅正受住 S I 186 viharantaṃ (?) 
T02, 361a14 難住正受住 S I 48 Dussamādahaṃ vāpi 

samādaha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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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成就定。經文接著以譬喻說明。 

 

《雜．916》：368 

如甲上之土甚少，大地之土其數無量。如是心與慈俱，修習多修習，諸有

量業者如甲上土，不能將去，不能令住。如是偷盜對以悲心，邪婬對以喜

心，妄語對以捨心，不得為比。369 

《別雜 131》：370 

所有罪業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算數譬喻不能量度。（中略）惡業挍量可知，

如是少業不能牽人令墮惡道，亦不能住，亦不可計。夫行慈者，所得功德

                                                                                                                                               

從經文可確知「正受住」經常與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連用，顯然指安住於定的狀態。

對應的巴利經文一般漢譯作「等至」。又如《雜．1196》：「……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

衛國沒，現梵天宮。」(T02, no. 99, 324c21~22) 「正受」亦指「三昧」。雖然無法確定本經

漢譯經文的原典採何者，可以肯定漢譯「正受」和「等至」二詞皆形容得定的狀態。 

《別雜．131》此處為「作是意解」（T02, no. 100, 425b22）。「意解」見於修習大心解脫，「依

一樹，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T01, 550a12），對應的巴利經文作 “ekaṃ rukkhamūlaṃ 
mahaggatanti pharitvā adhimuccitvā viharati”。《別雜．131》的「意解」，有可能是修慈的「心

解脫」（cetovimutti）或「勝解」（adhimutta）——如第三章第一節已談過的「悲勝解」

（karuṇādhimutta）——，亦即描述修習禪定。 
368 見 T02, no. 99, 232b3~7。 
369 此處的經文不宜理解為：以慈對應殺生，以悲對應不與取，以喜對應邪淫，以捨對應妄語，

共四種情況。因為這與第二章所討論慈、悲、喜、捨各自所對治的煩惱不吻合。漢譯這段經

文雖未出現於 SN 42:8，不過與 SN 42:13 對應的《中．20》也有類似的表達形式。該經教導

因諸沙門、婆羅門的不同業論而生起疑惑時，應修習慈悲喜捨。《中．20》說修慈時思惟第

一師的說法，（T01, no. 26, 447b11~b23）修悲時思惟第二師的說法，（447c07~ c19）修喜時

思惟第三師的說法，（448a02~a21）修捨時思惟第四師的說法。（448b05~b23）從經文來看，

共四種不同的修習組合。SN 42:13 則在修慈時思惟第一師的說法，（S IV 351,7 ff）接著修慈

而思惟第二師的說法，（段落 45）思惟第三師的說法，（段落 46）思惟第四師的說法，（段落

47）共四種不同修習。修習悲、喜、捨也一様各自依序思惟四師的說法。所以共計十六種修

習組合。（段落 48~51，悲、喜的經文從略）巴利本的說法比較合理，漢譯本應該是一種簡

略的表達。同理《雜．916》和《別雜．131》中慈、悲、喜、捨與殺、盜、淫、妄的關係，

經文雖簡列一對一共四種情況，宜理解為四對四共十六種情況。另參《中．16》貪、瞋、癡

與殺、盜、淫、妄、酒五者的關係，經說：「貪者為貪所覆，心無厭足，或殺生，或不與取，

或行邪婬，或知已妄言，或復飲酒。」(T01, no. 26, 438c18~20)，瞋、癡亦同。在此可以看

到三對五時，經文詳列全數，但四對四時，經文只就四者各例舉一例相互對應，顯然四對四

才符合法義。 
370 見 T02, no. 100, 425b27~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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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地土，殺生之罪如爪上土；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盜之罪如爪上土；

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婬之罪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之罪如

爪上土。 

SN 42:8：371 

就好比有力的吹螺者亳無困難地令四方了知。同樣地，聚落主！當如是修

習、多修習慈心解脫，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住立。 

二漢譯本接著說佛陀說此語時，聚落主得法眼淨。372 

本經回應耆那教所主張「殺、盜、淫、妄者必墮惡趣，以多行故」的業論。

提出已作殺、盜、淫、妄等惡業者因不捨邪見，於未來不捨、仍作該惡業，因此

墮惡趣。在此可看到惡業有二，過去已作的惡業和未來將作的惡業。本經先以正

見省察大師的教誡，令未作的惡業於未來不再被作；再修習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

解脫，藉由慈心等如大地無量，相對於所有罪業如甲上土挍量可知，減弱（漢譯

本）已作惡業的影響力，惡業無法牽人令墮惡趣，或惡業不殘存（巴利本）。373此

處似乎指身壞命終不墮惡趣，而非永斷墮惡趣因。若是後者，則暗示已成就須陀

洹果，因為成就須陀洹果者永斷墮惡趣因。若是前者，命終不墮惡趣，只是命終

往生善處，並非成就聖果或導至究竟解脫。《增 47:1》也說十不善法墮惡趣，十善

法生善趣天上，十念趣涅槃。換句話說，在墮惡趣、生善趣二途之外，涅槃才是

究竟之道。就此而言，本經所教授的修習慈悲喜捨，其作用在於減弱（漢譯本）

業的作用力或令業不殘存（巴利本），與導至究竟解脫無直接關連。不過在此產生

一個疑問：既然如此，為何經文最後說聚落主聞法後「得法眼淨」？是否與所教

導的業論有關？將於下一章探討。  

雜 916 諸有量業不能將去，不能令住 

別雜 131 

1.以正見思惟 
2.隨時晝夜觀

察所起心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惡業挍量可知，如是少業不能牽人令墮惡

道，亦不能住，亦不可計 

                                                 
371 見 S IV 322,10-14: Seyyathāpi, gāmaṇi, balavā saṅkhadhamo appakasireneva catuddisā viññā- 

peyya; evam eva kho, gāmaṇi, evaṃ bhāvitāya mettāya cetovimuttiyā evaṃ bahulīkatāya yaṃ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tatrāvatiṭṭhati. 

372 參 T02, no. 99, 232b7~9。 
373 Enomoto（1989:46）注 11 注意到巴利本表業的消失（disappearance），而漢譯本表業的減

弱（we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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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42:8 1.以正見思惟 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住立 

 

三、 波羅牢經：《中．20》與 SN 42:13 

此經的內容相當長，依 PTS 版將經文分 I~IV 四大段。此經是聚落主波羅牢

（Pāṭaliya）與佛陀之間的對話。I 和 II 二大段分別是佛陀與婆羅門教對業的不同

見解。III 是波羅牢所供養的四位沙門、婆羅門對業各有不同的教說，374波羅牢對

這些異說深感疑惑，不知誰的說法真實，誰的虛妄。佛陀說有一種名叫「遠離」

的法定（dhammasamādhi），375「汝因此定，可得正念，可得一心。如是汝於現法

便斷疑惑而得昇進。」376IV 就是談論如何修習法定，所談的就是修習慈悲喜捨。

漢譯本經文最後說：「說此法時，波羅牢伽彌尼遠塵離垢，諸法淨眼生。」377為方

便了解二傳本 IV 的修習歷程，列表如下： 

表 4-5：《波羅牢經》巴漢傳本脈絡表 

中．20 SN 42:13 

○1 多聞聖弟子斷十惡業道，行十善業道 
○2 坐定，作是念：我斷十惡業道，行十善

業道。便自見：「我斷十惡業道，念十善業

道。」 
○3 漸次生悅—喜—輕安—樂—定 
○4 心與慈俱……無量善修，遍滿一切世間

成就遊 
○5 作是念：有關(A)378沙門、梵志對業,的如

是見如是說。若彼沙門．梵門所說真實者，

我不犯世怖與不怖，常當慈愍一切世間，

我心不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

無上人上之法，昇進得安樂居。379 

聖弟子斷十惡業道，行十善業道 
離貪、離瞋、不迷癡，正知正念  
心與慈俱……遍滿而住 
省察(paṭisañcikkhat)：有關(A)沙門、梵志

對業的說法。如果大師的話是真實的，我

有確定——我不惱害任何人，無論怯弱的

或強大的。在此我對二者做出幸運抉擇，

因為我已攝護身、攝護口、攝護意，身壞

命終將生善趣、天界。381 
漸次生悅—喜—輕安—樂—定 
此名法定 
於彼處可得心三摩地，如是可斷此疑法 

                                                 
374 這些宗師的論點可參 DN 2, D I 52~55。第一位宗師屬斷滅論者，第三位結合無因論、無報

論，但有受者。  
375 對應的 SN 42:13 沒有提到「遠離」，而說：「若彼時你得心三摩地，如是你可斷此疑法」。S 

IV 350,21~23: Tatra ce tvaṃ cittasamādhiṃ paṭilabheyyāsi. Evaṃ tvaṃ imaṃ kaṅkhādhammaṃ 
pajaheyyāsi.  

376 見 T01, no. 26, 447b25~27。 
377 見 T01, no. 26, 448b27~28。 
378 依經文，在此每次修習慈心解脫後，針對不同宗師的說法，各作思惟。 
379 對四位宗師的業論分別作此思惟。如：T01, no. 26, 447c11~18，各宗師的業論在此從略。「安

樂居」指成就色界四禪，常見的說法是「現法安樂居」或「現法樂居」，如《中阿含》22, 74, 



 

92 

○5 -2 彼沙門所說不是不非 
○6 得內心止，380是謂法定，名曰遠離 
○7 於現世斷疑惑而得昇進 
（修悲、喜、捨心，同上） 

（修悲、喜、捨心，同上） 

 
《波羅牢經》所教導的「法定」是為了斷疑惑。透過斷惡修善，修習慈、悲、

喜、捨與思惟自己對各宗師的說法不是不非，不與眾生共諍，心無染濁，心生歡

悅，進而得定。修習慈、悲、喜、捨四者，各自皆可成就「法定」，從「悅、喜、

輕安、樂、定」的心理歷程和修慈等所各自成就的「法定」來看，可確定慈、悲、

喜、捨在本經的作用屬於成就定。在此同樣產生一個疑問：既然此經教導修習慈

悲喜捨成就定，為何佛陀「說此法時」波羅牢得法眼淨？將於下一章討論。 

四、 三明經：《長．26》、DN 13 

最後討論「與諸梵共伴道」的《三明經》。《三明經》有 DN 13 和《長．26》

二傳本。此經描述兩位婆羅門青年382各自堅持自己的老師所教導的才是正道，才

是引導奉行者至“brahmasahavyatāya”（與梵共伴）的出離直道。彼此無法說服對

方，於是共同前往請教佛陀，是否婆羅門們所教導所有道皆出離至與梵共伴。佛

陀以種種譬喻，如以盲引盲喻、美女喻等指出三明婆羅門、其阿闍梨、七代祖師

們，乃至往昔諸仙人等，都未曾有任何一位三明婆羅門親眼見過梵天（Brahmā），

然而卻教導與自己所不知不見的梵天（Brahmā）共伴之道。再者三明婆羅門捨棄

種種婆羅門所作法，受持種種非婆羅門所作法，卻以祈請、呼叫等方式祈求命終

與諸梵共伴。最後點出三明婆羅門被五欲所縛，五蓋所覆，有妻子、有怨心、有

                                                                                                                                               
91, 157, 191, 194, 213 等經。 

380 在此「得內心止」指成就定，不同於前節《中．183》所說的「令得內止」（ajjhattaṃ vūpasamaṃ）

指止息諸漏，成就阿羅漢。此處「得內心止」的巴利對應詞可能是“ajjhattaṃ cetosamatha”，

依 A V 99，指止觀的止，相對於「增上慧法的觀」。 
381 見 S IV 351: . . . Sace tassa bhoto satthuno saccaṃ vacanaṃ, apaṇṇakatāya mayhaṃ, yvāhaṃ na 

kiñci vyābādhemi tasaṃ vā thāvaraṃ vā ubhayam ettha kaṭaggāho, yaṃ ca ‘mhi kāyena saṃvuto 
vācāya saṃvuto manasā saṃvuto, yañ ca kāyassa bhedā paraṃ maraṇā sugatiṃ saggaṃ lokaṃ 
upapajjissāmī’ti. 

382 這二位婆羅門青年是 Vāsettha 和 Bhāradvāja，在 DN 27（漢譯對應經《中．154》）二人已

出家，佛陀為二人開示。注釋書說二人在聽完 DN 27 的開示後，成為阿羅漢。《中．154》

說身、口、意行邪行，有邪見者，身壞命終，生惡趣。身、口、意行正行，有正見者，身壞

命終，生善趣。身、口、意行善惡二行，有正邪二見者，身壞命終，受苦樂二受（參 T01, no. 
26, 676c2~14 和 D III 96~97）。護身、口、意，修七覺支，於現世成就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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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害心、有雜染心、不得自在，無法與無妻子、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

得自在383的梵天（Brahmā）一起會合、同聚。384 

於是婆羅門青年請求佛陀開示梵道，對應的巴利經文作“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aṃ”（與諸梵共伴道）。這段梵道的修習內容巴漢二本略異。《長．26》始於如

來出現於世，「乃至四禪」385，接著教導修習慈、悲、喜、捨。DN 13 相似於 DN 2

《沙門果經》，也是始於如來出現於世，但只到見五蓋已斷而生起悅、喜、輕安、

樂、定，386然後修習慈心解脫，並說如下譬喻：387 

就好比有力的吹螺者亳無困難地令四方了知，同樣地當如是修習多修習慈

心解脫，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住立。這就是與諸梵共伴道。 

                                                 
383 這五項的巴利是 apariggaha, avera-citta, abyāpajja-citta,,asaṃkiliṭṭha-citta, vasavattī，《長．

26》依序作：無恚心、無瞋心、無恨心、無家屬產業、得自在。除了 saṃkiliṭṭha-cittā（雜染

心）和恨心之外，其餘四者皆可對應。細節將於下一章進一步討論。 
384 巴利作 “saddhiṃ saṃsandati sameti”。以恚心為例，漢譯對應處作「梵天無恚心，三明婆

羅門有恚心。有恚心、無恚心不共同，不同俱解脫，不相趣向，是故梵天、婆羅門不共同也。」

（106a28~b2），之後皆作「不同趣，不同解脫，是故…（中略）不共同也。」(106b4~21, c20~107a6
改肯定）可見最後的「不共同」是重復第一個詞。「共同」可能對應“saddhiṃ”，意思是「與

~一起」，後二詞是“sandati”（流）和“eti”（來）加接頭詞“saṃ “（同、共）後，有共聚、

會合、結合等意思，可能與「同趣」或「相趣向」對應。在此未發現漢譯「同解脫」的巴利

對應詞，不易理解其意。 
385 T01, no. 1, 106c10~11。從如來出現於世直到第四禪之間的詳細內容，可參考 DN 2《沙門

果經》。越建東（2006a）以《沙門果經》為例，將修道歷程分為 20 階段（該文稱 SSP）。《長．

26》所說這段內容，相當於該文 SSP1~12。 
386 D I 250 修習慈心緊接著段落 43 之後。PTS 版 D I 250 段落 43 的內容是在見五蓋已斷而生

起悅、喜、輕安、樂、定之後，接著“…pe…”。關於“…pe…”，同頁校勘注 5 說：Bm 版無，

SS 版應該指 DN 2《沙門果經》的段落 75~98——即初禪……，直到了知苦、集、滅、道四

聖諦，證知「生已盡」等阿羅漢的定型句。對照《沙門果經》的段落 75 的內容包括二部分，

前段是見五蓋已斷而生起悅、喜、輕安、樂、定之後，後段是成就初禪。有關 D I 250 段落

43 的內容，目前有四種可能。○1 只有 DN 2 段落 75 的前段，只到見五蓋已斷而生起悅、喜、

輕安、樂、定。片山一良（2003~2005）根本 II 438、Gombrich （2007:7）和越建東（2006b:152）

採此看法。○2 DN 2 段落 75 的全部，即直到成就初禪。Walshe（1987: 194）、森祖道（2003）

I 576 採此說法。○3 除了 DN 2 的段落 75，延續到第四禪。漢譯《長．26》亦主張如此。○4 指

DN 2 的段落 75~98，即直到成就阿羅漢。目前尚未看到學者採此主張。○4 的可能性相對較

低，因為這裡是教導如何成就梵道，不可能成就阿羅漢之後才修習慈悲喜捨。前三者都有可

能性。例如：第三章的《大善見王經》的五個傳本中，二個傳本是先修初禪，後修慈悲喜捨，

三個傳本是先修四禪，後修慈悲喜捨。至於心生起悅、喜、輕安、樂、定之後修慈悲喜捨的

經證，如：MN 7, MN 40, SN 42:13，漢譯本如：《雜．916》、《中．20》。依目前所收集的相

關經典，○1 的情況最多。 
387 參 D I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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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悲、喜、捨心解脫亦同。接著比較行慈比丘388與梵天（Brahmā），因為二者皆

無妻子、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得自在，因此行慈比丘與梵天一起會合、

同聚。389經文最後，DN 13 二婆羅門青年讚佛說法，請求歸依為優婆塞。《長．26》

則說：390 

佛告婆悉咤：「當知行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頃生梵天上。」佛說是法

時，婆悉咤、頗羅墮即於座上遠塵離垢，諸法法眼生。 

正如前面諸漢譯經一樣，在此有一疑問：既然佛陀已明白說行慈比丘命終生梵天，

為何二位婆羅門青年聞聽此生梵天法門時得法眼淨？將於下一章討論。 

依《長．26》的脈絡，「梵道」似乎指修慈悲喜捨整體。DN 13 則教導修慈、

悲、喜、捨四種心解脫都是「與諸梵共伴道」。此經的修習歷程是談論修習慈悲喜

捨的所有經典中，前行最完整的一經，與 DN 2《沙門果經》成就初禪以前的歷程

完全相同，歷程如下： 

長 26 如來出世 [中略] 四禪 慈—悲—喜—捨 比較行慈比丘與梵天 

DN 13 如來出世 中

略 
斷五蓋，悅、喜、

輕安、樂、定 
[初禪] 慈、悲、喜、捨

（四者皆是） 
比較如是住（慈等）比

丘與梵天 

 

第八節 小結 

本章的重點在於釐清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直通解脫或須配合其他條

件。為了鳥瞰各經如何透過慈悲喜捨而導至究竟解脫，以慈悲喜捨為中心，將各

經的修習歷程分別列出其前行與之後的進一步修習，整理列表如附錄 4-1。 

首先檢驗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直接導至究竟解脫或者須配合

進一步的修習階段。依附錄 4-1，大致可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多數經典皆教

導修習慈、悲、喜、捨之後，進一步慧觀或作念，或者與七覺支俱修，或者配合

空等三三昧、智慧與福業，最後成就阿羅漢或阿那含。可見修習慈悲喜捨，並配

合前述的特定條件時，可導至究竟解脫。 

                                                 
388 在此《長．26》說「行慈比丘」，未提到悲、喜、捨。DN 13 則說「如是住的比丘」，注釋

書說是住慈者，與《長．26》一致。 
389 參 D I 251、T01, no. 1, 106c20~107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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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情況、《中．193》、《中．76》和 SN 41:7 等經教導慈悲喜捨可盡諸漏、

二果必得其一或成就不動心解脫，但卻未提到更進一步的修習；《增 13:5》在修慈

悲喜捨後，於佛、法、僧成就不壞淨。這是否意味這幾經的慈悲喜捨可以直接導

至解脫呢？藉由其對應經或其他相關經，分別推論得知前二經可能側重在教導修

習三摩地或慈悲喜捨，隱含慧觀或智慧等修習階段未說。《增 13:5》和 SN 41:7 則

須進一步深入探討。 

最後第三種情況、「與業有關」一節除了《思經》配合作念可得阿那含之外，

其餘三經漢譯本在佛陀教說慈悲喜捨時，聞法者得法眼淨，但巴利本皆無此記載。

《波羅牢經》說修慈、悲、喜、捨成就法定，斷疑惑；《三明經》說行慈比丘命終

生梵天。聽聞可成就定或生梵天法門的慈悲喜捨，即可得法眼淨嗎？須再進一步

研究。 

接著從整體修習或各別修習來看。從四者「整體」來看，經文教導依序修習

慈、悲、喜、捨四者的情況，只出現在慧觀「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

出離。」以及並列於色界四禪與四無色定之間的二類經典。其餘經典都教導修習

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皆可「各別」慧觀無常等，或與七覺支俱修，或

令有量業於彼不殘存，或成就法定而斷疑惑，或成就「與諸梵共伴道」，慈等四者

各自修習皆能達到相同的成就。 

本章有以下問題須待進一步釐清：「進修慧觀」一節，《淨水梵志經》MN 7 先

成就佛、法、僧不壞淨，接著修慈悲喜捨，是否先成就須陀洹或更上聖果後，才

修慈悲喜捨？《增 13:5》剛好相反，修慈悲喜捨，接著於佛、法、僧成就不動信

根，這是否意指修意悲喜捨，即成就須陀洹？「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一節，SN 41:7

種種無量心解脫之中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是否暗示修習無量心解脫即可成就不

動心解脫？「與業相關」一節，AN 10:208、SN 42:8、DN 13 三經巴利本皆說「凡

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住立」，這代表什麼意思？《思經》的科判 3.2.2 表

示成就定？或已成就阿羅漢？3.2.5.1 教導應作念過去所作惡業皆於今生受報，這

段經文顯然與得阿那含有關，這段經文是什麼意思？這些問題嘗試於下一章探討。 

                                                                                                                                               
390 見 T01, no. 1, p. 107, a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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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探討與解脫相關的難解經文 

前二章已分別就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

二類經典作了整理與探討。過程中發現有些經文很難理解。在進一步對比這二類

經典之前，嘗試探究這些難解經文可能隱含的法義。那些難解經文或問題已分別

在前二章的討論中指出，在此不再贅述。以下就各議題於各節分別討論。礙於時

間與能力，目前僅能就所取得的資料處理局部問題，其餘待處理的問題，將羅列

於最後，待未來進一步研究。 

 

第一節 利鋸刀喻沙門教 

《中．193》說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二果必得其一。經文只說對以利鋸肢

解我身的惡賊修習慈悲喜捨。藉由前章分析，《增 43:5》除了修慈悲喜捨，還教導

修習空等三三昧、智慧、福業等等，或許這些正是《中．193》經文隱而未明的修

習要項。利鋸刀喻沙門教也出現在《象跡喻經》391，在此嘗試進一步探討，以澄

清是否與《增 43:5》的教導相符。 

《象跡喻經》《中．30》教導若有人以拳扠、石擲、刀杖傷我，應作念此色身

是破壞法、滅盡法、離散法，並思惟世尊的利鋸刀喻沙門教也說應對肢解我身者

修習慈心，因此我應極精勤而不懈怠，正身正念，不忘不癡，安定一心。392接著

                                                 
391 漢譯《中．30》出處 T01, no. 26, 464b17~467a26，對應巴利經 MN 28 是 MN 28, M I 184~191。

此經的法義分析漸次深入而分明，始於四聖諦，接著說苦諦分八苦、五盛陰苦分五蘊、色蘊

再分四大，然後在地界等各從內外二層面說明，接著在不同外境於自身作慧觀，憶念利鋸刀

喻沙門教即其中之一。此外，利鋸刀喻也見於《雜．497》，稱作「解材譬喻經」。該經教導

舉罪的五言道，被舉罪者不論實或不實舉罪者，皆應當學該喻，勿對惡賊起惡心、惡語，自

作障礙，應「於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T02, no. 99, 130a27~28）似乎此譬喻在該

經的作用只是對治瞋恚，學習忍辱，看不出可以成就聖果。 
392 參 T01, no. 26, 464c25~a15。巴利對應經 MN 28, M I 186。雖然二傳本此處的內容略異，但

大意相同。從 MN 28 可以清楚看出先憶念世尊的利鋸刀喻沙門教，然後作念：我將精進、

努力、不退縮，正念已建立而不忘失，身體輕安而寂靜，心專注而統一。（M I 186,14~16: 
Āraddhaṃ kho pana me vīriyaṃ bhavissati asallīnaṃ, upaṭṭhitā sati asammuṭṭhā, passaddho kāyo 
asāraddho, samāhitaṃ cittaṃ ekaggaṃ.）這段經文也出現在 M I 21, 117, A IV 176 等經，後面

接著成就初禪至第四禪，在 A II 14 則接者斷五蓋之後，顯然這段經文指修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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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說：393 

彼比丘若因佛、法、眾不住善相應捨者，——諸賢！——彼比丘應慙愧、

羞厭……（略）彼因慙愧、羞厭故，便住善相應捨394：「是妙、息寂，謂捨

一切有、離愛、無欲、滅盡無餘。」是謂比丘一切大學。  

上述引文「因佛、法、眾」，對應的 MN 28 作「隨念佛、隨念法、隨念僧」，注釋

書說隨念法指隨念鋸喻的教誡。395如此看來，善相應捨「是妙、息寂」這段引文

是憶念利鋸刀喻沙門教之後應修習的慧觀。 

「是妙、息寂」這段經文也出現在《雜阿含》864~870 經群396之中，在該經群

叫做甘露門。397經說如是知如是見，從三漏心解脫，成就阿羅漢；若因欲法、念

法、樂法而不得解脫者，成就不還果。398此經群雖然談論初禪至第四禪的慧觀，

但和慈悲喜捨的慧觀關係密切。《雜阿含》864~870 經群和 AN 4:124 一樣，在初禪

至第四禪分別觀色等五蘊諸法為無常、苦等。《雜阿含》864~870 經群接著說：於

彼法生厭、怖畏、防護，觀「如是寂靜，如是勝妙，所謂捨離、餘愛盡、無欲、

滅盡、涅槃。」399依第四章「進修觀慧」一節所述（頁 72），AN 4:124 和 4:126 慧

觀的內容相同，前者指初禪至第四禪，後者指慈、悲、喜、捨，綜合《雜阿含》

864~870 經群、AN 4:124 和 4:126，「是妙、息寂」這段引文應該也適用於慈、悲、

                                                 
393 見 T01, no. 26, 465a15~24, c5~13, 466a26~c6, c20~28。漢譯這段經文從略文之後略異。巴利

本只說隨念佛、法、僧而確立依於善的捨，比丘會因此而歡喜，沒有「是妙、息寂」這段內

容。 
394 對應的巴利作 “upekkhā kusalanissitā”（依於善的捨）。Ñānamoli and Bodhi（2001: 1222 注

337）說這是「六支捨」。一般阿羅漢才具有六支捨，但此處指尚在學習中的比丘。另參《瑜

伽師地論》〈攝事分中契經事緣起食諦界擇攝〉T30, no. 1579, 842a9~b25。 
395 見 M I 186, 188, 189 和 Ps II 227,7~9: Svākkhāto bhagavatā dhammoti (S i 220) ādinā nayena 

anussarantopi dhammaṃ anussarati, kakacūpamovādaṃ anussarantopi anussarati yeva.另參

Ñānamoli and Bodhi（2001: 1222 注 337）。 
396《雜阿含》864~870 經群談初禪至第四禪如何進一步觀修與所達的成就。這四種禪那所觀修

與成就的內容相同，只是經文詳略有別。864~866 談初禪，867~868 第二禪，869 經第三禪，

870 經第四禪。「是妙息滅」這段引文也內含在《雜阿含》869 和 870 二經，但經文從略。 
397 MN 64, M II 436 也有相同的教導，經文略異：他由那些法「此是寂靜，此是勝妙，即一切

行之止、一切依之捨棄、渴愛盡、無貪、滅、涅槃。」M II 436,1~3: So tehi dhammehi cittaṃ 
paṭivāpetvā amatāya dhātuyā cittaṃ upasaṃharati– ‘etaṃ santaṃ etaṃ paṇītaṃ yadidaṃ 
sabbasaṅkhārasamatho sabbūpadhipaṭinissaggo taṇhākkhayo virāgo nirodho nibbānan’ti. 

398 參《雜》865, 866, 868 三經，T02, no. 99, 219c11~20, 220a7~13。 
399 見 T02, no. 99, 219c4~7, 219c29~22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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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捨的慧觀。 

AN 4:124 初禪~第四禪 

AN 4:126 慈、悲、喜、

捨(四者皆可) 

觀色等五蘊諸

法為無常、苦、

病、腫物、箭、

痛、疾、他界、

敗壞、空、非我

  生淨居天

雜

864~870 
初禪~第四禪 觀色等五蘊諸

法，作如病、

癰、刺、殺、無

常、苦、空、非

我思惟 

於彼法生厭、怖畏、防

護 

以甘露門而自饒益：「如

是寂靜，如是勝妙，所謂

捨離、餘愛盡、無欲、滅

盡、涅槃。」 

1.阿羅漢 
2.阿那含 
3.命終生

對應的色

界天 

中 30 思惟利鋸刀喻沙門教 

（修慈） 

住善相應捨：「是妙、息

寂，謂捨一切有、離愛、

無欲、滅盡無餘。」 

 

 
綜合以上諸經的分析，可以合理推論《中．193》說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

二果必得其一，其修習過程可能先憶念利鋸刀喻沙門教——即對傷我者修習慈或

慈悲喜捨——，400然後住於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切有、離愛、無欲、

滅盡無餘。」此引文與《增 43:5》的說法相符，還須配合「智慧」。 

 

第二節 《水淨梵志經》  

在第四章的「進修慧觀」一節，如實知「有有，有麤，有妙，有想來上出要」

一項，尚有幾個問題須進一步探討。礙於時間，以下僅探討《水淨梵志經》。第一、

MN 7 在修習慈悲喜捨之前，是否已成就四不壞淨；第二、《增 13:5》是否表示修

習慈悲喜捨，成就佛法僧不壞淨。 

一、 MN 7 

首先談 MN 7 修習次第的議題。先將該經脈絡表 4-2 中項目#2 至 5 的巴利經

文翻譯如下，401以方便討論。 

                                                 
400 《中．193》說修慈悲喜捨，《中．30》和 MN 21（《中．193》對應經）則說修慈。這可能

經文詳略有異，或經典初晚之別。可能修慈是較初期的說法。 
401 見 M I 37~38. #3, 37,9~15: Yato kho, bhikkhave, bhikkhuno ‘abhijjhāvisamalobho cittassa 

upakkileso’ti– iti viditvā abhijjhāvisamalobho cittassa upakkileso pahīno hoti…;  #4a, 37,15~28: so 
buddh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hoti–‘iti pi so Bhagavā…… buddho Bhagavā’ti’; dhamm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hoti…; saṅgh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hoti...; #4b, 
37,28~29: Yathodhi kho pan’ assa cattaṃ hoti vantaṃ muttaṃ pahīnaṃ paṭinissaṭṭha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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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若該比丘知道『貪、邪貪是心穢』，便斷貪、邪貪心穢；（其餘瞋等

十五種心穢略） 

#3 當比丘知道『貪、邪貪是心穢』而斷了貪、邪貪心穢；（其餘瞋等十

五種心穢略） 

#4a 他成就對佛的不壞淨（aveccappasādena）——『彼世尊是阿羅漢、等

正覺、明行具足（略）佛、世尊』；成就對法的不壞淨（略）；成就

對僧的不壞淨（略）。 

#4b 當他已放、捨、解、斷、捨棄那種程度402的［心穢］， 

#5 ○1 他心想：『我成就了對佛的不壞淨』時，得義喜，得法喜，403得具

法之悅。悅已，喜生起；意喜者身輕安；身輕安者感受樂；有樂者心得

定；○2 心想：『我成就了對法的不壞淨』時，得義喜，（略）有樂者心

                                                                                                                                               
37,29~38,9: so ○1 ‘buddh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mhī’ti labhati atthavedaṃ, labhati 
dhammavedaṃ, labhati dhammūpasaṃhitaṃ pāmujjaṃ; pamuditassa pīti jāyati, pītimanassa kāyo 
passambhati, passaddhakāyo sukhaṃ vedeti, sukhino cittaṃ samādhiyati. ○2 ‘dhamm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mhī’ti labhati atthavedaṃ …pamuditassa…（同○1 ）; ○3  saṅgh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mhī’ti labhati atthavedaṃ, …pamuditassa…; ○4 ‘Yathodhi kho 
pana me cattaṃ vantaṃ muttaṃ pahīnaṃ paṭinissaṭṭhan’ti labhati atthavedaṃ, labhati 
dhammavedaṃ… pamuditassa…..。這段經文很長，很多句型都重復，本文從略。如：瞋等十

五心穢的句型同貪、邪貪心穢；法不壞淨、僧不壞淨中有關法和僧的功德的定型段落；#5○2

○3 ○4 三段「得義喜，（略）有樂者心得定」，同於#5○1 。 
402 巴利作“yathodhi”。注釋書認為 “yathodhi”指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等三道，相對於

“anodhi”指阿羅漢道。參片山一良（1998~2002）根本 I 429 注 8。 
403 “labhati atthavedaṃ, labhati dhammavedaṃ”出現在 M II 206, A III 285, V 330, 332~334, 349, 

352. 對照漢譯，古德譯作「得法流水，得義流水」(T02, no. 99, 217a9)，「得如來義，得如

來正法」(T02, no. 99, 237c25)，「得深法利，得深義利」（T02, no. 99, 238a28)，「得法得

義」（T02, no. 125, 432c13），漢譯沒有譯出“veda” 的意思或譯作「利」。注釋書說“veda”
有三義：書、智、喜(Ps I 173,24~25: vedo ti gantho pi ñāṇam pi somanassam pi)。根據 PED 647，

指充滿喜悅的宗教情感或熱情；DOP 76 說是對於目標或修習的智或喜；CPD 109 解釋作由

了知真理所引生的喜。DOP 74 說“attha”（義）和“dhamma”（法）並用時，二者分別表達目

標與教義、實務與精神、實修或結果與理論、實質含意與經典文字。在此“labhati atthavedaṃ, 
labhati dhammavedaṃ”的意思，注釋書認為是得到以不壞淨為所緣的喜和喜所生的智（Ps I 
173,-4: “. . . aveccappasādārammaṇaṃ somanassañ ca somanassamayañāṇañ ca labhatī”ti evam 
ettha attho daṭṭhabbo）。另外，在有關五解脫處的巴利經文，有類似的語詞“atthapaṭisaṃvedī … 
dhammapaṭisaṃvedī”（D III 241），漢譯作「知法解義」（T01, no. 26, 536c29）或「已解法便

解義」（T1, no. 13, 235b09），將“paṭisaṃvedin”理解為「知」或「解」，其注釋書解釋為「知

義者，知巴利義；知法者，知巴利。」（Sv III 1032,-1~1033,1）Atthapaṭisaṃvedino ti pāḷi-atthaṃ 
jānantassa. Dhamma-paṭisaṃvedino ti pāḷiṃ jānantassa）。綜合上述種種說法，在此可能指「得

到已成就目標（即佛不壞淨等）的喜，得到（佛不壞淨等）這種教說的喜」，而這種喜

（somanassa）與智相應。 



 

100 

得定；○3 心想：『我成就了對僧的不壞淨』時，得義喜，（略）有樂者

心得定；○4 心想：『我已放、捨、解、斷、捨棄那種程度的［心穢］』

時，404得義喜，（略）有樂者心得定。 

上述經文中，#3 和#4a 一組，#4b 和#5 一組。#3、4b 是因，#4a、5 是果。#3 和 4a

說明比丘斷了種種心穢時，成就對佛、法、僧的不壞淨；#4b 和 5 描述得定的心理

歷程，當他已捨斷那種程度的心穢，內心了知『我成就了對佛（法、僧）的不壞

淨』而得到義喜、法喜和具法之悅，由悅而漸次生起喜、身輕安、樂和心得定等

身心變化。在此產生一個疑問：#4b 對佛、法、僧的不壞淨與「已放、捨、解、斷、

捨棄那種程度的心穢」等四者，是否指四不壞淨？換言之，「已放……心穢」一項

是否相當於第四項不壞淨。 

Bodhi 在《相應部》英譯本《SN 55．預流相應》的簡介中提到有關具足四法

成就預流，多數經文指成就於佛、法、僧三者的不壞淨和聖戒成就，405但第四項

的聖戒成就，有時以捨施（cāga, SN 55:6, 32, 39, 42）406、直觀生滅智（SN 55:33, 43）

取代，並從這些現象指出須陀洹果者具有信、戒、施、慧等四種特質。407第四項

捨施成就的經文如下：408 

以無慳垢心、住於家，解捨（muttacāgā），淨手［捨］，喜捨，致力於［滿

足］乞求，喜於佈施和均分。 

                                                 
404 “cattaṃ vantaṃ muttaṃ pahīnaṃ paṭinissaṭṭhaṃ”也出現在《大般涅槃經》D II 118，描述如來

捨棄壽命。 
405 巴漢經文的四不壞淨內容是佛不壞淨、法不壞淨、僧不壞淨、聖［所愛］戒成就。即對佛、

法、僧三寶的不壞淨、具慧不動搖的絕對信心，最後一項不是絕對信心，而是成就了聖戒。

印順（1994c:305）說：多數經文，只說「聖所愛戒成就」，沒有說「聖戒成就」。以 CBETA
捜尋，「聖戒成就」在《雜阿含》出現了 54 次，但整個阿含部都未出現「聖所愛戒成就」。

再查巴利經文時，發現的確是「成就了聖者所愛戒」（Ariyakantehi sīlehi samannāgato hoti…
如：A V 343,13）。換言之，巴漢經文在此略異。至於何者較合適，本文不涉入，僅以「聖戒

成就」代稱第四項。 
406另參《雜阿含》840 和 1133 二經，《雜．840》說：「慳垢纏眾生離慳垢心，在家而住解脫心

施，常行樂施，常樂於捨，行平等施，聖戒成就。」(T02, no. 99, 215a10~12) 似乎「聖戒成

就」指「捨施」。 
407 參 Bodhi（2000:1517）。另《雜．931》和《大 113》說成就信、戒、聞、施、慧五法以及

佛、法、僧、戒、施、天等六隨念，疾得甘露涅槃（T02, no. 99, 238b~c）。對應的 AN 11:12
（A V 328~332）說前五法是信、進、念、定、慧。 

408 見 S V 396,32~397,3: Vigatamalamaccherena cetasā agāraṃ ajjhāvasati muttacāgā payatapāṇi 
vossaggaratā yācayogā dānasaṃvibhāgar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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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和 MN 7 經文所傳達的概念類似，皆強調已解脫、捨等，只是前者捨財物，

後者捨心穢。查閱《預流相應》，有些經確實以「捨施成就」取代「聖戒成就」，

或許 MN 7 亦屬此類少數歧異經文之一，只是在此所捨的不是財物，而是心穢。409

如果這個推論成立的話，MN 7 的#4ab 經文就是成就四不壞淨，#5 指了知自己已

成就四不壞淨後所生起的喜悅，乃至到心得定的身心歷程。依《預流相應》成就

四不壞淨者，得須陀洹果。410不過《中部》注釋書認為#2 是以不還道剎那斷了十

六心穢，換言之，#2 已成就不還果。411可惜筆者尚未發現相關的經據以支持注釋

書的解釋，比較保守的推論是：在 MN 7 的脈絡下，修習慈悲喜捨之前已具足四不

壞淨，成就須陀洹果或更上聖果。換言之，成就須陀洹果或更上聖果者，修習慈

悲喜捨，了知「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離」四聖諦，可盡諸漏，成

就阿羅漢果。 

二、 《增 13:5》 

接著討論《增 13:5》。因為成就四不壞淨即成就須陀洹。前述 MN 7 先成就四

不壞淨，後修慈悲喜捨，意指須陀洹聖者修習慈悲喜捨。如果修慈悲喜捨後成就

四不壞淨，即表示修慈悲喜捨可成就須陀洹，換言之，直通解脫。不過《增 13:5》

只提到成就佛、法、僧不壞淨，是否成就須陀洹呢？ 

首先、從經文本身入手。《增 13:5》在慈、悲、喜、捨、佛不壞淨、法不壞淨、

僧不壞淨各段經文最後皆說「得歡喜已，心意便正」或類似的經句。對照對應經

MN 7 的對等處#4b，當他思惟自己已於佛成就不壞淨時，「得義喜，得法喜，得具

法之悅；悅已，喜生起；意喜者身輕安；身輕安者感受樂；有樂者心得定。」《增

13:5》的「得歡喜已，心意便正」極可能就是這段「悅、喜、輕安、樂、定」心理

歷桯的簡略。依附錄 4-1，發現除了 SN 42:13「悅、喜、輕安、樂、定」在修習慈

悲喜捨及省察之後漸次生起，其餘諸經412都是因為看見自己已斷五蓋，或斷諸心

穢，或斷十不善業，或已成就佛（或法、僧）不壞淨，然後心生歡悅，接著漸次

                                                 
409 Pandita（1993:254）提到信、戒、慚、愧、聞、捨（cāga）、慧等七則時，說 cāga 一般被

譯作「施捨」（charity），事實上它的意思是「棄捨」（relinquishment）。須陀洹果者慷慨地棄

捨會導至投生於惡趣（lower realms）的所有雜染（kilesas）。 
410 如：《雜．1135》、S V 351~352, 396~397。 
411 參第四章本經注。 
412 依附錄 4-1，依序見於 MN 7、MN 40、《雜．916》、《別雜．131》、《中．20》、D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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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喜、輕安、樂、定」。最後一項「心得定」就是心統一或心專注，在此情況

下接著修習慈悲喜捨。所以從心理歷程來說，在佛、法、僧三種不壞淨之後「得

歡喜已，心意便正」，符合心理歷程的演變。不過《增 13:5》先修習慈，然後「得

歡喜已，心意便正」，接著又修悲，「得歡喜已，心意便正」；乃至修捨……，如此

反復「歡喜……心得定」，心定後又生起歡喜……，這種心定後又生起歡喜的反復

心理歷程顯得比較特別。 

其次、《增 13:5》只提到佛、法、僧三不壞淨，是否成就須陀洹呢？依《雜．

935》成就須陀洹，必須佛、法、僧不壞淨、聖戒成就等四法。413如此，《增 13:5》

的經文似乎有遺漏，或者此處所成就佛、法、僧三不壞淨尚未成就須陀洹。SN 55:7

說遠離三不善身行、四不善口行，成就四不壞淨；414SN 55:28 說止息五種怖畏與

怨恨（即離殺、盜、淫、妄、酒），成就四不壞淨，以慧觀聖理；415《雜．855》

說成就佛不壞淨者，應晝夜禪思，能起勝妙出離隨喜，隨喜已生歡喜，……乃至

心則定。416從這幾經來看，似乎先成就戒行，然後成就四不壞淨；成就不壞淨之

後，繼續修習禪定或慧觀。這樣的次第正好與 MN 7「斷種種心穢，成就四不壞淨，

修慈悲喜捨，了知四聖諦」的修習歷程相符。 

再者，還有些疑點須更深入研究。例如：前文已提過《中部》注釋書認為#2

是以不還道剎那斷了十六心穢（《增 13:5》作二十一心穢），換言之，#2 已成就不

還果。雖然我們不能確定此處以不還道斷心穢，但不得不考慮此處斷了二十一心

穢，是否意指已成就須陀洹？MN 7 的經文脈絡是「斷種種心穢，成就四不壞淨」，

很明顯此處意指成就須陀洹或更上聖果。《增 13:5》的脈絡是「斷諸心穢，修慈悲

喜捨，成就三不壞淨」的確很難判斷：修慈悲喜捨時，是否已成就須陀洹。 

《增 13:5》「斷諸心穢、修慈悲喜捨、成就三不壞淨」和 MN 7「斷諸心穢、

成就四不壞淨、修慈悲喜捨」，何者真實或較合理？我們不能完全排除二種次第並

存的可能性。然而，如果二種次序只有一個是正確的話，根據以上的分析和《增

13:5》本身的疑點，似乎 MN 7 的次第比《增 13:5》合理。換言之，《淨水梵志經》

                                                 
413 參 T02, no. 99, 239b12~c20，尤其 c17~19。該經討論佛、法、僧不壞淨三法成就須陀洹，

或佛、法、僧不壞淨、聖戒成就四法成就須洹陀。 
414 S V 354~356。 
415 參 S V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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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先斷種種心穢，成就四不壞淨，成為須陀洹聖者，接著修慈悲喜捨，乃至慧

觀，直到盡諸漏而究竟解脫。 

 

第三節 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 

前一章 SN 41:7 和《雜．567》說種種無量心解脫之中，以不動心解脫（或無

諍者）為最勝；種種無所有心解脫、種種無相心解脫亦然。換言之，這些心解脫

各有不同的深淺層次，417最淺的就是依各自修習法所成就的定，如：慈心定、無

所有處、無相定、空心定等；最勝的就是不動心解脫。也就是說，以修慈為例，

修習無量心解脫，最淺成就慈心定，最勝至究竟處成就不動心解脫。從這個角度

來看，修慈或修慈悲喜捨可導至究竟解脫。但這是否表示無量心解脫直通究竟解

脫呢？本節嘗試透過同一經的「無所有心解脫」來理解。 

根據經文對「無所有心解脫」的描述，就是指四無色定中的「無所有處」，在

種種無所有心解脫之中，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亦即「無所有心解脫」所含攝的

範圍從「無所有處」到漏盡的不動心解脫。 

《聖求經》說佛陀曾跟隨二位外道宗師學習禪定，其中一項就是無所有處定。

佛陀學成後離開的原因就是：因為此法只能導至無所有處，「此法不趣智，不趣覺，

不趣涅槃。」418換言之，無所有處不能直通解脫。那麼如何修習無所有處定，能

成就不動心解脫或導至究竟解脫呢？ 

在此，僅就與本研究相關的方法，例舉二例。《覺支相應》的《雜‧745》教

導包含無所有處的四無色定，與七覺支俱修，得大果、大福利。藉由第四章「與

七覺支俱修」的分析，所謂「大果、大福利」，廣義來說，包括須陀洹至阿羅漢

等四果。再者，「進修慧觀」一節《八城經》在成就無所有處定時，省察與了知：

「此無所有處定是造作的、思所造。又凡任何造作的、思所造者，是無常的、具

                                                                                                                                               
416 參 T02, .no. 99, 218a2~8。 
417 印順（2000:44）說無相心三昧有淺深之分，淺的還可能會退墮，最究竟的是阿羅漢的不動

心解脫。 
418 參 T01, no. 26, 776c1 和 M I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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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滅的性質。」419可盡諸漏，若不得盡諸漏者，可成就阿那含。 

承上所述，同理可推論，修習慈悲喜捨「無量心解脫」的範圍，包括「慈心

定」（悲、喜、捨心定等）到諸漏盡的不動心解脫。注釋書的解釋可以支持這樣的

推論。420至於「種種無量心解脫」指哪些呢？AN 8:63 說應修慈心解脫至成就有尋

有伺等七種三昧，421悲、喜、捨亦同。根據注釋書的解釋，這七種三昧含蓋初禪

至第四禪。422再者，依 SN 46:54 的教導，慈心解脫等四者與七覺支俱修，可成就

漏盡阿羅漢才具足的五種願想。423有智比丘若未得更上解脫（即阿羅漢），慈心解

脫最勝可成就淨解脫，悲、喜、捨三種心解脫依序最勝成就空無邊處、識無邊處、

無所有處。424簡而言之，無量心解脫的範圍，世間定部分可能從初禪至第四禪，

若與七覺支俱修，慈悲喜捨分別最勝可成就淨解脫與前三無色定；出世間定部分，

經文未說如何修習，但最勝可成就不動心解脫。世間定尚且須與七覺支俱修方得

                                                 
419 見 M I 352,20~23: So iti paṭisañcikkhati– ‘ayampi kho ākiñcaññāyatanasamāpatti abhisaṅkhatā 

abhisañcetayitā. Yaṃ kho pana kiñci abhisaṅkhataṃ abhisañcetayitaṃ tad aniccaṃ 
nirodhadhamman’ti pajānāti. 

420 巴利注釋書在此提供了具體的說明。注釋書說：無量心解脫包括四梵住、四向、四果等十

二種。四梵住，就是慈心定、悲心定、喜心定、捨心定。無所有心解脫包括無所有處、四向、

四果等九種。空心解脫指基於內觀進入諸法的無我本質、四向、四果的定法。無相心解脫包

括以涅槃為所緣內觀、四無色定、四向、四果等十三種。參 Spk III 98~99 和 Bodhi（2000:1444
注 309~312）。若依巴利釋書的說明，表列如下： 

 各心解脫所含蓋的範圍 異義異文所指的內容 四種心解脫

的共通 
一義異文所

指的內容 
無量心解脫 慈、悲、喜、捨心解脫

四向、四果（12 種） 
慈心解脫、悲心解脫、

喜心解脫、捨心解脫 
四向、四果 不動心解脫 

無所有心解脫 無所有處定、 
四向、四果（9 種） 

無所有處定 四向、四果 不動心解脫 

空心解脫 內觀諸法的無我本質、

四向、四果（9 種） 
內 觀 諸 法 的 無 我 本 質

（空心定） 
四向、四果 不動心解脫 

無相心解脫 內觀、四無色界定、 
四向、四果（13 種） 

以涅槃為所緣內觀 四向、四果 不動心解脫 

依注釋書的說明，四向、四果是無量、無所有等四種心解脫所共通。不動心解脫就是四果

中的最勝。 
421 詳參第四章「與四念處有關」一節。 
422 參第四章「與四念處有關」一節注腳。有關慈、悲、喜、捨所能成就的靜慮，論師間有不

同的見解。礙於時間和篇幅，本文暫不涉入，在此僅就南北傳各舉一例。《清淨道論》主張

慈、悲、喜三心可成就初禪至第三禪，捨心成就第四禪。《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的資料，

慈、悲、捨三種無量可成就初禪至第四禪，喜無量只能成就初禪及二禪（T27, no. 1545, 
844c26~845a12）。 

423 參第四章「與七覺支俱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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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色界禪提升至無色定，遑論不動心解脫，可以推知必然須配合其他條件。 

如前所述，無所有處心解脫只導至無所有處，不趣涅槃。透過與七覺支俱修，

或慧觀無常，可盡諸漏或得阿那含。同理可推論，慈悲喜捨可以透過相同方法或

其他修習歷程，導至究竟解脫或成就不動心解脫。事實上，第三章「不至究竟」

一節有多部經典已明確指出修慈悲喜捨，不至究竟。第四章的討論已證明：慈悲

喜捨透過進修慧觀（如八城經》）、與七覺支俱修等方式，可盡諸漏或得阿那含。 

在此小結。SN41:7 說種種無量心解脫中，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這說明了藉

由修習慈悲喜捨所成就的無量心解脫，最勝可導至涅槃，淺的當然就是一般的慈

心定等。透過「無所有心解脫」和相關經典的分析，可以得知：只修習慈悲喜捨，

不足以成就不動心解脫，可能隱含著進一步的修習（如：慧觀）或其他條件（如：

七覺支）等等。 

 

第四節 「有量業」定型句 

一、 「有量業」的意義與內容 

第四章與業相關的巴利本425都有「有量業」定型句（yaṃ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tatrāvatiṭṭhati426「凡有量業皆於彼不殘存，於彼不住

立」）。這句話是什麼意思呢？首先得先確定「有量業」（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的意思。 

“pamāṇakata”一詞是 pamāṇa + √kṛ 的過去被動分詞，作形容詞。427巴英辭典

                                                                                                                                               
424 參 S V 119~121。另參拙文王瑞鄉（2007:32~39）。 
425 參 DN 13 (D I 250), MN 99(M II 207), SN 42:8 (S IV 322), AN 10:208 (A V 299)。 
426 AN 10:208 略異，意思相同。A V 299,-2: yaṃ kho pana kiñci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tatrāvatiṭṭhatī ti. 
427 在第四章 SN 41:7 出現另一個同詞源“pamāṇakaraṇa”，後分”karaṇa”表作（動詞「作」的名

詞化）、動作的作者或方法手段。SN 41:7 說貪、瞋、癡是“pamāṇakaraṇa”、“nimitakaraṇa”，

直譯是「作量者」、「作相者」，亦即量的作者、相的作者。古德可能為了相對於「無量」、

「無相」而譯作「有量」、「有相」。（T02, no. 99, 150a06~07）巴利注釋書解釋只要他的

貪等不生起，就無法認知彼為補特伽羅，而被視為如須陀洹、如斯陀含、如阿那含。反之如

果其貪等生起，則知彼為貪染者、瞋恚者、愚癡者，意指貪等是測量的工具。（Spk III 98, 
19:…evam eva yāva rāgâdayo n’ uppajjanti, tāva puggalaṃ sañjānituṃ na sakkā hoti, sotâpanno 
viya, sakadāgāmi viya, anāgāmi viya ca khāyati. Yadā pan’ assa rāgâdayo uppajjanti, tadā ra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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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作 “taken as standard, set as example, being the measure”，428意思是「被當作

標準，立作範例，量」。雲井昭善作二義：（1）量；分量，尺度，時間的な長さ

の量；（2）指後代的術語，當作哲學用語，做為認識基準的尺度，標準，證權。

429梵語作 “pramāṇīkṛita”，梵英辭典的解釋更廣，“meted out for or apportioned to 

(gen.); regard as authority; conformed to; regarded as evidence”，意思是「給與或分配

（給 gen.），視為權威，遵守，被視為證據」。430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一詞，

雲井昭善解釋作「標準となる業」431，意思是「成為標準的業」。學者們大多譯

作有限的或可度量的業，如：“limited kamma”（Bodhi, S IV 322）, “limiting action”

（Bodhi, M II 207）, “measurable kamma” (Bodhi, A V 299); “measured activity” 

(Aronson), “finite thing”, “deed belongs to a limited range” (Woodward); “deed which 

is done in limited range” (Horner), “bounded (i.e. finite) karma” (Gombrich),「有量のも

の」（片山一良）、「基準となる行為［の結果］は」（森祖道）等。432學者所

說的 “limited”或 “measurable”指業的數量或招感的結果？ 

在第四章 SN 41:7 出現另一個同源詞“pamāṇakaraṇa”，巴日辭典譯作「量因」，

433不過後分”karaṇa”本身沒有「因」的意思，而是「作」、動作的作者或方法、手

段、工具。434Bodhi 譯作“a maker of measurement”，片山作「量を作るもの」，意

思是「作量者」或「量的製作者」。435SN 41:7 說貪、瞋、癡是 “pamāṇakaraṇa”和

                                                                                                                                               
duṭṭho mūḷho ti paññāyati.）Bodhi（2000:1240 注 452）認為“pamāṇakaraṇa”指貪等雜染使心

的範圍和深度變成侷限，（注 456）“nimitakaraṇa”指貪等使心誤執諸法有常、樂、我、淨

等性質（相）。 
428 參 PED 416。 
429 DPB 569。水野弘元 PJD 204 解釋作「量とする，標準とする」意思是「計量，做標準」。 
430 參 MW 686。MW 說 “pramāṇa”當複合詞前分時，作“pramāṇī”。另可參《梵和》頁 865。 
431 參 DPB 569。 
432 有關 Bodhi、Honer、片山一良、森祖道等學者們的翻譯，請參考他們對 DN 13, MN 99, SN 

42:8, AN 10:208 的英譯或日譯。Gombrich 參其著作（2002:60）。另外 Wiltshire（1990:268）

譯作“whatever form of kamma”。Aronson 參 Aronson（1999:62）。森祖道（2003）I 641 注 32
說：「輪迴の原因となるだけの量の行為」の意味か？ 

433 見雲井昭善的 DPB 569 和水野弘元的 PJD 204。另外，印順（2000:21）可能受巴日辭典影

響，也解釋作「量的因」。與後分“karaṇa”極為相似的“kāraṇa”，其意思就是原因、理由、

根據、動機、方法。參 DOP 674、PJD 103、DBP 277。巴日辭典譯作「量因」，可能是引申

義或與“kāraṇa”有關。 
434 參 DOP 643。 
435 參 Bodhi（2000:1326）和片山一良（1998~2002）根本 II 340。Bodhi（2000:1445 注 316）

補充或許指貪引生淨相，瞋引生厭惡相，癡引生常、樂、我相，所以說貪、瞋、癡是「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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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itakaraṇa”，直譯是「作量者」、「作相者」。古德可能為了相對於「無量」、

「無相」而譯作「有量」、「有相」。436巴利注釋書解釋只要他的貪等不生起，

就無法認知彼為補特伽羅，而被視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反之如果其貪等

生起，則知彼為貪染者、瞋恚者、愚癡者，意指貪等是度量的工具。437Bodhi 認為

這指貪等雜染使心的範圍和深度變成局限。438 

接著看出現在經典的情況。為了方便對照與討論，將“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所出現的巴漢對應段落呈現如下：439 

《中．15》*440：  

若本因惡知識為放逸行，作不善業，彼不能將去，不能穢汙，不復相隨。 

《雜．916》**：  

如甲上之土甚少，大地之土其數無量；如是心與慈俱修習多修習，諸有量

業者如甲上土，不能將去，不能令住。 

《別雜．131》**：  

如是如是惡業挍量可知，如是少業不能牽人令墮惡道，亦不能住，亦不可

計441。夫行慈者所得功德如大地土，殺生之罪如爪上土。 

AN 10:208*、SN 42:8**、DN 13、MN 99：  

yaṃ [kho pana kiñci]442 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na taṃ tatrāvasissati, na taṃ 

                                                                                                                                               
作者」（sign-makers）。Ñānamoli and Bodhi（2001:1240 注 456）解釋貪等使心誤執諸法有常、

樂、我、淨等性質（相）。 
436 參 T02, no. 99, 150a06~07。 
437 見 Spk III 98, 19:. . . evam eva yāva rāgâdayo n’ uppajjanti, tāva puggalaṃ sañjānituṃ na sakkā 

hoti, sotâpanno viya, sakadāgāmi viya, anāgāmi viya ca khāyati. Yadā pan’ assa rāgâdayo 
uppajjanti, tadā ratto duṭṭho mūḷho ti paññāyati. 

438 Ñānamoli and Bodhi（2001:1240 注 452）。 
439 出處依序：《中．15》T01, no. 26, 438a13~15; 《雜．916》T02, no. 99, 232b03~06; 《別雜．

131》T02, no. 100, 425b27~c01; S IV 322, A V 299, D I 251, M II 207。AN 10:208 與《中．15》

對應，SN 42:8 與《雜．916》、《別雜．131》對應。DN 13 和 MN 99 的漢譯對應經《長．26》

和《中．152》都沒有「有量業定型句」。 
440  同組對應經文分別以「*」和「**」標示。請參前注。 
441 「亦不可計」可能指修慈的心或修慈所得的功德不可計。 
442 “kho pana kiñci”（無論任何）只出現在 AN 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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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rāvatiṭṭhati. [Ayampi kho, Vāseṭṭha, 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o.]443 

凡［任何］有量業於彼皆不殘存，於彼不住立。［這是與諸梵共伴道。］ 

從上述經文來看，《雜．916》「有量業」對應巴利“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

《雜．916》說：「諸有量業者如甲上土」，《別雜．131》說：「所有罪業如爪上土」，

可見漢譯「諸有量業」指「所有罪業」。若對照《中．15》對應處的「不善業」、

《別雜．131》「惡業挍量可知」中的「惡業」，“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或「有

量業」指「罪業」、「不善業」、「惡業」。相較於《雜．916》，《別雜．131》的經文

多了「挍量可知」、「少業」等形容惡業的量「可計算」、「有限」、「少」的概念。

這樣的概念與該經譬喻——大地土無量，甲上之土甚少——的譬喻相吻合。444 

綜合上述的分析，“pamāṇakataṃ”的字面義似乎是「有限的」，可能指所造業

可計量、有限，或業所招感的結果有限量445。若就“pamāṇakataṃ kammaṃ”實質所

                                                 
443 只出現在 DN 13、MN 99 二經。 
444 若就 AN 10:208 的經文來看，在「有量業」定型句之前，強調修習慈心解脫者「心無量、

善修」，在 3.2.4 勸修慈心解脫後說：「此人在心之間。」似乎強調與「心」的關係。如此，

似乎如同 Bodhi 對“pamāṇakaraṇa”的注釋所說，指使心的範圍和深度變成局限。 
445 Gombrich（2002:61）認為業的招感的結果有限。巴利注釋書對「有量業」定型句的詮釋詳

略稍不同，但大意一致。注釋書認為「有量業」指欲界業，相對於「無量業」指色界、無色

界業。「有量業」定型句的意思是欲界業不能殘留或住立於色界、無色界業中。因為欲界業

無法勝過色界、無色界業，沒有機會得於其中安住。就好比大洪水淹沒小河流一般，小河流

沒有機會住立，反而色界、無色界業自己得到機會住立，阻礙欲界業產生果報，而獨自導至

生於梵天界。Mp V 78 對 AN 10:208 的這段說明比較簡短，可參考 Spk III 105,-1~106,9 或 Sv 
II 406,12~21: Na taṃ tatrâvasissati, na taṃ tatrâvatiṭṭhatīti taṃ kāmâvacarakammaṃ tasmiṃ 
rūpârūpâvacarakamme na ohīyati na tiṭṭhati. Kiṃ vuttaṃ hoti? Taṃ kāmâvacarakammaṃ tassa 
rūpārūpāvacarakam- massa antarā laggituṃ vā ṭhātuṃ vā rūpârūpâvacarakammaṃ pharitvā 
pariyādiyitvā attano okāsaṃ gahetvā, patiṭṭhātuṃ vā na sakkoti. Atha kho 
rūpârūpâvacarakammam eva kāmâvacaraṃ mahogho viya parittaṃ udakaṃ pharitvā attano 
okāsaṃ gahetvā pariyādiyitvā tiṭṭhati, tadā tassa tassa vipākaṃ paṭibāhitvā sayam eva 
brahmasahabyataṃ upanetīt. 英譯本 Nyanaponika and Bodhi（2000:315 注 73）的解釋更清楚：

禪修者修習慈心解脫進入禪那，進入此禪那的業力勝於欲界業，並導至往生色界。感謝 ven. 
Anālayo 進一步說明，「有量業」定型句指由於修慈悲喜捨的業力勝過欲界惡業的業力，使

惡業無法於下一生招感異熟，而慈悲喜捨的業力招感生梵天的果報。但這只指下一生（順

生），下一生以後的其他生則又會受業力影響而招感其異熟。另參 Anālayo（2006b:424 note 
261）。 
若依注釋書的說法，經文“tatra”似乎指色界、無色界業（rūpârūpâvacarakammaṃ）。感謝楊

郁文老師提醒此處的 “rūpârūpâvacara”不同於“rūpârūpadhātu”，中文皆譯作「色、無色界」。

PED 說”dhātu”指在欲、色、無色界存在的條件、要件或屬性。Bodhi（1993:29）解釋《攝

阿毘達摩義論》時，說“avacara”指移動的範圍（sphere），用於心的分類；另有“bhūmi”（plane）

指有情往生與生活的存在領域或世間。換言之，前者指心的活動範圍，後者指有情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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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的內容而言，「有量業」指過去所作的不善業、惡業、罪業，只是各經的說明

詳略稍異。在《雜．916》與《別雜．131》指殺、盜、淫、妄等四種不善業。在

《中．15》指身、口、意三不善故作業，或殺生等十不善業。AN 10:208 的經文未

說明，若溯至前二經 AN 10:206~207，再輔以對應的《中．15》經文，極可能也是

身、口、意三不善故作業，或殺生等十不善業。經文的差異可能是應機說教所致。

澄清了「有量業」所指涉的內容與可能意義，接著討論「有量業」定型經文的含

意。 

二、 「有量業」定型句的含意 

巴利的「凡有量業於彼皆不殘存，於彼不住立」的含意不易理解，446嘗試藉

由上述的對應漢譯經文耙梳。藉由《別雜．131》的「不能牽人令墮惡道」，則《中．

15》和《雜．916》的「不能將去」可理解為「不能將去惡趣」。依 AN 3:65 修慈

悲喜捨，則心無怨、無瞋害、不被染污、清淨，推知「不能穢汙」可能指「不能

穢汙心」。此處可能與 AN 10:208 科判 3.2.4 的「此人在心之間」有關。依注釋書

的解釋，人從死心到第二結生心之間緊連無間斷，這一念還在此世間，下一念就

生為天或地獄等其他趣有情。447《淨水梵志經》說若心被染污者至惡趣，心不被

染污者至善趣，448所以「不能穢汙心」表示命終不墮惡趣，往生善趣。這與《長．

26》所說「行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頃生梵天上」相吻合。 

《中．15》的業論是故作業必於現世、來世或後世受報，十不善業與苦果，

受於苦報；《雜．916》、《別雜．131》強調邪見因緣故，殺、盜、淫、妄者墮地獄。

所以這幾經的「有量業」經文強調：有量業或惡業不能令修習慈悲喜捨者命終墮

惡趣。 

綜合漢譯經文來理解「有量業」定型經文，修習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

解脫皆能減弱業的作用力或延緩業的異熟。因為身壞命終就往生梵天，所影響的

                                                                                                                                               
地（世間）。同一界（avacara）的心最常在對應的存在地（bhūmi）生起，但也可能在其他

存在地生起。任何一界（avacara）的造業心傾向於往生對應的存在地（bhūmi）。依上座部

毘曇的說法，“avacara”是心的分類，注釋書所說的「欲界業不能殘留或住立於色界、無色

界業中」與心有關，並不違背正文的推論。  
446 注釋書的詮釋，請參前注。 
447 參第四章 AN 10:208 科判 3.2.4 的經文注腳。 
448 參第四章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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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能指只在下一生異熟的惡業，或者在未來某一生異熟的業。若是前者（下一

生異熟業），因為慈悲喜捨的力量，下一生異熟業沒有機會成熟受報而消失；若是

後者（未來某一生異熟業），似乎只是延緩該業的異熟至未來的某一生，業並未消

失。巴利的「有量業」定型句則是業「不殘存、不住立」，比較傾向指只在下一生

異熟的惡業，那些有量業因為慈悲喜捨而沒有機會成熟受報，因而不殘存、消失，

於命終直接往生梵天。449總而言之，修慈悲喜捨會影響有量業的異熟——減弱、延

緩（漢譯本）或不殘存（巴利本）——，換言之，命終不墮惡趣。雖然巴漢經典對

此的詮解略異，但共同處是修慈悲喜捨者命終不墮惡趣。 

三、 小結 

「與業有關」一節，《思經》、《螺貝經》和《三明經》三經，巴利本450皆有「有

量業」定型句，漢譯對應處或有類似經文或從缺。雖然巴漢經典對此的詮解略

異——減弱、延緩（漢譯本）或不殘存（巴利本）——，但共同處是修慈、悲、

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者，命終不墮惡趣。這與《三明經》《長．26》所說行慈比

丘命終立即往生梵天相符。所以《長．26》和《螺貝經》二漢譯本得法眼淨可能

另有原因。將於後文討論。 

至於《思經》，經文明白地說「如是修習的慈心解脫導至阿那含」，其前段經

文 3.2.5.1 應作念或了知的內容，可能是導至阿那含的關鍵。《瑜伽師地論》與巴利

注釋書解釋此處是已成就須陀洹或斯陀含聖者的發願或省察，如是修慈悲喜捨，

可得阿那含。目前無法證實此詮釋是否正確，不過依《思經》的修習脈絡來看，

修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配合 3.2.5.1 作念或了知，可得阿那含。3.2.2

出現「有量業」定型句表示因為修慈的力量命終不墮惡趣，如何連貫 3.2.2 和 3.2.5.1

此二段經文呢？礙於時間，留待未來有心者繼續研究。 

 

第五節 《波羅牢經》所斷疑惑 

在此探討《波羅牢經》中所說的「斷疑惑」或「斷此疑法」是否指斷除三結

                                                 
449 這是巴利注釋書的傳統解釋。不過 Gombrich（1997:20）說 “…the karma which is finite 

(pamāṇakataṃ) no longer remains. No more finite results. That can only mean freedom from 
rebirth.”，認為「有量業」定型句意指解脫生死輪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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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疑結」。451如果是的話，則表示修慈悲喜捨可能成就須陀洹，有必要加以釐

清。為方便討論，將經文羅列如下。佛陀教導修習慈心，……無量、善修，遍滿

一切世間成就遊，接著作如下的思惟： 

《中．20》：452 

彼作是念：「若有沙門、梵志如是見．如是說：『（業論從略）』若彼沙門、

梵志所說真實者，我不犯世怖與不怖，常當慈愍一切世間，我心不與眾生

共諍，無濁、歡悅。我今得無上人上453之法，昇進得安樂居，454謂『遠離』

法定。」彼沙門、梵志所說不是不非。不是不非已，得內心止。伽彌尼！

是謂「法定」，名曰「遠離」。汝因此定，可得正念，可得一心，如是汝於

現法便斷疑惑而得昇進455。 

SN 42:13:456 

彼如是省察：「若此大師之謂：『（業論從略）』如是言、如是見。好! 如果

大師所說是真實的，我確信不惱害任何人，無論是怯弱的或強大的。在此

我對兩者做出幸運的抉擇，因為我已攝護身、攝護口、攝護意，身壞命終

將生善趣、天界。」其悅生起；悅已，喜生起；意喜者身輕安；身輕安者

感受樂；有樂者心得定。這就是「法定」。於彼處你可以得心定，如是你可

斷此疑法（imaṃ kaṅkhādhammaṃ）。 

首先從經文所述，聚落主對每一位大師的業論皆思惟「如果大師所說是真實

的」，可得知在思惟當下並未正確理解業論，也未抉擇何者真實，何者虛妄，反而

藉由對所有大師的業論採取「不是不非」的態度，「不與眾生共諍」、「不惱害任何

                                                                                                                                               
450 AN 10:208、SN 42:8、DN 13。另外 MN 99 也有此定型句。 
451 感謝楊老師提出此問題。依《增 24:9》的教導，所謂「疑結」乃「所謂有我耶？無我耶？

有生耶？無生耶？有我、人、壽命耶？無我、人、壽命耶？有父母耶？無父母耶？有今世、

後世耶？無今世、後世耶？有沙門、婆羅門耶？無沙門、婆羅門耶？世有阿羅漢耶？世無阿

羅漢耶？有得證者耶？無得證者耶？是謂名為疑結。」（T02, no. 125, 630a13~19）也就是斷

除對善惡、因果業報的疑惑與邪見。另參水野弘元（2000:139~140）。 
452 見 T01, no. 26, 447b15~27, c11~22, 448a06~25, b09~27。 
453《元》T《明》T 缺「上」。「無上人上法」，或稱「上人法」（uttariṃ manussadhammā），包括：

禪那、解脫、三昧、正受、智見、修道、作證果、斷煩惱、心離蓋樂空閑處。參 Vin III 93. 
454 經典常說「於現法得安樂居」，指成就初禪，乃至第四禪。參《中阿含》157、194 經。 
455 此處「昇進」，可能指前處經文「昇進得安樂居」，即成就初禪，乃至第四禪。 
456 見 S IV 3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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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攝護自己的身、口、意。當法定成就時，就可斷除疑惑。由此可推知經文「便

斷疑惑」或「可斷此疑法」，應該指斷除因為不知諸位大師的業論誰真誰妄所生起

的疑惑，而非指斷除三結中的「疑結」。因為聚落主並未抉擇這些業論的真妄，可

見並未斷除對善惡、因果業報的疑惑。 

其次、漢譯稱此修習為「法定」，名「遠離」，巴利亦稱作「法定」（dhamma- 

samādhi）、「心定」（cittasamādhi）。經文未進一步詮釋何謂「遠離」457。巴利注釋

書對「法定」和「心定」提出三種可能的詮釋：（一）、「法定」指十善業道法，「心

定」指俱毘婆舍那的四道；（二）、「悅生起，悅者喜生起」如是所稱的悅、喜、輕

安、樂、定五法是「法定」，「心定」指俱毘婆舍那的四道；（三）、十善業道和四

梵住是「法定」，已生起而遍滿該法定的心一境叫做「心定」。458若是（一）或（二），

則俱毘婆舍那的須陀洹道等四道所斷除的疑法就有可能指「疑結」。然而依漢譯經

文「汝因此［法］定，可得正念，可得一心」，顯然（三）所詮釋的「心定」比較

符合經義。 

根據以上分析，《波羅牢經》所說的「斷疑惑」或「斷此疑法」，不太可能指

斷三結中的「疑結」，比較可能指斷除因為諸大師的種種不同業論所引生的疑惑。

因此，可以確定此經的慈悲喜捨所成就的是定——法定。 

 

第六節 「與諸梵共伴道」與「過梵天法」 

如第一章所回顧，Gombrich 認為 DN 13 中佛陀所教導的慈悲喜捨就是證悟之

道，生梵界道就是今生現證涅槃之道，而命終與梵共伴即隱喻阿羅漢命終時證入

涅槃。459 DN 13 的對應經《長．26》說二婆羅門青年於聞法時，得法眼淨。這又

                                                 
457 「遠離」，經典中常指遠離人群，獨自在無事處、山林、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露地

等，精進修行。如《中．145》說有二種遠離，身遠離和心遠離。（T01, no. 26, 654c29） 
458 見 Spk III 110,3~13: Ayaṃ kho, gāmaṇi, dhamma-samādhi, tatra ce tvaṃ citta-samādhiṃ 

paṭilabheyyāsī ti ettha dhamma-samādhīti dasa-kusala-kamma-patha-dhammā, citta-samādhīti 
saha-vipassanā cattāro maggā. Atha vā “pāmojjaṃ jāyati, pamuditassa pīti jāyatī”ti evaṃ- 
vutta-pāmojja-pīti-passaddhi-sukha-samādhi-saṅkhātā pañca dhammā dhamma-samādhi nāma, 
citta-samādhi pana saha-vipassanāya cattāro maggā. Atha vā dasa-kusala-kammapathā cattāro 
brahmavihārā ti ayaṃ dhamma-samādhi nāma, taṃ dhamma-samādhiṃ pūrentassa uppannā citt’ 
ekaggatā citta-samādhi nāma. 

459 Gombrich（2002:61）和（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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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修慈悲喜捨的「與諸梵共伴道」就是證悟之道的可能性。本節嘗試討論此議

題。「與諸梵共伴道」還出現在第三章的《梵志陀然經》MN 97 和《鸚鵡經》MN 99。

如該章所分析，在此二經中慈悲喜捨是生梵天的法門。《梵志陀然經》《中．27》

提到「過梵天法」，先從此處著手。 

《梵志陀然經》舍利弗教導梵志陀然修慈悲喜捨後，便離開。梵志陀然依之

修習，命終生梵天。佛陀質問舍利弗為何不教過梵天法。何謂「過梵天法」？《預

流相應》SN 55:54460提供了一個線索。因為佛世傳統印度社會追求來世生天，所以

當重病者心嚮往命終生欲界諸天、乃至梵天時，應告訴他：「即使梵界也是無常、

不恆久，有身所攝。朋友！好好地將心從梵界出離，將心專注於有身之滅！」461簡

言之，進一步修習「有身之滅」就是過梵天法。 

所謂「有身」（sakkāya）即指五取蘊。462斷三結，證須陀洹，「有身見」

（sakkāyadiṭṭhi）就是三結之一。什麼是「有身之滅」呢？《雜．71》說：「當來有

愛——貪喜俱、彼彼樂著——無餘、斷、吐盡、離欲、滅，是名有身滅。」463意

思是對於當來有（即未來的存在、再生）的渴愛，它伴隨貪與喜、到處樂著，這

種渴愛已完全沒有、捨斷、吐盡、遠離、滅盡，這叫做「有身滅」。該經說有身滅

道跡即八正道。464簡言之，過梵天法就是將心專注於有身之滅，方法就是修習八

正道。 

                                                 
460 參 S V 409~410，該經也是教導對有慧而病重的優婆塞的開示，正如《陀然梵志經》，也是

漸次比較人、四天王天……，直到梵天。最後以正文所述的方法，心從梵世遠離。 
461 見 S V 410,20-24: ‘brahmalokā me cittaṃ vuṭṭhitaṃ, sakkāya nirodhe cittaṃ upasaṃharāmī’ti; 

evaṃ vuttassa kho, Mahānāma, upāsakassa āsavā vimuttacittena bhikkhunā na kiñci 
nānākaraṇaṃ vadāmi, yad idaṃ vimuttiyā vimuttin”ti.此經的開示是針對患重病受苦的有慧優

婆塞的開示，先以對佛、法、僧、戒四不壞淨令病患活命，再逐步引導其思惟，斷除對種種

事物的眷戀，這些事物依序為對父母、妻子、五欲、四大天王天等欲界六天，最後是對佛世

印度社會誤認為究竟的梵界。另外《雜．492》說：「比丘無量三摩提身作證，心不樂著有身

滅、涅槃，顧念有身，終不得離，不得現法隨順法教，乃至命終亦無所得，還復來生此界，

終不能得破於癡冥。」(T02, no. 99, 128b6-10)同經「無量三摩提」亦作「無量三昧」，對應巴

利本 A II 165~166 作 “aññataraṃ santaṃ cetovimuttiṃ”（某種寂靜心解脫），不一定指慈悲喜

捨。 
462 見 S III 159,10: Katamo ca, bhikkhave, sakkāyo?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tissa vacanīyaṃ. 
463 見 T02, no. 99, 18c05~06。參對應的《蘊相應．有身》S III 159,17~18: Yo tassāyeva taṇhāya 

[taṇhāya asesavirāganirodho cāgo paṭinissaggo mutti anālayo] ayaṃ vuccati bhikkhave, sakkā- 
yanirodho. [ ]表 PTS 版經文從略，依 S III 158,12~14 補充。 

464 參 T02, no. 99, 18c07~10。另參 A III 246 談到「有身之出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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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 DN 13，首先從巴利語法來看。經文最初婆羅門青年所諍議的 “brahma- 

sahavyatāya”有可能指非人格化的中性法則“brahman”（梵），不過佛陀卻以人格化

陽性“Brahmā”（梵天）回答，465而婆羅門青年最後請求佛陀開示「與諸梵共伴道」

（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aṃ）也變成人格化、複數的「梵天」，466漢譯本譯作

「梵天」、「梵天道」、「梵道」。就語法來看，佛陀所教導的慈悲喜捨是與人格化的

「諸梵天」共伴之道。 

                                                 
465 根參 BHSD 303b 的例句，“nāyaṃ mārgo niryāṇiko” (LV 239.14)和“na niryāti tat-katarasya 

duḥkhakṣayāya” (LV 239.15)，意思是「此道不導至解脫，不引導奉行者至苦之盡」，得知婆

羅 門 青 年 所 說 的 “ayam eva ujumaggo ayam añjasâyano niyyāniko niyyāti takkarassa 
brahmasahabyatāya”這句話極可能指解脫道。所以此處的 “brahmasahabyatāya”可能指非人

格化的中性原理“brahman”。另參 Walshe（1995:43）。但在 PTS 版經文段落#12~14，佛陀

的問答都是人格化的梵天“Brahmā”。  
466 將 DN 13 中所提到的種種道表列如下。#4 和#6 的“brahmānaṃ”是陽性複數屬格，文法上

的作用是「具格」，配合“sahabya-”或“sahabyatāya”，不可能指中性的法則（brahman），

必然指陽性人格化梵天（Brahmā）。指#2 的“tassa”，由同一節的經文（238,5）「親眼見過

梵天」(Brahmā sakkhi-diṭṭho)，可確知指人格化梵天。#5 的“brahmuno”是單數，有可能中

性或陽性。然而從頁 247 和 251 二段分別將婆羅門、修慈悲喜捨的比丘與梵天（Brahmā）

做對照，可確定“brahmuno”指陽性人格化梵天。Rhys Davids（2000）I 298 說，在整個《尼

柯耶》中從未出現過中性法則“brahman”。Walshe（1987:43）說在佛教，梵天不只一位，

有許多位，而且他們仍有生死之苦。 

#   說者 (D I) 長 26 T01 

1 brahmasahabyatāya 與梵共伴

(sg.或 pl.,

m.或 n.) 

青年(自稱自己的

道是正道、直道、

出離) 

235,-4 
239,14 

至於梵天 
梵天道 
盡向梵天 

105a11 
105a13 
-14 

2 tassa sahabyatāya 
maggaṃ 

與 彼 [ 梵 ]
共伴之道

(m.sg.) 

佛陀(指出沒有任

何 一 位 婆 羅 門 親

眼見過梵天) 

239,12 NIL  

3 candimasūriy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aṃ 

與日月共

伴 之 道

(pl.) 

佛陀 240,18 至日月所 105c17 

4 brahmānaṃ 
sahabyūpagā 

至與諸梵

共伴 (pl.)
佛陀(婆羅門 1.以
呼叫,祈請, 2.五欲

所縛,3.五蓋所覆) 

245,5 
246,4,-1

生梵天上 
生梵天  

106a12 
106a17 
106a25 

5 brahmuno 
sahabyūpago 

至與梵共

伴 (m. 或

n., sg.) 

佛陀(比較：1.三明

婆羅門與梵天， 
2.修慈,悲,喜,捨的

比丘與梵天) 

248,1 
252,6,16

1.梵天、婆

羅門不共同 
2.梵天、比

丘俱共同 

106b1,6,11
16,21, 
106c21,25,
29, 
107a5,10 

6 brahmānaṃ 
sahabyatāya 
maggaṃ 

與諸梵共

伴 之 道

(pl.) 

青年與佛陀 (青年

請佛陀開示此道) 
248,21 
249,18 
251,9 

梵道 
梵天道 

106b25,26,
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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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回到經文所述梵天具有的五種特質：apariggaho, averacitto, abyāpajjacitto, 

asaṃkiliṭṭhacitto, vasavattī，意思依序為無妻子、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得

自在。467第一種特質的“pariggahā”有多義：惡的執取、獲得、財產、擁有、妻子。

相對於“sapariggahā”意指「有妻子」或「已婚」，“apariggahā”是「無妻子」、「無

財產」或沒有「這是我的」那種想佔有財物的執取，468正如第三章《大典尊經》

所說的「捨我人想」、「修無我」、「斷我所執」。469漢譯作「無家屬產業」。第一種

特質「無妻子」與欲界諸欲有關。其次看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三種特質。

AN 3:65 說修習慈悲喜捨而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清淨心者，470得四種安

隱，其中第一種安隱是了知自己身壞命終，將生於天上。《中．152》說求生天或

生梵天者，必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量、極廣、善修、心定，意遍

解成就遊」。471藉此可知「無怨心、無瞋害心、無雜染心」是求生天的必要條件，

但並不意味具有這三種特質即可解脫。最後一項「得自在」（vasavattin）常用於形

容梵天，表示他有最高的力量，或比喻比丘能自主、調伏諸根。472「自在」偶爾

                                                 
467 《長．26》依序作：無恚心、無瞋心、無恨心、無家屬產業、得自在。注釋書說這五項與

五蓋有關。若依經文說三明婆羅門被五欲所縛、五蓋所覆，似乎有此可能。不過注釋書將有

妻子、怨心、瞋害心、雜染心、得自在依序分別對應貪蓋等五蓋，顯得有點勉強。例如：以

無怨心對應瞋恚蓋——因為無瞋恚，所以無怨。以無瞋害心對應昏沈睡眠蓋——因為無昏沈

睡眠，所以沒有瞋害心。然而依經文中修習慈悲喜捨的定型句，就可以明瞭「無怨、無瞋害」

是修習慈悲喜捨的特色。相較於與五蓋的關係，這五種特質和 AN 3:65 的經文更相近。

Gombrich（2002:59）認為這五種特質指道德。 
468 參 PED 423。CPD 275 說“apariggahā”有二義：（1）without possession (egoism);（2）without 

wife, (etc.) unmarried (opp. sapariggaha; also said of females)。此一詞出現在 D III 199 和 A IV 
396，形容生活在北俱盧洲(uttarakuruvho，或譯作「欝單越」)的人們，該注釋書說“apariggahā”
意思是未擁有女人、沒有「這是我的妻子」的執取。Sv III 965: Apariggahā ti itthipariggahena 
apariggahā. Mp IV 188,7: Apariggahā ti “idaṃ mayhan”ti pariggaha-rahitā. Gombrich
（2002:59）注 23 認為注釋書的詮釋有誤，“pariggaha”不是指物質（包括妻子）的擁有，而

是對那些財物的佔有欲。目前只發現在 Sn 779 中“pariggaha”，注釋書解釋作對渴愛和見的

執取（Nidd 57）。 
469 參第三章表 3-2。 
470 參 A I 192,11~13: Sa kho so, Kālāmā, ariyasāvako evaṃ averacitto evaṃ abyāpajjhacitto evaṃ 

asaṃkiliṭṭhacitto evaṃ visuddhacitto. Tassa diṭṭheva dhamme cattāro assāsā adhigatā honti. 
471 參 T01, no. 26, 669c18~670a06。 
472 參 PED 604。用於形容梵天的特質，如：D III 29, M, I 327, A III 202;指佛陀過去生作梵天，

如：IV 89, 105（佛陀的過去生）。在 A II 24 中形容如來在天界或人間之中，是勝者、無能

勝者、遍見者、自在者。漢譯經典常描述釋提桓或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特質包括：

具行忍辱，歎說不瞋，立於善論，恭敬佛法僧，以慈心故，威力摧伏阿修羅軍等。（T02, no. 
99, 291b20, c24, 292b09, c28, 293b05, 294c09, 294c15, 295c19, 296b21, 296c20, 297b08; 
333c07 ; no. 100, 385c07, 386a13, b17, c04, c28, 387a26, c08）「自在」有時也形容轉輪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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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來形容如來和阿羅漢，強調其「盡諸有結，心得自在」。473不過依《三明經》

所形容行慈比丘與梵天的其他四項特質來看，並非斷盡諸結。474這五項特質都屬

於出家人修戒、修心的基礎。475 

最後從「有量業」定型經文來看。如前節所述，「有量業」定型經文可能指只

在下一生異熟的惡業，因為慈悲喜捨的力量，得不到機會異熟而不殘存、消失。

MN 99 和 DN 13 一樣皆包含「有量業」定型經文，從二經所對應的漢譯經典來看，

《中．152》說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量、極廣、善修、心定，意遍解

成就遊」者，生天或生梵天。476《長．26》說行慈比丘，命終如箭頃往生梵天。477

依這些巴漢經文，慈悲喜捨是生梵天的法門。 

在此小結。DN 13 一開始時二位婆羅門青年所爭論的正道、出離道「與梵共

伴」（brahmasahabyatāya），該處似乎有可能指中性的真理 “brahman”，的確不能完

全否定佛陀以「與梵共伴道」隱喻通往涅槃的究竟道。不過從 DN 13 經文本身來

看，不論從語法、人格化梵天（Brahmā）所具的五種特質、「有量業」定型句的含

意等等，看不出此處所教導的「與諸梵共伴道」是涅槃道。反而呈顯佛陀反諷三

明婆羅門已偏離婆羅門法，不離五欲，不斷五蓋，不修習，卻以祈請、呼叫等錯

誤方式祈求命終生梵界，與諸梵共伴，這根本是不可能的，更遑論這種錯誤婆羅

門作法是達到中性真理梵（brahman）的解脫道。佛陀以慈、悲、喜、捨取代祈請、

                                                                                                                                               
（T01, no. 26, 493b1~2; T02, no. 99, 68a27~28）、神通（T01, no. 20, 262c7~8）。 

473形容佛陀，如：《長．1》：「如來無等等……仙人度彼岸 其心得自在 斷除眾結使」(T01, no. 
1, 8b9~11)；或形容阿羅漢，如《大三摩惹經》：「……與大苾芻眾，皆阿羅漢，諸漏已盡，

所作已辦，逮得己利，盡諸有結，心得自在。」(T01, no. 19, 258a14~16)。   
474四項特質，漢譯作：無恚心、無瞋心、無恨心、無家屬產業；巴利作：無妻子、無怨心、無

瞋害心、無雜染心。另有二理由可參考。第一、MN 55（M II 369~370）耆婆稱讚佛陀和梵

天一樣都是住慈者（、住悲者、住喜者、住捨者），佛陀回答：「耆婆！由於貪、瞋、癡而

有瞋害（、有害心、不樂、有瞋恚）。如來的貪、瞋、癡已斷，已根絕，像無根的多羅樹，

已不存在，於未來不再生起。耆婆！如果你所說的是指這個的話，我認可你。」言下之意，

二者雖皆為住慈者而無瞋害、住悲者而無害心等，但就斷貪、瞋、癡的程度而言，二者不同。

Ñānamoli and Bodhi（2001:1257 注 575）說不同於梵天只是以慈心定鎮伏瞋害而住於慈，佛

陀以阿羅漢性已根除生起瞋害的貪、瞋、癡而住於慈。第二、A I 144 說天帝釋未離貪、未

離瞋、未離癡（avītarāgo avītadoso avītamoho），漏盡阿羅漢比丘離貪、離瞋、離癡（vītarāgo 
vītadoso vītamoho）。 

475 Gombrich（2002:59）說這五項特質與道德有關。 
476 參 T01, no. 26, 669c18~670a06。 
477 參 T01, no. 1, p. 107, a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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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等錯誤的婆羅門法，依教修習，命終得以生梵界，實踐婆羅門所追求的「與

諸梵共伴」。 

 

第七節 得法眼淨 

如前二章所歸納，第三章談論大善見王本生的《大．7》、《大典尊經》的《大．

8》、第五節的《長．23》，以及第四章的《三明經》、《波羅牢經》、《螺貝經》三經

的漢譯本和《增 43:5》，經文最後都記載佛陀說法時，聞法者得法眼淨。是否由於

所教導的慈悲喜捨而得法眼淨呢？本節嘗試討論此議題。 

凡夫由修行到證悟，若依根器可分二類：由宗教信仰入門或由通達真理入門。

前者稱作「隨信行者」，其所得的證悟稱為「不壞淨」，是對佛、法、僧、戒有絕

對、確實、金剛不壞的淨信；後者稱作「隨法行者」，其證悟稱作「現觀」

（abhisamaya，或譯作「無間等」），是理解四聖諦、緣起等真理。478有關現觀的證

悟，巴利經文常作：「遠塵離垢，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皆為滅法。』」479意

思是任何集起的事物，皆具有滅去的性質。此處的「法眼」是有關緣起法的智慧

之眼。漢譯經典的表達略異，如：「遠塵離垢，得法眼淨。見法，得法，覺法，知

法，深入於法，離諸狐疑，不由於他，不隨於他，於正法．律得無所畏。」480換

言之，「得法眼淨」表示其證悟的契機與所聽聞的法義有關，此法義一般指四聖諦、

緣起等等慧學。 

為了進一步釐清此問題，分別將漢譯四部《阿含》和《尼柯耶》出現「得法

眼淨」諸經整理於附錄 5，481並列出與得法眼淨有關的法義。發現的確以次第法、

四聖諦佔最多，其餘不外是無常、苦、無我、緣起、七覺支、八正道、十一行等

等與慧學有關的法義。不過漢譯《阿含》出現上述四經是慈悲喜捨以及極少數幾

經與慧學無關，顯得相當特別。 

                                                 
478 以上請參水野弘元（2000:126~134）。 
479 如 D I 110: . . virajaṃ vītamalaṃ dhammacakkhuṃ udapādi– “yaṃ 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ṃ taṃ nirodhadhamman”ti. 
480 見 T02, no. 99, 232b7~11。 
481 此附錄未包括《大正藏》阿含部的單譯經。《尼柯耶》以 “dhammacakkhuṃ”捜尋 CSCD 光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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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簡要歸納前二章相關經典「得法眼淨」時的經文脈絡和疑點。《大．7》

是因為將見佛陀涅槃，諸天人得法眼淨。482《大．8》是因為佛陀說往昔大堅固婆

羅門出家學道以及國王等追隨出家修行的因緣，聞法者五髻乾闥婆王子得法眼

淨。483《長．23》佛陀為說漸次法，接著說四聖諦，聞法者得法眼淨。《長．26》

佛陀比較行慈比丘與梵天的特質，並說行慈比丘命終「生梵天上」，聞法者得法眼

淨。《中．20》教導如何修慈、悲、喜、捨成就「法定」，斷除因諸沙門、婆羅門

教示不同業論而引生的疑惑，聞已得法眼淨。《雜．916》和《別雜．131》說修習

慈悲喜捨，則惡業不能牽人令墮惡趣，換言之，減弱或延緩惡業的作用力。《增 43:5》

詳述「以慢滅慢」的方法——仁（即慈等）、三昧、智慧、福業等——，最後勸誡

對擒賊修慈，長夜得無為處。前三經得法眼淨的契機很明確，不必再討論。《增 43:5》

的教導包括慈悲喜捨、空等三三昧、智慧、福業，其法義的確可導至解脫。《三明

經》、《波羅牢經》、《螺貝經》三經的漢譯本得法眼淨，則須要再探究。尤其慈悲

喜捨在《長．26》和《中．20》分別是生梵天法門與成就定，與四聖諦、緣起或

相關慧學的法義無關，為何聞已得法眼淨呢？ 

經典中有其他經例是佛陀說與慧學無關的法義時，但聞法者得法眼淨或諸漏

盡。例如：AN 7:68《火蘊喻經》，佛陀見大火蘊熾熾，藉以教誡諸比丘，出家學

道應精進，寧可抱大火蘊而坐卧，也不抱刹利女、婆羅門女等。同樣地，寧可受

熾燃鐵板纒身、鐵丸入口等，也不受用剎帝利信施之衣、食、床、房等。這些教

誡皆與生活有關，並未涉及甚深的定學或慧學。經文最後說佛陀說此法時，六十

位比丘心從諸漏解脫。484還有一經例在《無始相應》SN 15:13，佛陀為三十比丘以

                                                 
482 《大．7》說：「其於今日復在此城見般涅槃，當令其獲般涅槃果。」（T01, no. 7, 203a09~11）

不過諸天及人只聽到佛陀說此事就得法眼淨，佛陀入般涅槃則在他們得法眼淨之後。 
483 《大．8》有二段往昔因緣。第一段由大梵天為諸天眾說，聽眾包括五髻乾闥婆王子，內容

包括往昔大梵天王為大堅固婆羅門詳說生梵界法，這段生梵界法所描述的修習歷程非常詳

盡，但五髻乾闥婆王子聽法時並未得法眼。第二段是世尊接著為五髻乾闥婆王子所說，內容

是大堅固婆羅門自己出家，以及七國王、七千婆羅門、四十妻等隨之出家，教化一切庶士人

民等出家與度化眾生的因緣。世尊宣說往昔因緣事已，五髻乾闥婆王子心生歡喜，遠塵離垢，

得法眼淨。如第三章所分析，《大．8》有數處明顯的經文訛誤。不確定此處聞法後「得法眼

淨」是否亦訛誤。 
484Ven. Anālayo 在 2008 年 3 月下旬至 4 月 12 日暫住於法鼓山期間，筆者很幸運得以向他請教

《長．26》得法眼淨的問題。感謝他提供 AN 7:68（A IV 128~136）和 SN 15:13（S III 187）

二筆資料。AN 7:68 的對應經有《中．5 木積喻經》T01, no. 26, 425a~427a 和《增 33:10》T02, 
no. 125, 689，二漢譯本同樣地，佛陀說法時六十比丘漏盡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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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譬喻說流轉輪迴無始。同樣地，經文最後說佛陀說此法時，三十位比丘都心

從諸漏解脫。從此二經，發現經典中的確存在說法內容與慧學無關，甚至與戒學、

定學無關，但佛陀說法時聞法者得盡漏盡，成就阿羅漢。 

AN 7:68 注釋書解釋，佛陀說此經時，說了《彈指頃經》。485《彈指頃經》剛

好就是說修習慈心，會不會就是因為聽了修慈的教導而盡諸漏？查看注釋書對《彈

指頃經》的解釋，佛陀在《火蘊喻經》之後入定二週，出定後才又說《彈指頃經》。

所以《火蘊喻經》中六十位比丘盡諸漏與《彈指頃經》的修習慈心無關。486依此

二經例，似乎佛陀說法時，聞法者得法眼淨或漏盡得心解脫，說法的內容不一定

和慧學有關，甚至與戒、定、慧三學無關。或許與聞法者當時或過去的因緣有關，

或者聞法者已諸善根具足，雖然說法內容與慧學無關，聞法者卻得法眼淨。 

承前所言，第四章《三明經》、《波羅牢經》、《螺貝經》三經的漢譯本，似乎

也是同樣的情況，所教授的慈悲喜捨與慧學無關，聞法者卻得法眼淨。依附錄 5

所整理「得法眼淨」諸經，雖然一般「得法眼淨」的經典所教導的法義以次第法、

四聖諦佔最多，不過慈悲喜捨卻出現於四經，不宜將之視為等同 AN 7:68 或 SN 

15:13 等單一特例。或許教導慈悲喜捨而聞法者得法眼淨確實是可能的。問題是：

聽到「生梵天法門」或「成就定」的慈悲喜捨，為何得法眼淨？既然這幾經都談

到業，以下嘗試從業的角度，在經文脈絡中尋找可能的線索。 

《長．26》分別對比三明婆羅門與梵天，以及修慈悲喜捨比丘與梵天。婆羅

門受五欲所染、五蓋所縛，有恚心、有瞋心、有恨心、有家屬產業、不得自在。

反之，梵天無恚心、無瞋心、無恨心、無家屬產業、得自在。所以三明婆羅門以

祈請、呼叫等錯誤作法求生梵天是不可能的。反觀行慈比丘，隨佛出家學道……

                                                 
485 《彈指頃經》A I 10。Mp IV 64: Idañ ca pana suttaṃ kathetvā satthā cūḷaccharāsaṅghātasuttaṃ 

kathesi. 
486 注釋書的這段說明很詳細，篇幅頗長，感謝 Ven. Anālayo 為筆者說明。大意是佛陀說了《火

蘊喻經》之後，入定二週，任何人都不得見。佛陀出定後發現比丘眾都離去，問阿難尊者發

生什麼事。阿難尊者解釋因為大眾聽了《火蘊喻經》之後，心生怖畏而紛紛離去。於是佛陀

要阿難尊者將比丘們找回來，再次為大眾開示《彈指頃經》。（Mp I 68~70）另參 Aronson
（1999:25~26）。該書頁 26 依注釋書的解釋，將修慈心分三種層次，第一種層次的慈只是前

行，希望一切有情快樂，其次分別是近行定和安止定。注釋書說《彈指頃經》的慈心屬第一

種層次。從注釋書的詮釋來看，《彈指頃經》的修習慈心與《火蘊喻經》中六十位比丘盡諸

漏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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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五蓋，成就初禪乃至第四禪，修慈悲喜捨。行慈比丘和梵天一樣也是無恚心、

無瞋心、無恨心、無家屬產業、得自在，所以命終生梵天。從業的觀點來看，這

二段對比經文呈現「如是業得如是果」的概念。 

《雜．916》和《別雜．131》，佛陀反駁尼揵若提子主張殺盜淫妄者，一切

「皆」墮地獄，「以多行故」。指出若執著於錯誤的因果業論，邪見因緣故，命終

生惡趣；反之，若依世尊教導，離殺、盜、淫、妄，成就正見，命終生善趣，使

業、煩惱清淨。487此經的正見，就是對殺、盜、淫、妄和墮惡趣、生善趣的因果

業報，有正確的理解。 

最後看《中．20》。雖然該經舉出四位沙門、婆羅門所教授的不同業論，然而

佛陀所教授修慈悲喜捨後所作的思惟，是對每一位大師的業論皆採取「不是不非」

的態度，不與眾生「共諍」。聚落主思惟時，假設每位大師所說的是真實，488可見

他並未建立因果業報的正見。唯一可以算得上因果關係的是：聚落主因這些不同

業論而生疑惑，現在聽到修習慈悲喜捨以及思惟的方法，了知自己只要對諸大師

的業論皆不是不非，不與眾生共諍，歡悅，可得上人法，然後就可捨斷所生起的

疑惑。不過這樣的詮釋似乎有點勉強。對照同收編於《中阿含．業相應》的《伽

藍經》489，伽藍人也有同樣的問題。佛陀為開示善惡業，一樣教導修習慈悲喜捨，

並指出如此修習可得四安隱住處。從四種安隱住處的內容來看，490同樣地，伽藍

人不知道誰語為真，誰語為妄。同樣的問題，同樣產生疑惑，佛陀同樣開示慈悲

喜捨，修習後得安隱，但伽藍人聞已並未得法眼淨。所以，《中．20》聞已得法眼

淨，的確存在著可疑處。 

綜合上述，《長．26》、《雜．916》和《別雜．131》的共同特色是建立業果

的正見。可能聽者在聞法時建立業報正見，了知透過修慈悲喜捨，得以生梵天或

不墮惡趣的正確因果業報，因而得法眼淨。至於《中．20》是否因為了知修法定

可斷疑惑而得法眼淨，或者由於其他原因，需要再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經

的巴利對應經都沒有「得法眼淨」的記載，顯示在巴利傳統和有部傳統對此議題

                                                 
487 參 T02, no. 99, 232a06~19，T02, no. 100, 425a22~b10。  
488 參表 4-5，思惟：「……若彼沙門、梵志所說真實者，（略）」，可見他不確定誰說的才真實。 
489 詳參第三章「命終生天」《伽藍經》。 
490 例如他思惟：「有此世彼世，有善惡業報」、「若無此世彼世，無善惡業報」、「若無他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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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見解不同。 

 

第八節 小結 

在對比前二章所列諸經，以抉擇慈悲喜捨是否導至究竟解脫之前，有些經典

的含意不清，本章嘗試更深入探討這些經義模糊或不明確的經文，希望能更貼近

經典所傳達的原意。但受限於時間和目前所得資料，無法圓滿處理所有的議題，

以下將本章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一、《中．193》說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二果必得其一。透過《中．30》

的經文，確定修慈悲喜捨後，再進一步須配合智慧，與前述《增 43:5》的說法相

符。 

二、《水淨梵志經》。依 MN7 的脈絡，先斷種種心穢，成就「四不壞淨」——

亦即成就須陀洹——，然後修習慈悲喜捨，了知「有此」等四聖諦，成就阿羅漢

果。不過《增 13:5》則相反，斷種種心穢，修習慈悲喜捨，然後成就佛法僧「三

不壞淨」。透過其他相關經典的教導，發現 MN 7 的絡脈「斷種種心穢，成就四不

壞淨，修慈悲喜捨，了知四聖諦」比較合理。至於修習次第是否因部派不同而異，

須再研究。 

三、SN 41:7 和《雜 567》說種種無量心解脫中，以不動心解脫為最勝，這說

明了修慈悲喜捨的無量心解脫，可導至究竟解脫，但並不表示可直通解脫，可能

須配合其他修習歷程（如：慧觀無常等）或配合其他條件（如：與七覺支俱修）。 

四、「有量業」指種種惡不善業，「有量業」定型經文，意指修慈悲喜捨會影

響有量業的異熟——減弱、延緩（漢譯本）或不殘存（巴利本）——。換言之，命

終不墮惡趣。 

五、《波羅牢經》說修慈悲喜捨，斷疑惑。此處所斷的「疑惑」不太可能指斷

三結中的「疑結」，比較可能指斷除因為諸大師的種種不同業論所引生的疑惑。所

以，此經的慈悲喜捨成就定——法定。 

                                                                                                                                               
種種善作惡作行為果報者」、「若作[惡]者不遭惡報者」，表示他並不知誰真誰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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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修慈悲喜捨是「與諸梵共伴道」，命終生梵界。另有「過梵天法」，即修

習「有身之滅」。DN 13 所教的「與諸梵共伴道」就是生梵天的法門，不是涅槃道

的隱喻。 

七、《三明經》和《螺貝經》漢譯本說聞法時得法眼淨，可能是因為聽者在聞

法時建立業報正見，所以得法眼淨。《波羅牢經》《中．20》得法眼淨的原因目前

未明，須再研究。 

根據上述的研究成果，將第四章各經典直至解脫的修習歷程加以補充，並整

理於附錄 4-2，受限於時間，還有以下問題待未來繼續研究。例如：「進修慧觀」

一節的《馬邑經第二》巴漢二傳本對「內得寂止」似乎不同。MN 40 說修慈悲喜

捨，內得寂止，已實踐沙門正道。盡諸漏者，才是沙門。但在《中．183》則內止

者、沙門、梵志、淨浴同義，皆指盡諸漏。MN 40 的內寂止只是成就定，或已成

就聖果？段落 2a 有~心穢，斷了該心穢，如此已斷沙門垢、惡趣因，是否和 MN 7

一樣指成就須陀洹果？再者，《思經》3.2.2 的「心無量、已善修」很可能指成就慈

心定，命終不因有量業而墮惡趣。這段經文對成就阿那含是否有作用或修習上的

意義？是否如《瑜伽師地論》和注釋書所解釋，3.2.5.1 是已成就須陀洹或斯陀含

所思惟的？若是如此，再加上《淨水梵志經》，是否暗指聖者修習慈悲喜捨，可速

得阿那含或阿羅漢？最後，得法眼淨，除了附錄 5 所整理的那些重要法義，以及

本章所研究的結果「聞法時了知因果業報」之外，在什麼條件下，也可以得法眼

淨呢？這些議題值得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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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二類經典之比較與結論 

第三、第四章已將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

二類經典，分別從各經的特色、內容、修習歷程等簡要整理。第五章嘗試為難解

經文提出可能的詮釋。本章將進一步對比此二類經典的內容，呈顯各自的特色，

然後歸納前幾章的研究成果，探討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如果可以，是直

通解脫或須配合其他要件修習？如何修習可以導至究竟解脫？ 

  

第一節 二類經典的特色 

一、 說法者、聞法者或修習者 

第三章「不導至究竟解脫」和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這二類經典，幾

乎都是佛陀所說，只有少數幾經由比丘對居士說法。 

就聞法者或修習者而言，「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的多數經典談論過去世本生

因緣，包括佛陀前生作轉輪聖王、大臣、婆羅門、外道宗師，以及善眼等往昔外

道七師。其次是對在家居士和苦行者說法。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

典，其聞法者或修習者以比丘居多數，只有「與業有關」一節包括婆羅門、聚落

主和在家男女。可以看出，二類經典的修習者或聞法者的明顯不同。 

二、 慈悲喜捨的種種稱謂 

如第二章所述，491慈悲喜捨有諸多稱謂，一般最常聽到的是「四梵住」和「四

無量心」。依詞彚來看，與「梵」相關的稱謂最多，與「無量」相關者相對較少。

將第三章、第四章所出現慈悲喜捨的種種稱謂整理如下表。 

 

 

                                                 
491 詳參第二章第三節「慈悲喜捨的巴漢異名」以及表 2-3 與「梵」相關的巴漢稱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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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慈悲喜捨的種種稱謂表492 

 第三章 不導至究竟解脫 第 四 章  可 能 導

至究竟解脫 
與解脫無關 

四［大］梵行 大 6; 長 23; 中 67; 增 50:4   
四梵住、四梵室（堂） 中 8, 27, 68, 130, 160 

DN 17; MN 83 
 長 9; 

增 29:10,31:2;  
AN 3:93 

梵世法、梵天法、 
與梵界共伴道 

中 8, 27, 130, 160 
DN 19; AN 6:54, 7:62, 7:69

  

梵道［跡］、梵天道 
與諸梵共伴道 

中 152  
MN 97, 99 

長 26 
DN 13 

 

四無量［心］ 大 7, 30; 長 3, 23  大 12; 中 86 
DN 33 

無量心解脫（心三昧）  雜 567;  
SN 41:7; MN 43 

中 79 
MN127 

慈心解脫、 
(悲、喜、捨心解脫) 

MN 99 中 15 
DN 13; MN 52; 
SN 42:8, 46:54; 
AN 8:63,10:208, 
11:17 

大 12, 138; 增

49:10; DN 33, 
34; SN 20:3~5; 
AN1:20, 3:93, 
6:13;11:16493, A 
V 360   

悲禪那、悲勝解 大 8; DN 19; AN 6:54   
 

從上表清楚地發現與「梵」相關的名稱幾乎集中出現在第三章「不導至究竟

解脫」一類經典，如：「四梵室」或「四梵住」、「梵世法」或「梵天法」。所出現

的經典，漢譯以《中阿含》居最多，巴利則多出現在《中部》和《增支部》。 

相較於「梵」，與「無量」相關的稱謂在初期聖典並不普遍。494一般耳熟能詳

                                                 
492 為了一目了然，本表所列皆為經號，除“A V 360”表冊頁（該經無經號）。有關各經的出處

冊頁，請參附錄 1-1 和 1-2。 
493 此經只談慈。 
494 以「四無量」和「四梵住」、「四梵室」、「四梵堂」、「四梵行」等詞搜尋 CBETA 光碟的《大

正藏》，可發現「四無量」的概念在《阿含》並不普遍，在大乘經典則非常受重視。以下所

列是出現的次數，圓括弧（）表出現的經數。 
 
 四 無 量

［心］ 
四梵住 四梵堂 四梵室 梵世法 梵天法 四［大］梵

行 
阿含部：T1~2 18（7 經） 0 3(2 經） 10(5 經) 18(3 經) 3(1 經) 6+1（3 經）

《大正藏》，阿含部

以外：T3~55, 85 
5529 68 9 0 1 13 130+1=131

印度撰述經律論，

阿含部以外：T3~32 
4729 57 9 0 1 8 101+1=102

印度撰述經藏，阿

含部以外：T3~21 
4161 30 8 0 0 6 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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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無量［心］」並未出現在第四章各經典，即使出現在第三章，也只有稱謂而

無慈悲喜捨的傳統修習經文。「無量心解脫」或「無量心三昧」只出現在與其他心

解脫比較的經典，這幾經皆由佛弟子所說，不是佛陀親口所說，可能隨著佛陀的

教導，發展了更多的修習法，如：無所有、無相、空、大心解脫等種種心解脫，

弟子們混淆而加以比較彼此的異同。 

慈、悲、喜、捨有時被稱為「慈（或悲、喜、捨）心解脫」。此稱謂出現在巴

利經典的情況顯然多於漢譯經典，原因之一可能是巴利本「有量業」定型句前後

必伴隨此稱謂。就章節來看，在第三章只出現一次於 MN 99 的有量業定型句，其

餘皆出現在第四章或與解脫無關的其他經典。出現在第四章的經典包括「與業有

關」的有量業定型句、並列於四禪與四無色定之間的 MN 52（=AN 11:17）、成就

七種定的 AN 8:63、成就三無色定的 SN 46:54。《波羅牢經》更明確地說修習慈、

悲、喜、捨四者的任何一種，皆可成就「法定」。可見慈心解脫等四者與四禪、四

無色定一樣，皆指禪那或定，亦即對透過修習慈等四心所成就禪那的稱謂。出現

在與解脫無關的經典，這些經典主要議題包括：對治煩惱、並列於四禪與四無色

定之間、修習的功德等有關。從所出現的經典脈絡來看，回應了第二章所說的慈

等「心解脫」指暫時解脫，不同於不動心解脫指成就阿羅漢的究竟解脫。這證實

了 Gombrich 認為「心解脫」只有一種而且就是究竟解脫的說法值得商榷。495 

總而言之，在初期經典中，「四梵住」或與「梵」有關的稱謂幾乎都出現在生

梵天的經典，而且遠比「四無量」一詞普遍。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四無量」在

                                                                                                                                               
毘曇+釋經論 225+206 11+0 0+1 0+0 1+0 1+1 0+7 
中 國 撰 述 部 ：

T33~55, 85 
804 11 0 0 0 5 29 

《續藏》中國撰述

部：X3~88 
1052 14 1 0 1 20 35 

從上表可發現「四無量［心］」此稱謂主要出現在阿含部以外的印度撰述經藏。再進一步分

析時，發現般若部 3824 次，法華部 5 次，華嚴部 27 次，寶積部 34 次，涅槃部 36 次，大

集部 73 次，經集部 77 次，密教部 66 次。T5~8 四冊般若部之中，no.220《大般若般羅蜜多

經》的第 1~200 卷 T5 出現 1531 次，201~400 卷 T6 出現 1612 次，401~600 卷 T7 出現 574
次，換言之 600 卷《大般若般羅蜜多經》共出現 3717 次。總而言之，在佛教初期的阿含部

之中，慈、悲、喜、捨與「梵」的關係比與「無量」的概念密切。慈、悲、喜、捨被泛稱

為「四無量［心］」在部派毗曇才慢慢明顯，盛行於大乘經典，尤其 600 卷《大般若般羅蜜

多經》。 
495這是他主張 DN 13 的慈、悲、喜、捨四種心解脫是趣涅槃解脫道的理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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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經典中其實很少見，此稱謂應該是大乘經典才開始盛行。不過「無量」一詞

的確見於其修習經文中。反道是「慈心解脫」或「悲（喜、捨）心解脫」出現在

一部分第四章能解脫的經典，此處的「心解脫」形容定的狀態，是一種暫時的解

脫，進修慧觀或與七覺支俱修，能導至究竟解脫。 

三、 修習的特色 

先談第三章「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一）多數經典對修習歷程的描述並未

詳盡，以《大典尊經》和《大善見王經》二經的修習歷程最詳細。而且此類經典

強調「捨離欲貪」496，命終生梵天。（二）就整體或個別修習來看，除 MN 97、

MN 99、AN 10:125、《中．68》之外，其餘經典依序修習慈、悲、喜、捨，呈現四

者為一個整體的概念。雖然 MN 97 和 MN 99 與第四章的 DN 13 一樣，教導慈、悲、

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都是「與諸梵共伴之道」，但三經所對應的漢譯經典似乎將

四者視為一個整體，四者的修習經文依序相連，稱為「梵道跡」或「梵天法」。 

再看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一）多數經典教導簡要的修習歷程

或相關的修習階段。以修習慈悲喜捨的前行來說，《三明經》最完整，始於如來出

世，直到斷五蓋，此前行與《沙門果經》一樣。497其餘經典的前行較簡要，「進修

慧觀」一節強調斷種種心穢，「與業有關」一節強調斷殺盜淫妄、捨十不善業等戒

行。至於慈悲喜捨之後，一直至得阿那含或阿羅漢的修習歷程，以了知「有此」

等四聖諦、從三漏解脫、了知「生已盡」、成就阿羅漢的歷程說明最詳盡。其餘的

經典或者只強調慧觀的內容、或者只說與七覺支俱修，省略了慈悲喜捨之後的修

習歷程。（二）就整體或個別修習來看，以個別修習的情況較多，包括：慧觀無常

等、與七覺支俱修、作念一切惡業於今生受報等等，慈等任何一種心解脫都可導

至究竟。而且在「與業有關」一節，四者皆可讓業的異熟減弱、延緩（漢譯本）

或不殘存（巴利本），498亦可消除因諸位大師的不同業論所引生的疑惑。至於四者

為一整體，主要出現在慧觀「有此」等四聖諦的經文，以及省略慈悲喜捨之後的

                                                 
496 如：《大》6, 8, 30；《中阿含》8, 27, 68, 130, 160；《長．3》；DN 19; AN6:54 等經。有時作

「捨離於欲」、「斷欲、捨欲念」、「捨念欲」、「除欲」、「離欲貪」〈kāmarāgaṃ virājetvā〉、「離

婬欲」、「離下欲染」。 
497 有關《沙門果經》修習歷程的研究，參越建東（2006a:147~178）。該文將《沙門果經》的

修習歷程分為 20 個 SSP（頁 149~150），DN 13 相當於 SSP1~8，然後接慈悲喜捨，《長．26》

則為 SPP1~12 與慈悲喜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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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階段（《中．193》和《中．76》）。另外在《中．185》，慈悲喜捨也是一整體

概念，並列於四禪與四無色之間。 

簡而言之，在「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中，慈悲喜捨多被視為一整體的

修習，大多未詳述修習歷程。尤其談論往昔外道七師的本生時，只出現「梵世法」、

「四梵室」等等名稱，完全沒有慈悲喜捨的定型修習經文，只強調該修法不至究

竟，未得脫一切苦，顯示回應外道的意味濃厚。在「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

典中，除了如實知四聖諦必須修慈悲喜捨整體之外，其他慧觀無常等、與七覺支

俱修等等，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都可以獨立修習而成就。 

 

第二節 比對二類經典 

在第三章「不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中，相當強調「捨離於欲，命終生梵天」。

可惜在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中，無法找到類似經文對照。若以

共同點作為比較基礎，有三種情況可對比：（一）「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說慈

悲喜捨不至究竟，那麼，什麼法門可至究竟？與第四章「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

類經典所說的修習歷程是否相符？（二）「與諸梵共伴之道」同時出現於二類經

典，修習成就卻不同；（三）「慈悲喜捨 宿命通 天眼通」的修習歷程也同樣出

現於二類經典。  

一、 可至究竟的法 

第三章有許多經典強調慈悲喜捨不至究竟，未得脫一切苦，但只有少數幾經

提到可至究竟的法。以下將第三章所提到得至究竟的修習法或比慈悲喜捨更勝的

修習法，以及第四章所教導與慈悲喜捨相關，可導至究竟解脫的其他修習階段或

條件，整理於下表。 

表 6-2：慈悲喜捨之外，可至究竟之法的整理 

第三章 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 第四章 慈悲喜捨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 

以下的法可至究竟： 

 八正道； 

 覺了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四法；

○1 數數念利鋸刀喻沙門教； 

○2 與空等三三昧、智慧、福業配合； 

○3 省察無常法、滅法；  

                                                                                                                                               
498 詳參第五章第四節「有量業定型句的含意」一項，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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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法比慈悲喜捨更勝： 

❸  如實知苦、集、滅、道等四聖諦； 

 修種種想，如：無常、苦、空、無我、

一切世間不可樂想； 

➎  出家，戒具足，修四禪，傾向知見，具

足三明； 

 修滅受想定，慧觀諸漏盡。 

○4 觀法如法；  

○5 觀彼處色蘊等諸法為無常、苦、病、腫

物、箭、痛、疾、他界、壞滅、空、無

我； 

○6 觀「苦、苦習、苦盡、苦要」； 

○7 知「有此，有劣，有勝，有超越此想的

出離」； 

○8 與七覺支俱修； 

○9 作是念：「我本放逸，作不善業，一切今

可受報，終不後世。」 

對照上表所列可至竟究之法，可發現彼此的相同處。例如：➌ 和○6 ○7 皆慧觀

四聖諦； 和○3 ○5 慧觀無常等； ➎ 和○2 涉及定與慧，乃至可擴大為「戒、定、

慧、解脫」； 八正道屬四聖諦中的道諦，第一支就是正見；○1 隱含○2 ；剩下的○4 觀

法如法和○8 七覺支皆屬四念處的法念處，廣義來說，亦與慧相關。綜合「不導至

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二類經典的內容來看，透過修習慈悲喜捨，

欲導至究竟解脫，智慧皆不可或缺。 

二、 與諸梵共伴之道 

《梵志陀然經》、《鸚鵡經》、《三明經》皆稱慈悲喜捨是「與諸梵共伴之道」（巴

利）或「梵天法」、「梵道」。三經說修習後命終生梵天，《三明經》漢譯本《長．

26》卻在聞法當下得法眼淨。同樣的「與諸梵共伴之道」，卻有不同的成就，經文

是否有矛盾？《長．26》說行慈比丘命終生梵天上，可見經文大意與其他二經相

同。之所以得法眼淨，可能因為透過三明婆羅門、行慈比丘分別與梵天對比，了

解「如是業得如是果」的因果業報而得法眼淨。三經教導同一修習法門，成就卻

不同，其原因可能在於是否如實了知因果業報。值得注意的是，巴利本沒有得法

眼淨的記載。 

三、 「慈悲喜捨、宿命通、天眼通」的修習模式 

第三章破斥修習苦行不究竟的《長．8》和 DN 25 說「慈悲喜捨 宿命通 天

眼通」的修習不究竟，有比此更勝的法。對應的《中．104》說更勝的法是修初禪

至乃第四禪，如實知四聖諦而成就漏盡智，從欲等三漏心解脫，知解脫「生已盡」

等，成就阿羅漢。第四章的《淨水梵志經》《增 13:5》的修習歷程非常類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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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喜捨 佛法僧不壞淨 宿命通 天眼通」，接著#10a~d 和《中．104》完全

相同。換言之，不論以四禪或慈悲喜捨為基礎，進而「知四聖諦，成就漏盡智，

從三漏解脫，知解脫『生已盡』」非常重要，這也就是一般所說的「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見」的後三支。就此而言，二類經典的教導一致。 

以上談的都是慈悲喜捨配合其他修習階段或條件，可導至究竟解脫。依附錄

4-1，發現還有以下二種情況。第一種情況，《中．193》、《中．76》、SN 41:7 等經

教導慈悲喜捨可盡諸漏、二果必得其一或成就不動心解脫，但卻未提到更進一步

的修習；《增 13:5》在修慈悲喜捨後，於佛、法、僧成就不壞淨。第二種情況，「與

業有關」中《螺貝經》、《波羅牢經》、《三明經》的漢譯本都在佛陀教說慈悲喜捨

時，聞法者得法眼淨，但巴利本皆無此記載。若依這幾經來看，慈悲喜捨似乎可

直通究竟解脫。以下歸納第五章的研究結果。 

四、 慈悲喜捨能否直通解脫 

首先看第一種情況，《中．193》等經的表達隱含著一種可能性——強調修習慈

悲喜捨亦可漸進導至究竟解脫，但未詳述完整的修習歷程或細節。依前文所探討，

推論出《中．193》等經典可能教導的重點在於慈悲喜捨，隱含進修慧觀、智慧或

其他修習階段未說明。因此，《中．193》、《中．76》、SN 41:7 等經看似修習慈悲

喜捨可直通究竟解脫，極可能經文只是略說，省略了慧觀、與七覺支俱修或其他

修習要項。《增 13:5》「斷諸心穢，修慈悲喜捨，成就佛、法、僧三種不壞淨」的

次第不同於對應經 MN 7「斷諸心穢，成就四不壞淨，修慈悲喜捨」。雖然不能完

全排除《增 13:5》和 MN 7 二種修習次第並存的可能性，若二者只能擇一，依前文

分析，MN 7 的次第比較合理。可以肯定的是，在現有巴利聖典的脈絡中，慈悲喜

捨不能直通究竟解脫，須進修慧觀、與七覺支俱修或配合其他條件，才能導至究

竟解脫。 

五、 業論與得法眼淨 

再看第二種情況，依第五章研究，《螺貝經》和《三明經》經文中的「有量業」

定型經文意指：慈悲喜捨的功德會影響惡業於下一生的異熟，減弱、延緩或不殘

存。換言之，修慈悲喜捨者命終不墮惡趣。此二經漢譯本聽法者在聞法當下得法

眼淨，可能因為佛陀所說的法與業報有關，在聞法當下建立了「如是業如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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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見，了知如何透過修慈悲喜捨而得以生梵天或不墮惡趣的正確因果業報，因

而得法眼淨。《波羅牢經》雖對不同業論不是不非，不一定了解各業論為真或妄，

或許是因為了知可斷疑惑的正確修習法與思惟法，而得法眼淨。不過這只是猜測，

雖要更具體的證據來證明。 

六、 經典呈現的幾個有趣問題 

研究過程中發現經典呈現的有趣現象。以下列舉兩個。第一、相同的修習歷

程和最終成就，以不同定——四禪或慈悲喜捨——修習。例如：AN 4:124 說修習

初禪至第四禪，並觀色等五蘊是無常，命終生淨居天。AN 4:126 的內容相同，但

慈悲喜捨取代四禪。從 AN 4:123 和 AN 4:125 二經可以更清楚地發現二者間的對

應關係與相似性。經說凡夫成就四禪（123）或慈悲喜捨（125）後，若住著於彼

不退下，命終生色界天。依經文所述，成就初禪或慈，命終生梵身天；成就第二

禪或悲，命終生極光淨天；成就第三禪或喜，命終生遍淨天；成就第四禪或捨，

命終生廣果生。又如：《中．182》和《中．183》二經都教沙門法、沙門道跡，修

習歷程幾乎完全相同，但前者修四禪，後者修慈悲喜捨。499 

第二個情況是：同樣修慈悲喜捨，不同成就。如：《中阿含》15、16、20 三經，

同樣收於《中阿含．業相應品》，但三者的最終成就不同。《中．15 思經》成就阿

那含，《中．16 伽藍經》得四種安隱住處，《中．20 波羅牢經》斷因各沙門、婆羅

門不同業論所引生的疑惑。又如：AN 3:65 和 AN 3:66，前者得四安隱，後者，知

「有此」等四聖諦，進而盡諸漏究竟解脫。 

這兩個現象的共同特色是這些經都前後毗鄰，似乎是經典編輯者要達傳某個

訊息。一是慈悲喜捨可以和四禪一樣透過相同的修習歷程而導至究竟解脫；一是

修慈悲喜捨可以達到不同成就：得現世利益，或命終生生，或導至竟究解脫。比

較第二個情況那些經典的修習歷程，就可以發現《中．15》和 AN 3:66 二經不同

於同一組其他經典的修習要項在於進修慧觀。這凸顯了慧觀對導至究竟解脫而

                                                 
499 修習歷程，請參第四章「進修慧觀」一節表 4-3。《中．182》的修習要項包括：○1 身行清

淨、○2 口行清淨、○3 意行清淨、○4 命行清淨、○5 守護諸根、○6 正知出入、○7 獨住遠離、○8 斷

五蓋、○9 初禪至第四禪、○10 漏盡智、○11 知「苦、集、滅、道」、○12 知「漏、集、滅、道」、○13

從欲等三漏解脫、○14 解脫智：「生已盡」。《中．183》包括：戒清淨、○1 ○2 ○3 ○8 、慈悲喜捨、

○10 ○11 ○13 、蓮池喻、內行止。二經最後都說「沙門」、「梵志」、「聖」、「淨浴」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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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不可或缺的修習要項；同時也呈現了：只修習慈悲喜捨，只能帶來現世利

益或命終生天。 

 

第三節 結論 

一、 研究結論 

正如在緒論中所提出：在初期佛教經典中，慈悲喜捨能否導至究竟解脫？或

須配合其他修習法或條件才能趣至解脫？「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

解脫」二類經典的教導是否有衝突？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此二類經典各有

特色。最明顯的是：「不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共同性較高，很多經皆以本生

故事的方式指出慈悲喜捨不至究竟，不能得脫一切苦，其中只有極少數幾經明確

地指出什麼法可至究竟。這種情況在《中阿含》特別明顯，六部這類經典中，只

有一經說「八正道」能至究竟。但巴利經典三部這類經典，都明確地分別指出八

正道或「戒、定、慧、解脫」可至究竟。這顯示這類經典的重點在於強調修習慈

悲喜捨不至究竟，可能旨在回應外道或貶低慈悲喜捨。 

「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一類經典呈現透過多種不同的修習歷程，可導至究竟

解脫，經文個別性較高。當配合某些修習法或條件時，慈悲喜捨的確可以導至究

竟解脫。依目前所研究的經典，這些情況或條件包括：進修慧觀、與七覺支俱修、

類似發願的作念、建立因果業報的正見。從附錄 4-1 可以看到慈悲喜捨導至究竟解

脫的種種可能修習途徑。有些修習途徑須依序修習慈悲喜捨四者之後，了知「有

此」等四聖諦，然後從三漏解脫，了知「生已盡」等，成就阿羅漢。有些修習途

徑則修習慈、悲、喜、捨任何一種心解脫之後，慧觀無常等，或者與七覺支俱修，

皆可達到相同的成就。還有有些經典，如《中．193》、《中．76》、SN 41:7 等等，

並未提到其他修習法或條件，看似修習慈悲喜捨可直通究竟解脫，然而根據其對

應經與其他相關經典，可以推論這些經文只是略說，省略了慧觀、與七覺支俱修

或其他修習要項。 

所以，就目前已確定經義的這些經典的對照結果，初期佛教經典中，配合上

述所說的慧觀、七覺支、建立因果業報正見等其他修習法或條件，正確地修習，

修慈悲喜捨的確可導至究竟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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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與未來發展 

本研究嘗試儘可能收集、整理、歸納初期佛教經典中與慈悲喜捨有關的經典，

並進一步對比「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二類經典。事實上此

二類經典中，有許多經的內容相當豐富，甚至有些經義複雜或模糊，潛藏許多細

微的法義，須仔細推敲，才能更貼近經文的原義。筆者受限於時間與目前的能力，

本研究還有許多不圓滿處。例如：「得法眼淨」的議題。「與業有關」一節，《三

明經》等三經漢譯本在聞法當下得法眼淨，雖然透過種種分析，推測可能與聞法

當下建立因果業論的正見有關，這還須要更多的原典或現代學者研究成果來證

實。《中．20》在聞法當下應該未建因果業論的正見，為什麼得法眼淨呢？其次，

透過討論，了解慈悲喜捨可以影響惡業的異熟——減弱、延緩或不殘存。許多教

導慈悲喜捨的經典，都涉及業論與命終生何趣，似乎在回應其他宗派的業論，有

必要了解佛教的業論思想。如：《思經》科判 3.2.5.1 那段作念——過去所有惡業，

皆於今生受報—— 究竟是什麼作用？發願、慧觀或證知？真的是須陀洹或斯陀含

聖者的省察嗎？是否已成就須陀洹或更上聖者，修習慈悲喜捨，可於當生迅速成

就，二果必得其一？再者，《中．76》說修此定極善修者，二果必得其一，很難

抉擇此處的「此定」究竟指四念處或慈悲喜捨所成就的定。這些議題與本研究密

切相關，有機會的話，可以再深入。 

另外，還有以下幾個議題也值得探究。第一、慈悲喜捨與四禪到底有什麼關

係？很多經典經常四禪、慈悲喜捨、四無色定並列；少數幾部經又先修習四禪，

後修習慈悲喜捨；有些經慈悲喜捨又與四禪相對應，二者透過相同的修習內容，

可達到相同的成就。第二、「悅、喜、輕安、樂、定」得定的心理歷程經常出現

在修習慈悲喜捨的前行，偶爾在其後。就得定的心理歷程而言，「悅、喜、輕安、

樂、定」、慈悲喜捨、四禪、七覺支是否有共通性？第三、修習慈悲喜捨，如何

達到無我？印順（2000: 27）說：「如觀一切眾生而超越限量心，不起自他的分別，

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依《清淨道論》說法，不分別我、親愛者、中立者、

怨敵四者，修平等慈，這叫做破除界限，可得近行定，乃至安止定。那麼，不起

自他分別，究竟是成就平等慈，成就定？或與無我的空慧相應，成就慧？第四、

「不導至究竟解脫」與「可能導至究竟解脫」二類經典都經常提到種種心穢，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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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佛教經典是否談到斷了那些心穢，可分別成就四果呢？這些議題本文都沒有機

會探討，值得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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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阿含》中與慈悲喜捨相關經典之整理 
譯經號 經題 出處1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四部《阿含》以外的單行經或重譯經 
大 6 般泥洹經 T1.186b25 佛陀 阿難  佛陀前生

大快見王

慈悲喜護 B2完

整定型句 
四大梵

行 
生第七梵天 

大 7 大般涅槃

經 
T1.202a21 佛陀  阿難  佛陀前生

大善見王

NIL 四無量

心 
生梵天 

大 8 佛說大堅

固婆羅門

緣起經 

T1.211c05 佛陀 五髻乾闥

婆王子 
佛陀前生

大堅固婆

羅門 

悲 B 完整定型

句 
悲解脫 生梵天 

大 11 佛說尼拘

陀梵志經 
T1.222 佛陀 尼拘陀梵

志 
(苦行者) 慈完整定型句, NIL 未離種種煩惱隨

增. 
大 12 大集法門

經 
T1.228c08 舍利弗  諸比丘   慈,B 完整定型

句,悲,喜捨略 
慈無量, 
四無量, 
慈,悲,喜,
捨心解

脫 

與各禪定並列, 
對治 

大 13 長阿含十

報法經 
T1.235b03 賢者舍利 諸比丘   等意定心,慈~

心,喜心等定

意, 

  對治 

大 30 佛說薩鉢

多酥哩逾

奈野經 

T1.812c09 佛陀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善眼如來

  1.四無量

觀 
生梵世/欲界六天

/三大種姓 

大 51 佛說梵志

計水淨經 
T1.844a15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護 B 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內外洗

淨 
內外洗淨 

大 66 佛說魔嬈

亂經 
T1.865b17 大目乾連 波旬 比丘 慈,B 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護

簡短 

NIL 令弊魔波旬不得

其便,不 

大 67 弊魔試目

連經 
T1.867b26 大目乾連 波旬 比丘 慈悲喜護+B

完整定型句 
四等心 魔雖求便終不能

得。 

大 72 佛說三歸五

戒慈心厭離

功德經 

T1.878c24 佛陀 阿那邠邸

長者 
往昔梵志

毗羅摩 
NIL 慈 起一切世間不可

樂想福, 能令行

者滅生死苦, 終

成佛道, 故其福

最勝 
大 73 佛說須達

經 
 

T1.879c13 佛陀 須達居士 佛前生鞞

藍大富婆

羅門 

NIL 慈 如是為說法未至

竟盡, 未脫苦 

大 74 佛說長者

施報經 
T1.882a10 佛陀 給孤獨長

者 
佛前生彌

羅摩婆羅

門 

NIL 大慈心 給孤獨長者聞佛

說已, 無我見,人
見,眾生見,壽者

見,遠離惑想, 心

得清淨,悟寂滅忍

大 76 梵摩渝經 T1.885b08 佛陀   梵志摩渝 NIL 四等心 四等心, 六度, 
萬善積成佛身 

                                                 
1 此附錄所標示的出處指各經慈悲喜捨第一次出現的地方。 

2 「B」完整定型句：表該定型句不同於一般常見的慈悲喜捨定型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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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大 92 佛說十支

居士八城

人經 

T1.916b25 阿難  十支居士

八城人 
聖弟子 慈 B 完整定型

句  悲喜略, 
護簡短 

NIL 漏盡或阿那含 

大 118 佛說央掘

魔羅經 
T2.509a01 佛陀     慈四等 梵志法 並列. 

大 128b 須摩提女經 T2.842a12 佛陀 須摩提女   慈悲喜護 七財 如來功德 

《長阿含》 
長 2 遊行經 T1.023c25 佛陀 阿難 往昔大善

見王 
慈 B 完整定型

句,悲,喜,捨略

NIL 第七梵天 

長 6 轉輪聖修

行經 
T1.042b11 佛陀 諸比丘   慈 B 完整定型

句,悲,喜,捨略

NIL 比丘財寶豐饒 

長 8 散陀那經 T1.048c06 佛陀 梵志尼

俱陀 
梵志(苦行

者) 
慈,捨 B 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NIL 1.樹節 

(還有更勝) 

長 9 眾集經 T1.050c24 舍利弗 諸比丘   慈悲喜捨 四梵堂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長 9 眾集經 T1.052a13 舍利弗 諸比丘   慈解脫, 

悲~,喜~,捨~ 
  對治煩惱 

長 10 十上經 T1.054b02 舍利弗 諸比丘   慈慈解脫, 
悲~,喜~,捨~ 

  對治煩惱 

長 23 究羅檀頭

經 
T1.100b10 佛陀 婆羅門

究羅檀頭

佛前生 
剎利王 

NIL 四無量心, 
四梵行 

生梵天 
 

長 26  三明經 T1.106c10 佛陀 二婆羅

門 
比丘/婆羅

門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梵道 二人聽法後開法

眼 
長 3 典尊經 T1.032b04 佛陀 般遮翼

子 
佛前生 
典尊大臣

b 修慈心 a 四無量 a 梵天下與相見 
b 生梵天/欲界六

天/三大種姓….非
究竟道…不能使

至安隱處 
《中阿含》 
中 8 七日經 T1.429.b19 佛陀 諸比丘 往昔外道

宗師善眼

NIL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梵天/欲界六天

中 15 思經 T1.438a08 佛陀 諸比丘 多聞聖弟

子,童男女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得阿那含果或復

上得..  
中 16 伽藍經 T1.439b02 佛陀 伽藍眾 多聞聖弟

子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得四安隱處 

1.命終生善處或

天上  
中 20 波羅牢經 T1.447b11 佛陀 伽彌尼 多聞聖弟

子 
慈.悲,喜,捨 都

完整定型句. 
NIL 得內心止　於現

法便斷欵惑而得 
昇進。 

中 27 梵志陀然

經 
T1.458b1 舍利弗 陀然梵志 多聞聖弟

子男女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四梵室, 
梵天法 

命終生梵天 

中 30 象迹喻經 T1.466 舍梨子  諸比丘 多聞聖弟

子 
慈完整定型句     

中 40 手長者經 T1.483a04 佛陀 手長者 手長者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定（七未曾有法之

一） 
(中 67) 大天奈林

經 
T1.514b02 佛陀 阿難 佛前生大

天及子孫

  梵行,  
(相繼法) 

只得生梵天   不

至究竟…未得脫

一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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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中 68 大善見王

經 
T1.518a04 佛陀 阿難 佛前生 

大善見王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四梵室 命終生(第七)梵

天  不至究竟…
未得脫一切苦 

中 76 郁伽支羅

經 
T1.544A27 佛陀 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1.遊四方必得安樂

2.增長善法不衰退

3.得二果之一 

中 79 有勝天經 T1.550a23 阿那律  財主 沙門梵志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無量心解

脫 
與大心解脫比較

中 86 說處經 T1.563b13 阿難  諸年少比

丘 
諸年少比

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四無量 心不煩熱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中 93 水淨梵志

經 
T1.575c10 佛陀 諸比丘&

梵志 
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洗浴內心 欲漏,有漏,無明漏

解脫 (洗浴內) 
中 104 優曇婆邏

經 
T1.594b17 佛陀 異學無恚 苦行者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得表皮(未得真

實)  

中 130 教曇彌經 T1.619c3 佛陀 曇彌比丘 往昔,七外

道,ie 善眼

NIL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欲界六天,/梵天

/晃昱天 
中 131 降魔經 T1.621b11 大目犍連 波旬魔王 沙門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惡魔不能得便 

中 152 鸚鵡經 T1.669c04 佛陀 鸚鵡摩納 梵志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 
吹螺喻 

梵道跡  生天或梵天 

中 158 頭那經 T1.680c24 佛陀 頭那梵志 梵志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中 160 阿蘭那經 T1.683c29 佛陀 諸比丘 佛前生梵

志阿蘭那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欲界六天,/梵天

/晃昱天…  不至

究竟…未得脫一

切苦 
中 178 獵師經 T1.720a12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四者都是魔王魔

王眷屬所不至處

中 183 馬邑經 T1.726b22 佛陀 諸比丘 諸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三漏心解脫　

解脫知見 
中 185 牛角娑羅

林經 
T1.730b22 阿那律陀 佛陀 阿那律陀

等三人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心解脫慧解脫

　解脫知見 
中 193 牟陀夷經 T1.745b05 佛陀 牟犁破群

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五喻

(利鋸喻) 
1,2 同《中 76》 
3.得二果之一,  

中 217 八城經 T1.802b13 阿難  八城居士 多聞聖弟

子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漏盡或不還果 

中 219 阿那律陀

經 
T1.803b14 阿那律  諸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型

句,悲喜略. 
NIL 不極是不煩熱命

終  

《雜阿含》 

雜 567 質多羅相

應 
T2.149c22 佛陀 那伽達多 聖弟子 慈完整定型句 無量(心)

三昧 
無量三昧=無諍三

昧 
=不動心解脫 

雜 743 覺支相應 T2.197b24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完整定型句,
悲喜捨略. 

NIL 得淨解脫,空無邊,
識無邉,無所有處 

雜 744 覺支相應 T2.197bc18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 NIL 大果大福利 
雜 814   T2.209b07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捨 NIL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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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雜 815   T2.209c21 佛陀 諸比丘 諸長老比

丘 
慈,悲,喜.捨 NIL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2.對治 

雜 916   T2.232a24 佛陀 刀師氏聚落

主 
多聞聖弟

子 
慈,悲,喜.捨   修慈者如大地修慈

者如大地業如甲上

土。 
雜 964   T2.247b18 佛陀 婆蹉種出家 比丘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雜 1042   T2.273a19 佛陀 婆羅門長者 無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雜 1142   T2.302a24 佛陀 諸比丘 迦葉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別譯雜阿含》 

別雜 117   T2.416c28 佛陀 諸比丘 迦葉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別雜 118   T2.417c05 佛陀 諸比丘 迦葉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別雜 131   T2.425b18 佛陀 結集論者聚

落主 
  慈,悲,喜.捨   不墮惡趣(聚落主

聞法後, 得法眼

淨) 
別雜 198   T2.447a13 佛陀 犢子  犢子梵志 慈,悲,喜.捨   與四禪,四無色定

並列 
《增壹阿含》 

增含序 1 序品 T2.552a14 佛陀 阿難 摩訶提婆  慈,悲,喜,護 四等心 生梵天上 

增 2:10 2 十念品 T2.553c16       慈,悲,喜,護 四等心   

增 4:9 4 弟子品 T2.558b22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三昧/悲三

昧喜行德/守
護心 

  ~第一弟子(對治) 

增 5:4 5 比丘尼品 T2.559b10 佛陀 諸比丘 比丘尼 慈,悲,喜,護   ~第一弟子(對治) 
增 6:4 6 清信士品 T2.559a16 佛陀 諸比丘 清信士 慈,悲,喜,護   ~第一弟子(對治) 
增 7:3 7 清信女品 T2.560b15 佛陀 諸比丘 清信女 慈三昧悲喜護   ~第一弟子(對治) 

增 13:5 13 利養品 T2.574a7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護完

整定型句 
  生已盡等 

增 17:1 17 安般品 T2.581c18 佛陀 羅雲 羅雲 慈,悲,喜,護心   對治 
增 21:2 21 三寶品 T2.602b27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護完整定

型句, 悲,喜
略. 

平等為

福業 
三福業：施/平等

(五戒+慈悲喜護)/
思惟(七覺支) 

增 24:6 24 高幢品 T2.624b29 佛陀 諸比丘     四等心 (不墮惡趣?) 
增 24:8 24 高幢品 T2.629b29 阿那律 佛陀 阿那律陀

等三人 
慈,護完整定

型句, 悲,喜
略. 

上人之

法,(三昧) 
三昧 

增 26:9 26 四意斷

品 
T2.639b05 舍利弗 諸比丘     四等心 並列 

增 27:8 26 等趣四

諦品 
T2.646b05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恒起慈心, ~

悲, ~喜, ~護 
四等心 如來功德 

增 28:3 28 聲聞品 T2.650b22 佛陀 手阿羅婆長

者子 
    四等之

坐 
  

增 29:10 29 苦樂品 T2.658c20 佛陀 須摩提女 比丘 慈,悲,喜,護 四等心,  
四梵堂 

度欲界之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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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增 30:3 30 須陀品 T2.664b02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護 七財 如來功德 
增 31:2 31 增上品 T2.667c24 佛陀 諸比丘 如來 慈,悲,喜,護 四等心,  

四梵堂 
如來功德,比丘當

行,  
增 31:5 31 增上品 T2.669a23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園,悲園,喜

園,護園 
正法之

四園 
梵天/梵光音天/光
音天/無想天 

增 38:9 38 力品 T2.724b24 佛陀 諸比丘 長者女   四等心 思惟六情無主，得

四等心，身壞命終

生梵天上 
增 40:4 40 七日品 T2.739a27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行慈,悲,喜,護,   功德 
增 41:3 41 莫畏品 T2.745b10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完整定型,

悲,喜,護心略

觀七處

善 
於此現法中, 名為

上人 
增 43:5 43 馬血天

子問八政品 
T2.760a11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船筏譬喻 + 

慈.悲.喜.護 
    

增 43:5 43 馬血天

子問八政品 
T2.761a04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三昧, 

悲~,喜~,護~ 
  至涅槃 

增 44:7 44 九眾生

居品 
T2.767b03 佛陀 生病比丘     四等之

心 
形容如來 

增 48:3 48 不善品 T2.789b12 佛陀 阿難 彌勒菩薩   四等心 與種種善行並列 

增 50:4 50 禮三寶

品 
T2.808b15,c
11,809a21, 

佛陀 阿難 佛過去生

大天王 
慈悲喜護 四梵行 壽終得生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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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2：《尼柯耶》中與慈悲喜捨相關經典之整理 

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Dīgha-nikāya《長部》 

DN 8 迦葉師子

吼經 
D I 167 佛陀 裸形外道

迦葉 
裸形外道 NIL 慈  

DN 13 三明經 D I 251 佛陀 二婆羅門

青年 
婆羅門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 吹螺喻 

與諸梵共

伴之道; 
慈,悲,喜,
捨心解脫 

->與梵共伴 

DN 17 大善見王

經 
D II 186 佛陀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大善見王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四梵住 生梵天 
 

DN 19 大典尊經 D II 239 佛陀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大典尊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悲禪定 
與梵界共

伴之道 

自:現世見梵天 
教:梵天/欲界六天/
乾闥婆. .., 
非導厭離…涅槃. 

DN 25 優曇婆邏

師子吼經 
D III 50 佛陀 尼俱尼遊

行者 
苦行者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樹節 1.樹皮 
2 纖皮 
3.非最上樹皮 

DN 26 轉輪聖王

師子吼經 
D III 78 佛陀 諸比丘   慈完整定型

句,悲,喜捨略

比丘之財

寶 
比丘財寶豐饒 

DN 33  等誦經 D III 249 舍利弗

尊者 
諸比丘     四無量,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對治, 並列 

DN 34  十上經 D III 280 舍利弗

尊者 
諸比丘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對治 

Majjhim-nikāya《中部》 

MN 7 布喻經 M I 38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米喻 

NIL 生已盡 x4 

MN 21 鋸喻經 M I 127 佛陀 牟利破群

那尊者 
比丘 慈B完整定型

句 
NIL 常念鋸喻之教,永遠

得饒益幸福 
MN 40 馬邑小經 M I 283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 蓮池喻 

 內得寂止, 已行沙

門正道 

MN 43 有明大經 M I 297 舍利弗

尊者 
大拘稀羅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無量心解

脫 
以不動心解脫為最

勝 
MN 50 魔訶責經 M I 335 大目犍

連尊者 
波旬 (拘留孫佛

說)比丘 
慈,捨,B 完整

定型句,悲,喜
NIL   

MN 52 八城經 M II 351 阿難 八城居士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慈,悲,喜,
捨心解脫;
甘露門 

漏盡或阿那含 

MN 55 耆婆迦經 M I 369 佛陀 耆婆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mettāvihārī 對治 

MN 62 教誡羅睺

羅經 
M I 424 佛陀 羅睺羅 羅睺羅 慈悲喜捨(名) NIL 對治 

MN 83 大天奈林

經 
M II 78 佛陀 阿難 佛陀前生

大天王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四梵住 
相續法 

生梵天, ,非導厭

離…涅槃.（八正道）



 

148 

經號 經題 出處 誰說法 說法對象 修習對象 公式句型式 名稱 可達成就 
MN 97 陀然經 M II 195 舍利弗

尊者 
婆羅門陀

然 
陀然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與諸梵共

伴之道 
生梵天 
 

MN 99 須婆經 M II 207 佛陀 須婆童子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 吹螺喻 

與諸梵共

伴之道；

慈,悲,喜,
捨心解脫 

  

MN 118 入出息念

經 
M III 81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慈悲喜捨 修習法, 並列 

MN 127 阿那律經 M III 146 阿那律

尊者 
工匠般奢

康迦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無量心解

脫 
與大心解脫比較 

Saṃyutta -nikāya《相應部》 

SN 41:7 牛達多 S IV 296 質多羅

長者 
牛達多比

丘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無量心解

脫 
以不動心解脫為最

勝 

SN 42:8 螺貝 S IV 321 佛陀 聚落主 聖弟子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 吹螺喻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凡有量業,於彼不殘

存，不住立  

SN 42:13 波羅牢  佛陀 聚落主   NIL 得法定，斷彼疑法

SN 46:54 慈 S V 116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捨完

整定型句 
慈,悲,喜,
捨心解脫 

五種願想 或 淨解

脫/三無色定 
SN 46:62-65 慈,悲,喜,

捨 
S V 131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NIL 五種功德. 二果必

得其一 

Aṅguttara-nikāya《增支部》 

AN 1:6 彈指品 A I 10 (佛陀) 諸比丘       靜慮不致空 

AN 1:20 靜慮品€ A I 38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慈,悲,喜,
捨心解脫 

並列 

AN 3:63 大品 A I 183 佛陀 婆羅門 佛陀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梵經行 
梵住,梵坐 
梵高大牀 

梵住,  
另有天住,聖住二者 

AN 3:65 大品 A I 192 佛陀 伽藍眾 聖弟子 捨完整定型

句,慈,悲,喜略

  於現法得四慰安: 
1 命終生善趣 

AN 3:66 大品 A I 196 難陀迦

尊者 
沙羅(居
士) 

聖弟子 捨完整定型

句,慈,悲,喜略

  生已盡 x4 

AN 3:70 大品 A I 208 佛陀 毗舍佉   NIL NIL   
AN 3:89 大品 A I 236G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無量三摩提   
AN 3:93 掬塩品 A I 243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喜心解脫, 

梵住 
心得定 

AN 3:99 掬塩品 A I 249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住無量者  

AN 4:125 怖畏品 A I 129 (佛陀) 諸比丘 補特伽羅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NIL 慈-梵眾天, 
悲-極光淨天, 
喜-遍淨天, 
捨-廣果天, 

AN 4:126 怖畏品 A I 129 (佛陀) 諸比丘 補特伽羅 慈,悲,喜,捨簡

短(查 pali) 
NIL (不共凡夫)命終生淨

居天 
AN 4:190 戰士品 A II 184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捨完整定型

句,慈,悲,喜略

NIL 梵住, 另有天住,不動

住,聖住 
AN 5:161 嫌恨品 A III 185 (佛陀) 諸比丘   慈,悲,捨 NIL 對治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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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5:192 婆羅門品 A III 225 佛陀 頭那婆羅

門 
婆羅門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四梵住 善趣/梵世 (五種婆羅

門中的梵天) 
AN 6:13 可念品 A III 291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NIL 慈,悲,喜,

捨心解脫 
對治（瞋,害,不樂,貪）

AN 6:54 曇彌品 A III 371 佛陀 曇彌婆羅

門 
往昔外道

善眼七師

NIL 梵世法 信者生善趣,不信者

生惡趣  
AN 7:62 大品 A IV 104 佛陀 諸比丘 往昔外道

師善眼 
NIL 與梵共伴

法 
梵天/欲界六天/三大

種姓…不得由苦解脫

AN 7:69 大品 A IV 136 (佛陀) 諸比丘 往昔外道

善眼七師

NIL 與梵世共

伴法 
心寂靜者生善趣, 心

不寂靜者生惡趣 
AN 8:63 地震品 A IV 300 佛陀 比丘 比丘 NIL 慈,悲,喜,

捨心解脫 
聞法後,精進修行, 證

生已盡 x4 

AN 9:1 等覺品 A IV 351 佛陀 諸比丘   NIL NIL 修習慈悲而斷瞋恚 

AN 9:20 師子吼品 A IV 395 佛陀 比丘 婆羅門 慈 NIL  修慈<修無常想 

AN 10:208 業所生身 A V 299 (佛陀) 諸比丘 聖弟子 慈捨完整定型

句, 悲,喜略 
慈,悲,喜,
捨心解脫 

阿那含 

AN 11:16 懷念品 A V 342 (佛陀) 諸比丘 諸比丘 NIL 慈心解脫 11 功德 

AN 11:17 懷念品 A V 344 阿難 八城居士 比丘 慈,捨完整定

型句,悲,喜略

慈,悲,喜,
捨心解脫;
甘露門 

漏盡或阿那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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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1：英、日辭典對慈、悲、喜、捨的語義整理 

PED 540 love, amity, sympathy, friendliness, active interest in 
others 
中譯：愛，友好，同情，友情，對他人的主動關懷 

MW 834b friendship, friendliness, benevolence, good will 
中譯：友誼，友情，仁慈，善意 

梵和 1065 友人に属するまたは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た；友情のあ

る、好意のある、親切な；mitra に属するまたはに関

する 
中譯：屬於朋友，有情、好意、親切；屬於朋友或與

朋友有關 

p. mettā 
sk. maitrī 
或 maitra 

中村元 真實的友情、純粹親愛之念 （1997:13） 
PED 197 pity, compassion 

中譯：憐憫，悲 
DOP 645 pity, compassion, sympathy (for other’s sorrows) 

中譯：憐憫，悲，同情（別人的悲痛） 
MW 255c pity, compassion; the sentiment of compassion 

中譯：憐憫，悲；悲心 
梵和 319 哀憐、同情 

p./sk. 
karuṇā 

中村元 「哀憐」、「同情」、「溫柔」、「有情」（1997:14） 
PED 537 soft-heartedness, kindliness, sympathy 

中譯：有柔軟心，仁慈，同情或同理 
MW 822b joy, gladness, complacence; sympathy in joy 

中譯：欣喜、喜悅、自我滿意；隨喜 

p./sk. 
muditā 
 

梵和 1050 歡喜 
PED 150 "looking on", hedonic neutrality or indifference, zero 

point between joy & sorrow; disinterestedness, neutral 
feeling, equanimity 
中譯：（仔細地）看，快樂的中立或無分別，在喜與憂

之間沒差別，中性的感受，平靜 
DOP 488 disinterestedness, unaffectedness; lack of involvement or 

reaction  
中譯：沒興趣，不受影響；不涉入或反應 

CPD 506 looking on (in an uninterested way), disregard, 
equanimity, indifference 
中譯：（不帶有興趣地）看，不關心，平靜，無分別 

MW 215c overlooking, disregard, negligence, indifference, 
contempt, abandonment; 
中譯：俯視或忽視，不關心，疏忽，無分別，輕視，

捨斷。 

p. upekkhā  
sk. upekṣā 

梵和 279 看過，無頓著，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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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2：《阿含》中慈悲喜捨的修習經文之整理 

經號  第一方 空間 想、心（情緒） 範圍 滿遍 
巴利 心與慈俱 遍滿一方 第二三四方，上

下、橫遍、一切處

無怨、無瞋害 極廣、甚大、無

量 
 

遍滿一切

世間而住 

大 6 坐念慈心   都忘怨恨，無所

嫉惡 
進思大道，無量

德行 
普慈世

間，而自約

省己 
大 8 遍運悲心 先於東方 南西北方，四維上

下 
無冤、無惱 其心廣大，具足

所行，平等無

二，亦無限量 

 

大 12 
 

發起慈心 先於東方

行慈 
南西北方，四維上

下，而彼慈心於一

切處、一切世界、

一切種類 

 廣大、無量而無

邊際，亦無分限  
 

大 51 意與慈俱 滿一方， 
正受住 

如是二三四，上

下，一切諸方 
無二、無恚 極廣、極大、無

極分別 
滿諸方已

正受住 
大 66 慈俱 滿一方已

正受住 
如是二三四，上

下、一切諸方 
無怨、無二、無

恚 
極廣、極大、無

量、極分別 
滿一切諸

方已正受

住 
大 67 行四等—

慈、悲、

喜、護 

 等于十方 不懷怨結，無瞋

恨心 
廣大難限，普安

無邊 
 

中阿

含 
心與慈俱 遍滿一切

世間成就

遊 

如是二三四方，四

維上下，普周一切

無結、無怨、無

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

量、善修 
遍滿一切

世間成就

遊 
雜

567 
心與慈俱 普緣一方

充滿 
如是二方、三方、

四方、上下、一切

世間 

無怨、無憎、無

恚 
寬弘重心，無

量、修習 
充滿諸

方，一切世

間普緣住 
雜

916 
心與慈俱 滿於一方

正受住 
二方、三方、乃至

四方，四維上下，

一切世間 

無怨、無嫉、無

有瞋恚 
廣大、無量、善

修習 
充滿諸

方，具足正

受住 
雜

743 
心與慈俱  四方、四維、上

下，一切世間 
無怨、無嫉，亦

無瞋恚 
廣大、無量、善

修習 
充滿 

別雜

131 
與慈俱 於彼東方

一切眾生 
南西北方，四維上

下 
都無怨嫌  於一切世

界普生慈

心，作是意

解 
別雜

117 
入慈心 於其東方 南西北方，四維上

下 
無嫌怨心、無惱

心 
遍廣心、善修、

無量 
 

長 2 修習慈心 遍滿一方 餘方亦爾 除眾結恨，心無

嫉惡，靜默慈

柔，以自娛樂 

周遍廣普，無

二、無量 
 

長 8 以慈心 遍滿一方 餘方亦爾 無有結恨 廣大、無二、無

量 
遍滿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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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3： 與「梵」相關的慈悲喜捨巴漢稱謂表 

 巴利 巴利日譯（片山） 巴利英譯 《大正藏》漢譯 
1 cattāro brahmavihāra 

(D II 196, M II 76, A III 
225) 
四梵住 

四の梵住 four divine 
abidings (Walshe) 

四梵室（中 68） 
四梵堂（長 9） 
四[大]梵行(大 6, 
長 23) 

2 brahmasahavyatāya (D I 
236 與梵共伴 梵天と共住する

ための道 
path to union with 
Brahmā (Walshe) 

union with 
Brahman (Norman)

梵天道（長 26） 

3 brahmānaṃ sahavyatāya 
magga (D I 248, M II 
194, 206) 
與諸梵共伴道 

梵天と共住する

ための道 

 

the way to union 
with Brahmā 
(Walshe) 
the path to the 
company of 
Brahmā (Bodhi) 

梵[天]道（長 26） 
 
四梵室（中 27） 

 

4 brahmānaṃ (或
brahmuno) sahabyūpaga 
(複數 D I 245, 單數 D I 
248, 252)至與諸梵共伴 

梵天との共住に

到る 
to union with 
Brahmā (Walshe) 

生梵天[上]  
（長 26） 

5 brahmalokasahabyatāya 
dhammaṃ 
(A III 371, IV 104, 135) 
與梵界共伴法 

NIL NIL 梵世法 
（中 8, 130, 160）  

6 brahmalokasahabyatāya 
maggaṃ (D II 250) 
與梵界共伴道 

梵天界と共住す

るための道 
 

way to union with 
Brahmā-world 
(Walshe)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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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第三章、修習慈悲喜捨不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整理 
 譯經號 經題 說法

者 
說法對

象 
修習對象 定型修習經文 名稱 可達成就 修習歷程或要項

大 6 般泥洹經 
T1.186b25 

佛陀 阿難  佛陀前生

大快見王

慈、悲、喜、護

 
四大梵行 生第七梵天 初禪、捨離貪

欲、慈悲喜捨 
大 7 大般涅槃經

T1.202a21 
〃 〃 佛陀前生

大善見王

NIL 四無量心 生梵天 四禪、四無量

心、念無常 
長 2 遊行經 

T1.023c25 
〃 〃 往昔大善

見王 
慈—悲—喜—
捨 

NIL 第七梵天 四禪、慈悲喜

捨、念無常 
中 68 大善見王經 

T1.518a04 
〃 〃 佛前生 

大善見王

慈、悲、喜、捨

(四者皆先作觀

諸心穢最後邊)

四梵室 命終生(第七)梵
天 
不至究竟…… 

一禪、念死、捨

念欲、觀心穢最

後邊-、慈悲喜捨

大

善

見

王

經 

DN 17 大善見王經

D II 186 
〃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大善見王

慈—悲—喜—
捨 

四梵住 生梵天 
 

四禪、慈悲喜

捨、念無常 
中 67 大天奈林經

T1.514b02 
佛陀 阿難 佛陀前生

大天 
NIL  梵行,  

(相繼法) 
只得生梵天 
不至究竟…… 

以十善教民、出

家、修梵行 
增 50:4 50 禮三寶品

T2.808b15 
〃 〃 佛陀前生

大天王 
NIL 四梵行 壽終得生梵天 出家、慈悲喜護

大

天

奈

林

經 MN 83 大天奈林經

M II 78 
〃 〃 佛陀前生

大天王 
慈—悲—喜—
捨 

四梵住 
相續法 

生梵界   
非導厭離…… 

出家、慈悲喜捨

大 8 
T1.211c0
5 

佛說大堅固

婆羅門緣起

經 

佛陀 五髻乾

闥婆王

子 

佛陀前生

大堅固婆

羅門 

悲 
 

悲解脫（夏四

月) 
 

生梵天 
（聞法者得法

眼淨） 

梵天教： 
修無我(出家)、
心住一境、悲解

脫、離諸欲染、

煩惱除 
長 3 典尊經 

T1.032b04 
〃 般遮翼

子 
佛陀前生

典尊大臣

NIL 1.四無量（夏四

月) 
2.慈心 

1.梵天下與相

見，2.生梵天、

欲界六天、三

大種姓 
非究竟道…… 

梵天教： 
捨我人想、獨

處、修慈心、除

欲、無臭穢 

大

典

尊

經 

DN 19 大典尊經 
D II 239 

〃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大典尊 
1.悲 
2.慈—悲—
喜—捨 

1.悲勝解 
2.與梵界共伴

之道 

自己現世見梵

天，弟子命終

生梵天、欲界

六天、乾闥婆 
非導厭離…… 

梵天教： 
斷我所執、一

境、悲勝解、離

臭穢、離淫欲 
 

中 130 教曇彌經 
T1.619c3 

佛陀 曇彌比

丘 
往昔外道

善眼七師

NIL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欲界六天、

梵天、晃昱天 
四梵室、捨離于

欲 
AN 6:54 曇彌品 

A III 371 
〃 曇彌婆

羅門 
往昔外道

善眼七師

NIL 與梵界共伴法

悲解脫 
信者生善趣，

不信者生惡趣 
不害、離臭穢、

悲解脫、超越欲

結、離欲貪 

往

昔

外

道

七

師 AN 7:69 大品 
A IV 136 

(佛
陀) 

諸比丘 往昔外道

善眼七師

NIL 與梵界共伴法 心寂靜者生善

趣  
與梵界共伴法、

心寂靜 
大 30 
T1.812c0
9 

佛說薩鉢多

酥哩逾奈野

經 

佛陀 諸比丘 佛陀前生

善眼如來

NIL 四無量觀 生梵世、欲界

六天、三大種

姓 

戒法圓滿、四無

量觀、斷下欲染

中 8 七日經 
T1.429.b19 

〃 〃 往昔外道

宗師善眼

NIL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梵天、欲界

六天 
修四梵室、捨離

于欲 

善

眼

大

師 

AN 7:62 大品 
A IV 104 

〃 〃 往昔外道

師善眼 
NIL 與梵界共伴法 生梵天、欲界

六天、三大種姓 
不得由苦解脫 

完全了知教法、

與梵界共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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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經號 經題 說法

者 
說法對

象 
修習對象 定型修習經文 名稱 可達成就 修習歷程或要項

阿

蘭

那 

中 160 阿蘭那經 
T1.683c29 

佛陀 諸比丘 佛陀前生

梵志阿蘭

那 

慈—悲—喜—
捨 

梵世法 
四梵室 

生欲界六天、

梵天、晃昱天 
不至究竟…… 

斷五蓋、慈悲喜

捨、捨離于欲 

中 16 伽藍經 
T1.439b02 

佛陀 伽藍眾 多聞聖弟

子 
慈—悲—喜—
捨 

NIL 得四安隱處 
1.命終生善處

或天上  

身口意淨業、離

恚離瞋~正念正

智、無有愚痴、

慈悲喜捨 

伽

藍

經 

AN 3:65 大品 
A I 192 

〃 〃 聖弟子 慈—悲—喜—
捨 

NIL 於現法得四安

隱： 
1 命終生善趣 

離貪、離瞋、不

愚痴，正知正

念、慈悲喜捨 
中 27 梵志陀然經 

T1.458b1 
舍利

弗 
陀然梵

志 
多聞聖弟

子,族姓男

女 

慈—悲—喜—
捨 

四梵室、 
梵天法 

命終生梵天中 修四梵住，斷欲

捨欲念 
梵

志

陀

然 MN 97 陀然經 
M II 195 

〃 〃 陀然 慈—悲—喜—
捨 

與諸梵共伴之

道 
生梵天 
 

比較梵天勝欲

界天、慈悲喜捨

中 152 鸚鵡經 
T1.669c04 

佛陀 鸚鵡摩

納 
梵志 慈—悲—喜—

捨 + 吹螺喻 
梵道跡 生天、梵天 捨五欲、五蓋、

慈悲喜捨 
 

鸚

鵡

經
MN 99 須婆經 

M II 207 
〃 須婆童

子 
比丘 慈、悲、喜、捨

(四者皆是， 
各+吹螺喻)  

與諸梵共伴之

道 
  捨五欲、五蓋、

慈悲喜捨 

AN4:125 怖畏品 
A I 129 

(佛
陀) 

諸比丘 補特伽羅 慈、悲、喜、捨

(四者皆是) 
NIL 慈：生梵眾天 

悲：極光淨天 
喜：生遍淨天, 
捨：生廣果天, 

慈悲喜捨、嗜彼

希彼滿足而不

退下 

其

他 

增 21:2 21 三寶品 
T2.602b19 

佛陀 諸比丘 人 慈—悲—喜—
護 

平等福業 
(含五戒) 

生天必不疑 
 

布施、五戒、慈

悲喜護、七覺支

大 11 
T1.222 

佛說尼拘陀

梵志經 
佛陀 尼拘陀

梵志 
(苦行者) 慈 NIL 未離種種煩惱

隨增. 
四戒、慈 

長 8 散陀那經 
T1.048c06 

〃 梵志尼

俱陀 
梵志(苦
行者) 

慈—悲—喜—
捨 

NIL 1.樹節 
(還有更勝) 

四戒、慈悲喜

捨、宿命通、天

眼通 
中 104 優曇婆邏經 

T1.594b17 
〃 異學無

恚 
苦行者 慈—悲—喜—

捨 
NIL 得表皮(未得

真實)  
四戒、慈悲喜捨

破

斥

苦

行

者

的

修

習 DN 25 優曇婆邏師

子吼經 
D III 50 

〃 尼俱尼

遊行者 
苦行者 慈—悲—喜—

捨 
樹節 1.樹皮 

2 纖皮 
3.非最上樹皮 

無穢淨苦行、四

戒、慈悲喜捨、

宿命通、天眼通

長 6 轉輪聖修行

經 T1.042b11 
佛陀 諸比丘   慈—悲—喜—

捨 
NIL  NIL 

DN 26 轉輪聖王師

子吼經 
D III 78 

佛陀 諸比丘   慈—悲—喜—
捨 

比丘之財寶 比丘財寶豐饒 NIL 

中 178 獵師經 
T1.720a12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
捨 

  四者皆魔王魔

王眷屬所不至

處 

NIL 

中 219 阿那律陀經 
T1.803b14 

阿那

律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

捨. 
NIL 不極是不煩熱

命終 
NIL 

AN 3:63 大品 
A I 183 

佛陀 婆羅門 佛陀 慈—悲—喜—
捨 

梵經行、梵住梵

坐,梵高大牀 
梵住 (另有天

住、聖住） 
NIL 

四

禪

、 
慈

悲

喜

捨

、

四

無

色

、

慧

觀 
AN4:190 戰士品 

A II 184 
佛陀 諸比丘 比丘 慈—悲—喜—

捨 
NIL 梵住(另天住.

不動住,聖住)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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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經號 經題 說法

者 
說法對

象 
修習對象 定型修習經文 名稱 可達成就 

(修更勝善法) 
修習歷程或要項

大 72 佛說三歸五

戒慈心厭離

功德經

T1.878c24 

佛陀 阿那邠

邸長者 
往昔梵志

毗羅摩 
NIL 慈 (起一切世間

不可樂想福，

能令行者滅生

死苦，成佛道) 

NIL 

大 73 佛說須達經 
T1.879c13 

〃 須達居

士 
佛前生鞞

藍大富婆

羅門 

NIL 慈 未至竟盡…… 
(應思惟無常、 
苦、空、無我) 

NIL 

大 74 佛說長者施

報經 
T1.882a10 

〃 給孤獨

長者 
佛前生彌

羅摩婆羅

門 

NIL 大慈心 聞已，遠離惑

想，心得清淨

悟寂滅忍 

行大慈心，離諸

分別，心無相 

中 155 須達哆經 
T1.677c27 
 

〃 須達哆

居士及

諸比丘 

佛前生梵

志長老隨

藍 

NIL 行慈 爾時說法不至

究竟……  
NIL 

增 27:3 27 等趣四諦

品 T2.644c 
〃 阿邠邸

長者 
佛前生梵

志毗羅摩

NIL 慈湣 （起於世間不

可樂想） 
NIL 

AN 9:20 師子吼品 
A IV 395 
 

〃 給孤獨

長者 
佛陀往昔

毗羅摩婆

羅門 

NIL 慈 （無常想） NIL 

「

布

施

、

三

歸

依

、

五

戒

、

行

慈

、

修

觀

」 
的

功

德

勝

劣 

長 23 究羅檀頭經

T1.100b10 
〃 婆羅門

究羅檀

頭 

佛前生剎

利王水澆

頭種 

NIL 慈 
四梵行 
四無量心 

生梵天 三祭祀、16 祀

具、出家、四無

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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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1：「第四章、修習慈悲喜捨可能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修習歷程之整理 

 經號 前行 全體或四者皆可3 下一階段 修習成就 
中 193 牟陀夷

經 T1.745b05 
心行如地、恒伽水、

虛空、猫皮囊 
(向割解者)  
慈—悲—喜—捨 

NIL 二果必得其一 

MN 21 鋸喻經

M I 127 
心等同地、恒伽水、

虛空、猫皮囊 
(向割解者) 
慈 

NIL 帶來長久的利益、安

樂 

數
數
念
利
鋸
刀

喻
沙
門
教 

增 43:5 
T2.760a11 

依慢滅慢 (被賊擒)1 護心，

2 慈心，如極柔皮

配合空等三三昧、

智慧、福業 
得甘露、無為之處 

中 76 郁伽支

羅經

T1.544A27 

身、受、心、法念處（四

者皆成就七種定） 
慈—悲—喜—捨 NIL 二果得其一 

(不確定由于四念住

或慈—悲—喜—捨）

與
四
念
處
有
關 

AN 8:63 
地震品 
A IV 300 

NIL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成就

七種定） 

身、受、心、法念處

（四者皆成就七種

定） 

安樂地行、住、坐、

臥于一切處 

中 185 牛角娑

羅林經 
T1.730b22 

四禪 慈—悲—喜—捨 四無色定、六神通 心解脫慧解脫，如實

知「生已盡」等 
位
於
四
禪
與
四
無

色
之
間 

MN 31 初禪 第二禪 第

三禪 第四禪 
NIL 空無邊處 識無

邊處 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 滅受

想定 

諸漏盡 

MN 52 八城經

M II 351 
NIL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省察：此心解脫是

造作、思所作……
是無常、滅法 

盡諸漏或不還果 

中 217,大 92 
T1.802b13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觀法如法 盡諸漏或不還果 

AN 4:126 
怖畏品 
A I 129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觀彼處色[藴等]諸
法為無常、苦、病、

腫物、箭、痛、疾、

他界、壞滅、空、

無我 

生淨居天 

中 93 
水淨梵志經 
T1.575c10 

斷 21 心穢 慈—悲—喜—捨   洗浴內 

大 51 佛說梵

志計水淨經 
T1.844a15 

斷 21 心穢 慈—悲—喜—捨   洗浴內 

進
修
慧
觀 

增 13:5 
利養品 
T2.574a7 

1.斷 21 心穢 
2.無瞋、無恚、無愚

惑 

慈—悲—喜—捨

(得歡喜已，心意

便正) 

1.于佛法僧成就信 
2.宿命智、死生智 
3.漏盡智，觀：「苦、

苦習、苦盡、苦要」 
4.從欲漏等心解脫 
5.知解脫：「生已盡」

等 
 
 

盡諸漏 
(內極沐浴) 

                                                 
3 「慈—悲—喜—捨」表四者的修習經文緊連，中間未插入其他經文。在「捨」之後，才接下一階段的經文。    

「慈、悲、喜、捨」表四者的修習經文各自接下一階段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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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7 
布喻經 
M I 38 

1. 斷 16 心穢 
（注釋書：不還果?）

2. 佛、法、僧不壞淨 
3. 觀 2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1.知：「有此，有劣，

有勝，有超越此想

的出離」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 

盡諸漏 
(內已沐浴) 

中 183 
馬邑經第二 
T1.726b22 

1. 息諸心穢 
2.成就戒，身口意淨

3.斷五蓋, 正念正

知，無有愚痴 

慈—悲—喜—捨 1.「有有，有麤，有

妙，有想來上出

要」知如真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

等 4.蓮池喻 

內止者=沙門=梵志

=淨浴 

MN 40 
馬邑小經 
M I 283 

1. 斷諸心穢 
2. 觀 1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NIL  
蓮池喻 

內在寂止=實踐沙

門正道 
盡諸漏=沙門 

進
修
慧
觀 

AN 3:66 
A I 196 

1.知有貪、有瞋、有

癡者自作幷教他作

殺、盜、淫、妄，

帶來長久不利益 
2.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具念 

慈—悲—喜—捨 1.知：「有此，有劣，

有勝，有超越此想

的出離。」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

等  

盡諸漏 

雜 743 覺支相

應 T2.197b24 
斷五蓋，住四念處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與七覺支俱修 成就五種願想或達

到：淨、空入處、識

入、無所有入處 
雜 744 
T2.197bc18 

NIL 慈 與七覺支俱修 大果、大福利 

SN 46:54 
S V 116 

斷五蓋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與七覺支俱修 成就五種願想或達

到：淨、空入處、識

入處、無所有入處 

與
七
覺
支
俱
修 

SN 46:62-65 
S V 131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與七覺支俱修 二果必得其一 

雜 567 
T2.149c22 

NIL 慈 = 無量心三

昧 
NIL 無諍者 (無量、無

相、無所有、空心三

昧一義異名) 

以
不
動
心
解
脫
為

最
勝 

SN 41:7 
質多羅相應 
S IV 296 

NIL 慈—悲—喜—捨 
=無量心解脫 

NIL 不動心解脫(無量、

無相、無所有、空心

三昧一義異名) 
中 15 
思經 
T1.438a08 

1. 捨三不善行，修三

善行，具足戒德 
2. 離恚離諍，除去睡

眠，無調貢高，斷

疑度慢，正念正

智，無有愚痴 

慈、悲、喜、捨心

解脫 
(四者皆可) 

應作是念：「我本放

逸，作不善業，一

切今可受報，終不

後世。」 

1.不善業不能將

去，不能染汙，不復

相隨  
2.（應作是念後）必

得阿那含或復上得

AN 10:208 
思經（業所生

身品） 
A V 299 

1. 斷諸心穢 
2. 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具念 

慈、悲、喜、捨心

解脫 
(四者皆可) 

知：「凡我過去由

此業所生身所作惡

業，全部皆於今生

受報，將不再跟

隨。」 

1.諸有量業不能將

去，不能令住 
2.（了知後）阿那含

 

與
業
有
關 

雜 916 
螺貝經

T2.232a24 

1. 以正見思惟 
2. 隨時晝夜觀察所

起心 
3. 若不犯，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具

足正受住 
(四者皆可) 
 

NIL 諸有量業不能將

去，不能令住。 
(聞者得法眼淨) 

 經號 前行 整體或四者皆可 下一階段 修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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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雜 131 
螺貝經 
T2.425b18 

1. 以正見思惟 
2. 隨時晝夜觀察所

起心 
3. 若不犯，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作

是意解 
(四者皆可) 
 

NIL 如是少業不能牽人

令墮惡道，亦不能

住，亦不可計。 
(聞者得法眼淨) 

SN 42:8 
螺貝經 
S IV 321 

1.以正見思惟 
2.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具念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NIL 凡有量業皆於彼不

殘存，於彼不住立 

中 20 
波羅牢經 
T1.447b11 

 

1 .斷十惡業道，行十

善業道 
2. 作念幷自見 1. 
3. 生起悅—喜—輕

安—樂—定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作念：對于某沙門

梵志的業論，不是

不非，因而不犯世

怖與不怖，不與衆

生共諍，無濁、歡

悅 

得內心止，得法定，

於現世斷疑惑 
(聞者得法眼淨) 

SN 42:13 
波羅牢經 
 

1 斷十惡業道，行十

善業道 
2. 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正念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1.省察：對于某沙門

梵志的業論，不惱

害衆生，護身口

意，命終生善趣 
2. 生起悅—喜—輕

安—樂—定 

得法定，斷彼疑法 

長 26 
三明經 
T1.106c10 

1. 如來出世 
2. （中略）初禪~第

四禪 

慈—悲—喜—捨 
（=梵道） 

NIL 行慈比丘生梵天上 
(聞者得法眼淨) 

與
業
有
關 

DN 13 
三明經 
D I 251 

1. 如來出世 
2. 乃至斷五蓋 
3.見 2 生起悅—喜—
輕安—樂—定 
（4.初禪？)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與諸梵共伴道) 
 
 

NIL 凡有量業皆於彼不

殘存，於彼不住立 
 

 

 經號 前行 全體或四者皆可 下一階段 修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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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2：「修習慈悲喜捨導至究竟解脫的經典」補充後修習歷程之整理 

 經號 前行 全體或四者皆可4 下一階段或其他條件 修習成就 
中 193 
牟陀夷經

T1.745b05 

心行如地、恒伽水、

虛空、猫皮囊 
(向割解者)  
慈—悲—喜—捨

1.智慧、空等三三昩、

福業;或 2.住善相應

捨：「是妙息寂，謂捨

一切有、離愛、無欲、

滅盡無餘」5 

二果必得其一 

MN 21 鋸喻經

M I 127 
心等同地、恒伽水、

虛空、猫皮囊 
(向割解者) 
慈 

NIL 帶來長久的利益、安

樂 

數
數
念
利
鋸
刀
喻
沙
門
教 增 43:5 

T2.760a11 
NIL (被賊擒)1 護心，

2 慈心，如極柔

皮 

依慢滅慢（慈悲喜

捨、空等三三昧、智

慧、福業） 

得甘露、無為之處 

中 76 
郁伽支羅經

T1.544A27 

身、受、心、法念處

（四者皆成就七種

定） 

慈—悲—喜—捨 智慧（?） 二果得其一 
(不確定由于四念住

或慈—悲—喜—捨）

與
四
念
處
有
關 

AN 8:63 
地震品 
A IV 300 

NIL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成

就七種定） 

身、受、心、法念處（四

者皆成就七種定） 
安樂地行、住、坐、

臥于一切處 

位
於

四
禪

中 185  
牛角娑羅林經 
T1.730b22 

四禪 慈—悲—喜—捨 四無色定、六神通 心解脫慧解脫，如實

知「生已盡」等 

MN 52 
八城經 
M II 351 

NIL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省察：此心解脫是造

作、思所作……是無

常、滅法 

盡諸漏或不還果 

中 217,大 92 
T1.802b13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觀法如法 盡諸漏或不還果 

AN 4:126 
怖畏品 
A I 129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觀彼處色[藴等]諸法為

無常、苦、病、腫物、

箭、痛、疾…空、無我 

生淨居天 

增 13:5 
利養品 
T2.574a7 

1.斷 21 心穢 
2.無瞋、無恚、無愚

惑 

慈—悲—喜—捨

(得歡喜已，心意

便正) 

1.于佛法僧成就信 
2.宿命智、死生智 
3.漏盡智，觀：「苦、

苦習、苦盡、苦要」 
4.從欲漏等心解脫 
5.知解脫：「生已盡」等 

盡諸漏 
(內極沐浴) 

1. 斷 16 心穢 
2. 佛、法、僧不壞淨 
(須陀洹) 

進
修
慧
觀 

MN 7 
布喻經 
M I 38 

3. 觀 2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1.知：「有此，有劣，

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

離」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等 

盡諸漏 
(內已沐浴) 

                                                 
4 「慈—悲—喜—捨」表四者的修習經文緊連，中間未插入其他經文。在「捨」之後，才接下一階段的經文。    

「慈、悲、喜、捨」表四者的修習經文各自接下一階段的經文。 
5 凡「標楷體」皆為本文所補充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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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斷諸心穢—惡趣

因(須陀洹) 
中 183 
馬邑經第二 
T1.726b22 2.成就戒，身口意淨

3. 斷五蓋, 正念正

知，無有愚痴 

慈—悲—喜—捨

（內止者） 
1.「有有,有麤,有妙,有
想來上出要」知如真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等 
4.蓮池喻 

內止者=沙門=梵志=
淨浴 

1. 斷諸心穢—惡趣

因(須陀洹) 
MN 40 
馬邑小經 
M I 283 2.觀 1 而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內在寂止） 
1.知：「有此，有劣，

有勝，有超越此想的

出離」 
2.蓮池喻 

內在寂止=實踐沙門

正道 
盡諸漏=沙門 

AN 3:66 
A I 196 

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具念 
慈—悲—喜—捨 1.知：「有此，有劣，

有勝，有超越此想的出

離。」 
2.從欲漏等心解脫 
3.知解脫：「生已盡」等 

盡諸漏 

雜 744 
T2.197bc18 

NIL 慈 與七覺支俱修 大果、大福利 

SN 46:54 
慈經 
S V 116 

斷五蓋 慈、悲、喜、捨心

解脫(四者皆可)
與七覺支俱修 成就五種願想或達

到：淨、空入處、識

入處、無所有入處 

進
修
慧
觀 

SN 46:62-65 
慈悲喜捨 
S V 131 

NIL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與七覺支俱修 二果必得其一 

雜 567 
T2.149c22 

NIL 慈 = 無量心三

昧 
NIL 無諍者 

 
以
不
動
心
解
脫

為
最
勝 

SN 41:7 
質多羅相應 
S IV 296 

NIL 慈—悲—喜—捨

=無量心解脫 
NIL 不動心解脫 

 

中 15 
思經 
T1.438a08 

1. 捨三不善行，修三

善行，具足戒德 
2. 離恚離諍，除去睡

眠，無調貢高，斷疑

度慢，正念正智，無

有愚痴 

慈、悲、喜、捨心

解脫 
(四者皆可) 

（初果或二果聖者） 
應作是念：「我本放

逸，作不善業，一切今

可受報，終不後世。」 

必得阿那含或復上

得 

AN 10:208 
思經（業所生

身品） 
A V 299 

1. 斷諸心穢 
2. 離貪、離瞋、不迷

痴，正知具念 

慈、悲、喜、捨心

解脫 
(四者皆可) 

（初果或二果聖者） 
知：「凡我過去由此業

所生身所作的惡業，全

部皆於今生受報，將不

再跟隨。」 

阿那含 
諸有量業不能將

去，不能令住 

雜 916 
螺貝經

T2.232a24 

1. 以正見思惟 
2. 隨時晝夜觀察所

起心 
3. 若不犯，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具足正受住 
(四者皆可) 
 

建立因果業報的正見 諸有量業不能將

去，不能令住。 
(聞者得法眼淨) 

與
業
有
關 

別雜 131 
螺貝經 
T2.425b18 

1. 以正見思惟 
2. 隨時晝夜觀察所

起心 
3. 若不犯，生起悅—
喜—輕安—樂—定 

慈、悲、喜、捨

作是意解 
(四者皆可) 
 

建立因果業報的正見 如是少業不能牽人

令墮惡道，亦不能

住，亦不可計。 
(聞者得法眼淨) 

 經號 前行 全體或四者皆可 下一階段或其他條件 修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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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 
波羅牢經 
T1.447b11 

 

1 .斷十惡業道，行十

善業道 
2. 作念幷自見 1. 
3. 生起悅—喜—輕

安—樂—定 

慈、悲、喜、捨

(四者皆可) 
1 作念：對某沙門梵志

的業論，不是不非，因

而不犯世怖與不怖， 
不與眾生共諍，無濁、

歡悅。 
2.知道斷疑惑的正確

方法（？） 

得內心止，得法定，

於現世斷疑惑 
(聞者得法眼淨) 

與
業
有
關 

長 26 
三明經 
T1.106c10 

1.如來出世 
2.（中略） 
3.初禪~第四禪 

慈—悲—喜—捨

 
 

建立如是業如是果的

正確業報觀念 
=梵道 
行慈比丘生梵天上 
(聞者得法眼淨) 

 

 經號 前行 全體或四者皆可 下一階段或其他條件 修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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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得法眼淨」相關經整理  

《阿含》 

經號 法要 經號 法要 增壹 T2 法要 

長 1 次第法、四聖諦 雜 302 緣起 664c23 次第法、四聖諦 
長 2  次第法、四聖諦 雜 347 緣起 665a16 四事供養 
長 14 戒定慧 (84000 天人) 雜 379 四聖諦 672c17 四流、四樂 
長 19 戒定慧、不放逸

(84000 天人) 
雜 396 四聖諦 678b28 次第法、四聖諦 

長 20 次第法、四聖諦 雜 564 依食斷食，依慢斷慢，依

愛斷愛 
684a02 次第法、四聖諦 

長 23 次第法、四聖諦 雜 592 次第法、四聖諦 693a02 次第法、四聖諦 
長 26 梵天五特質、 

慈悲喜捨  
雜 912 八聖道 694c05 次第法、四聖諦 

長 27 如來出世..漏盡 雜 913 苦由愛欲生 705c10 次第法、四聖諦 
長 30 次第法、四聖諦 雜 916 正見、慈悲喜捨 707b05 五盛陰苦 
中 20 慈悲喜捨 雜 926 於地(水火風)伏地想 708b16 次第法、四聖諦 
中 28 次第法、四聖諦 雜 969 觀無常、生滅、離欲、滅

盡、捨 
710b29 六界 

中 38 次第法、四聖諦 雜 977 斷五蓋、八正道 717a01 次第法、四聖諦 
中 62 十一行(八萬天等) 雜 979 八正道 718a02 內外六入 
中 133 次第法、四聖諦 雜 1158 次第法、四聖諦 720b07 滅六見（我見） 
中 134 八正道 雜 1178 四聖諦、八正道 750c13 佛陀當取滅度日 
中 153 四聖諦 以下《增壹阿含》 752b24 八正道 
中 161 次第法、四聖諦 552c06 勸應受持三藏法，三萬天

人得法眼淨 
753b23 八正道 

中 162 思惟四無色定是有

為、無常.以慧觀之 
581a28 思惟除我、憍慢結 756c04 次第法、四聖諦 

中 203 四聖諦 586b09 八正道 759c03 戒定慧、八正道 

中 209  589b13 次第法、四聖諦 761b03 依慢滅慢、修慈 
雜 30 十一行 589c25 次第法、四聖諦 775a23 次第法、四聖諦 
雜 93 次第法、四聖諦 591a04 佛說微妙法，見降象男女六

萬餘人、八萬天人得法眼淨 
788b20 次第法、四聖諦 

雜 103 觀五蘊非我、非我

所、集、滅 
610a07 次第法、四聖諦 788c02 次第法、四聖諦 

雜 104 色無常、苦、生滅 616a03 次第法、四聖諦 789a12 見迦葉尊者（頭陀苦

行第一） 
雜 105 於慢無間等 616c16 次第法、四聖諦 789c12 思惟十想 
雜 107 如實知色集、滅、味、患、

離、(身患苦、心不患苦) 
619b03 四聖諦 792c23 念平等惠施 

雜 253 六入處 623c07 次第法、四聖諦 800a18 八正道 
雜 261 十一行 643a29 四聖諦 821a17 次第法、四聖諦 
雜 262 緣起 648b16 次第法、四聖諦 823b11 起偷婆（佛塔） 
雜 281 根律儀、三妙行、四念

處、七覺支、明解脫 
649a28 次第法、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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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柯耶》 

出處頁碼 法要 出處頁碼 法要 出處頁碼 法要 
D I 110 次第法、四聖諦 S IV 106 六入處 Vin I 23 次第法、四聖諦

D I 148 次第法、四聖諦 S V 423 四聖諦 Vin I 37 次第法、四聖諦

D II 41, 43, 44 次第法、四聖諦（3 處） A IV 186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 40 緣起 
D II 288  A IV 210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 42 緣起 
M I 380 次第法、四聖諦 A IV 213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 181 次第法、四聖諦

M I 501 無常法 Vin I 12 四聖諦 Vin I 226 次第法、四聖諦

M II 145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 16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I 192 次第法、四聖諦

M III 280 六入處、五蘊 Vin I 18 次第法、四聖諦 Vin II 226  次第法、四聖諦

S IV 47 六入處 Vin I 19 次第法、四聖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