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佛陀的弘法生涯 
 

 

根據佛教歷史記載，喬達摩佛陀於三十五歲成道之後就四處雲遊，並向所有樂意聽講的

人宣說自己所証悟的宇宙人生道理，一直到他八十歲去世，佛教稱為涅槃。 

《阿含經》是佛教經典中成立最早的經典，佛陀一生所說的基本言教都記載在此經中。《阿

含經》包括了七、八千部短小的經典，每一部經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只有《長阿含經》的經

典比較長。根據學者的研究，《阿含經》的經典成立期也有早晚的不同。南傳佛教的《經集》

可以說是大家公認的，為《阿含經》中最古老的經典之一，其中多數經文的産生年代相當古

老，有的甚至是最古老的。因此，它是最接近早期佛教的經文彙編。《經集》的內容反映出原

始佛教“重倫理修養，輕抽象思辨＂的風格。《經集》是僅次於《法句經》的經典，其中的某

些經典，如《慈愛經》、《吉祥經》等在上座部佛教國家中廣爲傳誦。根據印順長老則認為《阿

含經》中的《雜阿含經》比較早。南傳的《經集》作為一個整體在中譯的《阿含經》中是找

不到的，但是《經集》中的某些單個經典可在《阿含經》中找到其相應的譯本。如《經集》

中的《賤民經》與《雜阿含經》中的第 102 經完全一樣，《耕者婆羅豆婆遮經》與《雜阿含

經》中的第 98 經亦完全一樣。在這一章裡，我們主要從南傳《五部》和中譯的《阿含經》中

選讀一些經典，以此來欣賞歷史上的佛陀是如何為人說法的，同時也藉此來了解他的人格。 

 

修行者耕心田 

《耕者婆羅豆婆遮經》 

 

題解：本經是講述佛陀有一次到婆羅門婆羅豆婆遮(1)的田邊等待施食的事蹟。當婆羅豆婆遮

正在為其工人分發食物時，他看到佛陀，就說佛陀是不勞而食的。於是佛陀就為他講解出家

修行不是不勞而食，其實也與他一樣是耕種者。  

 

漢譯本與本經相當的經是《雜阿含經》的第98經（《大正藏》二冊，第27a頁以下），《別譯雜

阿含》第268經（《大正藏》第二冊，第466b以下）。 
 

正文： 

如是我聞，從前，世尊曾經住在摩揭陀國南山一個名叫愛迦拿勒的婆羅門村中。那時，正值

播種季節，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的五百架犁都套上了軛。這天早上，世尊穿好衣服，帶上

缽和袈裟，來到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幹活的地方。那時，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正在分發

食物。世尊走到分發食物的地方，站在一旁。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看見世尊站著乞食，便

望著他，說道：“哦，沙門！我耕田，我播種，耕了，種了，我有吃的。沙門！你也應該耕

田，你也應該播種，耕了，種了，你就有吃的。＂“婆羅門啊！我也耕田，我也播種，耕了，

種了，我有吃的。＂“可是我們不曾看見世尊喬達摩的軛，犁，犁頭，刺棒和耕牛。＂世尊

喬達摩又重覆說道：“婆羅門啊，我耕田，我耕種，耕了，種了，我有吃的。＂然後，耕者

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用偈頌對世尊說道： 

 

“聲稱自己是耕者，我們未見你耕種，請你說說耕種之事，讓我們知道你如何耕種。＂ 

（佛陀講道：）“信仰是種子，苦行是雨水，智慧是我的軛和犁，謙遜是犁耙，思想是轅軛，

意念是我的犁頭和刺棒。＂ 

“控制身體，言語謹慎，飲食有節，我以真話作砍刀，柔順是我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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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是我駕轅的牛，運載解脫，一直往前，永不返回；到達那裏，沒有悲哀。＂ 

“進行這樣的耕種，它結出永恆之果；凡是這耕種的人，他擺脫一切痛苦。＂ 

 

然後，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用大金碗盛滿牛奶粥，遞給世尊，說道：“請世尊喬達摩吃牛

奶吧！世尊是位耕者，因爲世尊喬達摩的耕種結出永恆之果。＂ 

（佛陀講道：）“由吟誦偈頌而得到食物，我是不能吃的。婆羅門啊，那樣做，對智者是不

合正法的。覺者們（指佛陀與智者們）拒絕接受由吟誦而得到的食物。婆羅門啊！只要正法

存在，這就是一條準則。(2)  
（佛陀繼續講道：）“對於滅寂煩惱，摒棄惡習，獲得圓滿的大仙，你應該提供另一種食物

和飲料，因爲這是渴求功德者的福地。＂ 

 

（婆羅豆婆遮講道：）“那麽，喬達摩啊！我把這牛奶粥給誰呢？＂  

（佛陀講道：）“婆羅門啊！在這神界，魔界和梵界中，在這沙門，婆羅門，神和人中，我

沒有看到哪一個喝了如此的牛奶粥能消化的，除了如來，或如來的弟子。所以，婆羅門啊！

你或是把牛奶粥倒在無草的地方，或是倒在無生命的水中。＂於是，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

把牛奶粥倒在無生命的水中。而倒入水中的牛奶粥嘶嘶作響，冒出濃煙。正如被曬了一整天

的犁頭扔進水裏，就會嘶嘶作響，冒出濃煙一樣，這倒在水中的牛奶粥也是這樣，嘶嘶作響，

冒出濃煙。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誠惶誠恐，汗毛直豎，走到世尊那裏，向世尊行觸足禮，

然後對世尊說道：“妙極了，喬達摩！ 妙極了，喬達摩！正像一個人扶正摔倒的東西，揭示

隱蔽的東西，給迷路者指路，在黑暗中舉著油燈，讓那些有眼者能看到東西，世尊喬達摩以

各種方式說法。我要皈依世尊喬達摩、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團。我要在世尊喬達摩面前出家，

我要得到具足戒。＂於是，耕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果真在世尊面前出了家，果真得到了具足

戒。在得到具足戒之後不久，可尊敬的耕者婆羅豆婆遮獨自過著隱居生活，凝思靜慮，精進

努力。不久，便通過自己的智慧，在此世親證和達到梵行的最高理想，正是爲此目的，善男

子們才正確地離家出家。他感到自己已經滅寂生存，完成梵行，做了該做的事，在這世上再

無別事。這樣，可尊敬的耕者婆羅豆婆遮成爲又一個阿羅漢。 
 

注釋： 

(1) 婆羅豆婆遮是婆羅門種族的一個大姓，就如中國的姓李一樣。在佛經中經常提到婆羅豆
婆遮婆羅門，但是他們並不一定是同一個人。如在下面的經中與佛陀對話的人也叫婆羅豆婆
遮，可是他與本經中的婆羅豆婆遮不是同一人。本經的婆羅豆婆遮是農民，而下面經中的婆
羅豆婆遮是拜火外道。 
 
(2) 這裏的意思是：佛陀是不靠吟誦讚歌來求生存的，那是婆羅門的事。根據婆羅門教，在
祭祀時必需由婆羅門神職人員準確地吟誦讚美神的頌歌，神才會降福給祭祀的人。因此做祭
祀的人要給婆羅門很多的錢財。有關這一點，請讀後面的《婆羅門法經》。 

 

無德之人是賤民 

《賤民經》 

 

題解：首先本經所講的賤民是指印度社會四種姓之外的無種姓人，他們是社會最低層的人，

比奴隸的社會地位還要低下。因此他們又被稱為不可觸人，因為凡接觸他們的人就被認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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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清淨的。當佛陀在一次乞食時，來到拜火者婆羅門婆羅豆婆遮的家門口時，婆羅豆婆遮看

到佛陀時就駡他是“賤民＂。佛陀說：“你知道什麼是賤民嗎？＂ 婆羅門回答到：“喬達摩

啊！我確實不懂得賤民，請你給我解釋，讓我懂得賤民，或賤民的行爲。＂ 婆羅門當然知道

什麼是賤民，他說這話的心理就是與佛陀在挑戰，看佛陀如何解釋“賤民＂。因此佛陀就賤

民的題目與婆羅豆婆遮進行答問，並從倫理道德方面對“賤民＂作了新的解釋。由此可以瞭

解佛陀反對婆羅門教的四種姓制度，他提倡人人平等。 

 

漢譯本與本經相當的經是《雜阿含經》的第102經（《大正藏》二冊，第28ｂ以下），《別譯雜

阿含》第268經（《大正藏》第二冊，第467b以下）。 
 

正文： 

如是我聞，從前，世尊曾經住在舍衛國城給孤獨園的逝多林裏。這天早上，世尊穿好衣服，

帶著缽和袈裟進入舍衛城乞食，那時，拜火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家中點燃了火，正在祭祀。

世尊挨家沿戶乞食，向拜火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的家走來。拜火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看見世

尊從遠處走來，他望著世尊，說道：“站在那裏，禿頭！站在那裏，沙門！站在那裏，賤民！＂

聽了這話，世尊對拜火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說道：“婆羅門啊！你懂得什麼是賤民，或賤民

的行爲嗎？＂“喬達摩啊！我確實不懂得賤民，或賤民的行爲，請世尊爲我解說，讓我懂得

賤民，或賤民的行爲。＂“那麽，婆羅門啊！好好用心聽著！我講給你聽。＂拜火者婆羅豆

婆遮婆羅門回答世尊道：“好的。＂於是，世尊說道：  

 

“懷有怒氣，懷有敵意，邪惡狡詐，見解錯誤，弄虛作假，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在這世間上，傷害各種生物，無論是一次生者，還是兩次生者，(1) 毫不憐憫衆生，應該

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圍攻侵害鄉村和城鎮，以壓迫者聞名，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如果在鄉村或森林，偷取他人的財物，據爲己有，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確實借了債，在還債時跑掉了，說道：我沒欠你的債，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貪圖一點小財，殺害路上行人，取得那點小財，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爲自己、爲別人，或爲錢財，出面作證時提供僞證，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出沒在親戚或朋友的妻子中，或強逼，或引誘，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生活富裕，但不贍養青春已逝的年邁父母，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用言語傷害或激怒父母、兄弟、姐妹和岳母，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別人請教有益之事，他教唆無益之事，說話遮遮掩掩，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做了壞事，一心希望別人沒有發覺，行動鬼鬼祟祟，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到了別人家裏，享用各種美味，而別人來到他家，卻不肯款待，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用謊言欺騙婆羅門、沙門或其他行乞者，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用言語羞辱在吃飯的時候來到（家門前乞食）的婆羅門或沙門，不予施捨，應該知道這種

人才是賤民。＂ 

“滿嘴不實之辭，執迷不悟，貪圖小利，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吹噓自己，蔑視他人，因驕傲反顯渺小，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暴躁、貪婪、心術不正、妒忌、詭詐、毫無廉恥、膽大妄爲，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辱駡佛陀或佛陀的弟子，辱駡行乞者或在家人，應該知道這種人才是賤民。＂ 

“沒有成爲阿羅漢，卻自稱是阿羅漢，他是梵界中的竊賊，最卑鄙的賤民。我講給你聽的這

些人都是所謂的賤民。＂ 

“不是由於出身，而成爲賤民；不是由於出身，而成爲婆羅門；由於業（語言和行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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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賤民；由於業，成爲婆羅門。＂ 

“我舉個例子，你們就知道了。舉世聞名的摩登格是旃陀羅的兒子，他是賤民。 

摩登格獲得了難以獲得的至高榮譽，許多刹帝利和婆羅門都去侍奉他。他已登上神車，進入

聖潔的大道，摒棄愛欲和貪求，走向梵界，出身並不阻礙他在梵界獲得再生。＂ 

“而有些婆羅門出生在書香門第，熟悉吠陀經典，但他們經常作惡，被人發現。＂ 

“在這世間，他們受人鄙視；在下世，他們墜入地獄。出身並不阻礙他們墜入地獄或受人鄙

視。＂ 

“不是由於出身，而成爲賤民；不是由於出身，而成爲婆羅門；由於業（語言和行為），成

爲賤民；由於業，成爲婆羅門。＂ 

 

聽了這些話，拜火者婆羅豆婆遮婆羅門對世尊說：“妙極了，喬達摩！ 妙極了，喬達摩！正

像一個人，喬達摩啊！扶正摔倒的東西，揭示隱蔽的東西，給迷路者指路，在黑暗中舉著油

燈，讓那些有眼者能看得到東西。世尊喬達摩以各種方式說法。我要皈依世尊喬達摩、皈依

法、皈依比丘僧團。請世尊喬達摩接受我爲優婆塞。從今以後，我將終生尋求庇護。＂ 

 

注釋： 

(1) 一次生者，是指普通的人，由父母而生，只有一次。兩次生者，是指婆羅門。他們首先
由父母而生，在年滿學齡時，要舉行意味獲得第二次生產的聖禮，所以被稱為兩次生者。 
 

清淨修行是牟尼 

《牟尼經》 

 

題解：牟尼就是修道者。本經是講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修道者，以及修道者的特徵。一位真

正的修道者是喜歡獨居，喜歡靜思，而不是喜歡與他人交往。阿育王在他的石刻中也提到此

經，勸佛弟子多學習和實踐此經。 

 

正文： 

從親暱中産生恐懼，從家室中産生污穢，不要親暱，不要家室，這就是牟尼的看法。  

剷除出生者，不讓它成長，不讓它再生，人們稱道這位獨來獨往的牟尼：這位大仙看見寧靜

的境界。 

洞察根源，毀棄種子，摒除摯愛，這位牟尼看到出生和毀滅的終極，拋棄疑惑， 不再歸屬哪

一類。 

認識一切居處，不企望其中任何一處，這位牟尼不執著，不貪戀，無所渴求，因爲他已到達

彼岸。 

駕馭一切，洞悉一切，聰明睿智，無所沾染，摒棄一切，滅寂欲望而解脫，智者們稱這樣的

人爲牟尼。 

有智力、有德行、鎮定自若，樂於修禪，有見識，不執著，不粗魯，摒棄煩惱，智者們稱這

樣的人爲牟尼。 

獨來獨往，勤勉努力，任憑褒貶，就像獅子不怕聲響，風兒不怕羅網，蓮花不怕污水，他指

引別人，而不受別人指引，智者們稱這樣的人爲牟尼。 

猶如豎立在沐浴地的柱子，別人都說他寡言少語，他摒棄煩惱，調伏感官，智者們稱這樣的

人爲牟尼。 

思想堅定，猶如筆直的梭子；厭棄惡行，明辨是非，智者們稱這樣的人爲牟尼。 

控制自我，不作惡事；青年和中年時期都能克制自己，不生別人的氣，也不惹別人生氣，智

 48



者們稱這樣的人爲牟尼。 

依靠別人布施生活，無論獲得上等的，中等的或其他的飯團，既不讚揚，也不抱怨，智者們

稱這樣的人爲牟尼。 

四處遊蕩，戒絕淫欲，青年時期不執著任何地方，棄絕迷狂和懈怠，獲得解脫，智者們稱這

樣的人爲牟尼。 

認識世界，洞悉至善，越過水流和海洋，斬斷不縛，獨立不羈，擺脫煩惱，智者們稱這樣的

人爲牟尼。 

這是兩種迥然不同的生活方式：在家人養育妻子，不自私，有德行，但不能控制自己不殺生；

而牟尼永遠控制自己，保護衆生。 

正如長有頂冠的青頸鳥（孔雀）永遠也達不到天鵝的飛行速度，在家人比不上隱居林中修禪

的比丘、牟尼。 

 

祭祀無益 

《婆羅門法經》 

 

題解：本經講祭祀是婆羅門得到財富的手段。由於婆羅門貪得無厭，他們製造吠陀經典及屠

殺大量動物來祭祀，於是世間出現了九十八種之多的疾病。而在沒有祭祀，沒有大量屠殺動

物之前，世間只有三種弊病：願望、饑餓和衰老。本經主要的思想是批評婆羅門的貪得無厭、

祭祀的荒謬和在祭祀中大量屠殺動物的惡行。 

 

正文： 

如是我聞，從前，世尊曾經住在舍衛城給孤獨園斯陀林裏。那時，僑薩羅國許多年邁、衰老、

高齡的富裕婆羅門來到世尊那裏，與世尊友好地互相問候，愉快地互相交談，然後坐在一旁。

坐在一旁後，這些富裕的婆羅門對世尊說道：“世尊喬達摩啊！從當今婆羅門身上能看到古

代婆羅門的風習嗎？＂（世尊說道：）“衆婆羅門啊！從當今婆羅門身上看不到古代婆羅門

的風俗。＂（婆羅門講道：）“那麽，如果沒給世尊喬達摩添麻煩的話，請世尊喬達摩告訴

我們古代婆羅門的風習。＂（世尊說道：）“衆婆羅門啊！請你們用心聽著，我將告訴你

們。＂“好吧，世尊！＂這些富裕的婆羅門答道。世尊便說道： 

 

“古代仙人控制自我，修習苦行，摒棄五官享樂，按照自己的目的生活。＂ 

“那些婆羅門沒有牲畜，沒有金子，沒有穀物，吟誦是他們的財富和穀物，他們守護這個梵

寶。＂ 

“人們認爲應該虔誠地爲婆羅門準備好食物，並把準備好的食物放在門口。＂ 

“準備好各色衣服、床榻和居室，城內和國內的富人出來，向婆羅門致敬。＂ 

“那些婆羅門不可侵犯，不可戰勝，受正法保護，無論出現在哪家門前，都不會遭到拒絕。＂ 

“那些婆羅門修習四十八年梵行，努力追求知識和善行。＂ 

“那些婆羅門不與其他種姓女子結婚，也不買妻子；他們婚後相親相愛，和睦地共同生活。＂ 

“除了（在女子）行經之末，那些婆羅門不在別時進行房事。＂ 

“他們稱頌梵行、戒行、正直、溫和、苦行、和善、仁慈和忍耐。＂ 

“他們中的最高者勤奮努力，即使在睡夢中，也不沾染房事。＂ 

“世上一些智者效仿他的品行，讚美梵行、戒行，忍耐。＂ 

“那些婆羅門乞求了大米、床榻、衣服和酥油，放在一起，準備祭祀。在舉行祭祀時，他們

不殺牛。＂ 

“正如父母兄弟或其他親屬，牛也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它們身上産生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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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提供食物、力量、美麗和幸福，他們懂得這個道理，因而不殺牛。＂ 

“那些婆羅門文雅、魁梧、俊美、享有聲譽，熱忱地履行他們的各種職責，只要他們生存在

這世界上，人類便繁榮幸福。＂ 

“但他們漸漸發生變化，因爲他們看到國王享有榮華富貴，盛裝的女子。＂ 

“套有高頭大馬的精緻車輛，絢麗的華蓋，精心間隔成室外的宮殿和住宅。＂ 

“看見這個大人物牛群圍繞，美女簇擁，那些婆羅門也貪圖這種享受。＂ 

“於是，他們爲此編了一些頌詩，到烏迦格國王那裏，說道：｀你已擁有許多財富和穀物。

祭祀吧，爲了大量的財富！祭祀吧，爲了大量的財富！＇＂ 

“於是這位國王在那些婆羅門指導下，順利地舉行馬祭、人祭、擲棍祭和蘇摩祭，舉行完這

些祭祀，他賜給婆羅門財富： 

“牛群、床榻、衣服、盛裝的女子、套有高頭大馬的精緻車輛、絢麗的華蓋、 

精心間隔成室的舒適住宅，屋中裝滿各種穀物。國王賜給那些婆羅門這些財富。＂ 

“他們得到財富後，渴望積聚財富，他們充滿渴望，貪婪增長，爲此，他們又編了些頌詩，

到烏迦格國王那裏，說道： 

“｀對於人來說，牛的重要如同水、土地、金子、財産和穀物，因爲牛是衆生的必需品。祭

祀吧，爲了大量的財富！祭祀吧，爲了大量的財富！＇＂ 

“於是國王在那些婆羅門指導下，殺了數十萬頭牛作祭品。＂ 

“這些牛從未用角傷人，像羔羊一樣馴順，提供成罐的牛奶，國王卻讓人抓住牛角，用刀宰

殺牠們。＂ 

“屠刀落在這些牛的身上時，天神、祖先、陀羅、阿修羅、羅刹驚呼道：｀正法休矣！＇ ＂ 

“從前只有三種弊病：願望、饑餓和衰老，而今由於殺牛，出現了九十八種弊病。＂ 

“這種古老的非法施暴的行爲從此出現，無辜的牛遭到宰殺，祭司們背離了正法。＂ 

“這種古老的卑劣行爲受到智者譴責，人們看到這種行爲，就譴責祭司。＂ 

“正法崩潰，首陀羅，吠舍四分五裂，刹帝利四分五裂，(1)妻子不尊敬丈夫。＂ 

“刹帝利、婆羅門和其他人都受族姓保護。現在他們蔑視種姓說，而沈溺於愛欲之中。＂ 

 

聽了這些話，這些富裕的婆羅門對世尊說道：“妙極了，喬達摩！ 妙極了，喬達摩！正像一

個人，喬達摩啊！扶正摔倒的東西，揭示隱蔽的東西，給迷路者指路，在黑暗中舉著油燈，

讓那些有眼者能看到東西，世尊喬達摩以各種方式說法。我們要皈依世尊喬達摩、皈依法、

皈依比丘僧團。請世尊接受我們爲優婆塞，從今以後，我們將終生尋求庇護。 

 

注釋： 
(1) 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是印度的四種姓。詳細解釋請看第58頁。 
 

教誡神通 
《長阿含經》的《堅固經》 

 
題解：本經是講佛陀拒絕用神通來化導聽眾，而喜歡用教誡，即教導的方式。有一位居士名

為堅固，他請佛陀現神通來化導人民，但佛陀說他不用那種普通的神通，即由一變多，能飛

行的神通，他所用的是教導的神通。為了說明神通不能解決理論上的問題，佛陀又為這位堅

固居士講了一個具有諷刺意味的故事。一位有神通的比丘飛到天上去請問有關地、水、火、

風四大如何永滅的問題，但是包括大梵在內的天神都不能回答，反而請他去問佛陀。本經內

容與南傳《長部經》的《堅固經》相同。 
 

 50



正文： 
如是我聞，有一次，佛在那蘭陀城波婆利掩次林中，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在一起。這

時候，有一位長者居士的兒子名叫堅固來到佛陀所住的地方，向佛禮拜，然後在一面坐下。

這時堅固對佛陀說：“善哉，世尊，請您允許比丘們為婆羅門、長者的兒子們、居士們表現

神通。＂佛對堅固說：“我不允許比丘們為婆羅門、長者的兒子們、居士們表現神通，我只

是教授弟子們在空閑處靜坐學道，如果有功德，應當自己藏起來，如果有過失，應當自己講

出來。＂ 
 
這時長者的兒子堅固又對佛陀說：“善哉，世尊，請您允許比丘們為婆羅門、長者的兒子們、

居士們表現神通。＂佛陀又對堅固說：“我不允許比丘們為婆羅門、長者的兒子們、居士們

表現神通，我只是教授弟子們在空閑處靜坐學道，如果有功德，應當自己藏起來，如果有過

失，應當自己講出來。＂ 
 
這時長者的兒子堅固對佛陀說：“我對神通沒有疑惑，但是那蘭陀城的國土富裕，人民快樂。

如果能現神通的話，那將對佛陀的弘化和當地的人民有許多好處。＂佛復又對堅固說：“我

不允許比丘們為婆羅門、長者的兒子們、居士們表現神通，我只是教授弟子們在空閑處靜坐

學道，如果有功德，應當自己藏起來，如果有過失，應當自己講出來。＂ 
 
“為什麼如此呢？神通有三種：一是神足通，二是他心通，三是教誡的神通。什麼是神足通？

善男子，比丘經修學，能夠從一個身體變出無數個身體，又從無數個身體變成一個身體；不

論遠近，是山、是河，或是石壁，都能通行無礙，就像走在空中一樣；能在虛空中結跏趺坐，

像飛鳥一樣飛行；能夠像在水裏一樣出入大地，像在大地一樣在水上行走；身上冒出煙火，

像巨大的火炬；手能觸到日月，能站在梵天上。如果有有信仰的長者居士，看到有比丘表現

無量神足通，直到梵天，對那些沒有信仰的長者居士說：｀我看見有比丘表現無量神足通，

直到梵天。＇那些沒有信仰的長者居士對那位有信仰的長者居士說：` 我聽說有一種咒叫｀瞿

羅咒＇，持咒的人能表現無量神足通，直到梵天。＂ 
 
佛對長者的兒子堅固說：“那些沒有信仰的人這樣講，是不是一種毀謗？＂堅固對佛陀說：

“這確實是毀謗。＂佛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不允許比丘們表現神足通，我只是教授

弟子們在空閑處靜坐學道，如果有功德，應當自己藏起來，如果有過失，應當自己講出來。

長者，這就是我所說的神足通。＂ 
 
“什麼是他心通呢？比丘表現觀察的神通，能觀察人們心裏所想的事，能知到人們在暗處所

做的事。如果有有信仰的長者居士，看到有比丘表現無量他心通，能觀察人們心裏所想的事，

能知到人們在暗處所做的事。於是到沒有信仰的長者居士處說：｀我看到有比丘表現無量他

心通，能觀察人們心裏所想的事，能知到人們在暗處所做的事。＇那些沒有信仰的長者居士

聽到此話後生起毀謗，並說：｀有一種咒叫｀乾陀羅咒＇，念它就能觀察他人的心念，能知

道人們在暗處所做的事。＇為什麼？長者之子，這不是一種毀謗嗎？＂堅固對佛陀說：“這

確實是毀謗。＂ 
 
佛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不允許比丘們表現神足通，我只是教授弟子們在空閑處靜坐

學道，如果有功德，應當自己藏起來，如果有過失，應當自己講出來。長者，這就是我所說

的他心通。＂ 
 
“什麼是教誡神通呢？長者的兒子，有如來、至真、等正覺出現在世間，有十號，對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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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魔、若魔、天、沙門、婆羅門中，自己親身作證，為他人說法，上中下言，都是真實

不虛之語，意義也很清淨，又具有修行。如果長者居士聽了以後，生起了信仰心，並且自己

觀察想到：我不宜在家，如果在家，就像鐵鏈鎖著一樣，不能修習清淨的梵行。我要剃除頭

髮，穿上三衣，出家修道，修諸功德，直到成就三明(1)，斷滅無知，生起大智慧。為什麼呢？

這是由於精進修行，樂於獨自閑居，專心修行而得到的。善男子，這是我的比丘們現教誡的

神通。＂ 
 
這時，長者的兒子堅固對佛說：“有沒有比丘成就了以上三種神通呢？＂佛對長者的兒子說：

“我不說有幾個，有許多比丘成就了這三種神通。長者子，我有一位比丘弟子，自己想：這

個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這位比丘一下子就飛到了天上，到

四天王天問四天王說：這個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長者子，

四天王對比丘說：我不知道四大是怎樣永遠消滅的。我的上面有天，叫忉利天，忉利天王微

妙第一，有大智慧，他能知道四大是怎樣永遠消滅的。這位比丘聽了以後一下就飛到忉利天

上，並問諸天說：‘這個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那位忉利天

王對比丘說：‘我不知道四大怎樣永遠消滅的。我上面還有天，叫焰摩天，焰摩天王微妙第一，

有大智慧，他能知道。’（這位比丘）飛到那裏就問，但是又說不知道。如此這樣輾轉，直到

兜率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都說： ‘我不知道四大怎樣永遠消滅的，我上面還有天，

微妙第一，有大智慧，名叫梵迦夷，他能知道四大是怎樣永遠消滅的。’這位比丘飛到梵天上，

到梵天王那裏問：‘這個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那位梵天對

比丘說：‘我不知道四大怎樣永遠消滅的。今有大梵天王，沒有誰能勝過他。他統領世界，富

貴尊嚴，能自由自在，能造化萬物，是眾生的父母，他能知道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

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 
 
長者子，那位比丘詢大梵王現在在哪裡？諸天說不知大梵在哪裡。不久，大梵天王忽然出現

了，那位比丘到大梵天王那裡問道：‘這個身體的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

的？’大梵天王對比丘說：‘我是大梵天王，沒有誰能勝過我，統領世界，富貴尊嚴，能自由

自在，能造化萬物，是眾生的父母。’這時這位比丘對大梵天王說：‘我不是問這件事，我是

問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長者子，那大梵天王還是對比丘說：‘我
是大梵天王，沒有誰能勝過我，乃至能造化萬物，是眾生的父母。’比丘又說：‘我不是問這

件事，我是問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長者子，那大梵天王這樣三次，

不能回答比丘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這時大梵天王拉著比丘的右手，

到了一個暗處說：‘比丘，現在梵天王們都認為我是智慧第一，無所不知，所以我不能對你說：

我不知四大，地、水、火、風，是怎麼樣永遠消滅的。’又對比丘說：‘你真是大愚人，捨去

如來而在天神中問此事，你應當到世尊那裡問這件事。如佛所說的那樣，你應學習。’又對比

丘說：‘現在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你可以去問。’ 
 
長者子，這時那位比丘從梵天上飛來，猶如壯士伸開他的手臂一樣，來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來到我住的地方，禮拜完之後，在一面坐下，對我說：‘世尊，四大，地、水、火、風，

是怎麼樣消滅的？’我說：‘比丘啊，你就像商人的鷹飛入大海一樣，在大海中東西南北飛來

飛去，如果見到陸地就停止，如果見不到陸地就返回船上。比丘啊，你也是這樣。飛到天上

一直到梵天問這個問題，但沒有答案，又回到我這裡來，我就成就你為你解答。’佛就說了一

偈： 
 
何由無四大，地水火風滅，何由無麤細，及長短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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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由無名色，永滅無有餘，應答識無形，無量自有光。 
此滅四大滅，麤細好醜滅，於此名色滅，識滅餘亦滅。 
 
這時長者的兒子堅固對佛說：“世尊，這位比丘名叫什麼名字？怎樣持之？＂佛對長者子說：

“這位比丘名叫阿室已，當奉持之。＂這時，堅固長者子聽了佛說法，歡喜地依教奉行。 
 
注釋： 
 (1) “三明”就是知道自己的前世身世，知道他人的前世身世，知道自己的煩惱已斷除的三種
知識。 
 

認識如來 
《中阿含經》的《求解經》 

 

題解：本經是佛陀為他的比丘弟子們講的如何認識如來的問題。佛陀講道，比丘們應當用自

己的眼睛和耳朵親自觀察和了解如來的言行，看是否惡法已除，善法已立。只有這樣佛的弟

子們才能夠建立起對如來的真實信仰，而且這樣的信仰是任何人都不可能破壞。本經的精神

對修學佛教的人來說至關重要。本經與南傳《中部經》第四十七《思察經》的內容基本相同。 

 

正文：我聞如是，某一時期，佛陀遊行於拘樓瘦劍摩瑟曇拘樓都邑。這時世尊對諸比丘講：

如果比丘不能對如來有直覺的認識（即對佛陀有從心與心的認識），不知世尊是圓滿正覺者，

那麼他如何了解如來呢？ 

 

當時，諸比丘們對世尊說：世尊是佛法之本，世尊是佛法之主，佛法由世尊而來。請佛解說，

我們聽後會知道其深奧的意義。 

 

佛於是講道：比丘們，傾心諦聽，並好好地思惟它，我要為你們分別解說。這時比丘們受佛

陀的教誨而洗耳恭聽。  

 

世尊講道：如果比丘們觀察如來，而不能夠了解如來的話，你們可以從兩個方面來瞭解如來。

第一是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第二是用自己的耳朵傾聽。首先觀察那位尊者是否有，可以用眼

睛和耳朵了解到的不淨法（即觀察佛陀是否在行為和語言方面不清淨）？如果沒有，比丘們

應當進一步觀察，尊者是否有可以用眼睛和耳朵了解到的（清淨和不清淨）混雜之法？如果

沒有，比丘們應當再進一步觀察，尊者是否有可以用眼睛和耳朵瞭解到的清淨法？如果有，

比丘們應當再進一步觀察，尊者是否是長期以來日夜奉行此清淨法，還是暫時的行為？如果

觀察知道，尊者是長期以來日夜奉行此清淨法，而不是暫時的行，比丘們應當再進一步觀察，

尊者長期奉行此清淨法是為了名譽，或是為了利益而行這樣的禪法？如果不是為了名譽和利

益行這樣的禪法，那麼那位尊者就不是因為免除災患而行此禪法。 

 

如果有人說：“那位尊者樂於行禪，而不是由於恐怖而為之，遠離貪欲而沒有欲望，因為他

已斷除欲望。＂那麼應當問他：賢者，有什麼樣的行為，有什麼樣的力量，有什麼樣的智慧，

能令賢者自己正確觀察，而作這樣的言論：“那位尊者樂於行禪，而不是由於恐怖而為之，

遠離貪欲而沒有欲望，因為他已斷除欲望。＂如果他這樣回答：“賢者，我不知道他的心念，

也不是通其他的事而知道。然而那位尊者，或是獨住，或是在大眾中住，或在集會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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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導師，或者由導師教導而成為宗主。因為在一起用食而見到那位尊者，而不是我自己（有

智）知道。我從那位尊者聽到，在位的面前親自受教：｀我樂於行禪，而不是由於恐怖而為

之，遠離貪欲而沒有欲望，因為我已斷除欲望。＇ 賢者，我有這樣的行為，有這樣的力量，

有這樣的智慧，能令我正確觀察，而作這樣的言論：｀那位尊者樂於行禪，而不是由於恐怖

而為之，遠離貪欲而沒有欲望，因為他已斷除欲望。＇＂ 

 

如果當中有人問如來之事：“是否有可以用眼睛和耳朵瞭解到的不淨法，是否有此法完全消

滅的可能？是否有可以用眼睛和耳朵瞭解到的（清淨和不清淨）混雜之法，是否有此法完全

消滅的可能？是否有清淨法，是否有此法完全消滅的可能？＂如來向他回答道：“有可以用

眼睛和耳朵瞭解到的不淨法，亦有此法完全消滅的可能；有可以用眼睛和耳朵了解到的（清

淨和不清淨）混雜之法，亦有此法完全消滅的可能。對於可以用眼睛和耳朵了解到的不淨法，

如來已經把它從根拔除，永不復生。對於可以用眼睛和耳朵了解到的（清淨和不清淨）混雜

之法，如來已經把它從根拔除，永不復生。對於清淨法，我有清淨法，有這樣的境界，有這

樣的沙門，我如此成就佛法和戒律。如有誠信弟子來見如來，奉侍如來，從如來聽聞佛法。

如來為他說法，層層深入，句句微妙，黑白分明。如來如此說法，（弟子）如是聽聞已，深

知（如來）斷除一切（惡）法，於諸法究竟証得，於世尊生起淨信，誠信世尊獲得圓滿正覺。＂ 

 

有人進一步問他：“賢者，有什麼樣的行為，有什麼樣的力量，有什麼樣的智慧，能令賢者

知（如來）斷除一切（惡）法，於諸法究竟証得，於世尊生起淨信，誠信世尊獲得圓滿正覺？＂ 

 

他這樣回答：“賢者，我不知世尊的心念，也不是從其他事得知。我對世尊有這樣的誠信，

是因為世尊為我說法，層層深入，句句微妙，黑白分明。賢者，世尊為我如是說法，我如是

聽聞。如來為我說法，層層深入，句句微妙，黑白分明。我聽聞法已，了知（如來）斷除一

切（惡）法，於諸法究竟証得，於世尊生起淨信，誠信世尊獲得圓滿正覺。如果有這樣的行

為，有這樣的力量，此人便於如來深深建立信根。這就是由信而見根本，與不壞智相應了。

如此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人）無有能奪（其信）。（比丘們）你們應當這樣

認識如來，應當這樣了知如來。＂佛說完了此經，各位比丘聽聞佛所說法，歡喜奉行。 

 
根本居家福田火 

《雜阿含經》第九十三經 

 
題解：本經是講一位婆羅門要舉辦一次盛大的祭祀法會，他請教佛陀舉辦盛大法會的所需的

物品。佛陀對他講，有的人本想通過舉辦盛大法會而造福，但是卻造了惡業，因為身口意三

方面都犯殺生。佛陀向婆羅門講，應當供養三種火，即根本火，居家火，福田火，若人供養

此三種火，可以造福今世及後世。同時佛陀又講到要斷滅三種火，即貪欲火，瞋恚火，愚癡

火。由此可知，佛陀反對殺生祭祀，而提倡倫理道德。 

 

本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第二五九經（《大正藏》第二冊，第 464c 頁）相同，與南傳《增支

部經》第七支，第五章的第四經。 
 
正文：如是我聞，佛在拘薩羅人間遊行時，來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當時有長身婆羅門正

在準備一次盛大的祭祀法會，七百頭牛排列開繫於柱上，還有諸多的羊和其他種種的弱小動

物都繫縛於此。同時（他們）還準備各種飲食，供養布施大眾，因此各種外道仙人從四面八

方的國家來參加祭祀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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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長身婆羅門聽說沙門瞿曇（即佛陀）從拘薩羅人間遊行，來到了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於是他想到：“我今天舉辦盛大的祭祀法會，有七百頭牛排列開繫於柱上，還有諸多的羊和

其他種種的弱小動物都繫縛於此，都是為了這次大會。還有各種不同的道人從四面八方的國

家來大會所。我應當去沙門瞿曇那裏詢問舉辦盛大法會之法，不要讓我舉辦的盛大法會有任

何缺點或不好。＂有了這個想法，於是他乘白馬車，在許多年少婆羅門前呼後擁下，持金柄

傘蓋，執金澡瓶，出舍衛城而來到世尊所住的地方，恭恭敬敬地來到精舍門前，下車步行前

進，來到佛前。當他（與佛陀）相互問訊之後，就坐在一邊，講道：“瞿曇，我要舉辦盛大

的法會，有七百頭牛排列開繫於柱上，還有諸多的其他種種的弱小動物都繫縛於此，為大會

做準備。還有各種不同的道人從四面八方的國家來大會所。我又聽說瞿曇從拘薩羅人間遊行，

來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今故來請問瞿曇有關舉辦盛大法會所需要的各種物品，不要讓

我舉辦的盛大法會有任何缺點或不好。＂ 

 

此時佛陀告訴婆羅門：“有一種盛大的法會的主人行布施作福，但是卻造了罪，（因為）他為

三種刀劍所害，所以不得善果。哪三種刀劍呢？即身之刀劍，口之刀劍和意之刀劍。＂ 

 

“什麼是由意之刀劍而得苦報？如果一次盛大法會的主辦者這樣想：我要舉辦盛大的法會，

要殺多少壯牛、水牛，以及其牠的羊和種種的弱小動物，這就是由意之刀劍而得苦報。這樣

的施主雖然心想作種種布施、種種供養，但實際上是造罪。＂ 

 

“什麼是由口之刀劍而得苦報？如果一次盛大法會的主辦者這樣講：我要舉辦盛大的法會，

你們要殺多少壯牛、水牛，以及其他的羊和種種的弱小動物，這就是由口之刀劍而得苦報。

大會的施主雖然作種種布施、種種供養，但實際上是造罪。＂ 

 

“什麼是由身之刀劍而得苦報？如果一次盛大法會的主辦者為了法會，自己親自殺多少壯

牛，以及其他種種的弱小動物，這就是由身之刀劍而得苦報。大會的施主雖然作種種布施、

種種供養，但實際上是造罪。＂ 

 

“然而，婆羅門應當供養三種火，禮拜奉事，給與安樂。哪三種火呢？第一是根本火，第二

是居家火，第三是福田火。＂ 

 

“什麼是根本火，應當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與安樂呢？如果善男子方便獲得財富，並且

是用自己的辛勤勞動如法所得，應當供養父母，令得安樂，是名根本火。為什麼稱此為根本

呢？因為善男子從他而生，所以父母是名根本。善男子為了崇尚根本故，隨時恭敬，奉事供

養，施以安樂。＂ 

 

“什麼是居家火，善男子應當隨時育養，施與安樂呢？如果善男子方便獲得財富，並且是用

自己的辛勤勞動如法所得，應當供養妻子、宗親、眷屬、僕使、傭客。是名居家火。為什麼

稱此為居家火呢？因為善男子生活在家裏，與其（家裏各類人等）樂則同樂，苦則同苦，他

們的所作所為都應當支持隨順，是名為家。所以，善男子應當隨時供給他們，並施與安樂。＂ 

 

“什麼是福田火，善男子應當隨時恭敬，尊重供養，施與安樂呢？如果善男子方便獲得財富，

並且是用自己的辛勤勞動如法所得，應當供養諸沙門婆羅門，奉事那些善能調伏貪嗔癡之人，

恭敬這樣的沙門和婆羅門，可以建立福田，獲得樂報，將來生天，是名福田火。為什麼稱此

為福田？因為（這些人）應當供養，是故名為田。善男子應當隨時恭敬他們，奉事供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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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安樂。＂ 

 

於是，世尊又說偈頌：  

根本及居家，應供福田火，是火增供養，充足安隱樂，無罪樂世間。 

慧者往生彼，如法財復會，供養所應養，供養應養故，生天得名稱。 

 

“然後，婆羅門，現在善男子先前所供養的三種火，應當今斷滅。哪三種火呢？它們是貪欲

火、瞋恚火、愚癡火。為什麼呢？因為如果貪火不斷不滅，自害又害他，自他俱害，現在獲

得罪報，後世亦得罪報。由於此而內心生起憂悲苦惱。瞋恚火和愚癡火也一樣。婆羅門，就

像善男子事薪火一樣，隨時辛苦，隨時燃火，隨時滅火，這是因緣受苦。＂ 

 

這時，長身婆羅門默然而坐。有一位婆羅門子名為鬱多羅，就坐在會中。長者婆羅門沈默了

一會兒，思考後對鬱多羅講：“請你到要舉辦盛大法會的地方，解放那些繫在柱子上的牛和

其他的弱小動物，全部解放。並對牠們講：｀長身婆羅門對你們說，你們隨意自在，在山澤

曠野，食永不斷的草，飲清淨的流水，在四方風中享受各種快樂吧。＇＂ 鬱多羅講道：“隨

大師的教導。＂於是他來到舉辦盛大法會的地方，解放各類眾生，並對牠們說：｀長身婆羅

門對你們說，隨你們的意願自在，在山澤曠野，飲水食草，四風自適。＇＂ 

 

這時，世尊知道鬱多羅之心念，於是為長身婆羅門說種種法，示教利喜如律。世尊說法先後，

先說戒，然後布施以及生天的功德，又說愛欲的過患，出離煩惱的清淨，如是開示現顯。譬

如一塊新鮮淨白的氊易於染色，長身婆羅門也一樣，就在座上就見到了四聖諦。 

 

這時，長身婆羅門見法、得法、知法、入法，消除一切疑惑，不會受他人的影響，在佛的正

法中得無畏法。於是（長身婆羅門）即從座起，整理衣服，偏袒右肩，合掌對佛講道：“世

尊，我已得度，從今天起，我要盡形壽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比丘僧，而成為優婆塞，

請作証明。我願請世尊及與諸大眾到我家受我飯食。＂這時世尊以沈默而表示同意。 

 

當時，長身婆羅門知道佛受請後，向佛作禮，並向右繞三匝而回去。長身婆羅門回到舉辦盛

會的地方，準備好清淨美味的食品，佈置好床座，於是（次日）派遣使者來請佛陀，講道：

“應供的時間已到，恭請聖者。＂於是世尊著衣持缽，在大眾圍繞下，來到長身婆羅門的地

方，並在大眾前坐下。當世尊坐定以後，長身婆羅門親自供養種種飲食。食後，洗缽漱口已

畢，婆羅門坐在大眾前聽佛說法。這時，世尊為長身婆羅門說種種法，示教利喜已，從座起

而去。 

 

聖河洗浴非修行 
《雜阿含經》第一一八五經 

 
題解：印度人相信，在神聖的河流中洗浴，如恒河，可以除去他們的惡業。這是印度人從古

至今的信仰。本經中講到，住在孫陀利河側婆羅門認為，孫陀利是聖河，在其中洗浴可以除

去惡業。他來問佛陀是否也在孫陀利河洗浴。佛陀就他的問題答道，不管是什麼樣的聖河，

它都不能洗滌去人們所作的惡業，只能洗滌去身上的塵穢。如果人能持五戒，並常存慈悲之

心對一切眾生，那他就自然清淨，不用在聖河中洗浴。本經所講的意思是，河水不能洗去惡

業，只有善持五戒，慈悲對待一切眾生，那就自然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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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是我聞，佛住拘薩羅人間遊行時，住在孫陀利河側叢林中。當時有一位在孫陀利河

側所住的婆羅門來到佛所住的地方見佛。見面後相互問訊已，退坐在一面，並向佛問道：“瞿

曇，你在孫陀利河中洗浴嗎？＂佛陀反問婆羅門：“為什麼要在孫陀利河中洗浴呢？＂婆羅

門對佛陀講道：“瞿曇，孫陀利河是濟度之河，是吉祥之河，是清淨之河。如果有人於中洗

浴，它可以消除人們的一切諸惡。＂這時世尊就說偈道： 
“不是孫陀利河， 
也不是婆休多河， 
亦非伽耶薩羅等如是諸多河流， 
能令作諸惡業不善之人清淨。 
恒河、婆休多河、孫陀利河等， 
即使愚者常居中， 
也不能除去眾惡業， 
而（善業）清淨之人何用在河中洗浴呢？ 
對清淨之人來說， 
布薩等河有什麼作用呢？ 
清淨之業自然清淨。 
於一生中受持， 
不殺不盜不婬不妄語， 
由信布施等除去塵垢， 
在這當中洗浴。 
對於一切眾生， 
常常生起慈悲之心， 
用井水來洗浴就可以了， 
用伽耶河等有什麼用？ 
如果內心自然清淨， 
不用從外部來洗浴， 
在農田裹做活的人， 
他們的身體污垢多， 
用水來洗滌其塵穢， 
但不能清淨其內心。＂ 
這時，孫陀利河側所住的婆羅門聽聞佛所說法，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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