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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講義 

開仁 2016/12/1 

 

講義 p.56 

【1】《瑜伽論記》卷 3(T42,367b10-13)： 

依聞思修所治差別說前三者，由聞故知法其所治名無知，由思故推稱其所

治名無見，依修故明證其所治名無現觀。故云所治差別故說此三種。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3：「現觀者，謂見道。」(T27,223c10-11) 

 

【3】《瑜伽論記》卷 18：「真諦現觀者，見道。或復清淨者，修道等也。」

(T42, 726a19-20) 

 

講義 p.62 

【1】《佛法概論》，p.74： 

有情的生死相續，即依此愛相應的思願所再創，所以說：「五受陰是本行所

作，本所思願」（雜含卷一０‧二六０經）。同時，有取識即與取相應的識，

在沒有離欲前，他是不會停止執取的。捨棄了這一身心，立刻又重新執取

另一身心，這即是入胎識的執取赤白二渧為自體。如獼猴的跳樹，放了這

一枝，馬上抓住另一枝。此有取識的執持，是「攬他為己」的，即愛著此

自體，融攝此自體，以此為自，成為身心統一而靈活的個體。對於有情身

心的和合相續，起著特殊的作用。 

 

【2】《佛法概論》，p.93： 

行是世間的一切，佛法以有情為本，所以世間諸行，不外乎情愛為中心的

活動。像五蘊中的行蘊，即以思心所為主。經上也說：「五受陰是本行所作，

本所思願」（雜含卷一０‧二六０經）。緣起支中的行支，也解說為「身行、

語行、意行」，即思心所為中心的身語意的活動。從展轉相依，生滅相續的

諸行中，抉出（愛俱）思心所為中心的行支、行蘊，為五蘊現起的動力。

由於這是相依相續的活動，所以當下能開示無常無我的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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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p.735-740： 

《中阿含》修道次第的條貫 

4.修道次第的條貫： 

a、師資傳承的修道次第：戒、定、慧、解脫 

在「相應修多羅」中，一切是隨機散說的；修道的品目，也非常的多。或

但說慧觀的證入，或但說禪定，或說戒與慧，或說定與慧。 

然修道得證，有先後必然的因果關係。依戒而修定，依定而修慧，依慧得

解脫──這一修證的次第，在師資的傳承修習中，明確的揭示了出來。 

b、《中阿含》修道次第的三類體系 

雖然在進修中，是相通的，但綜合而敘述出來，也有不同的體系。 

（a）第一類 

第一類是1： 

 

A B C D 

   奉事善知識 

   往詣 

   聞善法 

   （熏）習耳界 

   觀法 

   受持法 

   誦法 

   觀法忍 

  恭敬  

  信 信 

  正思惟 正思惟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1
 [原書 p.751,n.57] 

A、《中阿含經》卷 10（大正 1，485a-c）。B、《中阿含經》卷 10（大正 1，485c-486a）。 

C、《中阿含經》卷 10（大正 1，486a-b）。D、《中阿含經》卷 10（大正 1，49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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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戒 戒 戒 

不悔 不悔 不悔 不悔 

歡悅 歡悅 歡悅 歡悅 

喜 喜 喜 喜 

止 止 止 止 

樂 樂 樂 樂 

定 定 定 定 

如實知如真 如實知如真 如實知如真 如實知如真 

厭 厭 厭 厭 

無欲 無欲 無欲 無欲 

解脫 解脫 解脫 解脫 

 

上列四說，A說為根本。由戒而定，而智證，向於厭、無欲、解脫，為三

學進修的次第。 

D說加「奉事善知識」等，這是在三學勤修──「法隨法行」以前，要經

歷「親近善友」、「多聞熏習」、「如理思惟」的過程。重於聞思的修學，可

適用於在家眾的修學。 

這四說，都是《中阿含經》「習相應品」（42-57經）所說。在南傳藏中，多

分編入《增支部》。 

 

（b）第二類 

第二類是2： 

 

A  四念住 七覺分  明解脫 

B 八正道 四念住……………七覺分 止觀 明解脫 

C 四念住…………………………八正道 止觀 明解脫 

 

修四念住，進修七覺分，得明解脫：是《相應部》舊有的修習次第3。四念

住，作為入道的必要修法，所以稱為「一乘道」。（10）《念處經》，（119）《身

                                                       
2
 [原書 p.751-752,n.58] 

A、《中部》（118）《入出息念經》（南傳 11下，88-96）。B、《中部》（149）《大六處經》

（南傳 11下，416-420）。C、《中部》（151）《乞食清淨經》（南傳 11下，426-432）。 
3
 [原書 p.752,n.59]《相應部》「根相應」（南傳 16下，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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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念經》，都是這一法門的廣說。然而，經中但說修四念住、七覺分，其他

八聖道分等道品，又怎樣呢？ 

B、C、──二說，大意相同，納入其他的道品，而增列「止觀」。 

這一次第，沒有說到戒的修學。 

 

（c）第三類 

第三類是主要的，如4：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戒具足   戒具足    戒具足 

 四種清淨    四種清淨 四種清淨  

  戒成就   戒成就   

    四念住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護諸根 

 飲食知量 飲食知量   飲食知量   

 常覺寤 常覺寤   常覺寤   

  七法具足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獨住遠離 

離五蓋 離五蓋  離五蓋 離五蓋 離五蓋 離五蓋 離五蓋 

     四念住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得四禪 

具三明 具三明 具三明   具三明   

   漏盡解脫 漏盡解脫  漏盡解脫  

       具六通 

 

                                                       
4
 [原書 p.752,n.60]Ⅰ、《中部》（51）《迦尼達拉經》（南傳 10，95-100）。又（76）《薩尼

達迦經》（南傳 10，371-372）。Ⅱ、《中部》（39）《馬邑大經》（南傳 9，470-484）。

Ⅲ、《中部》（53）《有學經》（南傳 10，109-114）。Ⅳ、《中部》（38）《愛盡大經》（南

傳 9，464-469）。又（112）《六淨經》（南傳 11下，13-18）。又《中阿含經》卷 49

（大正 1，733a-734a）。Ⅴ、《中阿含經》卷 35（大正 1，652b-c）。Ⅵ、《中部》（125）

《調御地經》（南傳 11下，162-167）。Ⅶ、《中阿含經》卷 13（大正 1，508b）。Ⅷ、

《中阿含經》卷 19（大正 1，552b-5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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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修證次第，雖有小小出入，主要是戒定慧的進修次第。 

I、戒學有三說不同 

戒學中，有三說不同：5
 

（I）第一類：戒具足 

具足戒法，是離十不善業，離一切不如法的生活。這就是《長部》（1）《梵

網經》所說的小戒、中戒、大戒。6這樣的戒法，是通於在家的。 

（II）第二類：四種清淨 

如《中阿含經》（63）《鞞陵婆耆經》所說。四種清淨，是身清淨、語清淨、

意清淨、命清淨。身語意清淨，就是離十不善業。命清淨，是離一切不如

法的生活。 

所以這二說，是一樣的。 

（III）第三類：戒成就 

戒成就，是出家人在僧伽中所遵行的戒法，內容是：「安住具戒，善護別解

脫律儀，軌則圓滿，所行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7。 

 

II、定學、慧學 

這一類的次第，一致說依四禪而得漏盡。或但說「心離諸漏而得解脫」。或

說三明，或說六通，漏盡明與漏盡通，與上心得解脫一樣。這就是「明解

脫」的另一說明。 

這一次第中，或加入「四念住」，或前或後。 

依四禪，得三明，傳說為釋尊當時修道入證的修證事實8。 

                                                       
5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4章，第 3節，p.1193： 

《長阿含經》與《中阿含經》，敘述了戒定慧的修學次第，所說的戒學，有三說不同。

一、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命清淨。二、小戒，中戒，大戒。三、善護波羅提

木叉律儀等。 
6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5章，第 3節，p.288： 

「戒具足」的內容，與《長部》（1）《梵網經》的「小戒」相合。《長部》自（1）《梵

網經》，到（13）《三明經》，經中都有「戒」的說明，而《梵網經》又分為「小戒」、

「中戒」、「大戒」──三類。「中戒」是離植種伐樹，過多的貯蓄，歌舞戲樂，賭博，

過分的貴重精美，閒談，諍論法律，奔走使命，占相禁厭。「大戒」是遠離對解脫無

益的學問，特別是宗教巫術的種種迷信。 
7《集異門足論》卷 5〈4三法品〉（大正 26，388b25-27）： 

增上戒學云何？答：安住具戒，守護別解脫律儀，軌則所行，悉皆具足，於微小罪

見大怖畏，受學學處，是名增上戒學。 
8
 [原書 p.752,n.61]《中部》（4）《駭怖經》（南傳 9，32-35）。又（19）《雙考經》（南傳

9，211-214）。又（36）《薩遮迦大經》（南傳 9，43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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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p.226-227： 

一、正見與正思惟 

１、正見：可說是從聞（或從佛及佛弟子聞，或從經典聞）而來的慧學；

正思惟：是從慎思明辨而來的慧學。 

２、有正見的，一定成就正信；有信的一定有要求實現的意向。所以從正

見而來的正思，是引發了向解脫的真實欲求。也就因此，古譯正思惟

作『正志』或『正欲』。 

 

二、正思惟與三法印 

１、從無常的正見中，引發正思，就向於厭。 

眾生對於自我及世界是熱戀著的；正思的向於厭，就是看到一切是無常

是苦，而對於名利，權勢，恩怨等放得下。這是從深信因果中來的，所

以厭於世間，卻勇於為善，勇於求真，而不像一般頹廢的灰色人生觀，

什麼也懶得做。 

２、從無我的正思中，向於離欲。 

於五欲及性欲，能不致染著。如聽到美妙的歌聲，聽來未始不好聽，可

是秋風過耳，不曾動情，歌聲終了，也不再憶戀。如手足在空中運動一

樣，毫無礙著。 

３、從涅槃寂靜的正思中，向於滅。 

心向涅槃而行道，一切以此為目標。 

這三者，表示了內心的從世間而向解脫，也就是真正的出離心。 

出離心，貫徹了解脫道──八正道的始終。不過正見著重於知厭，知離欲，

知滅而已。以下六支，都是向此而修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