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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編序 
 

這一版包含了阿耨樓陀尊者（Ācariya Anuruddha）所

著的《阿毗達摩概要》1（Abhidhammatthasa�gaha）的巴利

原文、英譯及助讀說明。在所有的上座部佛教國家裡，《阿

毗達摩概要》是修學《阿毗達摩論》之主要入門書。開始

修訂那拉達大長老（Ven. Mahāthera Nārada）所譯的《阿毗

達摩概要》已是四年前的事。如今，在此書即將付梓時，

它已蛻變成另一本完全不一樣的新書，但其書名基本上還

是相同。保留原名的原因之一是為了保留與其前身的相續

關係，另一個原因純粹是因為《阿毗達摩概要》（A Manual 

of Abhidhamma）是對該書巴利原名最為恰當的英譯；直譯

該巴利原名是「包含阿毗達摩諸法的概要」。在此為原名再

加上「周全」2以示此書所涉及的範圍已比其前身更為廣泛。 

於此當簡要地說明此書的演變過程。雖然那拉達長老

所譯的《阿毗達摩概要》已經經歷了四版，而且幾十年以

來都廣為初學阿毗達摩者採用為入門書，但很明顯地此書

在說明及編排兩方面都需要重新改善。所以，於一九八八

年年杪，在此書已急需重印時，本人聯絡了住在英國伯明

罕的烈瓦達達摩長老（Ven. U Rewatadhamma），敬請他修

訂第四版的「助讀說明」。本人也提議他增添他認為對認真

學習阿毗達摩者有助益的更詳細說明。我特別邀請烈瓦達

達摩長老協助這項任務，因為他具足了罕有的各方面條

件：他在研究《阿毗達摩論》成果卓著的緬甸受過傳統的

訓練、他本身編輯了《阿毗達摩概要》及其主要註疏《阿

                                               
1 葉均中譯書名《攝阿毗達摩義論》 
2 譯按：直譯英文版原名是「周全的阿毗達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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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達摩義廣釋》（Vibhāvinī*īkā）、他以印度文寫了自己對該

概要的註疏、及他精通英文。 

當烈瓦達達摩長老在英國編輯其修訂稿時，我則在斯

里蘭卡著手審校那拉達長老對該概要的英譯。在對照幾版

的巴利原文及其註釋之下，（本人）對那拉達長老所採用的

巴利底版及其英譯作了一些更改。在修訂該英譯時，我的

目的並不只是為了改正一些小錯誤，而是也注重保持對巴

利術語的英譯有高度一貫性及準確性。為了便於參照智髻

比丘（Bhikkhu Ñā.amoli）所譯的《清淨道論》（英文版），

我採用了許多該書裡所用的英譯術語，但有時我保留了那

拉達長老的用語，有時我則採用其他英譯。在該概要的編

輯工作將近結束時，我才接到哈瑪拉瓦沙達帝沙法師（Ven. 

Hammalawa Saddhātissa）所編、巴利聖典協會出版的最新

版《阿毗達摩概要》，但這已太遲了，無法採用它的節碼以

利於對照。 

準備這一版最具挑戰性的是編輯助讀說明。在開始編

輯工作時，我們的原意是盡量保留那拉達長老所寫的原註

解，而只在必要時才作少些更改及加入新的資料。然而，

在進行編輯工作不久之後，較大幅度更改的必要性已很明

顯。為了對《阿毗達摩概要》裡的主要法義提供更精確及

詳細的說明，烈瓦達達摩長老及本人不得不一再參考該概

要 最 主 要 的 兩 部 註 疏 ： 善 吉 祥 智 者 尊 者 （ Ācariya 

Suma�galasāmi，斯里蘭卡，十二世紀末）所著的《阿毗達

摩義廣釋》（Abhidhammattha-Vibhāvinī*īkā）及緬甸列迪長

老（ Ledi Sayadaw）所著的《究竟燈註》（ Paramattha- 

dīpanī*īkā）（一八九七年初版）。助讀說明裡的許多資料即

是摘自這兩部註疏。 

如眾阿毗達摩學者所熟知的，這兩部註疏時常持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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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見解；列迪長老的註解對《阿毗達摩義廣釋》時常作

出批評性的分析。由於我們的目的是闡明《阿毗達摩論》

裡的基本法義，而不是為了爭辯，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這

兩部註疏的共同點及具有相輔之處。一般上，我們盡量避

免分裂它們的爭論，但當它們不同的見解看來很吸引人

時，我們則把兩種不同的觀點都列了出來。我們也採用了

《清淨道論》的許多資料；尤其是該論包含了具有阿毗達

摩風格的「慧地品」（paññābhūmi，第十四至十七章）。 

從這些所收集的說明資料，我們嘗試編一部對《阿毗

達摩概要》的詳細說明，以便能夠協助新學阿毗達摩者掌

握錯綜複雜的《阿毗達摩論》，而又能夠對資深的阿毗達摩

學者起激勵及啟發的作用。編排助讀說明的方式是依照上

座部佛教傳統著作論註的方式。如此避免了採用自己個人

的見解，也避免了與現代哲學及心理學作比較。雖然這種

比照的學問固有其價值，但我們認為在呈獻上座部正統學

者所持的阿毗達摩法義時，它們應該被除外。 

此書的整體架構是依照典型的註疏方式。每一節以一

段《阿毗達摩概要》的巴利原文為始，接下來是其譯文，

然後即是對原文裡的主要術語及概念作出說明。採取這種

方式是必要的，因為該概要只列出極簡短的《阿毗達摩論》

大綱，設定了有導師會為學生解釋那些大綱。若自讀則會

令讀者徘徊在其奧秘之外。 

導讀一篇也是烈瓦達達摩長老及本人合力所作，以便

不單只對讀者介紹《阿毗達摩概要》，同時也更廣泛地介紹

整部《阿毗達摩論》。在準備此書的最後階段，我們很慶幸

能夠得到另一位緬甸阿毗達摩學者錫拉難達法師（Ven. U 

Sīlānanda）的准許，以採用他為他的美國學生所準備的阿

毗達摩圖表。這些圖表簡明地把許多資料濃縮起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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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掌握阿毗達摩要義方面有很大的幫助。收錄在本書附

錄，有關心與心所的聖典出處的表單也是錫拉難達法師的

功勞。 

在結束此序文之前，本人負責對協助完成此書者致

謝，這是一項令人感到愉快的任務。 

烈瓦達達摩長老很感謝協助他編輯此書的：Mirko 

Fryba, Mar Mar Lwin, Peter Kelly, Jill Robinson, Upasaka 
Karuna Bodhi, and Dhamma Tilak. 

本人則很感謝烈瓦達達摩長老能夠在百忙之中抽空編

寫修訂資料，也很感謝協助他編寫的那群人。於本國，本

人很感謝 Ayyā Nyanasirī 極準確地把《阿毗達摩概要》的

巴 利 原 文 及 重 編 的 英 譯 輸 入 電 腦 ； 感 謝 Savithri 

Chandraratne也很準確地把助讀說明的手稿輸入電腦；也感

謝 Ayyā Vimalā 對該助讀說明的草稿提出極有用的建議，

使到本書獲得顯著的改善。最後，本人很感謝錫拉難達法

師慈悲允許我們在這一版裡採用他那些極具價值的圖表。 

 

 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 

 一九九二年八月 

 肯地──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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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中文為媒介語修學上座部止觀禪者明顯地增

加。而在止與觀兩種禪法當中，阿毗達摩的知識對修學後

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敬於此譯出《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希望有助於華文源流的禪修者減少在修學觀禪時的障礙，

也希望有助於正法長住於世，更長遠地讓眾生獲得至上法

義的薰陶。 

佛法肯定不只是理論而已，而阿毗達摩也不是紙上談

兵的某某世間學。從以下《殊勝義註》對佛學的觀點，我

們即可窺見此學之目的所在。 

「在此，應當思慮對三藏的三種學習（態度）：如捉蛇

者的學習（態度）、為解脫而學習、以及如財政的學習（態

度）。當中，為惱怒他人等3，而不當地獲取學問就有如在

捉蛇。4關於這點（佛陀）曾說道：『諸比丘，有如一位想

要捉蛇的人會四處尋找蛇。當看到一條大蛇時，他捉住牠

的身體或尾巴，而該蛇即回過頭來咬他的手、臂、或身體

任何或大或小的部位。他即因此而死，或遭受半死不活的

痛楚。為何？諸比丘，這是因為他捉蛇捉錯了。如是，諸

比丘，於宗教，有些一無是處的人不適當地學習諸部教理。

學了教理之後，他們並沒有理智地探討教義。由於沒能領

會該教義，所學到的教理並沒帶給他們智慧。這些人學習

教理的目的只是為了惱怒他人或為了使自己免除他人的批

評或指責。對於善行者所學習的任何善法，一無是處者都

無法體驗；而這些不當學得的教理會帶給他們傷害，以及

                                               
3 為了使自己不再受到他人欺壓。 
4 參照《中部‧蛇譬喻經》（Alagaddūpama Sutta）的錯誤捉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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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的痛苦。為什麼呢？諸比丘，這是因為那些教理是以

不正確的態度學得。』 
然而，有人為了成就戒學等，不是為了惱怒他人，而

是為了解脫，因此適當地學得教理。關於這種學問（佛陀）

說道：『正確地學得的教理會帶來利益，以及長久的快樂。

為什麼呢？諸比丘，這是因為那些教理是以正確的態度學

得。』 

最後，對諸蘊已有透徹的智見、已斷除一切煩惱、已

成就道、通達阿羅漢果、證悟滅諦、以及滅盡諸漏的聖者，

學習教理的目的純粹只是為了保存傳統，以及護持正法的

傳承。這即是財政5的學習（態度）。」──《殊勝義註》

巴、頁二三至二四；英、頁二九至三○。 

由此可知，佛學是趣向出世間的實用解脫學。把佛學

視為「錯誤的捉蛇學」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麼呢？這是因

為佛法殊勝之故。雖然無知的捉蛇者只能光說不練，但由

於佛學的優越，不久他們就會獲得《糞甲蟲經》裡所提到

的三種極可怕的東西──利養、崇敬與名譽。 

「諸比丘，利養、崇敬與名譽是極為可怕的，是證得

解脫束縛而達到至上安全處極強的障礙。就有如一隻吃糞

的甲蟲，滿身是糞，滿肚子也是糞，站在一大堆的糞前，

鄙視其他甲蟲道：『我是吃糞者，充滿了糞，滿肚子也是糞，

在我面前也有一大堆的糞。』」 

「這受到利養、崇敬與名譽淹沒其心的比丘鄙視其他

良善的比丘。但這將會為那腐敗的人帶來極長久的厄難與

痛苦。諸比丘，這顯示了利養、崇敬與名譽是多麼的可怕，

                                               
5 譯按：阿羅漢已不須再為解脫而努力；他學習教理的目的純粹只

是為了保護佛教的財富，即正法。這就有如財政的工作，即保管國

家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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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證得解脫束縛而達到至上安全處極強的障礙。所以，諸

比丘，你們應當如此訓練自己：『無論我們得到了什麼利

養、崇敬與名譽，我們都會捨棄它，以免它淹沒了我們的

心。』」──《相應部‧因緣品‧利養相應‧糞甲蟲經》 

如果我們是虔誠的佛弟子，當然是不會不聽佛陀的

話，而硬是要做糞甲蟲的。然而，即使沒有受到名聞利養

的腐蝕，佛弟子還是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不可只是滿足

於自己清淨的戒行與滿腦袋的佛學知識，因為只要是還沒

有親身體證四聖諦，他還只是一個為別人看管牛的牧牛者。 

即使他背誦了許多經典， 

然而並不依法實行， 

這怠惰的人有如牧童在數別人的牛， 

沒得分享沙門生活的利益。 

──《小部‧法句經》偈十九 

比丘不應只是因為有戒行、或多聞、或有禪定、或獨處、

或自知「我得享凡夫享受不到的出離樂」6而感到滿足，而

不滅盡煩惱（即證悟阿羅漢道果）。 

──《小部‧法句經》偈二七一、二七二 

希望自己快樂的人當然不會想要做個愚蠢的捉蛇者，

也不會想要做隻糞甲蟲或做個牧童。所以，如果還沒有完

全解脫，學習的正確目的應當是──為了解脫。 

為什麼要解脫？對於這點，佛陀在許多經裡已給予答

案。以下是其中一部解說生死輪迴之厄難的《淚水經》： 

於舍衛城附近： 

「諸比丘，這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蒙蔽、為渴愛束

縛的諸有情的輪迴起點是不可知的。 

                                               
6 註：nekkhammasukha>「出離樂」是指阿那含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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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你們認為如何，是那一者比較多？是在這漫

長的輪迴裡來來去去，而與厭惡者相會及與親愛者別離時

所流（而積下）的淚水比較多，還是四大洋之水比較多？」 

「世尊，依我們從世尊處所接受到的教導，在這漫長

的輪迴裡來來去去，而與厭惡者相會及與親愛者別離時所

流（而積下）的淚水比四大洋之水還多。」 

「說得好，說得好，諸比丘。你們已善於接受我所給

予的教導。的確是在這漫長的輪迴裡……。 

長久以來，你們都在為經歷父母、子女與親人之死而

傷痛，也為失去財富及患上疾病而傷痛。而在這漫長的旅

途裡為這一切傷痛、與厭惡者相會及與親愛者別離時，你

們痛哭淚流之水確實已比四大洋之水來得更多。 

為什麼呢？諸比丘，這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蒙蔽、

為渴愛束縛的諸有情的輪迴起點是不可知的。所以，諸比

丘，長久以來你們都在受盡折磨與厄難，把墳場都給填滿

了，的確長久得足以令你們對一切都感到厭倦，長久得足

以令你們捨離一切，以獲取解脫。」──《相應部‧因緣

品‧無始輪迴相應‧淚水經》 

如果我們真的愛護自己，我們應當為自己的解脫而努

力。如果我們真的愛護他人，我們也應當為自己的解脫而

努力，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引導他人至解脫，

才是真正地愛護他們。在《愛惜者經》裡提及了愛護自己

的人如何照顧自己： 

波斯匿王向世尊說：「世尊，在我獨自一人休息時，我

在想：『誰愛惜自己？誰不愛惜自己？』世尊，當時我這麼

思惟：『造身語意惡行的人，是不愛惜自己的人。即使他們

說：「我愛惜自己」，他們並不愛惜自己。這是什麼原故？

因為他們為自己所做的，是怨恨者對其敵人所做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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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不愛惜自己。 

然而，修身語意善行的人，是真正愛惜自己的人。即

使他們說：「我不愛惜自己」，他們還是愛惜自己。這是什

麼原故？因為他們為自己所做的，是朋友對其友人所做

的。所以他們是真正地愛惜自己。』」 

「的確如是，陛下，的確如是。你所說的一切我一再

重複，及印證它是正確的。」──《相應部‧具偈品‧僑

薩羅相應‧愛惜者經》 

希望大家都真正地愛惜自己，作個為解脫而努力的學

佛者，而並非只是一個佛學家。 

在此，譯者應當稍作說明，解釋翻譯此書的情形。此

書主要採用義譯的方式，以便較順暢、易讀、易懂。但在

表達方式上，義譯比直譯會與原文有較大的出入，尤其是

阿耨樓陀尊者所著的原文，輾轉從巴利文譯成英文後再譯

成中文，可想而知原著與其中譯在表達方面必定會有不少

的差異。 

在英文編輯界有這麼一句話：「編輯的工作是永無止盡

的，即使只是一本書，編到死也編不完。所以，在某個時

候，我們必須說：『夠了』。」 

肯定的此中文譯本是如此，而其英文版也是如此。在

翻譯過程中，譯者發現英文版有一些像是疏忽而致的錯

誤。譯者在還未知照英文版編者之前即予以改正，希望這

麼做並不會誤導讀者。 

關於註腳，若沒有註明是譯按，那即是英編按。在

註腳裡所提到的《阿毗達摩要義》是緬甸的棉頂濛博士

（Dr. Mehm Tin Mon）所著的 The Essence of Buddha 

Abhidhamma。 

在此，譯者謹以此書獻給他尊敬的戒師──緬甸帕奧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xii 

禪林的帕奧禪師（The Ven. Pa-Auk Sayadaw），也感謝所有

協助校稿及出版此書的人。 

最後，譯者與他敬愛的母親、長輩、親人、朋友、所

有的讀者及一切眾生分享翻譯此書的功德，也把此功德迴

向予其已故的父親。願他們的隨喜成為他們早日獲得解脫

的助緣。 

願大家平安、快樂、祥和、一切如法善願成就。 

 

重覆是為了不再重覆，努力是為了不必努力； 

厭離是為了不再厭離，休息是為了一切止息。7 

 

願佛法久住於世。 

 
 譯者尋法比丘 

 (Bhikkhu Dhammagavesaka) 

 一九九九年三月 

 寫於緬甸帕奧禪林 

                                               
7 重覆與努力是指不斷地修行；休息是指放下萬緣安心修行；厭離

是指看清真相而放下；不再重覆、不必努力、不再厭離與一切止息

都是指最終的目的──涅槃。 



xiii 

中譯修訂版序 
 
 

首先譯者要向大家道歉，因為中譯初版裡有超過兩百

個錯誤，最多的是巴利文打錯了，至於翻譯錯的地方也有

幾十個。真心地感謝所有幫助譯者改正的人。 

 此時想到阿毗達摩，就想到《迷惑冰消》的「智分別」

中提到佛教的三種消失（antaradhāna）： 

「有三種消失：教理消失（pariyatti-antaradhāna）、通

達消失（ pa*ivedha-antaradhāna）、修行消失（ pa*ipatti- 

antaradhāna）。於此，教理是三藏，通達是通達（四聖）諦，

修行是行道。於此，通達與修行時有時無。有時候，通達

的比丘眾很多，凡夫比丘則屈指可數……佛教的住立是透

過教理，因為（即使修行與通達消失了）智者在聽聞三藏

後，能夠圓滿其他兩個（即修行與通達）……因此，只要

教理存在，佛教就還存在。然而，當教理消失，首先消失

的是阿毗達摩藏（論藏）……。」 

兩千多年前的註釋裡記載的這項預言，如今不幸已經

出現很明顯的徵兆。如今有許多比丘說阿毗達摩不是佛陀

所教，他們只接受三藏中的經律兩藏，排除了阿毗達摩與

註釋。許多年前，譯者曾親耳聽見一位比丘在開示時公開

批評覺音尊者思想錯亂，所編譯的《清淨道論》亂七八糟。 

《清淨道論》這本禪修大全裡解釋修行觀禪的部份，

都是根據註釋與阿毗達摩的解釋，非常有系統與清晰，毫

不混亂。目前就有許多依照《清淨道論》修行止觀禪法的

人能夠如《清淨道論》中所述地培育四禪八定，觀到內外

種種色聚、究竟色法、心路過程、究竟名法、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的緣起法因果關係等等。他們透過親自體證來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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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佛陀的教法是否是真的。只是知見究竟名色法、緣起法

等只能證明給自己看，無法證明給別人看。但大家想一想，

難道這麼多真心修行的人都在講騙話嗎？ 

即使我們自己沒有能力觀到這些殊勝的法，但這並不

表示別人也觀不到，不能證明阿毗達摩與註釋裡所說的是

錯的。既然如今還有許多人能夠觀到這些殊勝的法，即使

有人還要懷疑，最好還是小心一點，不要批判，不然批判

錯了是很糟糕的，以後要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而且也連

累了許多無知贊同這種錯見的人，乃至遺害許多代的人。 

他們會這樣批判，都是因為受到前人誤導，成了受害

者。根據一位師長的研究，第一位主張阿毗達摩非佛所教

的是一位西方學者。他的根據是因為阿毗達摩的文法與經

律兩藏的文法不一樣。就這樣，他判定阿毗達摩非佛所教，

不是佛法。文法是判定佛法的標準？是嗎？法律與小說的

文法也很不一樣，這證明了什麼呢？佛陀不是叫我們透過

修行來驗證法嗎？難道他們忘了佛陀在《增支部．三集．

羯臘摩經》（Kālāma Sutta）裡說：「當你親自了知：『這些

教法是不善的、當受指責、智者譴責、接受與實踐後會帶來

傷害與痛苦』，那麼你就應該捨棄它們。」難道根據阿毗達

摩與註釋來修行戒定慧是不善的嗎？會增長貪瞋痴，造下

許多惡業嗎？還有，在同一部經裡，佛陀不是叫我們不要

只是因為「傳言、或推理邏輯、或傳承、或有力證據8、或

他是我們的老師」等等就接受某人的教法嗎？如此，我們

怎麼可以只因為這位西方學者的文法推理而接受他的教法

（他教人排除阿毗達摩）。他這一項創新的見解，害慘了許

                                               
8 以前西方權威歷史學家判定佛陀為虛構的人物，直到許多年以

後，人們發現了阿育王石柱，佛陀才突然間從「虛構」變成「真實」。

否定佛陀的是證據，確定佛陀的也是證據，到底證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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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受其誤導而推廣其錯見的人，包括許許多多的出家人。 

以前，譯者也是因為太勇敢，所以亂批判，造了很多

惡業，也害了別人。對於以前因為自大無知而亂批判，譯

者真心地懺悔，正在努力做彌補。希望別人不要犯上譯者

以前的錯誤，誤人誤己，害人害己。（在此，藉此機會做項

更正。譯者在大學時期人云亦云，說修止禪會阻礙修觀禪，

說有禪那的人吃不了苦，很難修觀禪。後來譯者去到緬甸

帕奧禪林，才知道這種見解是錯的。事實上是沒有禪那的

人才很難修行觀禪知見究竟名色法、緣起法等等。證得禪

那五自在的人才容易修行觀禪。） 

根據佛教正統的教法，正法的傳承只是一代傳一代，

主張守舊，不鼓勵創新。在古時候，有位年輕比丘證悟須

陀洹道果後，在寺院裡打板召集其他僧眾。長老來到時問

他什麼事。他說他要講法。長老問他要依據哪個導師的教

法來教。他說是根據自己的解釋。長老就叫他先去學註釋，

也就是佛陀與古師大德（應當記得有許多古師大德是大成

就者，在法上遠比我們優越）的解釋，學後再來說法。他

聽從長老的指示，去向一位博學的大長老學習註釋，學完

後才教法。 

現在緬甸南傳佛教還保留著依照此傳統來傳承佛法。 

現代西方的學術界主張創新，例如在寫碩士與博士論

文時，研究生必須提出前所未有的獨特見解（現代的詮

釋？）。這個方法用在世俗上會帶來進步，因為世俗追求的

進步是沒有止盡的。可是用在佛法上就有問題了。如果我

們能夠對佛陀的教法做出提昇，那豈不是表示佛陀的智慧

不圓滿，不能帶引我們達到真正滅盡一切苦？佛陀自己不

是達到滅苦的最終目的後，才向眾生弘揚他所發現的道路

嗎？難道會不斷有比這個更最終的目的？或者會不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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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來達到這最終的目的？難道會不斷出現比佛陀更有

智慧的人？ 

其實，學法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厲害，因為無論我

們學得再多，都不是我們自己發現的，都是源自佛陀的教

導，再由歷代僧團付出極大的努力傳承下來的。再怎麼說

都是學來的。我們應當謹記，學法只是為了淨化自己的內

心，幫助別人淨化內心，讓自己與別人都能離苦得樂。在

無始的生死輪迴裡，我們每個人都苦夠了，不要再為了維

護與滿足這個「我」而帶給任何眾生傷害，包括自己。 

試想像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佛陀傳下來的法，那會是怎

樣的一個世界？那是一片黑暗，完全黑暗。我們只能盲目

亂闖，卻怎麼也闖不出什麼來。其實，我們真的要非常感

恩佛陀與歷代大德，藉助佛陀的智慧，我們才有可能做到

千萬劫都不能做到的事，把生命提昇到非常高的層次。應

該記得，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並非依靠自己的智慧，而

是依靠佛陀的智慧。 

希望在未來有強大的因緣出現，能夠破除種種錯見，

幫助世人避免被誤導而付出不必要的慘痛代價。希望有更

多的人發心真心地把生命奉獻給三寶，出家學習與修證佛

陀的教法，以此來護持正法，讓正法久住世間，利益眾生。 

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 

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 

譯者尋法比丘 

二零一零年二月 

序於古晉兜率天修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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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節譯） 

 
 

作為此書基礎的是一部中世紀的佛教手冊──《阿毗

達摩概要》（Abhidhammatthasa�gaha）。據說該部著作是由

阿耨樓陀尊者所著；他是一位佛教博學者，但人們對他的

事跡所知的則非常少，甚至連他在那一國出生、住在那一

國也還是人們的疑問。雖然對作者的事跡所知不多，他所

著的那一小本概要卻已成為上座部佛教最重要及最具影響

力的課本之一。在厚約只有五十頁的九章裡，作者提供了

佛教裡最為深奧的《阿毗達摩論》的基本概要。他是如此

善於攝收論藏的根本要義，把它整理為一個易於理解的方

式，使其著作成為所有南亞與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國家修學

阿毗達摩的標準入門書。在這些國家裡，尤其是修學阿毗

達摩的風氣最盛的緬甸，《阿毗達摩概要》早已被視為一支

打開佛法智慧大寶藏無可或缺的鑰匙。 

阿毗達摩 
阿毗達摩教法的主體即是阿毗達摩藏（Abhidhamma 

Pi*aka，亦作論藏）；這是上座部佛教所承認的巴利三藏聖

典的其中一藏，是佛教的權威性聖典。此藏是於佛陀入滅

之後的早期，在印度舉辦的三次佛教聖典結集時所編。第

一次聖典結集是在佛陀入般涅槃三個月之後，由以大迦葉

尊者為首的五百比丘長老在王舍城（Rājagaha）舉行；第

二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一百年後，在毘舍離（Vesālī）舉行；

第三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兩百多年後，在巴達離布達

（Pā*aliputta）舉行。在這三次聖典結集所編的聖典是採用

巴利文（PāDi）來保存與傳承；巴利文是古印度的「中國」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xviii 

（現今的印度東北部）所用的一種語文。這些聖典被稱為

三藏（Tipi*aka）：第一藏是律藏，包含了比丘與比丘尼的

戒條，以及僧團運作的條規；第二藏是經藏，收集了佛陀

在漫長的四十五年弘化期裡，在不同時候所給予的開示；

第三藏則是阿毗達摩藏或論藏，包含了佛陀上等或特別的

教法。 

論藏或《阿毗達摩論》裡有七部論：《法聚論》

（ Dhammasa�ga.ī）、《分別論》（ Vibha�ga）、《界論》

（Dhātukathā）、《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事論》

（ Kathāvatthu）、《 雙 論 》（ Yamaka） 及 《 發 趣 論 》

（Pa**hāna）。有別於諸經，這些論並不是記錄生活上的演

說或討論，而是極其精確及有系統地把佛法要義分門別類

與詮釋。在上座部傳承裡，論藏受到最高的崇敬，被視為

是佛教聖典當中的至上寶。舉例而言，公元十世紀錫蘭的

國王迦葉五世（Kassapa V）把整部論藏銘刻於金碟，而且

更以寶石嵌在第一部論上。另一位十一世紀的錫蘭國王雨

加耶巴護（Vijayabāhu）則有每天上朝之前必須先讀一讀《法

聚論》的習慣，而且也親自把該論譯為錫蘭文。若只是粗

略地讀（論藏），人們可能會難以明白為何論藏如此受到尊

崇。因為那些論看起來像是只是學者們在玩弄不同類別的

佛教術語（名相），極須費神思考，而且有很多煩悶重複之

處。 

然而，在透徹地學習與省思之下，論藏極受尊崇的原

因即自然變得清楚。在正統上座部的觀點，論藏所教的並

不是臆測的理論，也不是出自形而上學，而是開顯生存的

真實本質，只有已徹見諸法微細深奧的一面的心才能識

知。由於它具有此特徵，上座部佛教視阿毗達摩是最能顯

示佛陀的一切知智（sabbaññutāñā.a）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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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教法 
偉大的佛教論師覺音尊者（Ācariya Buddhaghosa）解

釋 Abhidhamma（上等法；音譯：阿毗達摩）為「超越法與

有別於法」（dhammātireka-dhammavisesa）；其前綴詞 abhi

（上等；音譯：阿毗）的意義是顯著與卓越，而 dhamma

（法；音譯：達摩）在此則是指經藏之教法。9當說到阿毗

達摩超越經教時，那並不是意謂經教有任何缺陷，或是意

謂阿毗達摩是開顯在諸經裡所無的深奧教義。事實上，經

教與阿毗達摩兩者都是以佛陀獨特的四聖諦教法作為根

基，而且論藏中趣向解脫的主要法義也都在諸經裡提及。

它們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根本上是無關重要的，有的只是範

圍與教導的方式不同而已。 

關於範圍，阿毗達摩提供了在諸經裡所無的透徹與完

整解釋。覺音尊者解釋在經教的分類，如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只是部分而已，但阿毗達摩則是全面地以各種不

同的分類法把它們分門別類，有些是與經教的相同，有些

則是阿毗達摩獨有。10如是阿毗達摩的範圍與對細節解釋之

複雜程度令到它有別於經藏。 

它們之間的另一個主要差別是在於教導的方法。經藏

裡的諸經是佛陀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之下，對根器有很大差

異的聽眾因人而教的開示。為了引導聽眾修行及通達聖

諦，他採用種種方法，以便聽眾能夠理解其教法。他採用

了譬喻與隱喻；他教誡、勸告與激勵；他判斷聽眾的傾向

與能力，再調整其開示的方式，以便能夠喚起他們良善的

反應。這是為何經教法被形容為「譬喻式或受到裝飾的教

法」（pariyāya-dhammadesanā）。與經藏相反，論藏是以直

                                               
9 《殊勝義註》巴、頁二；英、頁三。 
10 《殊勝義註》巴、頁二至三；英、頁三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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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方式全面地解說諸究竟法，而完全沒有受到裝飾，這

是為何阿毗達摩被形容為「直接或沒有受到裝飾的教法」

（nippariyāya-dhammadesanā）。 

方法的差別致使這兩種教法裡的用詞有所不同。在諸

經裡，佛陀時常採用「慣用語」（vohāravacana）及「世俗

諦」（sammutisacca），即表達在究竟上並不存在，但在世俗

上並沒有錯的詞彙。如是在諸經裡，佛陀用了「我」、「你」、

「男人」、「女人」、「有情」、「人」等詞，就好像它們是真

實存在之法。然而，在論教裡的用詞則局限於在究竟諦

（paramatthasacca）的角度上是實際的詞彙。如是，在經教

裡為了便於溝通而接受的世俗實體則被分解至它們的究竟

實體，即純粹是無常、有為、緣生與無我的名色法。 

在提及這兩種教法的分別時，當知那是依它們的特點

而分，所以不應把它們詮釋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教法。在某

個程度上，這兩種教法是重疊的。所以在經藏裡，我們可

以找到純粹只是解說諸蘊、處、界等的開示，即已跨入了

阿毗達摩的範圍。再者，在論藏裡，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有

整部論（《人施設論》）是採用世俗的慣用語，即跨入了經

教的範圍。 

阿毗達摩的特點 
阿毗達摩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很有系統地分別諸法。它

採用了作為整個阿毗達摩結構的論母或分類表。在《法聚

論》一開始就列出了論母作為整個論藏的序文，其中包括

了一百廿二種屬於論教專有的分類法。其中有廿二種是三

法分類法，即每一組都把諸法分別為三類的方法。其餘的

一百種是二法分類法。這論母的其中一個作用是作為依某

些法則來理清錯綜複雜的諸法的指引。舉例而言，在三法

分類法當中包括了：善、不善、無記三法；樂受相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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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相應、捨受相應三法；果報、業、非果報非業三法等等。

在二法分類法當中包括了：因、非因二法；與因相應、與

因不相應二法；有為、無為二法；世間、出世間二法等等。

運用這些分類法，論母從各方面涵蓋了一切法。 

阿毗達摩的第二個特點是把心相續流詳盡地分析至稱

為心的識知單位，而每一個單位涉及了作為識知目標的根

本的心本身，以及一組執行個別作用的心所。它也把一切

的究竟法分別為四大類：心、心所、色與涅槃；首三種是

有為法，最後一種是無為法。 

阿毗達摩的第三個特點是把在諸經裡紛亂的種種佛學

術語（名相）整理得有條有理。在詮釋每一法時，阿毗達

摩論即會把諸經裡的同義詞互相對照。舉例而言，在諸煩

惱當中，貪心所可以出現為欲漏、有漏、貪欲身繫、欲取、

欲欲蓋等；在諸覺支當中，慧心所可以出現為慧根、慧力、

擇法覺支、正見道分等。在如此對照與連繫之下，阿毗達

摩顯示了在諸經裡可能並沒有明顯地指出的種種術語之間

的關係。 

在此將舉出的最後一個特點是屬於論藏的最後一部論

（《發趣論》）所有。此論列出了二十四緣，顯示了諸究竟

法如何組成一個有系統的過程。屬於組織型的二十四緣是

在之前六部論佔了主要篇幅的分析法的必要搭配。分析法

把看來像是一個整體的事物分析至組成它的最小單位，因

而顯示了任何可能會被視為「我」或「實體」之物的空性。

組織法則把這些被分解至最小單位的諸法連貫起來，顯示

了它們並非各不相關之法，而是擁有多重互相依靠的關係。 

阿毗達摩的來源 
上座部的正統傳承認為論藏是源自佛陀本身。根據覺

音尊者所引用的《大註疏》（Mahā-a**hakathā）：「名為阿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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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的並不是屬於弟子的範圍，而是諸佛的範圍。」諸註

疏認為，不單只是阿毗達摩的精神源自佛陀，而且其論也

是佛陀親身所教的。 

《殊勝義註》（Atthasālinī）述及佛陀在證悟後的第四

個星期裡，他面向西北坐在菩提樹附近的寶屋裡。該寶屋

並非真的是用寶石所造，而是世尊省察七部《阿毗達摩論》

之處。他從《法聚論》起始順次地省察它們的內容。當他

省察首六部論時，其身並沒有發射光芒。然而，省察到《發

趣論》時，在他開始省察因、所緣等二十四緣時，其一切

知智肯定於其獲得了（充份發揮的）機會。就有如帝米拉

諦頻伽拉魚（timiratipingala）只有在八萬四千由旬深的大

海洋才有充份的空間遨游，同樣地，其一切知智只有在《發

趣論》才找得到足夠發揮的空間。在世尊以一切知智省察

那深奧之法時，自其身激射出藍、金、紅、白、橙及銀耀

六色光芒。 

上座部的正統傳承認為論藏是由佛陀親口所教，這點

與其早期的敵對派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觀點不同。

說一切有部本身也有一套七部《阿毗達摩論》，但與上座部

的《阿毗達摩論》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根據說一切有部，

論藏是由佛弟子所著，有好幾部的作者更是在佛陀入滅之

後好幾代才出現的弟子。然而，上座部認為除了在阿育王

時代由目犍連子帝須長老（Moggaliputta-Tissa Thera）所

著、詳盡地反駁種種邪見的《事論》之外，其餘六部都是

由佛陀親口開示。 

諸巴利註疏以古代口誦的傳承為據，認為佛陀並不是

在人間向其弟子開示《阿毗達摩論》，而是向三十三天的眾

天神開示。根據這傳承，就在即將進入第七年的雨季安居

時，世尊去到三十三天，坐在晝度樹下的無垢白石座上，



導讀（節譯） 

 xxiii 

以雨季三個月的時間向從一萬個世界前來集會的諸天神開

示阿毗達摩。他主要的聽眾是其已故及投生為男性天神的

母親──摩訶摩耶夫人。佛陀選擇在天界開示阿毗達摩，

而不在人間開示的原因是以便他能夠在一次的開示裡，從

頭至尾講解整部《阿毗達摩論》。由於完整地講解整部《阿

毗達摩論》必須三個月的時間，所以只有天神與梵天才能

毫不間斷地聽完它，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能力一坐即坐得那

麼久。 

然而為了維持其色身，佛陀每天都會下到人間的北俱

盧洲托缽。托完缽後他就去到阿耨池邊用餐。法將舍利弗

尊者每天都會去到那邊聽佛陀講解他在天界所講的概要：

「其時佛陀向他開示：『舍利弗，已開示之法有這麼多。』

如是其法即傳給了擁有無礙解智的上首弟子。就有如佛陀

站在岸邊，以張開的手指出海洋，同樣地，對於世尊以千

百方面所教之法，（舍利弗）長老都能很清楚的瞭解。」 

在從世尊處學得該法之後，舍利弗尊者再把它教給他

的五百位弟子。如是即成立了論藏的傳承。 

七部論 
對七部《阿毗達摩論》的概述將有助於略知《阿毗達

摩概要》所濃縮的聖典有多少。作為第一部的《法聚論》

是整個阿毗達摩的根源。其名可譯為「法之列舉」，而此論

的確是極其廣泛地編排了諸究竟法。 

該論以列出論母為始，而此論母則是整個阿毗達摩的

綱要。它的真正內文分為四章。第一章「心之生起」佔了

整部論的一半，開顯了論母裡的第一種三法，即：善、不

善與無記。這一組三法依道德的素質分析了一百廿一心，

也極周全地逐一詮釋與心相應的諸心所。第二章「色法」

繼續分析無記法，即列舉及分別了各種不同的色法。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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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的第三章極其精簡地解釋了所有阿毗達摩論母及

經教論母裡的術語。作為結論的最後一章「綱領」則更精

簡地解釋阿毗達摩論母，但省略了經教論母。 

《分別論》共有十八章，每一章都有各自的論題；這

些論題的次序是蘊、處、界、諦、根、緣起、念處、正勤、

成就之法、覺支、八聖道分、禪那、無量、戒學、無礙解

智、智之種類、小事及法之心。雖然並不是全部，這些章

多數分為三個部份：經分別法、論分別法及將論母的分類

法應用於所討論的課題的問答。 

整部《界論》是以問答的方式編排。它依蘊、處與界

討論一切法，以便確定它們是否被歸納於任何一種分類，

以及是否與它們相應。 

《人施設論》是論藏裡唯一較為接近經教的方式而不

像是論教的方式的論典。此論以大略地列舉概念法的種類

為始。此論正式地詮釋了各種不同的人。它有十章：第一

章解釋歸納為一種的人；第二章解釋成雙的人；第三章解

釋三種一組的人等等。 

接下來是由目犍連子帝須長老所著，屬於辯論型的《事

論》。他是在佛陀入般涅槃兩百一十八年之後，在阿育王朝

代時所編，以便反駁非上座部佛教所持的異端邪說。諸註

疏解釋把它納入聖典的原因為佛陀本身已預見那些異端邪

見必定會在未來產生，所以早已列下了反駁邪說的要點，

而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只是依佛陀的原意把它們填入罷了。 

《雙論》的目的是解除諸術語（名相）含糊不清，以

及詮釋其正確用法。此論因其所採用之法而得其名，因為

從始至終都是以列出成對的問題的方式討論。舉例而言，

第一對的問題是如此：「是否一切的善法都具有善因？是否

一切的善因都是善法？」此論分為十章：因、蘊、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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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行、潛在傾向（隨眠）、心、法與根。 

《發趣論》應是論藏裡最為重要的一部，所以在傳統

上把它稱為《大論》（Mahāpakara.a）。對於這一部在所涉

及的範圍與內容方面皆既廣且深的《發趣論》，在第六次聖

典結集以緬文字體記錄它的五大冊共有兩千五百頁。《發趣

論》的目的是把二十四緣應用於阿毗達摩論母裡所列出的

一切法。此論的主體分為四大部份：依正面發趣、依反面

發趣、依正反發趣、依反正發趣。它們每一部份又可再分

為六個部份：三法發趣、二法發趣、二法三法發趣、三法

二法發趣、三法三法發趣、二法二法發趣。在這二十四個

部份裡，都可以依可能性把二十四緣順次地應用於一切

法。上座部的正統傳承視此論為佛陀的一切知智的最佳明

證。 

註疏 
由覺音尊者依古代註疏所編的阿毗達摩註疏有三部：

註解《法聚論》的《殊勝義註》（Atthasālinī）、註解《分別

論》的《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ī）及註解其他五部

論的《五論註疏》（Pañcappakara.a A**hakathā）。也是由覺

音尊者所編的《清淨道論》同樣是屬於這一層次的著作。《清

淨道論》是部禪修手冊大全；其中的「慧地品」（第十四至

十七章）舉出了在修觀禪之前必須掌握的佛學理論，而這

些是一部濃縮後的阿毗達摩論文。上述的每一部註疏都有

各自的再註釋，即由錫蘭的阿難陀尊者（Ācariya Ānanda）

所著的《根本疏鈔》（Mūla*īkā）。而這些再註釋又有其重再

註釋，即由阿難陀尊者的弟子護法尊者（Dhammapāla）所

著的《隨疏鈔》（Anu*īkā）（應當分別這位尊者與另一位註

解覺音尊者的著作的護法尊者。） 

雖然那些註疏是由覺音尊者所編，但卻不應誤以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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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們的原作者，也不可以為他是在嘗試註解所傳承下來

的資料。事實上，那是覺音尊者依照位於阿奴拉塔布拉

（Anurādhapura）的大寺（Mahāvihāra）所提供的諸多註疏

資料精細編輯而成。那些註疏資料在覺音尊者出現好幾個

世紀之前即已存在，是許多代博學的佛教論師註解論藏的

努力成果。由於論藏裡有一大部份都須要註釋才能完整地

理解，所以，若視大部份的註疏資料是在接近論典的時代

即已存在，而後再與隨後發展出來的註釋一起流傳下來也

不無道理。 

《阿毗達摩概要》 
由於論藏本身已非常龐大，再加上其註疏與疏鈔，更

是複雜得令人難以學習與理解。所以在上座部佛教的某個

發展階段，肯定有人感到有必要編一部能夠反映整部論藏

的精確概要，以便研讀論藏的沙彌能夠正確與透徹地掌握

它的基本要義。 

為了補足這需要，大約在五世紀至十二世紀期間，陸

續地出現了九部阿毗達摩手冊： 

1. 《阿毗達摩概要》（Abhidhammatthasa�gaha）；

作者是阿耨樓陀尊者。 

2. 《名色分別論》（Nāmarūpa-pariccheda）；同一

作者。 

3. 《究竟抉擇論》（Paramattha-vinicchaya）；同一

作者（？）。 

4. 《入阿毗達摩論》（Abhidhammāvatāra）；其作

者是和覺音尊者同時代的佛授尊者（Ācariya 

Buddhadatta）。 

5. 《色非色分別論》（Rūpārūpa-vibhāga）；同一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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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諦要略論》（Sacca-sa�khepa）；作者是護法尊

者（Bhadanta Dhammapāla，可能是錫蘭人，但

與大疏鈔論師不是同一人）。 

7. 《斷痴論》（Moha-vicchedanī）；作者是迦葉波

尊者（Bhadanta Kassapa，南印度人或錫蘭人）。 

8. 《開曼論》（Khema-pakara.a）；作者是開曼尊

者（Bhadanta Khema，錫蘭人）。 

9. 《名行燈論》（Nāmacāra-dīpaka）；作者是薩達

摩 喬 帝 波 羅 尊 者 （ Bhadanta Saddhamma 

Jotipāla，緬甸人）。 

 

其中，從大約十二世紀至今日最廣為人研讀的是《阿

毗達摩概要》。它如此廣受歡迎是因為它在精簡與周全兩方

面有極適度的平衡。阿毗達摩的一切要義皆被細心與精簡

地編入極短的篇幅裡。雖然此書簡短得令無師自讀者難以

深明其義，然而在一位明師的指導或在助讀說明的協助之

下，它能令讀者充滿自信地掌握整部論藏的組織。基於這

原因，《阿毗達摩概要》在上座部佛教界裡常被採用為學習

阿毗達摩的第一本課本。在許多佛寺裡，尤其是在緬甸，

沙彌與新學比丘必須在把《阿毗達摩概要》（巴利版）背得

滾瓜爛熟之後，才獲得准許研讀《阿毗達摩論》及其註疏。 

作者阿耨樓陀尊者的生平並沒有被詳細地記載下來。

他被視為是上述其他兩部手冊的作者。據說他一共著作了

九部手冊，但只有這三部得以流傳至今。《究竟抉擇論》是

以極優雅的巴利文著成，是一部極高水準的文學作品。根

據其後話，作者生於南印度甘吉布拉州（Kāñcīpura 或

Conjeevaram）的卡威里（Kāveri）。據說佛授尊者與覺音尊

者也住在同一個地區，疏鈔論師護法尊者也很可能是出生

在那一帶。有證據顯示甘吉布拉州有好幾世紀都是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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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上座部佛教中心，而且有許多出自此處的博學比丘前

往錫蘭深造。 

阿耨樓陀尊者究竟住在那裡及在那裡著作此概要並沒

有明確的記錄。有一個古老的傳承認為他是佛授尊者的師

兄弟；若是如此他則是第五世紀的人。根據這傳承的說法，

那兩位長老各自寫了《阿毗達摩概要》與《入阿毗達摩論》，

把它們獻給他們的師父作為謝禮，而他們的師父說：「佛授

以珍寶裝滿了一間房間，然後再把門鎖上；阿耨樓陀也同

樣地以珍寶裝滿了一間房間，但保持房門開著。」 

在《阿毗達摩概要》的後話裡，阿耨樓陀尊者註明了

他是在母拉蘇瑪寺（Mūlasoma Vihāra）著作此概要；而所

有傳承的註釋都認為該寺位於錫蘭。 

《阿毗達摩概要》的疏鈔 
由於《阿毗達摩概要》極其精簡，若無解釋是難以明

白的。所以，為了闡明這部精粹的概要而延生了許多疏鈔。

事實上它比其他巴利聖典擁有更多部的註釋，不單是有以

巴利文著作的註釋，也有以緬甸文、錫蘭文、泰文等所著

的註釋。自從十五世紀以來，緬甸即是研修阿毗達摩的國

際性中心，所以此概要的註釋多數是由緬甸學者以巴利文

或緬文書寫。對於此概要，僅是以巴利文著作的疏鈔已有

十九部；以下是其中較為重要的六部： 

一 、《 阿 毗 達 摩 概 要 疏 鈔 》（ Abhidhammattha- 

sa�gaha-*īkā），也名為《古註》（Porā.a*īkā）。這是一部很

小的疏鈔，由十二世紀錫蘭的新離垢覺尊者（Ācariya 

Navavimalabuddhi）所著。 

二 、《 阿 毗 達 摩 義 廣 釋 》（ Abhidhammattha- 

Vibhāvinī*īkā），由善吉祥智者尊者（Ācariya Suma�galasāmi）

所著。他是十二世紀錫蘭著名的長老舍利子大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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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riputta Mahāsāmi）的弟子。這部疏鈔很快地超越了《古

註》而成為《阿毗達摩概要》最深奧與可靠的註釋作品。

其作者對阿毗達摩的博學極為受人敬佩。著作這部疏鈔

時，他以更古老的《隨疏鈔》、《清淨道論大疏鈔》

（Visuddhimagga-Mahā*īkā，也稱為《勝義燈註》Paramattha- 

mañjūsā）等疏鈔作為主要的根據。雖然列迪長老在他對《阿

毗達摩概要》的註釋裡極激烈地批評《阿毗達摩義廣釋》，

但其聲望非但沒有受到損減，反而比以前更高。而且有許

多的緬甸學者為它辯護，反駁列迪長老對它的批評。 

三、《略疏》（Sa�khepa-va..anā），由十六世紀緬甸比

丘薩達摩喬帝波羅尊者（Bhadanta Saddhamma Jotipāla）所

著。他的另一個名稱是查帕達大長老（Chapada Mahāthera）。 

四、《究竟燈註》（Paramatthadīpanī*īkā），由近代緬甸

的著名學者列迪長老（Ledi Sayadaw－1846-1923）所著。

其疏鈔在研修阿毗達摩的圈子裡激起了很大的迴響，因為

他指出《阿毗達摩義廣釋》裡有三百二十五項他認為是錯

誤的。但他的批評也激起了維護《阿毗達摩義廣釋》的反

應。 

五、《安古拉疏》（A�kura*īkā），由無垢長老（Vimala 

Sayadaw）所著。這部疏鈔是在《究竟燈註》出版十五年後

寫成，支持廣為人們接受的《阿毗達摩義廣釋》的觀點，

以及反駁列迪長老的批評。 

六、《新醍醐疏》（Navanīta*īkā），由近代印度學者法悅

谷生毗（Dhammānanda Kosambi）用天城字母（devanāgarī）

寫成，於一九三三年出版。 

《阿毗達摩概要》的大綱 
《阿毗達摩概要》有九章。它以列舉心、心所、色與

涅槃四種究竟法為始。首六章涵蓋了對這四種究竟法的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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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解釋。第一章是「心之概要」，詮釋與分別了八十九或一

百二十一種心。這一章涵蓋的範圍與《法聚論》的「心之

生起」相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法聚論》以分析論母的

第一組三法為始，所以先依善、不善與無記分析諸心，再

於這些分類裡依欲界、色界、無色界及出世間分析諸心。

反之，《阿毗達摩概要》則先依界分析諸心，然後再依品德

的素質作第二層的分析。 

第二章是「心所之概要」，依遍一切心、雜、不善與美

列舉了所有的五十二心所。然後再以兩種方法分析諸心

所：一、相應理（sampayoganaya），以心所作為分析的重

點 ， 探 討 每 一 個 心 所 能 與 什 麼 心 相 應 ； 二 、 攝 理

（sa�gahanaya），以心作為分析的重點，探討有那一些心所

能與每一心組成一體。這一章也是以《法聚論》的第一章

的分析法為根據。 

第三章是「雜項之概要」，依因（hetu）、受（vedanā）、

作用（kicca）、門（dvāra）、所緣（āramma.a）與依處（vatthu）

把諸心與心所分門別類。 

首三章主要是在分析諸心的結構。相反地，隨後的兩

章是分析諸心活動的一面，即它們發生的方式。根據阿毗

達摩，心有兩種明顯不同的呈現方式──活躍的過程與被

動的心流。第四章分析「心路過程」的性質，第五章則分

析「離心路過程」的心流。此二章大部份是以諸阿毗達摩

註疏為據。第六章是「色之概要」，主要是以《法聚論》的

第二章為根據。它列舉了諸色法，以種種方式把它們分類，

及解釋它們生起之源。它也詳細地解釋註疏裡所說的種種

色聚，也形容在不同生存地裡發生的色聚。這一章以簡要

地解釋第四種究竟法為結尾，即唯一的無為界──涅槃。 

在第六章裡，阿耨樓陀尊者已完整地分析了四種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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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還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須解釋，以便能夠全面地認

識阿毗達摩，這即是最後三章的作用。第七章是「類別之

概要」，依不善之概要、混合類別之概要、菩提分之概要及

一切之概要四個條目，以種種方式把相關的究竟法分門別

類。這一章以《分別論》作為主要的根據，而在某個程度

上也以《法聚論》為據。 

第八章是「緣之概要」，分析諸名法與色法之間互相牽

連的關係，是與分析究竟法互相配合的「組織法」。這一章

簡要地解釋在巴利聖典所記載的兩種因緣法。其中之一是

在諸經較顯著的緣起法；它是從《分別論》的經分別與論

分別兩個角度分析緣起。此法探討導致不斷生死輪迴的諸

因與果。另一個方法是有關二十四緣的發趣法。這一章以

簡要地解釋概念作為結尾。 

最後一章是「業處之概要」，作為《清淨道論》的概要。

它精簡地探討後者詳細解釋的一切業處，也簡要地述及修

習止觀兩種禪法的進展層次。它以解釋四雙八輩聖者、果

定與滅盡定為結尾。《阿毗達摩概要》的編排方式像是在暗

示阿毗達摩的最終目的：一切分析名色法的知識融入於禪

修，而禪修的頂點是達到佛教的最終目標，即通過不再執

著而達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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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世尊、阿羅漢、圓滿自覺者 
 

第一章：心之概要 
（Cittasa�gahavibhāga） 

節一：讚頌（thutivacana） 
Sammāsambuddham atula> 
Sasaddhammaga.uttama> 
Abhivādiya bhāsissa> 
Abhidhammatthasa�gaha>. 

禮敬獨一無二圓滿自覺者、 

勝妙正法及聖僧伽已， 

我當說示阿毗達摩概要： 

涵蓋阿毗達摩諸法之手冊。 

節一之助讀說明 

禮敬已（（（（abhivādiya）：）：）：）：在巴利佛教體系裡，弘法者以

讚頌佛法僧三寶作為其著作的開端已成傳統。三寶是一切

尋求聖法者的最終依歸。因此，依照傳統，作者阿耨樓陀

尊者懷著深深的敬意，以一首讚頌三寶的偈作為其論著的

開端。對當禮敬之事生起敬意是種善業，心生此念者因此

得以在其名流之中種下福業。當他禮敬的對象是最當禮敬

的三寶時，所造下的善業也是最為強勁廣大。這種累積在

其心中的善業，有能力驅除他們修道的障礙，以及協助他

們獲得圓滿的成就。而且，對於佛陀的弟子來說，能著作

論書是一個培育智慧波羅蜜（paññāpāramī，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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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極其珍貴機會。所以，在開始其著作時，作者基於能獲

得此殊勝的機緣，而滿懷喜悅地宣說讚頌文。 

圓滿自覺者（（（（sammāsambuddha）：）：）：）：佛陀稱為圓滿自覺

者，因為他已親自圓滿地覺悟了一切法的本質，即它們的

特相（自相）與共相。此名稱表示無師自證的一切知智。

佛陀也稱為獨一無二（atula），因為他的素質與功德是沒有

任何有情能比得上的。雖然諸阿羅漢也都擁有超凡的戒定

慧種種功德，足以令他們解脫，但沒有一人擁有佛陀無數

無量的功德，即：如來的十智力（《中部‧經十二》）、四自

信地（《中部‧經十二》）、大悲定（《無礙解道》i,126）、一

切知智（《無礙解道》i,131）。由此，佛陀在諸有情當中是

獨一無二的。如（佛陀在）經中所說：「諸比丘，有一個人

是獨特、獨一無二、無雙、無比、無同等、無同級、無敵、

人中至上，他即是如來、阿羅漢、圓滿自覺者。」（《增支

部》i,13/i,22） 

勝妙正法（（（（saddhamma）：）：）：）：法或佛陀的教法有三個層

面，即：研究教理（pariyatti）、修行（pa*ipatti，行道）、體

證（pa*ivedha，通達）。「研究教理」即是鑽究記載佛陀的

教示的聖典：經律論三藏。「修行」是指戒定慧三學。「體

證」則是指通達出世間道與證悟聖果。在它們當中，前者

是後者的根基，因為研究教理提供修行的方針；修行則導

向覺悟。此教法是基於真實與良善而稱為「勝妙」，因為依

循佛陀的教法而修必定會趣向證悟至上殊勝的涅槃。 

及聖僧伽（（（（gauttama）：）：）：）：ga.a一詞的意義是「群體」，

在此作為 sa�gha（僧伽）的同義詞。僧伽有兩種：世俗僧

伽（sammutisa�gha），即已受具足戒的比丘、比丘尼僧團；

以及聖者僧伽（ariyasa�gha），即是此讚頌偈所提到的聖僧

伽。聖僧伽是佛陀的聖弟子群體，即已證入聖位的四雙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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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可依據他們已達到須陀洹（入流）、斯陀含（一還）、

阿那含（不還）、阿羅漢的道或果，而分為八輩聖者。 

我 當 說 示 阿 毗 達 摩 概 要 ： 此 著 作 的 名 稱 是

Abhidhammatthasa�gaha，直譯為「阿毗達摩概要」。記載於

《阿毗達摩論》裡的是佛陀「特別」或「顯著」（abhi，音

譯：阿毗）的教法（dhamma，音譯：達摩）。作者所說的

「我當說示」（bhāsissa>）是在提醒我們：應當謹記與背誦

此書內容，以便我們隨時隨地都能夠應用它們來分析究竟

法（真實法；勝義法）。 

節二：四究竟法（catudhā paramattha） 
Tattha vutt'ābhidhammatthā 
Catudhā paramatthato 
Citta> cetasika> rūpa> 
Nibbānam iti sabbathā. 

此中敘述記載於 

阿毗達摩諸法義， 

於究竟法共有四， 

心、心所、色、涅槃。 

節二之助讀說明 

於究竟法（（（（paramattho）：）：）：）：根據《阿毗達摩論》，諦

（sacca，真實）有兩種，即：世俗諦（sammutisacca）與究

竟諦（paramatthasacca）。世俗諦是指世俗的概念或觀念

（paññatti）和表達方式（vohāra）。它包括組成我們世間還

未受到分析的種種現象，如：有情、人、男人、女人、動

物，以及看似恆常不變的事物。於《阿毗達摩論》的觀點，

這些現象並沒有究竟實質，因為它們所代表的事物，在實

際上並不是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它們的存在方式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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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不真實的。它們只是由心構想而成（parikappanā）的

產物，並非基於其自性而存在的究竟法。 

反之，諸究竟法是基於它們各自的自性（sabhāva）而

存在之法。這些法是：最終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單位；由

親身體驗、如實地分析而知見的究竟法。此等實際存在之

法不能再分解為更小，而是已分析至最小最終的單位，是

組成種種錯綜複雜的現象的成份。由此它們被稱為究竟法

（paramattha）；這名稱是源自 parama（究竟；最上；最終）

與 attha（真實法；事物）。 

不單只是在本體學方面，究竟法是究竟存在的實質；

在智理學方面，它們也是正智的究竟目標。有如可以從芝

麻提煉油，人們也可以自世俗諦當中「提煉」出究竟諦。

例如：「有情」、「男人」和「女人」諸概念給人的印象是，

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擁有不可再分解的究竟實體。然而，當

我們以阿毗達摩的分解器，明智地探究這些事物時，我們

發現它們並沒有其概念所代表的究竟實質，而只是由無常

的名（精神）色（物質）過程所組成的現象。如此，運用

智慧分析世俗諦，最終我們將會達到藏在概念現象背後的

究竟法。在《阿毗達摩論》裡的究竟法，即是這些超越心

的想像，而各有自性之法。 

雖然究竟法是實際上存在的實質，但由於它們非常微

細深奧，所以缺乏訓練的人無法覺知它們。這種人無法知

見究竟法，因為他們的心受到把究竟法包裝成世俗現象的

概念所蒙蔽。唯有在運用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āra）之

下，人們才能超越概念，直取究竟法為其智的目標。如是，

究竟法被形容為屬於究竟智範圍裡的目標。11 

共有四：在經教裡，佛陀一般上把有情或人分析為五

                                               
11 Paramassa uttamassa ñā.assa attho gocaro. （《阿毗達摩義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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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究竟法，即：色、受、想、行、識五蘊（pañcakkhandhā）。

於（阿毗達摩）論教，諸究竟法則歸納為四種類別。首三

種──心、心所與色──包含了一切有為法（因緣和合而

成之法）。經教裡的五蘊相等於這三種（究竟法）。識蘊

（viññā.a）在此列為心（citta）；「心」此字通常是用於代

表基於其相應心所而得以分門別類的諸「識」。在論教方

面，五蘊的中間三蘊（受、想、行）則被列入心所（cetasika）

之內；心所與識同生（俱生），執行種種不同的作用。在《阿

毗達摩論》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當中：受蘊與想蘊各是一

種心所；行蘊（sa�khārakkhandha）則再分為五十種心所。

而色蘊則當然是相等於《阿毗達摩論》裡的二十八「色」。 

除了這三種有為究竟法之外，還有第四種究竟法，屬

於無為的究竟法（不是由於因緣和合而成之法）。這不包括

在五蘊之內的究竟法即是涅槃（Nibbāna）：脫離諸有為法

之苦，而達至最終解脫之法。如是，在《阿毗達摩論》裡

一共有四種究竟法：心、心所、色、涅槃。 

節三：四種心（catubbidha citta） 
Tattha citta> tāva catubbidha> hoti: (i) kāmāvacara>; (ii) 

rūpāvacara>; (iii) arūpāvacara>; (iv) lokuttarañ cā ti. 

當中先說心法有四種：一、欲界心；二、色界心；三、

無色界心；四、出世間心。 

節三之助讀說明 

心：《阿毗達摩概要》的第一章專只解說心：四究竟法

的第一種。先研究心是因為佛教分析究竟法的中心點是在

於親身體驗，而心又是體驗的主要因素，是對目標（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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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識知。 

巴利文 citta是源自動詞詞根 citi（認知；識知）。諸論

師以三方面詮釋 citta（心）：造作者、工具、活動。作為造

作者，心是識知目標者（āramma.a> cintetī ti citta>）。作

為工具，與心相應的心所通過心而得以識知目標（etena 

cintentī ti citta>）。作為活動，心純粹只是識知的過程

（cintanamatta> citta>）。 

「純粹活動」這項定義是三者之中最貼切的詮釋，即

心純粹只是認知或識知目標的過程。除了識知的活動之

外，它並沒有一個屬於造作者或工具的實際個體。提出「造

作者」與「工具」的定義是為了對治某些人所執取的「我

見」：認為有個識知目標的造作者或工具的「恆常不變的我」

之邪見。佛教學者指出，這些定義顯示了並沒有一個「自

我」在實行識知的活動，而只有心在識知。此心即是識知

活動而無他，而且此活動必定是生滅的無常法。 

對於闡釋任何究竟法，諸巴利論師建議採用四種鑑別

法以區別之。這四種鑑別法即是每個究竟法各自的：一、

相（lakkha.a），它的特相；二、作用（rasa，亦作味），它

所執行的任務（kicca）或所獲得的成就（sampatti）；三、

現起（paccupa**hāna），它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的方式；

四、近因（pada**hāna），它直接依靠的近緣。 

對於心，其特相是識知目標（vijānana）。其作用是作

為諸心所的前導者（pubba�gama），因為它領導諸心所，也

時常由它們陪伴。13其現起是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裡為一個

                                               
12 譯按：目標與所緣是同義詞，也可譯為對象。 
13 譯按：以下是譯自《殊勝義註》（英、頁九○）對心的解釋： 

「然而心並不會單獨生起。就有如當人們說：『國王來了』，很明顯

地他不會在沒有侍者陪同之下單獨前來，而必定在其隨從陪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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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續不斷的過程（sandhāna）。其近因是名色（nāmarūpa，

精神與物質），因為心不能毫不依靠心所與色法地單獨生起。 

表 1-1：八十九或一百廿一心 

欲界心 

(54) 

不善心 

(12) 

貪根心   (8) 

瞋根心   (2) 

痴根心   (2) 

無因心 

(18) 

不善果報 (7) 

善果報   (8) 

無因唯作 (3) 

美心 

(24) 

欲界善心 (8) 

欲界果報心 (8) 

欲界唯作心 (8) 

色界心 

(15) 

色界善心     (5) 

色界果報心   (5) 

色界唯作心   (5) 

無色界心 

(12) 

無色界善心   (4) 

無色界果報心 (4) 

無色界唯作心 (4) 

出世間心 

(8或 40) 

道心 (4或 20) 

果心 (4或 20) 

 

                                                                                                 
到來；故此當知（善）心與超過五十種（名）法同時生起（譯按：

在計算這些法時，每一個心所可以是好幾種法，例如精進心所可以

算作是根、力及道分三法──見《法聚論》第一冊、第一章、頁一）。

但可說心生起為前導者。由於心在世間法裡是主、是根本，所以心

是前導者。然而，在出世間法裡，慧是主、慧是根本，所以慧是前

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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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心有多種呈現方式，但都有同一個相：識知目標（所

緣）。儘管如此，《阿毗達摩論》把它們分別為許多種類，

即八十九心，或更詳細則成一百廿一心。（見表 1-1）我們

一般所認為的意識，實際上是一連串剎那生滅的心，極迅

速地相續生滅，以致我們不能察覺它們是個別不同的心。

《阿毗達摩論》不單只把諸心分門別類，更重要的是呈現

它們為一個緊密相互交織的整體。 

為了辦到這點，它採用了一些互相重疊的分類法。此

章中所介紹的第一種分類法是依照心之地（bhūmi）。心一

共有四地。首三個是世間地：欲地、色地、無色地；第四

地是出世間地。用以形容首三地的巴利文 avacara（界）的

意義是：時常活動於或到訪某境地之法。所到訪的境地是

依界而名的生存地（生命界；諸有情居住之地），即：欲地、

色地、無色地。然而，儘管心之三界與相符的生存地有密

切的關係，但它們並非一而不二。心之界（地）是用於把

不同的心分類；生存地是諸有情投生及在當地過活的生命

界。 

然而，心之界與生存地之間是有一定的關係：各別的

心之界包含了與其相符的生存地常有之心，即時常生起於

其生存地之心。各界之心並不是只可以出現於與其相符的

生存地，而是也能在其他生存地裡生起，例如：色界心與

無色界心也能夠在欲地裡生起；而欲界心也能夠在色地與

無色地裡生起。但還是可見到它們之間的固定關係，即一

界之心是特別常出現於跟它擁有同一名稱之地。再者，任

何界的造業之心（善心或不善心）都傾向於令造業者投生

到與其相符的生存地；如果成功導致投生，它們必定會令

造業者只投生到該地，而不會是其他地。由此，心之界與

生存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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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心（（（（kāmāvacaracitta）：）：）：）：欲（kāma）此字的意義

包含：一、能欲，即渴望享受欲樂；二、所欲，即顏色、

聲音、氣味、味道、觸覺五欲的對象。欲地（kāma-bhūmi）

是欲生存地；包括十一界，即：四惡道、人間與六欲界天。

欲界心包括一切主要出現於欲地之心，儘管它們也能夠在

其他地裡生起。 

色 界 心 （（（（ rūpāvacaracitta ）：）：）：）： 色 界 心 是 與 色 地

（rūpa-bhūmi）相關之心，或屬於名為色禪（rūpajjhāna）

的禪那心。任何最常見於色地之心即是屬於色界心。一般

上色禪是通過專注於色法目標而得，如：地遍（見第九章、

節六）、身體的部份等等；色禪也即因此而得其名。這些目

標是培育禪那的基礎。依靠這類目標而證得的廣大心即稱

為色界心。 

無色界心（（（（arūpāvacaracitta）：）：）：）：無色界心是與無色地

（arūpabhūmi）相關之心，或屬於名為無色禪（arūpajjhāna）

的禪那心。任何最常見於無色地之心即是屬於無色界心。

在修習禪定以獲得超越色禪的無色禪時，禪修者必須棄除

一切與色法有關的目標，而專注於無色法目標，如：無邊

虛空等等。依靠這類目標而證得的廣大心即稱為無色界心。 

出世間心（（（（lokuttaracitta）：「）：「）：「）：「出世間」（lokuttara）這

一詞源自「世間」（loka）與超越（uttara）。「世間」的概念

具 有 三 個 層 面 ： 有 情 世 間 （ sattaloka）、 物 質 世 間

（okāsaloka）、行法世間（sa�khāraloka）14，即有為名色法

                                               
14 譯按：「行」（sa�khāra）這一佛教用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

義。一、在此的「行法」是指「有為法」，即由因緣和合而成之法；

這是最常用的定義之一。二、五蘊裡的行蘊（sa�khārakkhandha）

是指五十二心所法當中的五十心所，即除去「受」與「想」；這也

是常用的定義之一。三、十二緣起支裡的「行」是指善心與不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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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於此有關的世間是行法世間，即一切包括在五取蘊

之內的世間法。超越有為法界的是無為界，即：涅槃；而

緣取及識知涅槃的心即是「出世間心」。反之，其他三種心

（欲界、色界、無色界）則名為「世間心」（lokiyacitta）。 

* * * * * * * * 

由此可見，心可依界而分為四大類：欲界心、色界心、

無色界心、出世間心。心亦可依據其他原則而分類。其中

一個在《阿毗達摩論》裡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則是「本性」

（jāti）。 

關於本性，心可分為四類：善、不善、果報、唯作。

不善心（akusalacitta）是與不善因──痴；或貪與痴；或

瞋與痴──相應的心。這類心稱為不善是因為它們在精神

上不健全，在道德上應受指責，以及會帶來痛苦的果報。

善心（kusala-citta）則是與善因──無貪、無瞋；或無貪、

無瞋、無痴（慧）──相應的心。這類心在精神上是健全

的，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以及會帶來愉悅的果報。 

善心與不善心兩者是「業」（kamma）。緣於業成熟而

生起的心是果報心。這類心組成有別於前兩種的第三種

心；它包括善業與不善業的果報（vipāka）。應明白在此所

指的業與果報兩者皆是純粹屬於精神方面的。業是與善心

或不善心相應的「思」；其果報是其他體驗成熟之業的心。 

根據「本性」的原則分類，第四種心稱為「唯作」（kiriya

或 kriyā）。這類心非業亦非果報。它雖涉及（心識）活動，

但此活動並沒有造業，因此也就不能產生果報。 

                                                                                                 
裡的「思」心所，即造業的主要心所。四、將會在下一節裡提到的

「行」是指「慫恿」：「有行」即是有受到慫恿，「無行」即是沒受

到慫恿；這是較少用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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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心與唯作心兩者皆非善非不善。反之，它們被歸

列為「無記」或「不定」（abyākata），意即此心不由善與不

善兩面而定。 

五十四欲界心 
（kāmāvacaracittāni） 

 

十二不善心 
（akusalacittāni） 

節四：八貪根心（lobhamūlacittāni） 
Tattha katama> kāmāvacara>? 
1. Somanassasahagata> di**higat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2. Somanassasahagata> di**higat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3. Somanassasahagata> di**higat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4. Somanassasahagata> di**higat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5. Upekkhāsahagata> di**higat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6. Upekkhāsahagata> di**higat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7. Upekkhāsahagata> di**higat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8. Upekkhāsahagata> di**higat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n ti. 

Imāni a**ha pi lobhasahagatacittāni nāma. 

當中屬於欲界心的是什麼？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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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類心名為貪俱。15 

節四之助讀說明 

不善心：分析不善心時，《阿毗達摩論》首先依最顯著

的「根」（mūla, hetu）把它們分類；在此的三不善根是貪

（lobha）、瞋（dosa）、痴（moha）。根據《阿毗達摩論》，

貪與瞋是不共存的：它們不能共存於同一心。由此，以貪

作為主根的心名為「貪根心」；這類心共有八個。以瞋作為

主根的心名為「瞋根心」；這類心共有兩個。作為第三不善

根的痴根存在每一個不善心裡。由此貪根心與瞋根心裡也

都有痴，作為潛在之根。儘管如此，在有些心裡，也有痴

是不與貪瞋俱行的；這類心共有兩個，稱為「痴根心」。（見

表 1-2） 

貪根心（（（（lobhamūlacittāni）：）：）：）：分析三類不善心時，《阿

毗達摩論》以分析貪根心為始，因為在提及不善根時，都

是先提及貪。巴利文 lobha（貪）包括一切不同程度的貪，

                                               
15 悅（somanassa）：心的樂受。俱（sahagata>）：一起；陪同。邪

見 （ di**hi）： 認 為 業 力 果 報 並 不 存 在 的 邪 見 等 等 。 相 應

（sampayutta>）：與之相關；相處。不相應（vippayutta>）：與之不

相關。無行（ asa�khārika>）：不猶豫；沒受慫恿；自動。有行

（ sasa�khārika>）：受到自己或他人慫恿；不自動行事。捨

（upekkhā）：捨受。──摘自（《阿毗達摩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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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極強的慾望或貪婪，至極其微細的喜愛或執著。依據三

個成對的原則，貪根心可分為八種。第一是視與其相應的

「受」（vedanā）是悅受或捨受；第二是視其心是否與邪見

相應；第三是視其心是有行或無行。從這三個因素所變化

出來的心一共有八種。 

悅俱（（（（somanassasahagata））））16：：：：巴利文 somanassa源自

su（愉悅）與 manas（意）；因此直譯其義則是「愉悅的意

境」。悅是一種感受，專指心的樂受。一切心都與某種受相

應，而此受則可能是身或心的感受；是樂，或苦，或捨受。

悅受是心的感受，不是身的感受；是樂受而不是苦或捨受。

此受與這種心「俱行」（sahagata）是因為它與心不可分離

地交織在一起，有如二河之水會合之後，融為一體而不能

分別。 

《阿毗達摩論》解說四種貪根心為悅俱，另外四種貪

根心則是「捨俱」（upekkhāsahagata）。在巴利聖典裡，

upekkhā一詞常用以代表殊勝的捨心或平等心，即不會受到

不平等或偏愛動搖的心。然而，在此這一詞純粹用以代表

「捨受」，即心不傾向於愉悅或不樂的感受。17捨受與感受

                                               
16 譯按：somanassa 舊譯為喜。在中譯的五十二心所當中，「喜」

這一字被用為代表三個不同的巴利文字，即  muditā, pīti 和

somanassa。Muditā 是四梵住或四無量心裡的（隨）喜。Pīti是五

禪支裡的喜。三者當中只有 somanassa 是屬於「受（vedanā）」，是

心的樂受，即悅受（somanassa vedanā）。前兩者都不是受心所。現

用「悅」譯心的樂受，以區別其他兩個喜。無論如何，一切與喜（pīti）

相應的心都是悅俱；但悅俱的心卻未必也是與喜相應。悅俱而與喜

不相應的心是：經教禪那四分法的第三禪心，或論教禪那五分法的

第四禪心；這包括與它們相符的道心與果心。 
17 譯按：巴利文 upekkhā一詞有多種不同的意義。在此列出較常見

的幾個：一、此節所提及的「捨俱」是「與捨受俱行」，此捨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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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兩端的樂受和苦受相反，它以中庸的方式感受目標。

由 此 捨 受 也 稱 為 「 不 苦 不 樂 受 」（ adukkhamasukhā 

vedanā）。 

邪見相應（（（（di��higatasampayutta）：）：）：）：依受（悅俱或捨俱）

把貪根心分為兩類之後，那些心又可依據是否與邪見相應

而再分類。巴利文 di**hi意為「見」；除非加上前綴詞「正」

（sammā），否則它即是指邪見（micchā di**hi）。18與貪根心

俱行的邪見是（不正確的）深信、信仰、意見或觀念。這

邪見可以提供此心理論上的肯定，因而加強它的執著；或

者這邪見也可以成為執著的對象。邪見一共與四種心相

應：兩個悅俱，另兩個捨俱。另外四種貪根心則是邪見不

相應（di**higata-vippayutta）；這種心的貪在執行其作用時，

並沒有受到邪見的肯定。 

「無行」或「沒受到慫恿」（（（（asa�khārika）：）：）：）：第三個

分別貪根心的原則是有沒有受到慫恿。具有多層面含義的

「行」（sa�khāra）這一詞在此是專指慫恿、煽動、激起

（payoga）或採取某種「方便或方法」（upāya）。這慫恿可

以是來自他人或自己；可以是身、語或純屬意識的慫恿。

當他人通過身體行動激使我們生起某心，或進而依該心行

動時，該煽動即是屬於「身」。當他人採用命令或勸說的方

法時，它即是屬於「語」。當我們通過思慮或意志壓制內心

                                                                                                 
「受心所」（vedanā-cetasika）；二、五禪支裡的捨也是屬於受心所；

三 、 捨 覺 支 與 捨 梵 住 或 捨 無 量 心 的 捨 是 「 中 捨 性 心 所 」

（ tatramajjhattatā）； 四 、 觀 禪 的 行 捨 智 則 屬 於 「 慧 心 所 」

（paññā-cetasika）。五、「精進捨」是不過強亦不太弱而適中的精進，

是屬於精進心所（vīriya-cetasika）。 
18 根據《阿毗達摩義廣釋》，di**higata 只是指邪見，其後綴詞 gata

在此並沒有任何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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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拒，而刻意激起某種心時，它即是屬於「意」。沒有受

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自動生起的心稱為「無行」。

有受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後才生起的心稱為「有

行」（sasa�khārika）。對於貪根心，有四種心是無行或自

動；另四種心是有行或有受到慫恿。 

節五：二瞋根心（dosamūlacittāni） 
9.  Domanassasahagata> pa*igh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0. Domanassasahagata> pa*igh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n ti. 
Imāni dve pi pa*ighasampayuttacittāni nāma.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一心。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一心。 

這兩種名為瞋恚相應心。 

表 1-2：不善心 

 根 受 相應∕不相應 無行∕有行 

1 貪 悅  邪見相應 無行 
2 貪 悅  邪見相應 有行 
3 貪 悅  邪見不相應 無行 
4 貪 悅  邪見不相應 有行 
5 貪 捨  邪見相應 無行 
6 貪 捨  邪見相應 有行 
7 貪 捨  邪見不相應 無行 
8 貪 捨  邪見不相應 有行 
9 瞋 憂  瞋恚相應 無行 
10 瞋 憂  瞋恚相應 有行 
11 痴 捨  疑相應 --- 

12 痴 捨  掉舉相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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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五之助讀說明 

瞋根心（（（（dosamūlacittāni）：）：）：）：《阿毗達摩論》裡所分析

的第二種不善心是瞋根心；此根是三不善根的第二根。此

心共有兩種，之間的差異只在於無行（不受慫恿）或有行

（受慫恿）。跟能與悅或捨兩種感受之一生起的貪根心相

反，瞋根心只能與一種感受同生，即：憂受。再者，跟貪

根心不一樣的是，瞋根心並不會與邪見相應地生起。雖然

邪見能夠鼓動發怒，但根據《阿毗達摩論》，邪見並不能與

瞋恚同時在同一心裡生起；而只能在不同的時候，於不同

的心裡生起。 

憂俱（（（（domanassasahagata）：）：）：）：與瞋根心俱行的受是憂

受。巴利文 domanassa源自 du（惡）與 manas（意），指「心

的苦受」。此受只與瞋根心俱行，而這類心也必定與此受俱

行。由此「憂」或「心的苦受」永遠是不善的；於這方面，

它跟在業上屬於無記的「身的苦受」不同，也跟在業上可

以是善、不善或無記的悅受與捨受相異。 

瞋恚相應（（（（pa�ighasampayutta）：）：）：）：貪根心的名稱已表

明該心是與貪相應；然而在命名瞋根心時，卻用與瞋（dosa）

同義的「瞋恚」或「厭惡」（pa*igha）。厭惡包括了各程度

的反感，從最強烈的暴怒，至極微細的煩躁。直譯 pa*igha

（瞋恚或厭惡）的意義是「反擊」，顯示它是心反抗、排斥

或毀滅的態度。 

雖然憂與瞋恚時常都相應俱行，但應明了它們之間相

異的素質。憂（ somanassa）是體驗不好的感受；瞋恚

（pa*igha）是心厭惡或煩躁的態度。對於五蘊，憂是屬於

受蘊（vedanākkhandha）；而瞋恚則屬於行蘊（sa�khārak- 

khan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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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六：二痴根心（mohamūlacittāni） 
11.  Upekkhāsahagata> vicikicchāsampayuttam eka>. 
12.  Upekkhāsahagata> uddhaccasampayuttam ekan ti. 
Imāni dve momūha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dvādasākusalacittāni samattāni. 

捨俱疑相應一心。 

捨俱掉舉相應一心。 

這兩種心名為純粹涉及痴。 

如是總結所有十二不善心。 

節六之助讀說明 

痴根心（（（（mohamūlacittāni）：）：）：）：這最後一組不善心包含

了缺少貪瞋二不善根的不善心。一般上愚痴會導致貪或瞋

也隨之生起。然而，儘管貪根和瞋根心裡也有痴，但它在

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相反地，在這最後兩種不善心，痴

是唯一的不善根，因此它們被列為痴根心。由於痴的作用

於這兩種心特別顯著，它們也被形容為純粹涉及痴的心

（momūhacitta）；巴利文 momūha（純粹涉及痴）是 moha

（痴）的強調語。痴最為顯著的心有兩種：其一與疑相應，

另一者則與掉舉相應。 

捨俱（（（（upekkhāsahagata）：）：）：）：即使是面對可喜所緣（目

標），若生起的是痴根心，該目標的體驗則不再是可喜，由

此悅受也就不會生起。同樣地，當不可喜所緣不被體驗為

可厭時，憂受也不會生起。再者，當心受到疑或掉舉困擾

時，它無法對目標下個正面或負面的判斷，由此它不能與

悅受或憂受相應。基於這些原因，與這兩種心俱行的受是

捨受。 

疑相應（（（（vicikicchāsampayutta）：）：）：）：對於 vicikicchā這個

巴利文，諸論師提出兩個詞源學的說明：一、由於思緒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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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困亂而致的困惑；二、缺少智慧解決問題。19這兩項解釋

皆顯示「疑」（vicikicchā）是指由於顯著的愚痴而致的困

惑、懷疑或猶豫不決。與此疑相應的心是第一種痴根心。 

掉舉相應（（（（uddhaccasampayutta）：）：）：）：掉舉是不平靜、心

散亂或煩躁；而受此掉舉困擾的心是第二種痴根心。根據

《阿毗達摩論》，掉舉心所存在所有十二種不善心裡（見第

二章、節十三），但在其他十一種心當中，其力（satti）相

對地微弱，而其作用也就屬於次要。然而，在這最後一種

的不善心裡，掉舉成為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只有此心稱為

「掉舉相應」。 

應注意這兩種痴根心是沒有「無行」或「有行」的分

別。對於這點，諸論師給與不同的解釋。《阿毗達摩義廣釋》

和註解《清淨道論》的《大疏鈔》認為無行與有行兩者皆

不適用於此，故而把它們省略。這兩部論著說，由於此二

心缺少自然的敏銳力，所以不能稱它們為無行或自動；亦

由於沒有人會在任何情況裡刻意地激起它們，所以也不能

稱之為有行或受到慫恿。然而列迪長老不讚同這觀點；他

認為此二心純粹是無行的。他反駁道：「既然此二心依其自

性自然地生起於諸有情，它們的生起無需通過任何方法刺

激或煽動。因此，它們純粹是無行的，這是為何在此並沒

有提及無行或有行的原因。」 

不善心之總結 
A**hadhā lobhamūlāni 
Dosamūlāni ca dvidhā 
Mohamūlāni ca dve'ti 
Dvādas'ākusalā siyu>. 

                                               
19 一、vici (vicinanto) = 詢問 + kicch = 受到困擾； 

 二、vi = 毫無 + cikiccha =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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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根心有八， 

瞋二及痴二； 

如是不善心， 

共有十二種。 

節七之助讀說明 
對於八種貪根心，可通過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20 

1. 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高興與自動地，從水果

店偷了一個蘋果。 

2. 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在受到朋友慫恿之後，

高興地從水果店偷了一個蘋果。 

3-4. 各與第一和第二項相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並沒持

有任何邪見。 

5-8. 這四項各與第一至第四項類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

偷盜時的心是平捨的。 

                                               
20 《阿毗達摩要義》舉出八個假設的例子，以各別說明八種貪根心： 

一、 某人不思業報地享受飲食。 

二、 有個人被同伴說服之後，不思業報、愉快地觀看電影。 

三、 有位女士歡喜地穿上新衣，但知道執著新衣會令到貪根

心生起。 

四、 有位女孩知曉業力果報，但在同伴的邀請之下，愉快地

傾聽現代歌曲。 

五、 有位男孩稍有執著地吃只加鹽的白飯，但並沒有感到喜

悅與對業報的認識。 

六、 有位女孩有件新衣，在她母親說那是件漂亮的衣之後，

她才懂得欣賞它，但並沒有感到喜悅與對業報的認識。 

七、 在思及業報之後，某人以中捨的感受喝咖啡，但還是鑑

賞它的味道。 

八、 有位女士對業報有認識，但在女推銷員的慫恿之下，不

情願地買了一件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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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種瞋根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9. 某位男人在暴怒之下，毫不思慮地殺了另一人。 

10. 某位懷恨的男人在思慮之後殺了另一人。 

 

對於兩種痴根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11. 由於愚痴，某人懷疑佛陀的證悟，或懷疑佛法對於

導向涅槃是否有效。 

12. 由於散亂的心，某人無法專注於任何目標。 

 

十八無因心 
（ahetukacittāni） 

節八：七不善果報心（akusalavipākacittāni） 
(1) Upekkhāsahagata> cakkhu-viññā.a>; tathā (2) 

sota-viññā.a>, (3) ghāna-viññā.a>, (4) jivhā-viññā.a>; (5) 
dukkhasahagata> kāya-viññā.a>; (6) upekkhāsahagata> 
sampa*icchanacitta>; (7) upekkhāsahagata> santīra.acittañ cā ti. 
Imāni satta pi akusalavipākacittāni nāma. 

（一）眼識與捨俱行，（二）耳識、（三）鼻識、（四）

舌識亦如是；（五）身識與苦俱行；（六）領受與捨俱行；（七）

推度與捨俱行。此七心名為不善果報心。 

節八之助讀說明 

無因心（（（（ahetukacittāni）：）：）：）：巴利文 ahetuka意為「無根」

或「無因」，用以代表沒有稱為 hetu（「根」或「因」）心所

的心。這類心一共有十八種；它們沒有任何貪瞋痴不善因

（不善根），也沒有任何可善可無記的無貪、無瞋、無痴三

美因（美根）。由於「因」是幫助心穩定的因素，所以無因

心比有因心較弱。屬於這類的十八心可分為三組：不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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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心（不善異熟心）、善果報心（善異熟心）、唯作心。（見

表 1-3） 

不善果報心（（（（akusalavipākacittāni）：）：）：）：第一組無因心包

含了七種不善業的果報心。這些心本身並非不善；在業力

方面它們是無記的（abyākata）。「不善」在此是指它們是由

不善業產生的果報；所以「不善」一詞並非形容這些心本

身，而是形容產生它們的業。 

眼識（（（（cakkhuviññāa）：）：）：）：在不善果報和善果報兩組無

因心裡，它們兩者的首五種心是依靠眼、耳、鼻、舌、身

五淨色（pasāda）而生起的五識。這十種心總稱為「雙五

識」（dvi-pañcaviññā.a）。 

眼識依靠眼淨色（cakkhu-pasāda）而生起。其作用只

是直接與立刻地看及識知顏色。五識的其他四識也依靠各

別的淨色而生起；它們的作用也只是純粹識知各自的目

標，即：聽聲音、嗅氣味、嚐味道、感受觸覺。對於不善

果報心，其目標是不可喜的（ani**ha）。然而，由於首四種

目標（色、聲、香、味）對首四種淨色的撞擊力弱，所以

俱行的受是捨受。反之，對於不善果報身識，其目標對身

根的撞擊力強，所以俱行的受是苦受（dukkha）。 

領受心（（（（sampa�icchanacitta）：）：）：）：當目標撞擊五根門之

一，例如：顏色撞擊眼根時，首先生起的是令心轉向該目

標的轉向心。隨後生起的是看該顏色的眼識；這「看」的

動作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21。緊接而起的是「領受」眼識剛

                                               
21 譯按：一心識剎那是指一心從生至滅的時間。在同一心識剎那

裡，只有一心可以存在，絕不可能有二心共存。根據《阿毗達摩論》，

在一秒鐘或一眨眼間裡，已有上萬億個心識剎那。所以一心識剎那

是非常短的時間。因此若要如實地分析既迅捷且微細的心，禪修者

就必須有足夠強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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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的目標之心。這即是領受心；它是由產生該眼識的同

一個業所產生。 

推度心（（（（santīraacitta）：）：）：）：這是另一個無因果報心；它

緊隨領受心之後生起。其作用是推度或檢查剛受到五識與

領受心識知的目標。領受心與推度心只在五門心路過程裡

生起，而且都是屬於過去業的果報。 

節九：八善果報無因心（kusalavipākāhetukacittāni） 
(8) Upekkhāsahagata> cakkhu-viññā.a>; tathā (9) 

sota-viññā.a>, (10) ghāna-viññā.a>, (11) jivhā-viññā.a>; (12) 
sukhasahagata> kāya-viññā.a>; (13) upekkhāsahagata> 
sampa*icchanacitta>; (14) somanassasahagata> santīra.acitta> 
(15) upekkhāsahagata> santīra.acittañ cā ti. Imāni a**ha pi 
kusalavipākāhetuka-cittāni nāma. 

（八）眼識與捨俱行，（九）耳識、（十）鼻識、（十一）

舌識亦如是；（十二）身識與樂俱行；（十三）領受與捨俱

行；（十四）推度與悅俱行；（十五）推度與捨俱行。此八

心名為善果報無因心。 

節九之助讀說明 

善果報無因心（（（（kusalavipāka-ahetukacittāni）：）：）：）：這組

的八種心是善業的果報。在命名上一組時，「無因」

（ahetuka）一詞被省略不提，因為一切不善果報心都是無

因的；根本就沒有「有因」的不善果報心。然而，如隨後

可見（本章節十四），善果報心是可以「有因」的，即擁有

屬於無記業的美因或美根。為了區別「無因」與「有因」

善果報心，在命名時即採用「無因」一詞。 

這組的其中七種心與不善果報心相符。不善果報心因

不可喜所緣而生起；反之善果報心則因可喜（i**ha）或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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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ati-i**ha）所緣而生起。這組的首四心與前一組的一

樣，同是捨俱。然而，由於身根的目標的撞擊力強，所以

與善果報身識相應的受是樂受（sukha）。 

在善果報無因心當中，還包括了一個在不善果報心裡

找不到相符的心，此心即是「悅俱推度心」。由不善業產生

的推度心永遠是捨俱的；反之，由善業產生的推度心則有

兩種：其一是對中等可喜所緣生起的捨俱推度心；另一個

是對極可喜所緣生起的悅俱推度心。由此，與前一組七種

心不一樣，這組擁有八種心。 

節十：三無因唯作心（ahetukakiriya-cittāni） 
(16) Upekkhāsahagata> pañcadvārāvajjana-citta>; tathā 

(17) manodvārāvajjanacitta>; (18) somanassa-sahagata> 
hasituppāda-cittañ cā ti. Imāni tī.i pi ahetukakiriya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a**hāras'āhetukacittāni samattāni. 

（十六）捨俱五門轉向心，（十七）意門轉向心亦如是

（捨俱）；（十八）悅俱（阿羅漢）生笑心。這三種名為無

因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八無因心。 

節十之助讀說明 

無因唯作心（（（（ahetukakiriyacittāni）：）：）：）：剩餘的三種無因

心並非果報心；它們是屬於「唯作」（kiriya），意即只是實

行其作用，而與業毫無關係。這種心並不造業，也不是業

的果報。在諸唯作心當中，有三種是無因心，其餘的是有

因心。（見本章下文） 

五門轉向心（（（（pañcadvārāvajjanacitta）：）：）：）：當外在目標撞

擊五根門之一，在相符的五識（如：眼識）生起之前，另

一心必須先生起，該心即是五門轉向心；其作用是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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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vajjana）呈現於五根門（dvāra）之一的目標。此心並沒

有看、聽、嗅、嚐、觸該目標；它純粹只是轉向該目標，

以使五識之一能夠隨後生起。 

表 1-3：無因心 
 類別 受 心 

1 

不
善
果
報 

捨  眼識 

2 捨  耳識 

3 捨  鼻識 

4 捨  舌識 

5 苦  身識 

6 捨  領受 

7 捨  推度 

8 

善
果
報 

捨  眼識 

9 捨  耳識 

10 捨  鼻識 

11 捨  舌識 

12 樂  身識 

13 捨  領受 

14 悅  推度 

15 捨  推度 

16 
唯
作 

捨  五門轉向 

17 捨  意門轉向 

18 悅  生笑 

 

意門轉向心（（（（manodvārāvajjanacitta）：）：）：）：這種心能夠生

起於五門心路過程或意門心路過程。在這兩種心路過程

裡，它實行個別不同的作用。當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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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它稱為「確定心」（votthapanacitta）；其作用是確定或

鑑別五識之一剛識知的目標。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它隨推

度心之後生起；在推度心檢查該目標之後，它再鑑別之。 

在意門心路過程裡，此心則實行另一種作用，即：轉

向呈現於意門的目標。當它扮演這角色時則名為「意門轉

向心」。 

生笑心（（（（hasituppādacitta）：）：）：）：這是阿羅漢專有的心；阿

羅漢也包括佛陀與辟支佛。其作用是致使阿羅漢對欲界的

事物微笑。根據《阿毗達摩論》，能令阿羅漢微笑的心有五

種，即：四個（悅俱）欲界唯作心（見本章節十五），以及

在此提到的無因生笑心。 

節十一：無因心之總結 
Satt'ākusalapākāni puññapākāni a**hadhā 
Kriyācittāni tī.ī ti a**hārasa ahetukā. 

七不善果報，善果報有八， 

三是唯作心；如是無因共十八。 

節十二：美心（sobhanacittāni） 
Pāpāhetukamuttāni sobhanānī ti vuccare 
Ekūnasa**hi cittāni ath'ekanavutī pi vā. 

除惡及無因，餘者皆稱美； 

其數五十九，或說九十一。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美心（（（（sobhanacittāni）：）：）：）：除了惡心（即：十二不善心）

與十八無因心，美心包括其餘一切心。這類心稱為美是因

為它與美心所相應。（見第二章、節五至節八） 

應明白「美」（sobhana）的涵義比「善」（kusala）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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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泛。美心不單只包括一切善心，也包括了擁有美心所

的果報心與唯作心。後兩類心並非善心，而是無記心

（abyākata）。屬於美心的有廿四欲界心，以及一切色界心、

無色界心、出世間心。不包括在美心之內的心則名為「不

美」（asobhana）。 

五十九或九十一：五十九美心是：廿四欲界心、十五

色界心、十二無色界心、八出世間心。把八出世間心分為

四十種，則成九十一心。（見本章節三十、三十一） 

 

廿四欲界美心 
（kāmāvacara-sobhanacittāni） 

節十三：八欲界善心（kāmāvacara-kusalacittāni） 
1.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2.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3.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4.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5.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6.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7.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8.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n ti. 

Imāni a**ha pi sahetuka-kāmāvacara-kusalacittāni nāma. 

1. 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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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3.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4.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5. 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6. 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7.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8.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善心。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欲界善心（（（（kāmāvacara-kusalacittāni）：）：）：）：這組心依據三

項相對的原則而分為八種。第一項原則是與該心俱行的

受：有四心與悅受或心的樂受俱行，另四心則與捨受或心

的捨受俱行；第二是視其心是否與智相應；第三是視其心

是「無行」或「有行」。 

智相應（（（（ ñāasampayutta ）：）：）：）：智能如實知見諸法

（yathā-sabhāva>）。與智相應之心的智（ñā.a）是指「慧

心所」（paññā-cetasika），亦即是「無痴因」或「無痴根」

（amoha）。智不相應的心缺少此慧心所，但並沒有只屬於

不善心的無明（avijjā）或痴（moha）。 

無行：根據註釋，人們會自動自發地行善的原因是身

心健全、有良好的食物、適合的氣侯等，以及由於在過去

有造過類似的業。如前所述（本章節四），慫恿可以來自他

人或自己本身。 

有因（（（（sahetuka）：）：）：）：所有四種智相應善心都有三善因；

四智不相應心則只有無貪與無瞋，而沒有無痴。 

對於八種欲界善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22 

                                               
22 《阿毗達摩要義》舉出八個假設的例子，以說明八種大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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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 

2. 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也心知那是

善業。 

3. 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4. 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

善業。 

 5-8. 應明白這四種心各與首四種心類似，差異只在於 

 沒有愉快的感受，而是中捨的感受。 

 

這八種心稱為善（kusala）或福（puñña），因為它們制

止煩惱，且帶來善報。每當凡夫（puthujjana）與有學聖者

（sekkha，即下三個層次的聖者：須陀洹、斯陀含、阿那

含）造善身業、善口業、或激起屬於欲界的善心時，這些

心即會生起。阿羅漢的行為都是屬於無記（沒有業），因而

這些心不會在他們心中生起。 

                                                                                                 
一、 一位擁有業報智的女人，自動與歡喜地供花給佛塔。 

二、 有位擁有業報智的少女在受到同伴說服之後，歡喜地前

往聆聽佛法開示。 

三、 有位不懂得業報的男孩，自動與歡喜地佈施錢給乞丐。 

四、 有位不懂的業報的男人，在受到一位校長的促請之下，

歡喜地捐了一百磈錢。 

五、 有位女孩中捨的掃地，但知那是件善事。 

六、 有位男人在受到一位比丘的促請之下，中捨地砍柴，但

知那是件善事。 

七、 有位不懂得業報的女人，自動地閱讀佛書，但卻不明其

意。 

八、 有位女孩在母親的要求之下，無喜與不思業力果報地洗

她父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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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四：八欲界果報心（kāmāvacaravipākacittāni） 
9.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0.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11.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2.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13.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4.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15.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6.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n ti. 

Imāni a**ha pi sahetuka-kāmāvacara-vipākacittāni nāma. 

 9. 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10. 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1.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12.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13. 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14. 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5.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16.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果報心。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有 因 欲 界 果 報 心 （（（（ sahetuka-kāmāvacara-vipāka- 

cittāni）：）：）：）：（欲界）善心有八種；與善心相符的果報心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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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此八心是欲界善心的果報。為了區別它們和善果報

無因心，所以稱之為「有因」（sahetuka）。無因與有因的善

果報心都是由同樣的八種善心所產生，但這兩組心在各自

的素質與作用方面則有差別。當我們討論心識的作用時（第

三章、節八至節十一），就會更明瞭它們之間的不同。 

節十五：八欲界唯作心（kāmāvacarakriyācittāni） 
17.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18. Somanassa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19.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20. Somanassa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21.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22. Upekkhāsahagata> ñā.asam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 

23.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asa�khārikam 
eka>. 

24. Upekkhāsahagata> ñā.avippayutta> sasa�khārikam 
ekañ ti. 

Imāni a**ha pi sahetuka-kāmāvacara-kriyā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catuvīsati sahetuka-kāmāvacara- 

kusala-vipāka-kriyācittāni samattāni. 

17. 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18. 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9.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20.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21. 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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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23.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24.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廿四欲界有因心：善、果報及唯作。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有 因 欲 界 唯 作 心 （（（（ sahetuka-kāmāvacara-kriyā- 

cittāni）：）：）：）：八欲界善心能生起於凡夫與有學聖者，但卻不能

生起於諸佛與阿羅漢，因為他們已超越了業輪轉與未來的

輪迴。反之，能在諸佛與阿羅漢心中生起的是與該八心相

符的八種唯作心（kriyā-citta）；稱為唯作是因為它們只執行

其作用，而毫不留下任何業力。由於諸佛與阿羅漢已徹底

地根除了無明和渴愛，即輪迴之因，所以他們的善行絕不

可能產生未來的果報。那些心只是純粹生起、執行其作用、

而後毫無所遺地消逝。 

節十六：欲界美心之總結 
Vedanā-ñā.a-sa�khārabhedena catuvīsati 
Sahetu-kāmāvacarapuññapākakriyā matā. 

欲界有因心，善果報唯作， 

依受智及行，分為二十四。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欲界有因心分為善、果報、唯作三組；每一組又依據

受是悅是捨、智相應與否、無行或有行的不同組合，而分

為八種。如此總共有二十四種心：十二種與智相應的是三

因心，其餘十二種是二因心。這三組心常各別稱為大善心

（ mahākusala）、大果報心（ mahāvipāka）、大唯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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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ākiriya）。對其前綴詞「大」（mahā）的意義，諸論師

則給與不同的解釋。23 

節十七：欲界心之總結 
Kāme tevīsapākāni puññāpuññāni vīsati 
Ekādasa kriyā cā ti catupaññāsa sabbathā. 

欲界果報二十三，善與不善共二十， 

唯作則有十一個，如是共有五十四。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欲界心一共有五十四種，可以依據下列的方法分類： 

依本質： 

八大善 

十二不善 

廿三果報 ：七不善果報 

 ：八無因善果報 

 ：八大善果報 

十一唯作 ：三無因唯作 

 ：八大唯作 

依受： 

十八悅俱 

三十二捨俱 

二憂俱 

一樂俱 

一苦俱 

                                               
23 《阿毗達摩要義》解釋該前綴詞「大」是「數目大」，因為欲界

善心有八個，色界善心有五個，無色界善心有四個，出世間善心也

只有四個，所以欲界善心的數目最大。對於果報心與唯作心也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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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與智或邪見相應： 

十六相應 

十六不相應 

廿二非相應非不相應 

依行（慫恿）： 

十七無行 

十七有行 

二十非無行非有行（即：無因心與痴根心） 

 

關於教導阿毗達摩，傳統的寺院教法鼓勵學員不單只

下番功夫思考這些表，更應熟悉及謹記其要義。在研究諸

心裡包含的心所時（本書第二章，或《阿毗達摩論》），這

些表就非常重要且實用。 

十五色界心 
（rūpāvacaracittāni） 

節十八：五色界善心（rūpāvacara-kusalacittāni） 
1. Vitakka-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pa*hamajjhāna- 
kusalacitta>. 

2. 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dutiyajjhāna-kusala- 
citta>. 

3. 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tatiyajjhāna-kusalacitta>. 
4. Sukh'ekaggatā-sahita> catutthajjhāna-kusalacitta>. 
5. Upekkh'ekaggatāsahita> pañcamajjhānakusalacittañ cā ti. 
Imāni pañca pi rūpāvacara-kusalacittāni nāma. 

1.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善心。 

2.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善心。 

3.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善心。 

4.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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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善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善心。 

節十九：五色界果報心（rūpāvacaravipākacittāni） 
6. Vitakka-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pa*hamajjhāna- 
vipākacitta>. 

7. 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dutiyajjhāna-vipāka- 
citta>. 

8. 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tatiyajjhāna-vipākacitta>. 
9. Sukh'ekaggatā-sahita> catutthajjhāna-vipākacitta>. 
10. Upekkh'ekaggatāsahita> pañcamajjhānavipākacittañ cā ti. 
Imāni pañca pi rūpāvacara-vipākacittāni nāma. 

6.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果報心。 

7.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果報心。 

8.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果報心。 

9.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果報心。 

10.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果報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果報心。 

節二十：五色界唯作心 （rūpāvacara-kriyācittāni） 
11. Vitakka-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pa*hamajjhāna- 
kriyācitta>. 

12. 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dutiyajjhāna-kriyā- 
citta>. 

13. 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tatiyajjhāna-kriyācitta>. 
14. Sukh'ekaggatā-sahita> catutthajjhāna-kriyācitta>. 
15. Upekkh'ekaggatāsahita> pañcamajjhānakriyācittañ cā ti. 
Imāni pañca pi rūpāvacara-kriyā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pa..arasa rūpāvacara-kusala-vipāka- 

kriyācittāni samattā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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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唯作心。 

12.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唯作心。 

13.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唯作心。 

14.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唯作心。 

15.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唯作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五色界心：善、果報及唯作。 

節十八至二十之助讀說明 

色界心（（（（rūpāvacaracittāni）：）：）：）：此界之心包括一切「活

動於」或屬於色地（rūpabhūmi）的心；在色地並沒有粗顯

的色法，而只有極其微細的色法。欲投生至此界就必須證

得禪那（jhāna）24，一種從修定中獲得的高等成就。「常出

現」於此地之心，就這方面在質上與該地有關連，而稱為

「色界心」。 

屬於這類的心有十五種：五善、五果報、五唯作。在

今世證得禪那的凡夫與有學聖者能夠體驗到色界善心。與

那些善心相符的果報心只能出現於投生至色界天的梵天。

五唯作禪那心則只出現於已證得禪那的阿羅漢。 

諸論師對巴利文 jhāna（禪那）提出不同的詞根，其一

意為「念慮」，另一者意為「燒盡」。諸禪那因它們密切地

念慮目標，亦因它們燒盡與定對抗之法25而得其名。那些與

定對抗之境即是五蓋（nīvara.a）：欲欲（對欲樂的欲求）、

                                               
24 有時亦稱為「色禪」（rūpajjhāna），以區別它們和隨後述及的「無

色禪」（arūpajjhāna）。 
25  Āramma.'upanijjhānato paccanīkajjhāpanato jhāna>.（《清淨道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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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恨、昏沉與睡眠、掉舉（散亂的心）與惡作（追悔）26、

疑。 

禪那是通過修習止禪（samathabhāvanā，奢摩他）而證

得。這種禪定涉及提昇定根（samādhi）。通過把心專注於

所選定的單一目標，一切心的困擾得以清除；諸蓋皆已受

到鎮伏，心也完全投入其目標之中。在第九章、節二至節

廿一會詳述如何培育定。 

禪那心的目標是稱為「似相」（pa*ibhāganimitta）的心

之影像。此相是種「概念」（paññatti），但由於一般上它是

基於色法而產生，所以（取此相為目標的）禪那是屬於色

界。欲證得禪那的禪修者可以選用基礎遍相（kasi.a）作為

修定的目標，如一個某種色的圓盤，然後把心專注於它的

顏色。當定力成熟時，與該圓盤完全相似的影像即會生起，

此相稱為「取相」（uggahanimitta）；（定力更深時）自此相

淨化後而生起的相即是「似相」，是禪那心緣取的目標。 

色界善心：這類心依據五禪而分為五種心，每一禪都

各別有一心。諸禪如此排列的原因有二：一、當人們修定

以證得禪那時，他們依該次序證得諸禪；二、佛陀依此次

序說示諸禪。 

初禪善心：諸禪由其稱為「禪支」（jhāna�ga）的心所

而得以分別。在每一禪心裡的許多心所當中，即是這些（稱

為禪支的）心所分別了諸禪的不同，而且是它們令到心證

入安止（禪那）。如下文所述，初禪有五禪支（尋、伺、喜、

樂、一境性）。若要達到初禪，這五禪支必須達至平衡、緊

密地念慮目標、及「燒盡」阻礙證入安止的五蓋。 

尋（（（（vitakka）：）：）：）：在經中，「尋」一詞常不精確地用以代

                                               
26 譯按：惡作（追悔）有兩種：一、追悔已造之惡；二、追悔應實

行而未實行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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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思考，但在《阿毗達摩論》裡，它精確地代表把心投入

或令它朝向目標的心所。27猶如國王的親信有能力帶村民入

皇宮，尋亦能夠把心投入目標裡。對於修習禪定，尋的特

別作用是對治昏沉睡眠蓋（thīnamiddha）。 

伺（（（（vicāra）：）：）：）：「伺」一詞通常意為檢查，然而在此則意

為保持心繼續專注於目標。尋是把心與心所投向目標，伺

則是心繼續專注於目標。諸註疏提供了好些不同的比喻，

以說明此二禪支之間的差別。尋有如展開翅膀起飛的鳥；

伺則有如張著翅膀在天空中滑翔的鳥。尋有如投向花朵的

蜜蜂；伺則有如在花朵上方嗡嗡作響的蜜蜂。尋有如持著

失去光澤的金屬盤之手；伺則有如拭擦該盤的另一隻手。28

禪那中的伺暫時制止疑蓋（vicikicchā）。 

喜（（（（pīti）：）：）：）：巴利文 pīti（喜）源自動詞 pīnayati（使清

新），可解釋為喜歡或對目標有興趣。諸論師把在修定當中

生起的喜分為五個層次：小喜、剎那喜、流喜、上升喜、

遍滿喜。小喜能令體毛豎直；剎那喜有如閃電；流喜有如

拍打著海灘的大浪般，一陣陣地流遍全身；上升喜能夠令

到身體升起；遍滿喜則有如洪水注滿山洞般遍佈全身。29禪

那之喜是最後一種喜。喜禪支制伏瞋恨蓋（vyāpāda）。 

樂（（（（ sukha ）：）：）：）：此禪支是心的樂受；它即是悅受

（somanassa），不是與善果報身識俱行的身樂受（sukha）。

此樂是脫離欲樂而後生，所以稱為精神之樂或非世俗之樂

（nirāmisasukha）。它對治掉舉（散亂心）與惡作（uddhacca- 

kukkucca）。 

雖然喜與樂的關係非常密切，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心

                                               
27 So hi āramma.e citta> āropeti. （《殊勝義註》巴、頁一一四） 
28 見《清淨道論》第四章、段八九至九一。 
29 見《清淨道論》第四章、段九四至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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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喜屬於行蘊（ sa�khārakkhandha），樂則屬於受蘊

（vedanākkhandha）。喜有如疲憊的旅人見到綠洲時所體驗

的歡喜；樂則有如該旅人沐浴飲水時的快樂。30 

一境性（（（（ekaggatā）：）：）：）：直譯此巴利文即是「一」（eka）

「專」（agga）之「境」（tā）。此心所是所有五禪與定的主

要成份。一境性暫時制伏欲欲；它是每一種禪定的必要因

素。一境性的作用是緊密地觀察目標，這是禪那的特徵。

但它並不能獨自地執行其作用，它須要其他四禪支配合運

作，各執行其作用：尋把相應法投入目標；伺則維持它們

                                               
30 譯按：以下是譯自《殊勝義註》對喜及樂之間的差別的詳細譬喻

（英、頁一五五、一五六）： 

「有喜必有樂，但有樂未必有喜。喜是屬於行蘊；樂則屬於

受蘊。喜就有如一位疲憊的旅人，於夏天在沙漠裡時看到或聽到有

水或陰涼的樹林；樂就有如他在享用水或進入樹林裡乘涼。當人走

在大沙漠裡，受到炎陽暴曬、口渴且極渴望喝水時，若看到前面走

來了一個人，他即會問道：『那裡有水？』另一人即會說：『越過那

一片樹林即有一座大森林，裡面就有座天然的水池。你去到那邊就

會有水喝。』聽了這些話他感到很歡喜。當他再往前走時，他看到

掉在地上的荷葉等，而感到更歡喜。繼續往前走時，他看到有好些

人衣服及頭髮都濕濕的，又聽到野雞的叫聲等、看到一座有如寶石

網般的茂密翠綠的森林，其中有座天然的水池，又看到長在池中的

睡蓮、荷花、白蓮等，及看到清澈的池水，如此他愈是感到歡喜。

他即下去水池裡，盡情地沐浴與喝水。清除了一切的困頓之後，他

再享用蓮莖、以藍蓮花裝飾自己、把蓮藕負在肩上，從水池出來之

後，穿上衣服、把濕衣曬在太陽下，然後去到有陣陣涼風輕拂而來

的樹蔭下躺著，說道：『真是快樂、真是快樂！』 

當如此解釋該譬喻：從他聽到有座天然水池及茂密的森林開

始，直至他看到清澈的水時所感到的歡喜即是：看到目標時感到歡

喜的『喜』。而他沐浴、喝水及隨後躺在樹蔭下直說：『真是快樂、

真是快樂！』就有如不斷增強的『樂』，正在享受目標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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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標；喜激起對目標的歡喜；樂體驗禪那之樂。 

第二禪善心等等：通過逐一地捨棄較粗顯的禪支，及

增強定力以提昇較微細的禪支，即能證得更高層次的禪

那。在經教裡，佛陀以四分法說示禪那：從初禪進修第二

禪時，同時棄除尋伺兩個禪支。論教裡的禪那則分為五個，

即多了一個只棄除尋而保存伺的禪那。這是論教的第二禪。 

在第三禪裡，伺亦被棄除；在第四禪裡則再棄除喜；

在第五禪裡，捨受替代了樂受。由此，首四禪與悅受相應

（somanassasahita）；第五禪則與捨受相應（upekkhāsahita）。 

經教色禪四分法的初禪在各方面皆與論教（色禪五分

法）的初禪一致。然而，經教的第二禪是通過同時棄除尋

與伺而證得，因此只餘下喜、樂、一境性三禪支，即是論

教的第三禪。經教的第三禪有樂與一境性兩個禪支，第四

禪則有捨與一境性兩個禪支；此二禪各與論教的第四禪和

第五禪相等。 

雖然諸經沒有明確地說示禪那五分法，但有給與暗

示；這是指佛陀所說的三種定：尋伺兩者相應之定、尋不

相應伺相應之定、尋伺兩者皆不相應之定（savitakka savicāra 

samādhi; avitakka vicāramatta samādhi; avitakka avicāra samādhi: 

M.128/iii,162）。明顯地，第一種定是禪那四分法與五分法兩

者裡的初禪；第三種定是經教裡的第二至第四禪，或是論

教裡的第三至第五禪。然而，第二種定在經教本身裡卻沒

有明示，只有在論教裡才說明是五分法的第二禪。 

節廿一：色界心之總結 
Pañcadhā jhānabhedena rūpāvacaramānasa> 
Puññapākakriyābhedā ta> pañcadasadhā bhave. 

依禪那而分，色界心有五， 

更依善、果報、唯作，則成一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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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五禪皆可生起為善心、果報心及唯作心，因而有十五

種。不論是善、果報還是唯作，皆依相同的禪支組合分類

每 一 層 次 的 禪 心 。 一 切 色 界 心 都 與 智 相 應 （ ñā.a- 

sampayutta）；但由於智並非禪支，所以在其分類法裡並沒

有提及。如是一切色界心皆有三因：無貪、無瞋、無痴。 

應注意到，與欲界善心和不善心相反地，色界心並沒

有「有行」與「無行」之分（sasa�khārika-asa�khārika）。

對於無色界心和出世間心也無此分別。這省略的原因是，

當禪修者在修習以證得禪那、道、或果時，只要他還依靠

他人或自己的激勵，其心即還未適於獲得該成就。有行與

無行之分只適用於修行的基礎階段；在證得禪那或道果

時，則不可能涉及「慫恿」或「鼓動」。如是，由於有行禪

那或有行出世間成就是不可能存在，有行與無行之分即不

適用於這些心。 

我們在此所表達的見解，與人們普遍上接受的《阿毗

達摩義廣釋》之見解不同。《阿毗達摩義廣釋》認為，由於

一切禪那之成就都須要某種程度的前行（ pubbābhi- 

sa�khāra，初步的努力），所以禪那心不可能稱為無行，而

只能稱為有行。此見解看來並站不住腳，因為導向禪那的

前行不應被視為是與禪那心本身相應的「慫恿」。因此，儘

管《阿毗達摩義廣釋》極具威信，看來還是視有行無行之

分與高層次的心無關更為恰當。 

然而，列迪長老認為可依聖典中所述的個人進展

（pa*ipadā）差異，而分別禪那與出世間法為有行或無行。

《法聚論》（Dhammasa�ga.ī）把達至成就的進展分為兩

種：一、若只在極盡其力奮鬥之下才能鎮伏煩惱，那即是

「進展艱難」（dukkhapa*ipadā，苦行道）；二、若能輕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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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伏煩惱，那即是「進展輕易」（sukhapa*ipadā，易行道）。

列迪長老的見解是：進展艱難者所證得的禪那心或出世間

心與欲界的有行心相符；反之，進展輕易者所證得的禪那

心或出世間心則與無行心相符。 

然而，儘管列迪長老的見解值得參考，事實依舊是：

一、《法聚論》並沒有依據進展的差異分別禪那心與出世間

心；二、在《法聚論》分別種種進展的篇章裡，它並沒有

據此分別不同的禪那心與出世間心。因此看來，關於禪那

心、道心與果心，還是把有行無行之分省略較為恰當。 

 

十二無色界心 
（arūpāvacaracittāni） 

節廿二：無色界善心（arūpāvacarakusalacittāni） 
1. Ākāsānañcāyatana-kusalacitta>. 
2. Viññā.añcāyatana-kusalacitta>. 
3. Ākiñcaññāyatana-kusalacitta>. 
4.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kusalacittañ cā ti. 
Imāni cattāri pi arūpāvacara-kusalacittāni nāma. 

1. 空無邊處善心。 
2. 識無邊處善心。 
3. 無所有處善心。 
4. 非想非非想處善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善心。 

節廿三：無色界果報心（arūpāvacaravipākacittāni） 
5. Ākāsānañcāyatana-vipākacitta>. 
6. Viññā.añcāyatana-vipākacitta>. 
7. Ākiñcaññāyatana-vipākac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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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vipākacittañ cā ti. 
Imāni cattāri pi arūpāvacara-vipākacittāni nāma. 

5. 空無邊處果報心。 
6. 識無邊處果報心。 
7. 無所有處果報心。 
8. 非想非非想處果報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果報心。 

節廿四：無色界唯作心（arūpāvacarakriyācittāni） 
9. Ākāsānañcāyatana-kriyācitta>. 
10. Viññā.añcāyatana-kriyācitta>. 
11. Ākiñcaññāyatana-kriyācitta>. 
12.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kriyācittañ cā ti. 
Imāni cattāri pi arūpāvacara-kriyā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dvādasa arūpāvacara-kusala-vipāka- 

kriyācittāni samattāni. 

9. 空無邊處唯作心。 
10. 識無邊處唯作心。 
11. 無所有處唯作心。 
12. 非想非非想處唯作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二無色界心：善、果報及唯作。 

節廿二至廿四之助讀說明 

無色界善心（（（（arūpāvacara-kusalacittāni）：）：）：）：此界之心

屬於無色地（arūpabhūmi）；無色地（無色界天）共有四層，

其處已完全超越色法，而只剩下心與心所。通過證得超越

五色界禪的無色禪（arūpajjhāna），即能投生至這四無色界

天。無色界共有十二心：證得無色禪的凡夫與有學聖者所

體驗的四善心；投生至無色界天時生起的四果報心；以及



第一章：心之概要 

 43 

證得無色禪的阿羅漢所體驗的四唯作心。 

空無邊處（（（（ākāsānañcāyatana）：）：）：）：第一個無色禪是空無

邊處禪。為了證得此禪，已熟練於遍處第五色禪的禪修者

必須把遍處似相擴大至無邊宇宙，然後注意該遍處似相所

佔有的空間為「空無邊、空無邊」，直至去除了整個遍相。
31如此重複地專注，最終即會生起取無邊空間概念（ākāsa- 

paññatti）為目標（所緣）的禪心。嚴格而言，「空無邊處」

是指作為第一無色禪心的目標的無邊空間之概念。在此的

巴利文 āyatana（處）意為禪心的住處或住所。然而「空無

邊處」本身也用以代表該禪那。 

識無邊處（（（（viññāañcāyatana）：）：）：）：在此稱為無邊的識是

第一無色禪心。由於第一無色禪心以無邊空間之概念作為

目標（所緣），這表示遍滿地取空間為目標的識也取了它的

「無邊」。若要修習第二無色禪，禪修者就必須取「空無邊

處禪心」為目標，專注於該心為「識無邊、識無邊」，直至

證入第二無色禪。 

無所有處（（（（ākiñcaññāyatana）：）：）：）：第三無色禪取「空無

邊處禪心」的「不存在」或「無所有」為目標（所緣）。通

過專注該心之不存在，緣取第一無色禪心的不存在或無所

有之概念（natthibhāva-paññatti）目標的第三無色禪心即會

生起。 

非想非非想處（（（（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第四亦

即最後一個無色禪因不能說其有想或無想而得是名。在這

                                               
31 譯按：在把遍相擴大至十方無邊宇宙之後，禪修者應作意遍相裡

的空間，即如作意皮膚上的毛孔一般。看到空間之後，再把它擴大

至十方無邊宇宙，直至無邊空間替代了整個無邊遍相。過後再繼續

專注於無邊空間為「空無邊、空無邊」，以證入空無邊處禪。（參考

《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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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心裡，其想心所（saññā）已變得極其微細，而無法執行

其想的作用，因此不能切實地說此心有想。但該想並非不

存在，而保留了其殘餘之狀，因此亦不能說它無想。在此

雖然只提及想，但應明白組成該心的其餘名法（譯按：除

想之外還有一心廿九心所）也都是極其微細，而無法貼切

地說它們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第四種無色禪取「無所有

處禪心」為目標。 

節廿五：無色界心之總結 
Ālambanappabhedena catudh'āruppamānasa> 
Puññapākakriyābhedā puna dvādasadhā *hita>. 

依所緣分別，四無色界心， 

更依善、果報、唯作，則成一十二。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依所緣（目標）分別：每個無色禪心的目標（ālambana）

皆可分為兩種：一、心直接緣取的目標（ālambitabba）；二、

應超越的目標（atikkamitabba）。對於它們之間的關係，見

表 1-4。 

無色禪與色禪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色禪可緣取各種

不同的目標，如不同的遍相等等，而每一個無色禪則只緣

取各自專取的目標。另者，諸色禪之間的差異在於各自所

有的禪支，即：初禪有五禪支、第二禪有四禪支、等等。

欲證得更高層次的色禪的禪修者可繼續專注於同一個目

標，而從粗至細地逐一棄除各禪支，直至證入第五禪。反

之，從第五色禪進修第一無色禪，以及從一無色禪至更上

一層的無色禪，都沒有棄除禪支，而是必須逐一地超越更

微細的目標。 

所有的無色禪心都有同樣的兩個禪支，即：捨、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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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於這點，有時四無色禪亦被包括在第五禪之內。在

「心」這方面，它們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屬於不同的界，

且緣取不同的目標。然而，在「禪那」方面，由於它們都

有相同的二禪支，所以有時阿毗達摩論師視它們為第五禪。 

表 1-4：無色界心 
 心心心心 直接緣取的目標直接緣取的目標直接緣取的目標直接緣取的目標 所超越的目標所超越的目標所超越的目標所超越的目標 

1 空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的概念 遍相的概念 

2 識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的概念 

3 無所有處禪心 不存在的概念 空無邊處禪心 

4 非想非非想處禪心 無所有處禪心 不存在的概念 

 

十五色界心與十二無色界心在整體上總稱為「廣大心」

（mahaggatacitta），即「殊勝」、「優越」、「高尚」之心，因

為它們已脫離諸蓋，且是清淨、昇華、廣大的心境。 

至 此 所 討 論 的 八 十 一 種 心 稱 為 「 世 間 心 」

（lokiyacitta），因為它們是屬於欲世間（kāmaloka）、色世

間（rūpaloka）、無色世間（arūpaloka）三世間之心。 

八出世間心 
（lokuttaracittāni） 

節廿六：四出世間善心（lokuttara-kusalacittāni） 
1. Sotāpatti-maggacitta>. 
2. Sakadāgāmi-maggacitta>. 
3. Anāgāmi-maggacitta>. 
4. Arahatta-maggacittañ cā ti. 
Imāni cattāri pi lokuttara-kusalacittāni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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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陀洹道心。 

2. 斯陀含道心。 

3. 阿那含道心。 

4. 阿羅漢道心。 

這四種名為出世間善心。 

節廿七：四出世間果報心（lokuttaravipākacittāni） 
5. Sotāpatti-phalacitta>. 
6. Sakadāgāmi-phalacitta>. 
7. Anāgāmi-phalacitta>. 
8. Arahatta-phalacittañ cā ti. 
Imāni cattāri pi lokuttara-vipākacittāni nāma. 
Icc'eva> sabbathā pi a**ha lokuttara-kusala-vipāka-cittāni 

samattāni. 

5. 須陀洹果心。 

6. 斯陀含果心。 

7. 阿那含果心。 

8. 阿羅漢果心。 

這四種名為出世間果報心。 

如是總結所有出世間善與果報心。 

節廿八：出世間心之總結 
Catumaggappabhedena catudhā kusala> tathā 
Pāka> tassa phalattā ti a**hadh'ānuttara> mata>. 

依四道分別，善心有四種， 

果報亦如是，故知八無上。 

節廿六至廿八之助讀說明 

出世間心（（（（ lokuttaracittāni）：）：）：）：出世間心是「超越」

（uttara）由五取蘊組成的世間（loka）之心。此心導向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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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生死輪迴（sa>sāra），及證入涅槃（Nibbāna）：苦的止息。

一共有八種出世間心。這些心屬於證悟的四個層次：一、

須陀洹（入流）；二、斯陀含（一還）；三、阿那含（不還）；

四、阿羅漢。每一層次皆有兩種心：道心（maggacitta）與

果心（phalacitta）。一切出世間心所緣取的目標都是無為究

竟界，即：涅槃。但依各自不同的作用，而分別為道心與

果心。道心的作用是斷除（或永遠地減弱32）諸煩惱；果心

的作用則是體驗因相符的道心所帶來的某種程度解脫。道

心是善心；果心則是果報心。 

每一道心皆只生起一次，且只維持一心識剎那；它不

能重複地出現於已證悟該道者的心流裡。相符的果心起初

只隨道心之後出現兩三次，即只維持兩三個心識剎那。但

過後果心能夠重複地生起，而且能在屬於出世間定的果定

（phalasamāpatti）當中持續地出現許多次。（見第四章、節

廿二；第九章、節四十二） 

諸道與果是通過修習觀禪（vipassanābhāvanā，毗婆舍

那）而證得。這種禪法涉及提昇慧根（paññā）。通過持續

地觀照名法與色法的生滅，禪修者得以知見它們的無常、

苦、無我真實相。當這些觀智完全成熟時，它們即會導致

道心與果心生起。（見第九章、節廿二至四十四） 

須陀洹道心（（（（sotāpatti-maggacitta）：）：）：）：進入趣向解脫的

不退轉之道是為入流，而體驗此道之心則名為入流道心或

須陀洹道心。「流」（sota，音譯：須陀）即是八聖道分：正

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如恆河之水不斷地從喜瑪拉雅山流向海洋，出世間八聖道

分亦從正見之生起不斷地流向證悟涅槃。 

                                               
32 這是指（只減弱欲欲與瞋恚的）斯陀含道，見本章節廿六至廿八

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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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八聖道分也能在具備德行的凡夫的世間善心中生

起，但它們的結果卻還未肯定，因為凡夫的性格還有可能

會改變，而捨棄正法。但對於已達到入流的聖弟子，這些

道分的終點已肯定，必定會有如河水之流般趣向涅槃。 

須陀洹道心的作用是斷除首三結：一、身見或我見；

二、對三寶的懷疑；三、執著地相信實行儀式能夠趣向解

脫（戒禁取）。它也斷除了一切強得足以導致投生至低於人

道之處（即：四惡道）的貪瞋痴。此心也永遠地根除了其

他五心，即：四個與邪見相應的貪根心，以及與疑相應的

痴根心。已證得入流者肯定會在最多七世的時間內證得最

終的解脫，而且肯定不會投生至任何惡道。 

斯陀含道心（（（（sakadāgāmi-maggacitta）：）：）：）：此心是與八

聖道相應而屬於一還界之心。此心沒有斷除任何「結」，但

滅除了較粗的欲欲（對欲樂的欲求）與瞋恚。已達到此境

者最多只會再回到人間一次即證得最終的解脫。 

阿那含道心（（（（anāgāmi-maggacitta）：）：）：）：已證得第三道者

將不會再次投生到欲界。若這類人在今世不能證得阿羅漢

果，他即會在來世投生到色界天，以及在其地證得最終的

解脫。阿那含（不還）道心斷除了欲欲與瞋恚二結，也永

遠地根除了兩個瞋根心。 

阿羅漢道心（（（（arahatta-maggacitta）：）：）：）：阿羅漢是已完全

解脫者；他已「破除」（hata）煩惱「敵」（ari）。阿羅漢道

心是令到直接證得阿羅漢果、完全解脫的心。此心徹底斷

除了五個微細「結」，即：對色界生命之欲求、對無色界生

命之欲求、我慢（驕傲）、掉舉、無明。它也斷除了剩餘的

不善心：四個邪見不相應貪根心，以及一個掉舉相應痴根

心。 

果心（（（（phalacitta）：）：）：）：每一個道心都會令到與之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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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心，自動地緊接著道心之後在同一心路過程裡生起。過

後，當聖弟子進入果定時，果心即會連續地生起許多次。

如前所述，果心是屬於果報心（vipākacitta）。應注意到於

出世間是沒有唯作心的。這是為何當阿羅漢入果定時，於

該定中生起的是果報心，是出世間道之果。 

節廿九：諸心之總結 
Dvādas'ākusalān'eva> kusalān'ekavīsati 
Chatti>s'eva vipākāni kriyācittāni vīsati. 
Catupaññāsadhā kāme rūpe pa..aras'īraye  
Cittāni dvādas'āruppe a**hadh'ānuttare tathā. 

不善心十二，善心二十一， 

果報心卅六，唯作心二十。 

欲界五十四，色界心十五， 

無色界十二，出世間心八。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在上述兩首偈，阿耨樓陀尊者總結他在《阿毗達摩概

要》至此所說的八十九種心。在第一首偈，他依諸心的本

性（jāti）而把它們分為四類： 

十二不善心（akusala）； 

二十一善心（kusala）； 

三十六果報心（vipāka）； 

二十唯作心（kiriya）。 

 

後兩類心皆歸納於無記（abyākata，即不造業），因為

它們非善亦非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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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依本性分八十九心 
 

不善心 善心 
無記心 

果報心 唯作心 

 欲界 12 8 23 11 

 色界 --- 5 5 5 

 無色界 --- 4 4 4 

 出世間 --- 4 4 --- 

 總數 12 21 36 20 

 

在第二首偈，他依心之地（bhūmi）而把同樣的八十九

心分為另四類： 

五十四欲界心（kāmāvacara）； 

十五色界心（rūpāvacara）； 

十二無色界心（arūpāvacara）； 

八出世間心（lokuttara）。 

 

如是，雖然諸心依識知目標之相而為一心，但依不同

的條件則可分別為許多種。 

 

一百二十一心 
（ekavīsasatāni cittāni） 

節三十：簡說 
Ittham ekūnanavutippabheda> pana mānasa> 
Ekavīsasata> v'ātha vibhajanti vicakkha.ā. 

如是種種心，共有八十九； 

智者再分別，一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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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一：詳述 
Katha> ekūnanavutividha> citta> ekavīsasata> hoti? 
1. Vitakka-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pa*hamajjhāna-sotāpatti-maggacitta>. 
2. Vicāra-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dutiyajjhāna-
 sotāpatti-maggacitta>. 
3. Pīti-sukh'ekaggatā-sahita> tatiyajjhāna-sotāpatti-
 maggacitta>. 
4. Sukh'ekaggatā-sahita> catutthajjhāna-sotāpatti-
 maggacitta>. 
5. Upekkh'ekaggatā-sahita> pañcamajjhāna-sotāpatti-
 maggacittañ cā ti. 
Imāni pañca pi sotāpatti-maggacittāni nāma. Tathā 

sakadāgāmi-magga, anāgāmi-magga, arahatta-maggacittañ cā ti 
samavīsati maggacittāni. Tathā phalacittāni cā ti samacattāDīsa 
lokuttaracittāni bhavantī ti. 

如何把分別為八十九種的心再分別為一百廿一種？ 

1.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須陀洹道心。 

2.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須陀洹道心。 

3.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須陀洹道心。 

4.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須陀洹道心。 

5.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須陀洹道心。 

這五種名為須陀洹道心。斯陀含道、阿那含道與阿羅

漢道亦如是（各有五種道心）；如此即成二十種道心。同樣

地，果心亦有二十種。因此共有四十出世間心。 

節三十至三十一之助讀說明 
所有證悟道果的禪修者都因修慧（paññā）而成就；此

慧即是知見無常、苦、無我三相之智。然而，諸道果之間

在定力的程度上有所差別。不以禪那為基礎而修習觀禪的

禪修者名為「純觀者」（sukkhavipassaka）。當這種人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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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時，其道果心與初禪相符。 

對於以禪那為基礎而修習觀禪的禪修者（止行者），當

達到道果時，其道果心與他們之前已證獲的禪那相符。古

代諸師對決定道果心屬於那一個禪那層次的因素有不同的

見解。有一派認為該因素是「基礎禪那」（pādakajjhāna），

即是在修觀禪與證悟出世間道之前，作為令心專注的基礎

之禪那。第二派認為道心屬於那一個禪那層次是決定於作

為觀智目標的禪那，即「所觀之禪那」或「所思惟之禪那」

（sammasitajjhāna）。第三派則認為當禪修者已熟練於某些

禪那時，他可依自己的意願或傾向（ajjhāsaya），而決定該

道屬於那一個禪那層次。 

然而，無論是採取那一種見解，亦不論是純觀行者或

止行者，一切道心與果心都是一種禪那心。如此視之是因

為它們有如世間禪那一般，完全投入地思惟其目標，亦由

於它們的禪支之強度與相符的世間禪那相等。道果出世間

禪與世間禪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一、世間禪的目標是某

種概念，如：遍相；出世間禪的目標則是涅槃，即：無為

究竟法。二、世間禪只是暫時鎮伏煩惱，所以諸煩惱還是

潛伏性地存在；屬於出世間禪的道則徹底根除諸煩惱，令

它們不會再生起。三、世間禪能導致投生到色界天，因而

延長了生死輪迴；屬於出世間禪的道則斬斷把人緊縛於輪

迴之諸結，因而導向解脫生死輪迴。最終，在世間禪裡，

慧次要於定；在出世間禪裡，慧與定則適當地平衡：定把

心專注於無為界，而慧則知見四聖諦之奧義。 

根據其禪支的組合，道心與果心可依五禪的層次分

類。所以除了把出世間心列為四道四果八心，亦可依照它

們發生於不同的禪那層次，而把每個道心與果心分別為五

種。如此分別之下，八出世間心則成四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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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二：結論 
Jhāna�gayogabhedena katv'ekekan tu pañcadhā  
Vuccat'ānuttara> citta> cattāDīsavidhan ti ca. 
Yathā ca rūpāvacara> gayhat'ānuttara> tathā 
Pa*hamādijhānabhede āruppañ cā pi pañcame. 
Ekādasavidha> tasmā pa*hamādikam īrita> 
Jhānam ekekam ante tu tevīsatividha> bhave. 
Sattati>savidha> puñña> dvipaññāsavidha> tathā 
Pākam icc'āhu cittāni ekavīsasata> budhā ti. 

依禪支不同，每心分作五； 

故說無上心，共有四十種。 

至於色界心，依初禪等分； 

無色界禪心，歸於第五禪。 

於是初禪等，各說十一種； 

最後第五禪，則有二十三。 

善有三十七，果報五十二； 

是故智者說，一百廿一心。 

節三十二之助讀說明 

無色界心歸為第五禪：如前所述，無色禪擁有與第五

色禪一樣的兩個禪支，因此被視為一種第五禪。如此，當

禪修者以無色禪作為修習觀禪的基礎，其所證悟的道心與

果心是屬於第五禪出世間心。 

於是初禪等，各說十一種：從初禪至第四禪，每一禪

都各有一個色界善心、果報心、唯作心（一共三心），以及

四個道心和四個果心，總共有十一心。 

最後第五禪，則有二十三：在此第五禪包括了第五色

禪與四無色禪，所以各有五個善心、果報心、唯作心（一

共十五心），以及八出世間心，總共有二十三心。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54 

把出世間善心（道心）與果報心（果心）各分別為二

十心，則得三十七善心與五十二果報心。如此在「心之概

要」裡的諸心數目從八十九增至一百二十一。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Cittasa�gahavibhāgo nāma 
pa*ham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心之概要」的 

第一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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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心所之概要 

（Cetasik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Ekuppāda-nirodhā ca ekālambana-vatthukā 
Cetoyuttā dvipaññāsa dhammā cetasikā matā. 

與心同生亦同滅，所緣依處皆相同， 

心相應法五十二，其等稱為心所法。 

節一之助讀說明 

心相應法（（（（cetoyuttā dhammā）：）：）：）：《阿毗達摩概要》的

第二章專只講解第二種究竟法，即：心所（cetasika）。諸

心所是與心同時發生的名法，它們通過執行個別專有的作

用來協助心全面地識知目標。心所不能不與心同時生起，

心也不能脫離心所而單獨生起。雖然這兩者在作用上互相

依賴，但心被視為是最主要的，因為諸心所必須依靠心才

能協助心識知目標，所以心是識知的主要成份。心與心所

之間的關係就有如國王與大臣。雖說「皇上來了」，但國王

是不會單獨來的，而時常都有隨從陪伴。同樣地，每當心

生起時，它決不會單獨生起，而必定有心所陪伴。33 

在「心所之概要」裡，阿耨樓陀尊者先把諸心所列入

各自的種類（節二至九）。過後他會再從兩方面分析諸心

所。其一名為「相應理」（sampayoganaya）；這方法以心所

作為出發點，再探索每一個心所能與那些心相應（節十至

十七）。第二種方法名為「攝理」（sa�gahanaya）；此法以心

                                               
33 見《殊勝義註》巴、頁六七；英、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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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發點，再探索每一個心能與那些心所搭配（節十八

至廿九）。 

與心同生亦同滅：第一首偈以一切心所共有之相鑑別

它們： 

一、 與心同生（ekuppāda）； 

二、 與心同滅（ekanirodha）； 

三、 與心緣取同一目標（ekālambana）； 

四、 與心擁有同一依處（ekavatthuka）。 

 

這四相闡明了心與心所之間的關係。如果只提及「同

生」，該定義即會（錯誤地）把與心同時生起的心生和業生

色法列為心所。然而，這些色法並不是全部都與同生的心

同滅，而多數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之後才滅。所以，為了

把它們除外，故舉出「同滅」之相。 

再者，有兩種色法──身表和語表 34──與心同生同

滅。然而這兩種色法並不能緣取任何目標；這點區別了色

法與名法（心與心所）。一切名法都緣取一個目標，而且俱

生的心與心所必定緣取同一目標，但色法則完全不能緣取

任何目標。這即是為何提及第三相：緣取同一目標。 

最後，在有色蘊的欲界和色界裡，心與心所擁有同一

個依處色，即五根之一或心所依處。35這是心所的第四相。 

 
 
 
 
 
 
                                               
34 Kāyaviññatti, vacīviññatti. 見第六章、節三。 
35 見第三章、節二十至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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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心所 
 

十三通一切心所 
（aññasamānacetasika） 

節二：七遍一切心心所（sabbacittasādhāra.a） 
Katha>? (1) Phasso, (2) vedanā, (3) saññā, (4) cetanā, (5) 

ekaggatā, (6) jīvitindriya>, (7) manasikāro cā ti satt'ime 
cetasikā sabbacittasādhāra.ā nāma. 

如何？一、觸；二、受；三、想；四、思；五、一境

性；六、名法命根；以及七、作意：這七心所名為遍一切

心心所。 

節二之助讀說明 

五十二心所：《阿毗達摩論》所分析的五十二心所可分

為四大類（見表 2-1）： 

一、 七遍一切心心所； 

二、 六雜心所； 

三、 十四不善心所； 

四、 廿五美心所。 
 
通一切心所（（（（aññasamānacetasika）：）：）：）：首兩組心所──

七遍一切心心所和六雜心所──總稱為「通一切」。直譯其

名為「與其他共有」。對於美心來說，不美心是「其他」

（añña）；對於不美心來說，則美心是「其他」。首兩組的

十三心所是美心與不美心兩者「共有」（samāna），而它們

的品德則視其他與之共存於一心的心所而定，尤其是與之

相應的「根」或「因」（hetu）。在善心裡它們即是善；在

不善心裡它們即是不善；而在無記心裡它們也即是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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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一點它們稱為「與其他共有」，在品德上則會變更。 

表 2-1：五十二心所 

十
三
通

一
切
心
所

 

七
遍
一
切
心 

(1) 觸  

二
十
五
美

心
所

 
十
九
遍
一
切
美
心 

(28) 信 

(2) 受 (29) 念 

(3) 想 (30) 慚 

(4) 思 (31) 愧 

(5) 一境性 (32) 無貪 

(6) 名命根 (33) 無瞋 

(7) 作意 (34) 中捨性 

六
雜 

(8) 尋 (35) 身輕安 

(9) 伺 (36) 心輕安 

(10) 勝解 (37) 身輕快性 

(11) 精進 (38) 心輕快性 

(12) 喜 (39) 身柔軟性 

(13) 欲 (40) 心柔軟性 

十
四
不
善

心
所

 

四 
遍一切 
不善心 

(14) 痴 (41) 身適業性 

(15) 無慚 (42) 心適業性 

(16) 無愧 (43) 身練達性 

(17) 掉舉 (44) 心練達性 

三貪因 

(18) 貪 (45) 身正直性 

(19) 邪見 (46) 心正直性 

(20) 慢 

三離 

(47) 正語 

四瞋因 

(21) 瞋 (48) 正業 

(22) 嫉 (49) 正命 

(23) 慳 
二無量 

(50) 悲憫 

(24) 惡作 (51) 隨喜 

二有行 
(25) 昏沉 一無痴 (52) 慧根 

(26) 睡眠  

一痴因 (27)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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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一切心（（（（sabbacittasādhāraa）：）：）：）：七遍一切心心所是

「一切心」（sabbacitta）「皆有」（sādhāra.a）。這些心所執

行識知過程中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少了它們心就根本

不可能識知目標。 

一、觸（（（（phassa）：）：）：）：巴利文 phassa（觸）源自動詞 phussati，

意為「去碰」，但不應把觸理解為只是色法在撞擊身根。事

實上它是一個心所，通過它心得以「接觸」目標，而啟動

了整個心路過程。對於諸巴利註疏所採用的四種鑑別法36，

觸的特相是「接觸」；作用是撞擊，即導致目標與識撞擊；

現起是識、依處與目標集合生起；近因是出現於諸門之境。
37 

二、受（（（（vedanā）：）：）：）：受是感受及體驗目標的心所。巴利

文 vedanā並不是指感情（感情是涉及許多不同心所的複雜

現象），而是純粹對某種體驗的感受；此感受可以是樂、苦、

或捨。受的特相是「被感受」；作用是「體驗」或享用可喜

所緣的可喜之處；現起是令相應名法愉悅；近因是輕安。38

其他心所只是間接地體驗目標（所緣），但受則直接與完全

地體驗它。 

三、想（（（（saññā）：）：）：）：想的特相是體會目標的品質；作用

是對它作個印記，以便再次體會相同的目標時能夠知道「這

是一樣的」，或者其作用是認出以前已體會過的目標；現起

                                               
36 特相、作用、現起、近因。（見第一章、節三之助讀說明） 
37 此章對諸心所的特相等的解釋是收集自《清淨道論》第四章、段

八八至一百；第九章、段九三至九六；第十四章、段一三四至一七

七，以及《殊勝義註》巴、頁一○七至一三三；英、頁一四二至一

八○、頁三三○至三四六。 
38  在此輕安只是修定時生起的悅受之近因。根據「觸緣受」

（phassapaccayā vedanā）的原則，受另一個更一般性的近因是觸。

關於各種受的更詳細說明，見第三章、節二至四及其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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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以前已領會過的表徵分析目標（abhinivesa）；近因

是所出現的目標。它的程序可比喻為木匠通過自己在各種

木材上所作的記號，而認出它們的種類。 

四、思（（（（cetanā）：）：）：）：巴利文 cetanā與 citta（心）是源自

同一詞根；它是實現識知過程的目的之心所，由此它稱為

「思」。諸註疏對思的解釋是：它組織各相應法以對目標採

取行動。其特相是意願的狀況；作用是累積（業）；現起是

指導互相配合；近因是相應法。它就像一位大弟子，不單

只自己背誦功課，也確保其他弟子都有背誦功課；所以當

思開始對目標作業時，它也指揮其他相應法執行各自的任

務。思是造業的最主要因素，因為所採取的行動之善惡即

決定於思。 

五、一境性（（（（ekaggatā）：）：）：）：這是心與目標結合為一境。

雖然它在禪那裡作為禪支時才變得顯著，諸阿毗達摩論師

認為在一切心裡，即使是最基本的心，它也有令心專一的

能力，執行把心專注於目標的作用。其相是不散亂；作用

是統一相應法；現起是平靜；近因是樂。39 

六、名法命根（（（（jīvita）：）：）：）：命根有兩種，其一是維持相

應名法之命的名命根，另一者是維持色法之命的命根色。

只有名命根才是心所。其特相是維持相應名法；作用是令

它們發生（於生、住、滅）；現起是維持它們存在；近因是

應受維持的名法。 

七、作意（（（（manasikāra）：）：）：）：此巴利文的直譯意義是「心

的造作」。作意是令心轉向目標的心所；通過它目標得以呈

現於心。其特相是「指引」（sāra.a）相應法朝向目標；作

用是把相應法與目標連接起來；現起是面對目標；近因是

                                               
39 註釋中所提及的最後兩項（現起與近因）看來只適用於已達到高

層次定力的一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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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作意有如船的舵，控制船的方向以朝向目的地；或

有如馬車夫，指揮已馴服的馬（相應法）朝向它們的目的

地（目標）。應分別作意與尋兩者：前者把相應法轉向目標，

後者則把它們投入目標。作意是一切心不可或缺的識知因

素；尋則是並非不可缺少的特有心所。40 

節三：六雜心所（paki..aka cetasika） 
(1) Vitakko, (2) vicāro, (3) adhimokkho, (4) viriya>, (5) 

pīti, (6) chando cā ti cha ime cetasikā paki..akā nāma. Evam ete 
terasa cetasikā aññasamānā ti veditabbā. 

一、尋；二、伺；三、勝解；四、精進；五、喜；六、

欲；這六種名為雜心所。如是當知這十三心所為「通一切」。 

節三之助讀說明 

雜（（（（pakiaka）：）：）：）：這組六個心所與遍一切心心所一樣，

在品德上是可以變更的，即其品德決定於與之相應的其他

心所。它們與遍一切心心所的差異是：它們只出現於某些

種類的心，不是一切心。 

                                               
40 譯按：（摘自《智慧之光》頁一五四）尋尋尋尋、、、、思與作意之間的分別思與作意之間的分別思與作意之間的分別思與作意之間的分別：：：： 

「尋把心與心所投入目標；作意把心與心所轉向目標；思則催促心

與心所朝向目標。對於它們之間的差別，摩訶甘達勇長老舉了一個

賽舟譬喻加以說明：在賽舟時，每隻小舟都坐有三位划舟的選手，

一個在後面，一個在中間，一個在前面。坐在後面的選手有兩項任

務，即控制小舟的方向和向前划；中間的選手無須控制小舟，只須

把它向前划；坐在前面的選手並非只是把小舟向前划，而且還要負

責在終點摘花，他是最為忙碌的人。前面的選手就好像思；中間的

像尋；後面的像作意。如此，作意把相應心與心所轉向目標；尋把

受到作意指揮的心與心所投入目標。思則是最忙碌的，它就好像一

位木匠師的好助手，不單只需要做自己的工作，同時亦須催促其他

學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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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vitakka）：）：）：）：在討論禪那時已介紹過尋，即五禪

支的第一個。尋把心投向目標。其特相是把心投向或導向

目標；作用是全面地撞擊目標；現起是把心導向目標。雖

然註釋裡沒有提及它的近因，但可知目標即是它的近因。41 

一般的尋只是把心投向目標。然而，通過培育定，尋

則能變成禪支。其時它名為「安止」（appanā），即把心安

止於目標。尋亦稱為「思惟」（sa�kappa），且分為「邪思

惟」（micchāsa�kappa）與「正思惟」（sammāsa�kappa）兩

種。後者是八聖道的第二道分。 

二、伺（（（（vicāra）：）：）：）：伺也是禪支之一，其特相是重複地

省察目標42；作用是重複地把相應名法置於目標；現起是把

它們鉤住目標；近因是目標。 

三、勝解（（（（adhimokkha）：）：）：）：直譯巴利文 adhimokkha則

是「把心放開，讓它進入目標」；由此譯為勝解或決意。其

特相是確定（目標）；作用是不猶豫；現起是確定或決定；

近因是須要抉擇之事。基於它對目標不可動搖的決心，它

被形容為石柱。 

四、精進（（（（viriya）：）：）：）：其特相是支持、奮鬥、或激起力

量；作用是支持或穩固相應名法；現起是不放棄；近因是

悚懼或逼迫感（sa>vega）43或精進事44，即任何能夠激起精

                                               
41 每一種名法都有幾個近因；目標與相應名法可作為每一種名法的

近因，因為缺少了以上兩者，沒有任何名法能夠生起。依處色也可

以作為五蘊界一切名法的近因。但聖典通常只列出最主要的近因。 
42 或不斷地拭擦目標（āramma.'ānumajjana）。 
43 譯按：（摘自帕奧禪修手冊）悚懼智是覺知：一、生之厄難，即

結生生起的苦難；二、老之厄難，即老的苦難；三、病苦；四、死

苦；五、墮惡趣之苦；六、過去生死輪迴為基因之苦；七、未來生

死輪迴為基因之苦；八、尋食苦，即在今世為了尋食與財富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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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之事。有如在一間老舊的屋子加上幾支新柱子，以防止

它倒塌，或有如作為後援的生力軍令國王的軍隊擊敗敵

方，精進亦能支持所有的相應法，不令它們退減。 

五、喜（（（（pīti）：）：）：）：在解釋禪那時已有提過，其特相是「令

歡喜」（sampiyāyana）；作用是令身與心清新，或遍佈（勝

心生色至）全身；現起是（身心）喜悅；近因是名色（譯

按：或目標；或目標 + 依處 + 觸）。 

六、欲（（（（chanda）：）：）：）：在此欲是指欲行動（kattu-kāmatā），

即要實行某件事或要獲取某些成就。應分別此「欲」

（chanda）與屬於不善的貪（lobha）或貪欲（rāga）。45後

兩者肯定是不善；但前者則不定，當它與善心所配合時，

即能作為追求良善目的的善欲。其特相是欲行動；作用是

                                                                                                 
 省 察 這 八 項 時 ， 與 愧 相 應 而 生 起 的 智 是 「 俱 愧 智 」

（sahottappañā.a），亦名為「悚懼」。由於具有此悚懼智者多數會很

熱忱且精進地修善，如佈施、持戒、禪修等等，因此悚懼智是導致

精進的近因。 

44 譯按：八精進事（vīriyārambha-vatthu）是： 

一、遠行之前省思遠行時沒有時間修行，所以在遠行之前加倍精

進。二、遠行之後省思遠行時沒能好好修行，所以在遠行之後加倍

精進。三、工作之前省思工作時沒有時間修行，所以在工作之前加

倍精進，四、工作之後省思工作時沒能好好修行，所以在工作之後

加倍精進。五、生病時省思病情可能會惡化，所以趁早修行。六、

病癒後省思生病時沒能好好修行，所以在病癒之後加倍精進。七、

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時，省思吃得少即身輕好修行。八、得到許多食

物時，省思吃得飽有力氣修行。 
45 在經中，欲常用以作為貪與貪欲的同義詞，所以也作不善欲解。

但諸經在某些情況解說欲為善行的潛力，即當其欲是「欲棄除不善

法」和「欲獲取善法」的時候。可參考《長部‧經廿二》或《中部‧

經一四一》對正精進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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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目標；現起是需要目標；近因是所希求的目標。它可

比喻為把心之手伸向目標。 

節四：十四不善心所（akusalacetasika） 
(1) Moho, (2) ahirika>, (3) anottappa>, (4) uddhacca>, (5) 

lobho, (6) di**hi, (7) māno, (8) doso, (9) issā, (10) macchariya>, 
(11) kukkucca>, (12) thīna>, (13) middha>, (14) vicikicchā cā 
ti cuddas'ime cetasikā akusalā nāma. 

一、痴；二、無慚；三、無愧；四、掉舉；五、貪；

六、邪見；七、慢；八、瞋；九、嫉；十、慳；十一、惡

作；十二、昏沉；十三、睡眠；以及十四、疑：這十四種

名為不善心所。 

節四之助讀說明 

一、痴（（（（moha）：）：）：）：痴是無明（avijjā）的同義詞。其特

相是心盲目或無智（aññā.a，不能透徹地知見究竟法的真

實性）；作用是覆蔽或不能徹知目標的真實性；現起是沒有

正見或心昏暗；近因是不如理作意（ayoniso manasikāra，

即作意目標為常、樂、我、淨等）。應知這是一切不善法的

根源。 

二、三、無慚（（（（ahirika））））與無愧（（（（anottappa）：）：）：）：無慚

的特相是不厭惡身語惡行（或無恥於惡行）；無愧的特相是

不害怕惡行。它們各自的作用是無恥地為惡和無懼地為

惡；現起是不退避於造惡；各自的近因是不尊重自己和不

尊重他人。46 

四、掉舉（（（（uddhacca）：）：）：）：掉舉（散亂）的特相是不平靜，

如被風吹起漣漪的水；作用是令心不穩定，如風吹動旗幡；

                                               
46 由於這兩個不善心所與慚和愧美心所相對，若把它們互相對比，

則能更全面地了解它們；見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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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起是混亂；近因是對散亂之心起不如理作意。 

五、貪（（（（lobha）：）：）：）：貪是第一個不善因，包括一切自私

的欲念、渴求、執著與執取。其特相是執著目標；作用是

黏著目標，如肉黏著熱鍋；現起是不能捨棄；近因是認為

導致束縛之法有樂味。 

六、邪見（（（（di��hi）：）：）：）：此見是指錯見。其特相是不明智

（錯誤）地分析事物；作用是錯誤地認為（行法是常、樂、

我、淨）；現起是錯誤的理解或相信；近因是不願見聖者

（ariya），等等。47 

七、慢（（（（māna）：）：）：）：慢的特相是驕傲；作用是自稱自讚；

現起是虛榮48；近因是與見不相應的貪49。它好比發了瘋。 

八、瞋（（（（dosa）：）：）：）：瞋是第二個不善因，包括了一切及各

程度的反感、惡念、生氣、煩躁、惱怒、怨恨。其特相是

兇惡殘暴；作用是怒燒自己的依處，即它所依靠而生起的

名色法；現起是毀壞（身心或自己與他人的福祉）；近因是

（九或十種）瞋怒事（aghātavatthu）。50 

                                               
47 因為會見聖者能夠導致他聽聞防止心執取邪見的佛法。 
48 Ketukamyata 直譯為「欲高舉旗幡」（自我標榜）。 
49 因為慢只生起於與邪見不相應的貪根心。 
50 九或十種瞋怒事： 

一、 想到「過去他曾做了對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氣。 

二、 想到「現在他正在做對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氣。 

三、 想到「未來他將會做對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氣。 

四、 想到「過去他曾做了對我親愛的人不利的事」而感到生 氣。 

五、 想到「現在他正在做對我親愛的人不利的事」而感到生 氣。 

六、 想到「未來他將會做對我親愛的人不利的事」而感到生 氣。 

七、 想到「過去他曾利益我的敵人」而感到生氣。 

八、 想到「現在他正在利益我的敵人」而感到生氣。 

九、 想到「未來他會利益我的敵人」而感到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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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嫉妒（（（（issā）：）：）：）：其特相是嫉羡他人的成就；作用是

不喜他人的成就；現起是厭惡（不能忍受看到）他人的成

就；近因是他人的成就。 

十、慳（（（（macchariya）：）：）：）：其特相是隱秘自己已得或當得

的利益；作用是不能忍受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現起是

躲避（與他人分享自己所得）和吝嗇；近因是自己的成就。 

十一、惡作（（（（追悔，，，，kukkucca）：）：）：）：惡作是追悔已造之

惡（或當行而未行之善）。其特相是事後追悔；作用是追悔

已造（的惡），以及沒有實行（的善）；現起是憶起時感到

後悔；近因是已造的惡及未行的善。 

十二、昏沉（（（（thīna）：）：）：）：昏沉是心的軟弱或沉重。其特

相是缺乏精進；作用是去除精進；現起是心的消沉；近因

是不如理地作意無聊或怠惰。 

十三、睡眠（（（（middha）：）：）：）：睡眠是心所沉滯的狀態。其

特相是不適業；作用是閉塞（識門）；現起是昏昏欲睡；近

因與昏沉的一樣。 

                                                                                                 
十、 對不應生氣之事感到生氣，即無理之怒（a**hānakopa）。（關於

首九項，見《長部‧經卅三》） 

無理之怒即毫無理由地生氣。《殊勝義註》裡有提及瞋行者

（dosacarita，性格易怒者）： 

一、 想到「雨下得太多了」而感到生氣。 

二、 想到「沒有下雨」而感到生氣。 

三、 想到「天氣太熱」而感到生氣。 

四、 想到「天氣不熱」而感到生氣。 

五、 想到「起風了」而感到生氣。 

六、 想到「沒起風」而感到生氣。 

七、 由於不想掃地而對掉在地上的樹葉感到生氣。 

八、 由於風太強，使到自己不能整齊地穿袈裟，而感到生氣。 

九、 由於不小心踢到樹樁跌倒，而對它感到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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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沉與睡眠必定同時發生，且與精進對立。昏沉有如

心的病；睡眠則有如心所的病。這一對是五蓋之一，由尋

心所對治。 

十四、疑（（（（vicikicchā）：）：）：）：在此疑是指宗教上的疑；在

佛教的角度來看即是不能相信佛、法、僧三學（以及對過

去世、對未來世、對過去世與未來世、對緣起有疑心）。其

特相是懷疑；作用是起動搖；現起是猶豫不決及有多種立

場；近因是不如理作意。 

 

廿五美心所 
（sobhanacetasika） 

節五：十九遍一切美心心所（sobhanasādhāra.a） 
(1) Saddhā, (2) sati, (3) hiri, (4) ottappa>, (5) alobho, (6) 

adoso, (7) tatramajjhattatā, (8) kāyapassaddhi, (9) citta- 
passaddhi,  (10) kāyalahutā, (11) cittalahutā, (12) kāyamudutā, 
(13) cittamudutā, (14) kāyakammaññatā, (15) cittakammaññatā, 
(16) kāyapāguññatā, (17) cittapāguññatā, (18) kāyujjukatā, (19) 
cittujjukatā cā ti ekūnavīsat'ime cetasikā sobhanasādhāra.ā 
nāma. 

一、信；二、念；三、慚；四、愧；五、無貪；六、

無瞋；七、中捨性；八、身輕安；九、心輕安；十、身輕

快性；十一、心輕快性；十二、身柔軟性；十三、心柔軟

性；十四、身適業性；十五、心適業性；十六、身練達性；

十七、心練達性；十八、身正直性；以及十九、心正直性：

這十九種名為遍一切美心心所。 

節五之助讀說明 

遍一切美心心所（（（（sobhanasādhāraa）：）：）：）：諸美心所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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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四組。第一組是十九個遍一切美心心所，是一定出現

於一切美心的心所。隨後的三組美心所則是可變動的附隨

心所，並不一定須要出現於一切美心。 

一、信（（（（saddhā）：）：）：）：第一個美心所是信，其特相是（對

當信之事 saddheyya vatthu）有信心。作用是澄清，有如清

水寶石能夠使到混濁的水變得清澈；或啟發，如出發越渡

洪流51。現起是不迷濛，即去除心之不淨，或決意而不猶豫。

近因是當信之事，或聽聞正法等等（須陀洹的素質）。 

二、念（（（（sati）：）：）：）：巴利文 sati的詞根意為「憶念」，然而

作為心所，它是心於當下能夠清楚覺知（其目標），而不是

純粹只是回憶過去。其特相是對目標念念分明而不流失52；

作用是不迷惑或不忘失；現起是守護或心面對目標的狀

態；近因是強而有力的想（thirasaññā）或四念處（見第七

章、節廿四）。 

三、四、慚（（（（hiri））））與愧（（（（ottappa）：）：）：）：慚的特相是對惡

行感到厭惡，愧的特相是對惡行感到害怕；兩者的作用都

是不造惡；現起是退避諸惡；各自的近因是尊重自己與尊

                                               
51 對於完整的比喻，見《彌陵陀王問經》；亦引用於《殊勝義註》

巴：頁一一九至一二○；英：頁一五七至一五八。 

譯按：如在一條有許多鱷魚、鬼怪、鯊魚、夜叉等的大河兩岸，各

站著一大群膽小的人。一位英勇的戰士來到河邊，問道：「為何你

們都站著不走？」他們答道：「由於太危險了，所以我們不敢渡河。」

而他即拔出利劍說道：「不用怕，跟我來吧！」就驅除前來的鱷魚

等而渡過了河。如此他安全地把此岸的人群帶過彼岸，也安全地把

彼岸的人群帶至此岸。所以信是前導，是人們佈施、持戒、守布薩、

修行的前提。由此而說：信的特相是淨化與啟發。──譯自《殊勝

義註》 
52 Apilāpana （不漂浮）：諸論師解釋念為把心穩定於目標，像石

塊般沉入水中，而不像葫蘆般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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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人。佛陀稱此二法為世間的守護者，因為它們制止世

間陷入廣泛的不道德。 

五、無貪（（（（alobha）：）：）：）：其特相是心不貪求目標（所緣）

或心不執著目標，如水珠不黏住荷葉；作用是不執著；現

起是無著；（近因是目標，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

作意。）應明白無貪並不只是指沒有貪念，而是也包括正

面的品德，如：佈施與捨離。 

六、無瞋（（（（adosa）：）：）：）：其特相是不粗野或不對抗；作用

是去除怨恨或去除怒火；現起是可喜可愛；（近因是目標，

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作意。）無瞋也包括慈愛、

溫和、和藹、友善等良好品德。 

當無瞋顯現為慈愛或慈梵住（mettā）時，其特相是促

進有情的幸福；作用是願他們幸福；現起是去除瞋恨；近

因是視有情為可喜可取。應分辨此慈愛和它的近敵，即：

自私的愛。 

七、中捨性（（（（tatramajjhattatā）：）：）：）：直譯此心所的巴利文

即是「位於中間」。這是捨心的同義詞，不是捨受，而是心

平衡、無著與平等的態度。其特相是平衡心與心所；作用

是防止過多或不足或去除偏袒；現起是中捨地旁觀心與心

所，如馬車夫中捨地旁視平穩前進之馬；（近因是相應名

法，或依處 + 目標 + 觸，或如理作意。） 

對有情保持中捨的捨無量心是中捨性心所。它不分別

偏袒地對待一切有情，平等地看待他們。不應混淆此捨與

其近敵：「由於無明而生起的世俗捨（不懂得分別）」。53 

                                               
53 譯按：捨無量心（捨梵住）的特相是中捨地對待諸有情；作用是

平捨地看待諸有情，不憎恨也無喜愛；現起是滅除對諸有情的憎恨

與喜愛；近因是自業正見智（kammassakatā sammādi**hi-ñā.a）。此智

得見諸有情只擁有自己所造的業為財產，人們不能因為他人之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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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十二個遍一切美心心所是六對，每一對都有

一個關於「名身」（kāya），另一個則關於心（citta）。在此

名身是指諸相應心所整體，而基於它們「整組」才稱為「身」。 

八、九、身輕安（（（（kāyapassaddhi））））與心輕安（（（（citta- 

passaddhi）：）：）：）：這兩種輕安各自的特相是平靜心所與心的不

安（daratha）；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不安；現起是心所與

心的安寧冷靜；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煩躁的掉

舉與惡作。 

十、十一、身輕快性（（（（kāyalahutā））））與心輕快性（（（（citta- 

lahutā）：）：）：）：這兩種輕快性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與心的沉重

（garubhāva）；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沉重；現起是心所與

心不沉重；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沉重的昏沉與

睡眠。 

十二、十三、身柔軟性（（（（kāya-mudutā））））心柔軟性（（（（citta- 

mudutā）：）：）：）：這兩種柔軟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與心的僵硬

性（thambha）；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僵硬性；現起是（心

所與心對目標）無對抗；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

僵硬的邪見或我慢。 

十四、十五、身適業性（（（（kāya-kammaññatā））））與心適

業性（（（（citta-kammaññatā）：）：）：）：這兩種適業性各自的特相是去

除心所與心的不適業性（akammaññabhāva）；作用是破除心

                                                                                                 
一、 快樂。（意即若有人散播慈愛給他，他也不能因此而快樂

起來。） 

二、 得以脫離痛苦。（他不能因為他人修悲心觀之願，而得以

脫離痛苦。） 

三、 使既有成就不退減。（其成就不能因他人修喜心觀之願，

而得以不退減。）──摘自帕奧禪修手冊。 

亦參見《殊勝義註》巴：頁一九三；英：頁二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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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心的不適業性；現起是心所與心成功取某所緣為目

標；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適於作業

的其餘諸蓋。 

十六、十七、身練達性（（（（kāya-paguññatā））））與心練達

性（（（（citta-paguññatā）：）：）：）：這兩種練達性各自的特相是心所與

心健全；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之疾病；現起是心所與心無

殘缺；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健全的

無信等等。 

十八、十九、身正直性（（（（kāyujjukatā））））與心正直性

（（（（cittujjukatā）：）：）：）：這兩種正直性各自的特相是心所與心的正

直性；作用是破除心所與心的欺騙性；現起是心所與心不

狡詐；近因是心所與心。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正直的

虛偽、欺詐等等。 

節六：三離心所（virati cetasika） 
(1) Sammāvācā, (2) sammākammanto, (3) sammā-ājīvo cā ti 

tisso viratiyo nāma. 

一、正語；二、正業；三、正命：這三種名為離。 

節六之助讀說明 

離：這三種屬於美心所的離是刻意遠離語言、行動與

事業上的惡行。對於世間心，只有當有機會造惡，而刻意

克制自己不犯時，離心所才會生起。在沒有機會造惡的情

況之下不造惡，那並不是遠離，而是純淨的德行（sīla）。 

諸論師把離分別為三種：一、自然離；二、持戒離；

三、正斷離。54 

                                               
54 下文是譯自《殊勝義註》（英、頁一三六至一三七）： 

「與善心相應的離有三種：一、雖然有機會造惡（而自然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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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離（sampattavirati）是由於省思自己的社會地

位、年紀、教育程度等等，而在有機會造惡時不造惡。例

                                                                                                 
持戒離；三、正斷離。 

（一）當他們沒有受持任何戒，但在省思自己的出生、年紀、經驗

等等之下，說道『對我們來說，做這壞事是不當的。』因而即使在

有機會（造惡）時也不違犯；這即是雖然有機會造惡（而自然離），

就跟錫蘭居士札迦納（Cakkana）一樣。據說當札迦納還年輕時，

他的母親患了某病，而醫生說必須以鮮野兔肉作藥。札迦納的哥哥

即向他說道：『兄弟，去田裡找找。』他就遵命前去。其時有隻野

兔到田裡吃菜，見到他來即驚跑，而不小心被蔓藤纏住，嚇得嘰哩

嘰哩直叫。札迦納尋聲前往，捉到了那隻野兔，心想：『我將以此

為母親作藥。』然而，他又想道：『為了我母親的生命而殺害另一

者的生命是不當的』所以就把那野兔放走，說道：『走吧，跟森林

裡的其他野兔一同享受草與水去。』當他的哥哥問他：『兄弟，你

有捉到野兔嗎？』他就告訴哥哥一切經過。他的哥哥因此就責罵

他。他就去到母親面前，宣說真實語道：『自從出生以來，我不曾

刻意殺害任何生命。（以這真實語，願我母親健康快樂。）』而他的

母親因此即刻病癒。（譯按：真實 sacca是十波羅蜜之一。若人生生

世世勤修此波羅蜜，而不曾打過妄語，只要說句真實語後再發願，

依此波羅蜜之力即有可能得償所願。） 

（二）受持戒之後，不論是在時限之內或之外，不計死亡之苦亦不

犯戒即是『持戒離』，這就跟一位住在北富山（UttaravaPPhamāna）

的居士一樣。據說，從住在安巴利亞寺的檳加拉護佛長老

（Pi�galabuddharakkhita Thera）之處受戒後，他回去耕田。其時他

有隻牛走失了。當他上北富山找那隻牛時，他不幸地被一隻大蟒蛇

捆住。他心想：『我將以這利斧斬斷它的頭。』繼而他想：『在從師

父之處受戒後把它們給破了是不當的。』過後他再三想道：『我將

捨掉自己的生命，但絕不能捨棄此戒。』想後他就從肩上把該利斧

連柄丟到森林裡。其時那大蟒蛇即刻把他放開遠去。 

（三）應明白『正斷離』是與聖道相應之離。一旦聖道生起，諸聖

者連『我們將殺生』的念頭也不會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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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考慮了被捉到時於自己的名譽有損而不偷盜。 

二、持戒離（samādānavirati）是由於持了戒而不造惡。

例如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或服用麻醉品。 

三、正斷離（samucchedavirati）是與出世間道心相應的

離，它完全根除了造惡的傾向。 

本書中提到的三離心所是正語、正業、正命： 

一、正語（（（（sammāvācā）：）：）：）：正語是刻意遠離惡語：妄語、

惡口、兩舌、綺語（廢話）。 

二、正業（（（（sammākammanta）：）：）：）：正業是刻意遠離身惡

行：殺生、偷盜、邪淫。 

三、正命（（（（sammā-ājīva）：）：）：）：正命是刻意遠離邪命，如：

買賣毒品、麻醉品、武器、奴隸、以及供屠宰的動物。 

此三離各自的特相是不犯語惡行、身惡行、邪命；作

用是遠離語惡行、身惡行、邪命；現起是不造語惡行、身

惡行、邪命；近因是信、慚、愧、知足等等。它們是心對

惡行的厭惡。 

節七：二無量（appamaññā） 
(1) Karu.ā, (2) muditā pana appamaññāyo nāmā ti. 

一、悲；二、（隨）喜：這兩種名為無量。 

節七之助讀說明 

無量：有四種對諸有情的態度稱為無量，因為它們能

以一切有情作為對象，所以有無量的潛能。此四無量心是

慈、悲、喜、捨。它們又名為四梵住（brahmavihāra）。 

雖然四無量心是對待有情的理想態度，但只有悲與

（隨）喜兩者被列入無量心所當中。這是因為慈是無瞋心

所的一種呈現方式，而捨則是中捨性心所的一種呈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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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無瞋並不一定會呈現為慈，而是也能以其他方式呈現。

但當慈生起於心中時，它一定是無瞋心所。平等對待眾生

的捨無量心與中捨性心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一、悲（（（（karuā）：）：）：）：其特相是欲拔除他人的痛苦；作用

是不忍見他人之苦；現起是不殘忍；近因是（以如理作意）

見受盡苦難的有情沒有依歸。當能去除殘忍時此悲即已成

功，若導致悲傷則已失敗。 

二、（隨）喜（（（（muditā）：）：）：）：其特相是隨喜他人的成就；

作用是不妒嫉他人的成就；現起是去除厭惡（他人的成

就）；近因是見到他人的成就。當能去除厭惡時此喜即已成

功，若導致同歡同樂則已失敗。 

節八：一無痴（amoha） 
Sabbathā pi paññindriyena saddhi> pañcavīsat'ime cetasikā 

sobhanā ti veditabbā. 

連同此慧根，當知這廿五種為美心所。 

節八之助讀說明 

慧根（（（（paññindriya）：）：）：）：巴利文 paññā是慧，或如實知見

諸法。在此稱它為根是因為對於如實知見諸法它佔了主要

的地位。在《阿毗達摩論》裡，慧（paññā）、智（ñā.a）、

無痴（amoha）三者是同義詞。慧的特相是透徹地如實知見

究竟法的自性相；作用是如照亮目標的油燈一般；現起是

不迷惑；近因是如理作意55（譯按──《清淨道論》第十四

                                               
55 譯按：如之前所提到，每一種名法的近因都不只一個，而特相等

也可以如此。在此舉出《殊勝義註》（英、頁八四）所列的所有善

心共有的特相等等：「善的特相是沒有瑕疵、有好報；作用是摧毀

不善；現起是清淨；近因是如理作意。或者，善的特相是與不善對

抗；作用是清淨；現起是可喜的果報；近因是如理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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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段七：「由於佛陀說有定者能如實知見諸法，慧的近因

是定」；《殊勝義註》英、頁一六二：「慧的近因是不迷惑，

有如一位很好的森林嚮導。」） 

節九：總結 
Ettāvatā ca: 
Teras'aññasamānā ca cuddas'ākusalā tathā 
Sobhanā pañcavīsāti dvipaññāsa pavuccare. 

如是： 

通一切十三，不善有十四， 

美（心所）廿五，故說五十二。 

心所相應理 
（cetasikasampayoganaya） 

節十：序文 
Tesa> cittāviyuttāna> yathāyogam ito para> 
Cittuppādesu pacceka> sampayogo pavuccati. 
Satta sabbattha yujjanti yathāyoga> paki..akā 
Cuddas'ākusalesv'eva sobhanesv'eva sobhanā. 

以適當之法，隨後當解說， 

各個心所法，與何心相應。 

七遍一切心，雜宜則相應， 

十四唯不善，美只與美（心）。 

 

通一切心所 
（aññasamānacetasika） 

節十一：分析 
Katha>?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76 

(i) Sabbacittasādhāra.ā tāva satt'ime cetasikā sabbesu pi 
ekūnanavuti cittuppādesu labbhanti. 

Paki..akesu pana: 
(ii) Vitakko tāva dvipañcaviññā.a-vajjita-kāmāvacara- 

cittesu c'eva ekādasasu pa*hamajjhānacittesu cā ti pañca- 
paññāsa cittesu uppajjati. 

(iii) Vicāro pana tesu c'eva ekādasasu dutiyajjhānacittesu cā 
ti chasa**hi cittesu jāyati. 

(iv) Adhimokkho dvipañcaviññā.a-vicikicchāsahagata- 
vajjita-cittesu. 

(v) Viriya> pañcadvārāvajjana-dvipañcaviññā.a- 
sampa*icchana-santīra.a-vajjita-cittesu. 

(vi) Pīti domanass'upekkhāsahagata-kāyaviññā.a- 
catutthajjhāna-vajjita-cittesu. 

(vii) Chando ahetuka-momūha-vajjita-cittesu labbhati. 

如何？ 

一、首先，七遍一切心心所出現於所有的八十九種心。 

在雜心所當中： 

二、尋生起於五十五種心，即：除了雙五識之外的所

有欲界心，（54－10 = 44）；以及十一種初禪心。（44 + 11= 

55） 

三、伺生起於六十六種心，即：上述五十五種和十一

種第二禪心。（55 + 11 = 66） 

四、勝解生起於除了雙五識和疑相應心之外的一切

心。（89－11 = 78） 

五、精進生起於除了五門轉向心、雙五識、領受心和

推度心之外的一切心。（89－16 = 73） 

六、喜生起於除了憂俱心、捨俱心、身識和第四禪心

之外的一切心。（121－2－55－2－11 = 51） 

七、欲生起於除了無因心和兩個痴根心之外的一切

心。（89－20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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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尋：雙五識是最基本的心，只擁有七個遍一切心心所，

而沒有作用較為複雜的其他心所。由於這十種心的簡單性

質，所以尋不包括在內。尋也不包括在所有高過初禪的廣

大心與出世間心，因為它已在禪修時被棄除。對於十一種

初禪心，見第一章、節卅二及其助讀說明。 

伺：在第二禪裡有伺，但不存在於更高層次的禪那。 

勝解：它不包括在疑相應心裡，因為當受到疑困擾時，

心無法作出任何決定。 

精進：它不包括在五門轉向心、二領受心和三推度心

之內，因為這些心還是相當弱與被動（見第一章、節八至

十）。 

喜：喜一定與悅受（somanassa）俱行，但悅俱的第四

禪心則沒有喜。 

欲：這是欲採取行動或達到目的之欲，而兩個痴根心

則太昏暗得毫無有意的行動。 

節十二：總結 
Te pana cittuppādā yathākkama>: 
Chasa**hi pañcapaññāsa ekādasa ca soDasa 
Sattati vīsati c'eva paki..akavivajjitā. 
Pañcapaññāsa chasa**hi'**hasattati tisattati 
Ekapaññāsa c'ekūnasattati sapaki..akā. 

諸心種類的次序是： 

六十六、五十五、十一、十六、七十及二十不與（個

別第一至第六）雜心所相應。 

五十五、六十六、七十八、七十三、五十一、六十九

與（個別第一至第六）雜心所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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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第一行總結列出不與各個雜心所相應的心的數目，第

二行則是與各個雜心所相應的心的數目。應注意在把兩行

的數目對加時，若有涉及出世間心禪那層次的分別，其總

數即是一百二十一；若是不相關，其總數則是八十九。 

 

不善心所 
（akusalacetasika） 

節十三：分析 
(i) Akusalesu pana moho ahirika>, anottappa>, uddhaccañ 

cā ti cattāro'me cetasikā sabbākusalasādhāra.ā nāma. Sabbesu 
pi dvādas'ākusalesu labbhanti. 

(ii) Lobho a**hasu lobhasahagatesv'eva labbhati. 
(iii) Di**hi catūsu di**higatasampayuttesu. 
(iv) Māno catūsu di**higatavippayuttesu. 
(v) Doso, issā, macchariya>, kukkuccañ ca dvīsu pa*igha- 

sampayuttacittesu. 
(vi) Thīna>, middha> pañcasu sasa�khārikacittesu. 
(vii) Vicikicchā vicikicchāsahagatacitte yeva labbhatī ti. 

一、於不善心所當中，痴、無慚、無愧、掉舉四者名

為遍一切不善心心所。它們出現於所有十二不善心裡。 

二、貪只出現於八種與貪俱行之心。 

三、邪見只出現於四種與邪見相應的心。 

四、慢只出現於四種與邪見不相應的心。 

五、瞋、嫉、慳及惡作只出現於兩種瞋恚相應心。 

六、昏沉與睡眠只出現於五種有行心。 

七、疑只出現於疑相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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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遍一切不善心心所：這四心所出現於一切不善心裡，

因為每一個不善心都涉及某種程度對惡行之危害的盲目

（即：愚痴）、無慚、無愧、以及潛在的掉舉（散亂）。 

邪見、慢：這兩種心所只出現於貪根心，因為它們都

涉及某種程度對五蘊的執著。然而這兩者呈現相對的本

質，由此它們不能共存於同一心。邪見生起於錯誤地識知，

即不依真實相分析諸法；我慢則生起於自我評估，即認為

自己比別人優越、不如、或與別人同等。邪見肯定存在於

四種與邪見相應的貪根心；慢則不一定會存在於四種與邪

見不相應的貪根心，雖然它不會生起於其他心，但這些心

生起時它不一定也跟著生起。 

瞋、嫉、慳及惡作：這四種心所只出現於瞋恚相應心。

與瞋恚同義的瞋肯定出現於此二心，其他三個心所則不

定，只依據情況而生起。後三者都有厭惡之相：嫉對他人

的成就感到不快；慳不願與他人分享自己的事物；惡作則

是追悔已造之惡或未造之善。 

昏沉與睡眠：這兩種心所令心沉重與軟弱無力。由此

它們不能生起於自動或無行心，因為那些心敏銳又活躍。

所以這兩個心所只出現於有行的不善心。 

節十四：總結 
Sabbāpuññesu cattāro lobhamūle tayo gatā  
Dosamūlesu cattāro sasa�khāre dvaya> tathā 
Vicikicchā vicikicchācitte cā ti catuddasa 
Dvādas'ākusalesv'eva sampayujjanti pañcadhā. 

遍一切不善有四，三個只在貪根心， 

四個現於瞋根心，兩個只在有行心， 

於疑相應心有疑。十四不善心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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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十二不善心，相應之法共有五。 

 

美心所 
（sobhanacetasika） 

節十五：分析 
(i) Sobhanesu pana sobhanasādhāra.ā tāva ekūnavīsat'ime 

cetasikā sabbesu pi ekūnasa**hi sobhanacittesu sa>vijjanti. 
(ii) Viratiyo pana tisso pi lokuttaracittesu sabbathā pi niyatā 

ekato'va labbhanti. Lokiyesu pana kāmāvacara-kusalesv'eva 
kadāci sandissanti visu> visu>. 

(iii) Appamaññāyo pana dvādasasu pañcamajjhāna- 
vajjita-mahaggatacittesu c'eva kāmāvacarakusalesu ca 

sahetuka-kāmāvacarakiriyacittesu cā ti－a**havīsati-cittesv'eva－

kadāci nānā hutvā jāyanti. Upekkhāsahagatesu pan'ettha karu.ā 
muditā na santī ti keci vadanti. 

(iv) Paññā pana dvādasasu ñā.asampayutta-kāmāvacara- 
cittesu c'eva sabbesu pañcati>sa mahaggata-lokuttaracittesu cā ti 
sattacattāDīsa cittesu sampayoga> gacchatī ti. 

一、於美心所當中，首先，十九遍一切美心心所存在

於所有五十九種美心。 

二、三離心所必定都出現於每一種出世間心。對於世

間欲界善心，它們則只偶而且個別地出現。（8 + 8 =16） 

三、無量心所時而不定地生起於廿八種心，即：除了

第五禪之外的十二廣大心、（八種）欲界善心、以及（八種）

欲界有因唯作心。然而，有些人說悲與隨喜不存在於捨俱心。 

四、慧與四十七種心相應，即：十二欲界智相應心，

以及所有三十五廣大與出世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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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三離心所：在出世間道心與果心裡肯定有三離心所，

它們即是八聖道分的正語、正業、正命。但對於世間心，

它們則只有在刻意遠離惡行時才會出現。由於刻意遠離惡

行時，其心對造惡的機會必定是清楚的，所以世間離心所

只能出現於欲界善心，而不能出現於緣取禪那似相為目標

的廣大心，也不能出現於沒有遠離作用的欲界果報心。它

們也不會生起於阿羅漢的大唯作心，因為阿羅漢已完全根

除了造惡的傾向，所以沒有遠離造惡的需要。 

對於諸出世間心，三離心所必定（niyata）存在。在道

心裡它們是八聖道分的其中三道分，各自執行斷除造語惡

行、身惡行及邪命的傾向的作用。在果心裡，它們出現為

道完成其作用之後的清淨語、業、命。 

由於惡語行、惡身行及邪命各有不同的範圍，所以在

世間心裡三離心所是不能共存的，若其中一個存在，另兩

個必定不存在。再者，離心所亦依照所遠離的惡行種類而

生起：若所遇到的是殺生的機會，那麼所生起的正業只屬

於遠離殺生；若所遇到的是偷盜的機會，那麼所生起的正

業只屬於遠離偷盜。然而，在出世間心裡，所有三離心所

必定同時出現（ekato）。而且每一者都完全地（sabbathā）

執行其任務，即：正語斷除一切造語惡行的傾向；正業斷

除一切造身惡行的傾向；正命斷除一切實行邪命的傾向。 

無量心所：亦能各自成為慈與捨無量心的無瞋與中捨

性心所存在於一切美心，反之，悲與隨喜心所則只在相符

的情況之下才會生起：悲心所在悲愍苦難的眾生時生起；

隨喜心所在隨喜他人的成就時生起。 

在此所提到的十二廣大心是善、果報與唯作的首四禪

心。這兩個無量心所（以及慈無量心所）不能生起於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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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心，因為在禪那的層次，它們必須與悅受相應，而在第

五禪裡悅受已被捨受替代了。有些導師不認同這兩個心所

能存在於欲界捨俱心。但作者用了「然而，有些人說……」

此形容詞，顯然他並不認同那些人的看法。56 

慧：慧的性質依它在什麼心裡生起而有所不同。無論

如何，除了智不相應的欲界心之外，一切的美心都有某種

程度的正見。 

節十六：總結 
Ekūnavīsati dhammā jāyant'ekūnasa**hisu 
Tayo soDasacittesu a**havīsatiya> dvaya> 
Paññā pakāsitā sattacattāDīsavidhesu pi 
Sampayuttā catudh'eva> sobhanesv'eva sobhanā. 

一十九美法，生於五十九， 

三於十六心，二於廿八種， 

當知慧心所，生於四十七。 

如是依四法，美只生於美。 

節十七：定與不定附隨法（niyatāniyatabheda） 
Issā-macchera-kukkucca-viratī-karu.ādayo 
Nānā kadāci māno ca thīna-middha> tathā saha. 
Yathāvuttānusārena sesā niyatayogino 
Sa�gahañ ca pavakkhāmi tesa> dāni yathāraha>. 

嫉、慳、惡作、離、悲等（即：隨喜）及慢只偶而且

個別地生起。配成一對的昏沉與睡眠亦如此。 

除了上述（十一）心所之外，其餘的心所都是定附隨

法。我今當說它們的組合。 

                                               
56 應注意雖然悲心所涉及悲愍受苦難的人，它並不會有只屬於不善

心的悲傷或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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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在五十二心所當中，有十一個被稱為「不定附隨法」

（aniyatayogī），因為它們並不一定會生起於能與它們相應

的 心 。 其 餘 四 十 一 種 心 所 則 被 稱 為 「 定 附 隨 法 」

（niyatayogī），因為它們肯定生起於能與它們相應的心。 

在隨後諸節，阿耨樓陀尊者將會依據每一心的心所組

合分析一百廿一心。此分析法名為「攝理」（sa�gahanaya）。 

 

心所攝理 
（cetasikasa�gahanaya） 

節十八：序文 
Chatti>s'ānuttare dhammā pañcati>sa mahaggate 
A**hati>sā pi labbhanti kāmāvacarasobhane. 
Sattavīsaty'apuññamhi dvādas'āhetuke ti ca 
Yathāsambhavayogena pañcadhā tattha sa�gaho. 

三十六心所，於出世間心； 

於廣大心中，共有三十五； 

三十八心所，於欲界美心； 

於不善心中，共有二十七； 

於無因心中，則有一十二。 

依生起方式，組合共五種。 

 

出世間心 
（lokuttaracittāni） 

節十九：分析 
Katha>? 
(i) Lokuttaresu tāva a**hasu pa*hamajjhānikacitt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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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ññasamānā terasa cetasikā appamaññāvajjitā tevīsati sobhana- 
cetasikā cā ti chatti>sa dhammā sa�gaha> gacchanti. 

(ii) Tathā dutiy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ajjā. 
(iii) Tatiy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icāravajjā. 
(iv) Catutth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icāra-pītivajjā. 
(v) Pañcamajjhānikacittesu pi upekkhāsahagatā te eva 

sa�gayhantī ti. Sabbathā pi a**hasu lokuttaracittesu pañcakajjhāna- 
vasena pañcadhā va sa�gaho hotī ti. 

如何？ 

一、首先，在八種出世間初禪心裡，有三十六種心所

前來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二十三美心所，兩個無

量心所除外。 

二、同樣地，在出世間第二禪心裡，上述的心所都包

括在內，除去尋。(35) 

三、在出世間第三禪心裡，則除去尋與伺。(34) 

四、在出世間第四禪心裡，則除去尋、伺與喜。(33) 

五、在出世間第五禪心裡，則與前者一樣，但是是捨

俱（捨受替代悅受）。(33) 

如是於八種出世間心，依五禪而有五種組合。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出世間初禪心：關於出世間禪，見第一章、節卅一至

卅二。 

兩個無量心所除外：悲與喜無量心所不能出現於出世

間心，因為它們必須緣取有情的概念為目標，而道心與果

心則緣取涅槃為目標。於第二項至第五項去除的心所，應

知於不同層次的出世間禪那，是由於去除了較粗顯的禪支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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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二十：總結 
Chatti>sa pañcati>sā ca catutti>sa yathākkama> 
Tetti>sa dvayam icc'eva> pañcadh'ānuttare *hitā. 

個別有三十六、三十五、三十四，以及最後兩者三十

三。如是於出世間有五類。 

 

廣大心 
（mahaggatacittāni） 

節廿一：分析 
Mahaggatesu pana: 
(i) Tīsu pa*hamajjhānikacittesu tāva aññasamānā terasa 

cetasikā viratittayavajjitā dvāvīsati sobhanacetasikā cā ti pañca- 
ti>sa dhammā sa�gaha> gacchanti. Karu.ā-muditā pan'ettha 
paccekam eva yojetabbā. 

(ii) Tathā dutiy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ajjā. 
(iii) Tatiy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icāravajjā. 
(iv) Catutthajjhānikacittesu vitakka-vicāra-pītivajjā. 
(v) Pañcamajjhānikacittesu pana pa..arasasu appamaññāyo 

na labbhantī ti.  
Sabbathā pi sattavīsati mahaggatacittesu pañcakajjhāna- 

vasena pañcadhā va sa�gaho hotī ti. 

一、對於廣大心，首先，在三種初禪心裡，有三十五

種心所前來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廿二美心所，三

離心所除外。然而悲與隨喜應個別組合。 

二、同樣地，對於第二禪心，上述的心所都包括在內，

除去尋。(34) 

三、對於第三禪心，則除去尋與伺。(33) 

四、對於第四禪心，則除去尋、伺與喜。(32) 

五、對於十五種第五禪心，則沒有無量心所。(30) 

如是，於所有廿七種廣大心，依五禪而有五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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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三種初禪心：即是善、果報與唯作。 

三離心所除外：三離心所不能存在於廣大心，因為在

禪那中，禪修者不能刻意遠離造惡。 

悲與隨喜應個別組合：悲緣取遭受苦難的眾生為目

標；喜則緣取獲得成就或快樂的眾生為目標。悲顯現為悲

愍；喜則顯現為隨喜。由此，基於它們緣取不同的目標，

且顯現的方式相異，這兩者不能同時出現於同一心。它們

可以個別與心相應，但也能夠兩者都不與心相應。 

節廿二：總結 
Pañcati>sa catutti>sa tetti>sa ca yathākkama> 
Batti>sa c'eva ti>seti pañcadhā va mahaggate. 

個別有三十五、三十四、三十三、三十二、三十。於

廣大心有五種組合。 

 

欲界美心 
（kāmāvacara-sobhanacittāni） 

節廿三：分析 
(i) Kāmāvacara-sobhanesu pana kusalesu tāva pa*hamadvaye 

aññasamānā terasa cetasikā pañcavīsati sobhanacetasikā cā ti 
a**hati>sa dhammā sa�gaha> gacchanti. Appamaññā viratiyo 
pan'ettha pañca pi paccekam eva yojetabbā. 

(ii) Tathā dutiyadvaye ñā.avajjitā. 
(iii) Tatiyadvaye ñā.asampayutta pītivajjitā.  
(iv) Catutthadvaye ñā.apītivajjitā te eva sa�gayhanti. 
Kiriyacittesu pi virativajjitā tath'eva catūsu pi dukesu 

catudhā va sa�gayhanti. 
Tathā vipākesu ca appamañña-virati-vajjitā te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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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ayhantī ti. 
Sabbathā pi catuvīsati kāmāvacara-sobhanacittesu dukavasena 

dvādasadhā va sa�gaho hotī ti. 

一、對於欲界美心，首先，於欲界善心，第一對（善

心）有三十八種心所前來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廿

五美心所。然而（兩個）無量心所與（三個）離心所應個

別組合。 

二、於第二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

除了智。（37） 

三、於智相應的第三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

十八心所），除了喜。（37） 

四、於第四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

除了智與喜。（36） 

對於四對唯作心，上述的心所亦以類似的方式個別與

它們組合，除了離心所。（35-34-34-33） 

同樣地，對於四對果報心，上述的心所亦以類似的方

式個別與它們組合，除了無量心所與離心所。（33-32-32-31） 

如是，於廿四欲界美心，以成對的方式，總共有十二

種組合。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第一對：在這篇所說的成對是組成一對的有行與無行

心。由於它們的心所組合並沒有差異，所以把它們作為一

起分析。 

（三個）離心所應個別組合：由於各個離心所所涉及

的範圍不同，即言語、身行、職業，所以在每一心最多只

能有其中一個存在，視所刻意遠離的惡行而定。由於離心

所只在刻意遠離惡行時才會生起，所以它們並不一定會出

現於這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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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喜：第三與第四對心是捨受俱行心，所以除去了

只能與悅受（somanassa）相應地生起的喜（pīti）。 

唯作心：唯作美心只出現於阿羅漢心中。這些心沒有

離心所，因為阿羅漢已斷除了一切煩惱，所以不需要刻意

地遠離惡行。 

果報心：欲界果報心沒有無量心所，因為果報心只取

欲界法為目標，而無量心所則取有情的概念為目標。57離心

所亦不包括在內，因為欲界果報心不會刻意遠離惡行。 

節廿四：總結 
A**hati>sa sattati>sa dvaya> chatti>saka> subhe 
Pañcati>sa catutti>sa dvaya> tetti>saka> kriye. 
Tetti>sa pāke batti>sa dvay'ekati>saka> bhave 
Sahetukāmāvacara puñña-pāka-kriyā mane. 

對於欲界有因善、果報、唯作心，生起於（第一對）

善心的有三十八（種心所），三十七兩次（於第二與第三

對），以及三十六（於第四對）。對於唯作心，（於第一對）

三十五，（於第二與第三對）兩次三十四，以及（於第四對）

三十三。對於果報心，（於第一對）三十三，（於第二與第

三對）兩次三十二，以及（於第四對）三十一。 

節廿五：美心之間的差別 
Na vijjant'ettha viratī kriyāsu ca mahaggate  
Anuttare appamaññā kāmapāke dvaya> tathā. 
Anuttare jhānadhammā appamaññā ca majjhime 
Viratī ñā.apīti ca parittesu visesakā. 

                                               
57 譯按：五門心路過程只能緣取屬於欲界法的五所緣之一為目標。

對於意門心路過程，屬於果報心的彼所緣只能在緣取欲界法為目標

時生起。所以在緣取概念法為目標的意門心路過程裡，生起的只有

屬於無因唯作的意門轉向心，以及屬於善，或不善，或唯作的速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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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離不見於唯作或廣大心；無量不見於出世間心；

這對（離與無量心所）亦不見於欲界果報心。 

於無上（即：出世間心），諸禪支是分別的基礎；於中

間（即：廣大心），無量（與禪支是分別的基礎）；而於有

限（即：欲界美心），離、智與喜是分別的基礎。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阿毗達摩義廣釋》補充：對於「有限」或欲界心，（悲

與喜）無量心所也是分別的基礎，因為它們分別了可以有

無量心所的善和唯作心，以及肯定沒有無量心所的果報心。 

 

不善心 
（akusalacittāni） 

節廿六：分析 
(i) Akusalesu pana lobhamūlesu tāva pa*hame asa�khārike 

aññasamānā terasa cetasikā akusalasādhāra.ā cattāro cā ti 
sattarasa lobhadi**hīhi saddhi> ekūnavīsati dhammā sa�gaha> 
gacchanti. 

(ii) Tath'eva dutiye asa�khārike lobhamānena. 
(iii) Tatiye tath'eva pītivajjitā lobhadi**hīhi saha a**hārasa. 
(iv) Catutthe tath'eva lobhamānena. 

一、於不善心，首先，貪根的第一個無行心，有十九

法前來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加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

則有一十七，再加貪與邪見則成一十九。 

二、貪根的第二個無行心亦如是（有上述十七心所），

再加貪與慢。 

三、同樣地，貪根的第三個無行心有十八法，有貪有

邪見但無喜。 

四、貪根的第三無行心亦有十八法，有貪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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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añcame pana pa*ighasampayutte asa�khārike doso issā 
macchariya> kukkuccañ cā ti catūhi saddhi> pītivajjitā te eva 
vīsati dhammā sa�gayhanti. Issā-macchariya-kukkuccāni 
pan'ettha paccekam eva yojetabbāni. 

(vi) Sasa�khārikapañcake pi tath'eva thīna-middhena 
visesetvā yojetabbā. 

五、於第五個無行心，即與瞋恚相應之心，有二十法

前來聚合，即：上述（十七法）除了喜，但再加上瞋、嫉、

慳、惡作四法。然而，於此的瞋、嫉、慳、惡作應個別組合。 

六、於五種有行心，亦各自有上述相同的組合，差別

只在於再加上昏沉與睡眠。（21-21-20-20-22） 

(vii) Chanda-pīti-vajjitā pana aññasamānā ekādasa akusala- 
sādhāra.ā cattāro cā ti pa..arasa dhammā uddhaccasahagate 
sampayujjanti. 

(viii) Vicikicchāsahagatacitte ca adhimokkhavirahitā 
vicikicchāsahagatā tath'eva pa..arasa dhammā samupalabbhantī ti. 

Sabbathā pi dvādas'ākusalacittuppādesu pacceka> 
yojiyamānā pi ga.anavasena sattadhā va sa�gahitā bhavantī ti. 

七、於掉舉相應心中有十五法，即：除了欲與喜之外

的十一通一切心所，以及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 

八、於疑相應心中亦有相近的十五法，但無勝解，而

有疑。 

如是，於十二欲界不善心，依不同的附隨法，總共有

七種組合。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貪根心：貪根的第一和第三無行心必定與邪見相應；

由於後者是捨俱，所以無喜。第二和第四無行心可能會與

慢相應，但卻不一定。於是當慢不存在時，它們各自只有

十八及十七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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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恚相應心：這種心包含了十二通一切心所、四遍一

切不善心心所，以及另外四個瞋組的心所：瞋、嫉、慳與

惡作。最後三者不能共存，且可能都不出現於此心。 

掉舉相應：兩個痴根心裡並沒有欲，因為它們不能有

有目的的行動。在疑相應心裡，疑替代了勝解，這兩者是

不共存的。 

節廿七：總結 
Ekūnavīs'a**hārasa vīs'ekavīsa vīsati 
Dvāvīsa pa..arase ti sattadh'ākusale *hitā. 
Sādhāra.ā ca cattāro samānā ca dasā' pare 
Cuddas'ete pavuccanti sabbākusalayogino. 

十九、十八、二十、廿二、二十、廿二、十五：如是

不善心的組合有七種。 

故說有十四心所必定與一切不善心相應，即：四遍一

切不善心心所和十通一切心所。 

 

無因心 
（ahetukacittāni） 

節廿八：分別 
(i) Ahetukesu pana hasanacitte tāva chandavajjitā 

aññasamānā dvādasa dhammā sa�gaha> gacchanti. 
(ii) Tathā votthapane chanda-pīti-vajjitā. 
(iii) Sukhasantīra.e chanda-viriya-vajjitā. 
(iv) Manodhātuttika-ahetukapa*isandhiyugale chanda-pīti- 

viriya-vajjitā. 
(v) Dvipañcaviññā.e paki..akavajjitā te yeva sa�gayhantī ti. 
Sabbathā pi a**hārasasu ahetukesu ga.anavasena catudhā va 

sa�gaho hotī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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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無因心，首先，生笑心有十二通一切心所前

來聚合，除了欲。 

二、它們也出現於確定心（意門轉向心），除了欲與喜。

（7 + 4 = 11） 

三、喜俱推度心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欲與

精進。（7 + 4 = 11） 

四、三意界心和一對無因結生心（兩個捨俱推度心）

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欲、喜與精進。（7 + 3 =10） 

五、雙五識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雜心所。

（7） 

如是，於十八無因心，依（附隨法的）數目分別，總

共有四種組合。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確定心（（（（votthapana）：）：）：）：此心即是意門轉向心；在五門

心路過程裡它的作用是確定目標。 

喜俱推度心：這是一種善果報心，緣取極可喜所緣為

目標，包含喜是因為它與悅受相應。此心和隨後提及的心

都沒有精進心所，因為這些無因心軟弱且被動。 

三意界心（（（（manodhātuttika）：）：）：）：這是五門轉向心（pañca- 

dvārāvajjana）與兩種領受心（sampa*icchana）的總稱。 

一對無因結生心（（（（pa�isandhi）：）：）：）：這是指兩個捨俱推度

心。在第三章、節九會解釋它們作為結生的作用。 

節廿九：總結 
Dvādas'ekādasa dasa satta cā ti catubbidho  
A**hāras'āhetukesu cittuppādesu sa�gaho. 
Ahetukesu sabbattha satta sesā yathāraha> 
Iti vitthārato vutto tetti>savidhasa�g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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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一、十、七：如是十八無因心的組合有四種。 

所有的無因心都有七（遍一切心心所）。其餘（即：雜

心所）則依種類而定。如是依三十三種方式解說（心與心

所的）組合。 

節三十：結論 
Ittha> cittāviyuttāna> sampayogañ ca sa�gaha> 
Ñatvā bheda> yathāyoga> cittena samam uddise. 

既知附隨心所之相應與組合，且依它們與何心結合，

解說它們的類別。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附隨心所之相應：這是指每一種心所能與不同種類的

心相應；關於這點的說明，見節十至十七。 

附隨心所之組合：這是指依照所包含的心所組合去分

析諸心；關於這點的說明，見節十八至廿九。 

且依它們與何心結合，解說它們的類別：作者鼓勵學

佛者依心所屬於何心去歸類諸心所。例如：七遍一切心心

所屬於一切八十九心所有，因為它們生起於一切心。尋屬

於五十五心，因為它們生起於五十五種心。依它們所屬的

心，諸心所又可以採用界、本性、相應等等的方式分類。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Cetasikasa�gahavibhāgo nāma 

dutiy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心所之概要」的 

第二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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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雜項之概要 
（Paki..ak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Sampayuttā yathāyoga> tepa..āsa sabhāvato 
Cittacetasikā dhammā tesa> dāni yathāraha>. 
Vedanā-hetuto kicca-dvār'ālambana-vatthuto 
Cittuppādavasen'eva sa�gaho nāma nīyate. 

已依其等自性說畢五十三相應法：心與諸心所。如今

只取心，再依受、因、作用、門、所緣及依處分析。 

節一之助讀說明 

五十三相應法：雖然《阿毗達摩論》分辨了八十九（或

一百廿一）種心，它們整體只被視為一法或一種究竟法，

因為它們都有相同的特相，即識知目標（所緣）。然而，各

個五十二心所法則被視為個別之法，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

特相。如是一共有五十三相應名法。 

只取心（（（（cittuppādavasen'eva）：）：）：）：直譯巴利文 cittuppāda

則是「心之生起」。在其他情況裡，它是指心及其相應心所

整體，但在此只是指心本身。無論如何，當知心必定和其

不可分離的心所同時發生，而其心所則是分析與分類心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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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概要 
（vedanāsa�gaha） 

節二：受之分析 
Tattha vedanāsa�gahe tāva tividhā vedanā: sukhā, dukkhā, 

adukkhamasukhā cā ti. Sukha>, dukkha>, somanassa>, 
domanassa>, upekkhā ti ca bhedena pana pañcadhā hoti. 

於受之概要，首先，受有三種，即：苦、樂、不苦不

樂。另者，受亦可分別為五種：樂、苦、悅、憂、捨。 

節二之助讀說明 

受之分析：如我們所見，受是遍一切心心所之一，有

受用目標之「味」的作用。由於每一心都必定會與某種受

相應，所以在分類心時，受是一個重要的依據。在這一篇

裡作者著重於把一切心依其相應的受來分類。 

受有三種：受可以依三分法或五分法分別。當只純粹

依其感受來分析時，受有三種：苦、樂、不苦不樂。在這

三分法裡，樂受包括了「身體的樂受」和「心的樂受或悅

受」兩者；而苦受則包括了「身體的苦受」和「心的苦受

或憂受」兩者。 

受亦可分析為五種：當受依「根」（indriya）分析時，

它則成為五種。這五種受稱為根，因為在感受目標方面，

它們作為其相應法的主人或支配（indra）該些相應法。 

在採用五分法時，三分法的樂受則分為樂受與悅受，

前者是身受，後者是心受；三分法的苦受則分為苦受與憂

受，前者是身受，後者是心受；不苦不樂受亦即捨受。 

在經中，有時佛陀也只說受為兩種：樂與苦。這是一

種隱喻式的分析法，把無可指責的捨受包括在樂受之內，

以及把應受指責的捨受包括在苦受之內。佛陀又說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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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都是苦。」（ya> kiñci vedayita> ta> dukkhasmi>，

《相應部》36:11/iv,216）這句話裡的苦並不是指狹義的苦

受，而是指廣義的苦，即一切有為法（因緣和合而成之法）

無常則苦。 

樂受（（（（sukha-vedanā））））的特相是體驗可喜的觸所緣；

作用是增長相應法；現起是身體之愉樂；近因是身根（即

身淨色）。 

苦受（（（（dukkha-vedanā））））的特相是體驗不可喜的觸所

緣；作用是減弱相應法；現起是身體遭受痛苦；近因也是

身根。 

悅受（（（（ somanassa-vedanā））））的特相是體驗（自性，

sabhāva）可喜（或造作至可喜）的所緣；作用是體驗所緣

之可喜；現起是內心愉悅之狀態；近因是輕安。58 

憂受（（（（domanassa-vedanā））））的特相是體驗（自性）不

可喜（或造作至不可喜）的所緣59；作用是體驗所緣之不可

                                               
58 原編按：看來輕安（passaddhi）只是於禪修時生起的悅受的近因。 

譯按：悅受的另一個定義： 

特相：令相應法樂於所緣。 

作用：增長相應法。 

現起：內心的愉悅。 

近因：心與心所之輕安。 

（註：第二種定義尤其指的是，與剎那定、遍作定、近行定、安止

定、觀智相應的悅受。第一種定義可用於一切悅受，但貪根悅受的

近因不可能是輕安，而是依處、所緣、相應法三者之一。）──摘

自帕奧禪修手冊。 
59 譯按：體驗自性不可喜所緣為不可喜是憂受。外道把自性極可喜

的所緣（如佛陀）視為不可喜，這是造作至不可喜所緣。由於外道

的邪見與邪思惟，可喜所緣變成不可喜所緣。通過造作去體驗所緣

為不可喜是憂受。──摘自帕奧禪修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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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現起是內心遭受痛苦；近因是心所依處（見本章、節

二十）。 

捨受（（（（upekkhā-vedanā））））的特相是被體驗為中性；作

用是不增長亦不減弱相應法；現起是平靜的狀態；近因是

沒有喜（pīti）的心（即喜不相應之心）。60 

節三：依心分類 
Tattha sukhasahagata> kusalavipāka> kāyaviññā.a> ekam 

eva. 
Tathā dukkhasahagata> akusalavipāka> kāyaviññā.a>. 
Somanassasahagatacittāni pana lobhamūlāni cattāri, dvādasa 

kāmāvacarasobhanāni, sukhasantīra.a-hasanāni ca dve ti a**hārasa 
kāmāvacaracittāni c'eva pa*hama-dutiya-tatiya-catutthajjhāna- 
sa�khātāni catucattāDīsa mahaggata-lokuttara-cittāni cā ti 
dvāsa**hividhāni bhavanti. 

Domanassasahagatacittāni pana dve pa*ighasampayutta- 
cittān'eva. 

Sesāni sabbāni pi pañcapaññāsa upekkhāsahagata- 
cittān'evā ti. 

在它們當中，善果報身識是唯一樂俱（之心）。 

同樣地，不善果報身識是唯一苦俱（之心）。 

有六十二種心是悅俱，即：（一）十八種欲界心：四貪

根心、十二欲界美心、及兩個無因心，即悅俱推度心與生

笑心；（二）四十四種屬於初、第二、第三、第四禪的廣大

與出世間心。（12 + 32） 

只有兩種與瞋恚相應的心是憂俱。 

其餘五十五種心是捨俱。 

                                               
60 這五種受的定義記載於《清淨道論》第十四章、段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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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之助讀說明 

其餘五十五捨俱的心是： 

一、 六不善心：四個貪根及兩個痴根； 

二、 十四無因心； 

三、 十二欲界美心（善、果報與唯作各有四種）； 

四、 三個第五禪心； 

五、 十二個無色禪心； 

六、 八個出世間心，即屬於第五禪的道心與果心。 

節四：總結 
Sukha> dukkha> upekkhā ti tividhā tattha vedanā 
Somanassa> domanassam iti bhedena pañcadhā. 
Sukham ekattha dukkhañ ca domanassa> dvaye *hita> 
Dvāsa**hīsu somanassa> pañcapaññāsake'tarā. 

受可分三種，樂及苦與捨。 

加上悅與憂，則成五種受。 

樂苦各於一，憂則於二心， 

悅有六十二，其餘五十五。 

節四之助讀說明 

樂苦各於一：當知除了樂俱與苦俱的身識之外，雙五

識的其餘四對都是捨俱。《殊勝義註》解釋，於眼、耳、鼻、

舌四門，當屬於所造色的目標撞擊也屬於所造色的根門

時，其撞擊力並不強，就有如把四團棉花放在鐵砧上，再

以另外四團棉花敲打它們。因此，所產生的受是捨受。然

而，於身門，其目標是四大界中的地、火、風三大。如是，

當該目標撞擊身淨色時，其撞擊力則十分強大，且擴展到

身體的四大。這就有如四團棉花受到鐵鎚敲擊：鐵鎚透過

棉花，再重擊鐵砧。當目標是可喜所緣時，生起的身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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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身之樂受；當目標是不可喜所

緣時，生起的身識是不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身之苦

受。61 

雖然看來（眼識等）其他四種根識62像是也能與樂或苦

受俱行，《阿毗達摩論》認為這些首先生起的根識必定是與

捨受俱行。在與這些根識生起於同一心路過程的速行，以

及隨後生起而緣取同一目標的意門心路過程裡，即能對可

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樂受（即：悅受）；或對不

可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苦受（即：憂受）；或以

中捨或不執著的態度對待目標而生起捨受。然而，這些都

是心之受，並不是身之受，而且是在眼識等根識過後才生

起，而不是與首先生起的根識相應。當生起於速行的階段

時，這些受即會與善或不善心相應；然而，於阿羅漢心中

生起的悅受及捨受則與唯作心相應。63 

因之概要 
（hetusa�gaha） 

節五：因之分析 
Hetusa�gahe hetū nāma lobho doso moho alobho adoso 

amoho cā ti chabbidhā bhavanti. 

                                               
61 《殊勝義註》巴、頁二六三；英、頁三四九至三五○。五淨色是

屬於所造色，首四門的目標（所緣）也是所造色。然而，觸所緣則

是四大其中的三個。見第六章、節三。 
62 譯按：為了便於區別，且稱六識當中的眼識等首五識為根識，第

六識依舊稱為意識。 
63 見節八對速行的解釋。悅受亦能在速行的階段之前生起，即生起

於取極可喜所緣為目標的悅俱推度心，但此心亦在眼識等之後才生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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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因之概要當中，因（或根）有六個，即：貪、瞋、

痴、無貪、無瞋及無痴。 

節五之助讀說明 

因之分析：在這一篇裡，一切心會依據它們的「因」

或「根」（hetu）而分類。在經中，巴利文 hetu用以表達廣

義的「原因」（kāra.a）。它與「緣」（paccaya）是同義詞，

且常連成一詞；它代表任何作為其他事物的因之法。然而，

在《阿毗達摩論》裡，因是專用以代表「根」（mūla），且

只用於六個決定品德的主要心所。 

之前已曾詮釋，因是使到和它相應的心與心所穩定堅

固的心所。64有因的心如樹般穩定又堅固，無因的心則如蘚

苔般既軟弱又不堅固。65 

在內文裡所列出的六因，貪、瞋、痴三因必定是不善；

無貪、無瞋、無痴三因則可以是善或無記，當生起於善心

它們即是善，當生起於果報心或唯作心它們即是無記。無

論是善或無記，這三因都是美心所（sobhana）。 

節六：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dvārāvajjana-dvipañcaviññā.a-sampa*icchana- 

santīra.a-votthapana-hasana-vasena a**hārasa ahetukacittāni 
nāma. Sesāni sabbāni pi ekasattati cittāni sahetukān'eva. 

Tatthā pi dve momūhacittāni ekahetukāni. Sesāni dasa 
akusala-cittāni c'eva ñā.avippayuttāni dvādasa kāmāvacara- 
sobhanāni cā ti dvāvīsati dvihetukacittāni. 

Dvādasa ñā.asampayutta-kāmāvacarasobhanāni c'eva 
pañcati>sa mahaggata-lokuttaracittāni cā ti sattacattāDīsa 
tihetukacittāni. 

                                               
64 Suppati**hitabhāvasādhanasa�khāto mūlabhāvo.─《阿毗達摩義廣釋》 
65 《清淨道論》第十七章、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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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有十八種心是無因的，即：五門轉向、雙五識、

領受、推度、確定及生笑心（1+5+5+2+3+1+1）。其餘的所

有七十一心都有因。 

在它們（七十一心）當中，兩種純粹只與痴相應的心

只有一因。其餘十個不善心，以及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

美心，一共二十二心只有二因。 

十二與智相應的欲界美心，以及三十五廣大與出世間

心，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 

節六之助讀說明 

其餘十個不善心：八個貪根心有貪與痴兩個因；兩個

瞋根心則有瞋與痴兩個因。 

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美心：這些欲界美心是善、果

報與唯作各有四個，只有無貪與無瞋，因為與智不相應故

沒有無痴。 

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這些心都有三美因。 

節七：總結 
Lobho doso ca moho ca hetū akusalā tayo  
Alobhādosāmoho ca kusalābyākatā tathā. 
Ahetuk'a**hāras'ekahetukā dve dvāvīsati 
Dvihetukā matā sattacattāDīsa tihetukā. 

貪、瞋及痴是三不善因。無貪、無瞋與無痴是（三個）

善及無記（因）。 

當知有十八種（心）是無因；兩種有一因；廿二種有

二因；以及四十七種有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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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之概要 
（kiccasa�gaha） 

節八：作用之分析 
Kiccasa�gahe kiccāni nāma pa*isandhi-bhava�ga-āvajjana- 

dassana-savana-ghāyana-sāyana-phusana-sampa*icchana- 
santīra.a-votthapana-javana-tadāramma.a-cutivasena cuddasa- 
vidhāni bhavanti. 

Pa*isandhi-bhava�ga-āvajjana-pañcaviññā.a**hānādivasena 
pana tesa> dasadhā *hānabhedo veditabbo. 

於作用之概要當中，作用有十四種，即：一、結生；

二、有分；三、轉向；四、看；五、聽；六、嗅；七、嚐；

八、觸；九、領受；十、推度；十一、確定；十二、速行；

十三、彼所緣；以及十四、死亡。 

當知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即：一、結生；二、

有分；三、轉向；四、五識；等等。 

節八之助讀說明 

作用之分析：在這一篇裡，八十九心是依作用而分類。

《阿毗達摩論》舉出各種不同的心一共執行了十四種作

用。這些作用是在心路過程裡執行（第三至十三項），或在

心路過程之外，即於離心路過程心裡（第一、第二及第十

四項）執行。 

一、結生（（（（pa�isandhi）：）：）：）：在投生那一刻執行的作用名

為結生，因為它把新一生與前世連接起來。執行這作用的

結生心（pa*isandhicitta）在每一世裡都只出現一次，即在

投生的那一剎那。 

二、有分（（（（bhava�ga）：）：）：）：巴利文 bhava�ga的意思是「生

命」（bhava，有）的「成份」或「因素」（a�ga），即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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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可或缺的條件。心的有分作用是：保持在一世當中，

從投生至死亡之間的生命流不會中斷。在結生心生滅之

後，緊接著生起的是有分心；此有分心與結生心是同一種

果報心，但執行不同的作用，即保持生命流不會中斷。每

當沒有心路過程發生時，有分心即會於每一剎那中生滅；

最為明顯的即是在無夢熟睡的時候，但在清醍的時候，它

也在諸心路過程之間出現無數次。 

當某個目標撞擊根門時，有分心即會被中止，而活躍

的心路過程也就生起，以識知該目標。一旦心路過程結束，

有分心就會即刻再生起，直到下一個心路過程發生為止。

如此，在不活躍的階段，有分心即會在每一個心識剎那裡

生滅，就有如河水之流一般，它絕不會連續保持靜止於兩

個心識剎那。 

三、轉向（（（（āvajjana）：）：）：）：當目標撞擊任何一個根門或意

門時，即會有一個名為「有分波動」（bhava�ga-calana）的

心識剎那發生，有分心於此「波動」了一個心識剎那。繼

之而來的心識剎那名為「有分斷」（bhava�ga-upaccheda），

有分心之流於此被截斷。緊接而生起的心即轉向五門或意

門的目標。這轉向於目標的作用名為「轉向」。 

四至八、看等等：在五根門的心路過程裡，轉向剎那

之後生起的是一個直接識知該撞擊根門的目標的心。此心

及其所執行的特定作用決定於該目標的本質。若該目標是

顏色，眼識即會生起；若該目標是聲音，耳識即會生起，

等等。它們是很基本的心，生起於辨別的階段之前，只是

先簡單地體驗該目標。 

九至十一、領受等等：於五根門的心路過程，在眼識

等之後，依次序生起的心個別執行「領受」（sampa*icchana）、

「推度」（santīra.a）與「確定」（votthapana）該目標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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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意門心路過程，並沒有這些作用（五門轉向、看、

領受等等）發生；反之，緊接著有分斷之後生起的即是「意

門轉向」，中間並沒有任何其他作用。 

十二、速行（（（（javana）：）：）：）：直譯巴利文 javana的意思是「迅

速地跑」。在心路過程裡，這是確定之後的心識作用66，由

一系列的心（一般上是七個同樣的心）執行，「快速地跑」

向目標以識知它。在道德的角度，這速行階段是最為重要，

因為善或不善的心即是在這階段生起。67 

十三、彼所緣（（（（tadārammaa）：）：）：）：直譯巴利文 tadāramma.a

的意思是「取它的所緣」，而代表緣取之前速行已識知的目

標為自己的目標。在欲界心路過程裡，當五門的目標是「極

大所緣」或意門的目標是「清晰所緣」時，這種作用即會

在速行的階段之後實行兩個心識剎那。但當目標並不明顯

或不清晰，以及當心路過程並不屬於欲界時，這種作用即

完全不會產生。在彼所緣之後（或當彼所緣沒發生時即是

速行之後），心流即會再度沉入有分。 

十四、死亡（（（（cuti）：）：）：）：死亡心是一世中的最後一個心，

是一世的終結。此心與結生心和有分心是同一種心，也同

樣是離心路過程心，屬於心路過程之外的心。它與後兩者

的差別只在於作用不同，即：執行死亡。 

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巴利文 *hāna（階段）

是指一個心識剎那，而在每一心識剎那裡必定只能有一心

生起。雖然有十四種心的作用，但看等五識的作用都發生

在心路過程裡的同一種階段，即在（五門）轉向與領受之

                                               
66 這是指在五門心路過程裡。若在意門心路過程裡，意門轉向之後

即是速行的階段。 
67 對於還不是阿羅漢的人是如此。對於阿羅漢，其速行心是無記

心。在第四章裡會更詳細地解釋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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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五識）階段。如是，十四種作用發生在十個階段裡。 

節九：依心分類 
Tattha dve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āni c'eva a**ha mahā- 

vipākāni ca nava rūpārūpavipākāni cā ti ekūnavīsati cittāni 
pa*isandhi-bhava�ga-cutikiccāni nāma. 

Āvajjanakiccāni pana dve. Tathā dassana-savana-ghāyana- 
sāyana-phusana-sampa*icchanakiccāni ca. 

Tī.i santīra.akiccāni. 
Manodvārāvajjanam eva pañcadvāre votthapanakicca> 

sādheti.  
Āvajjanadvayavajjitāni kusalākusala-phala-kriyā cittāni 

pañcapaññāsa javanakiccāni. 
A**ha mahāvipākāni c'eva santīra.attayañ cā ti ekādasa 

tadāramma.akiccāni. 

在它們當中，十九種心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的作用。

它們是：兩種捨俱推度心、八大果報心、以及九個色與無

色界果報心。 

兩種執行轉向的作用。 

同樣地，執行看、聽、嗅、嚐、觸及領受作用的都各

有兩種。 

三種執行推度的作用。 

意門轉向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執行確定的作用。 

除了兩種轉向心，所有五十五個不善、善、（聖）果與

唯作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八大果報心與三推度心，一共十一心執行彼所緣的作

用。 

節九之助讀說明 

依作用分析心：若能分辨心的種類和作用兩者（後者

有時會與前者有同一名稱）之間的差別，就比較不會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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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感到迷惑。雖然某些心是依它的某一種作用而命名，

但那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是指該心的作用只局限於那種作

用。反之，一種心可能執行好幾種與它的名稱相異的作用。
68 

結生、有分、死 如前所述，在一世裡只有同一種心

在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的作用。在投生時，這種心把新

一世和前一世連結起來；在生命的過程中，出現無數次為

有分心之流的亦同是這種心，以維持生命流不斷；在死亡

的時候，生起為死亡心的亦同是這種心，它代表了一世的

終結。 

有十九種心能夠執行這三種作用。當有情投生至地

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四惡道時，執行這三種作用的即

是不善果報推度心（santīra.a）。於天生瞎眼、耳聾、啞巴

等等的人，以及某些低級的天神，執行這三種作用是捨俱

善果報推度心。雖然殘缺是不善業的果報，但投生至人間

的業則是善的，只是較弱罷了。這推度心在結生與有分的

階段並沒有執行推度的作用，因為它在同一時刻只能執行

一種作用。 

對於投生至欲界善趣為人或天神，而又沒有殘缺者，

執行這三種作用是八大善果報心（之一），即：二因或三因

的欲界美心。 

上述十種心屬於欲界輪迴。 

對於投生至色界的梵天，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

是五種色界果報心（之一）；對於投生至四無色界的梵天，

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是個別相符的四無色界果報

心。 

                                               
68 譯按：例如捨俱推度心即能出現於五個不同的階段，執行五種不

同的作用，即：結生、有分、死亡、推度與彼所緣。（見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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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作用之概要 
心心心心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種類 數目 執行 數目 

不善心 12 速行 1 

眼識 2 看 1 

耳識 2 聽 1 

鼻識 2 嗅 1 

舌識 2 嚐 1 

身識 2 觸 1 

領受 2 領受 1 

捨俱推度心 2 
結生、有分、死亡、

推度、彼所緣 
5 

悅俱推度心 1 推度、彼所緣 2 

五門轉向心 1 五門轉向 1 

意門轉向心 1 意門轉向、確定 2 

生笑心 1 速行 1 

欲界善心 8 速行 1 

欲界果報心 8 
結生、有分、 

死亡、彼所緣 
4 

欲界唯作心 8 速行 1 

廣大善心 9 速行 1 

廣大果報心 9 結生、有分、死亡 3 

廣大唯作心 9 速行 1 

出世間心 8 速行 1 

 

轉向 五門轉向心（pañcadvārāvajjana）在目標撞擊五

根門之一時執行其（轉向目標的）作用。意門轉向心（mano- 

dvārāvajjana）則在目標（法所緣）撞擊意門時執行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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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目標的）作用。此二心皆是無因唯作心（ahetuka-kiriya）。 

看等等 對於這五種作用，每一種都有兩個心可以執行

作用，即：善果報與不善果報眼識等等。 

領受 執行領受的作用的是兩種領受心。 

推度 執行此作用的有三種：善果報與不善果報兩個捨

俱無因推度心，以及悅俱善果報無因推度心。 

確定 沒有個別的心名為確定心。執行此作用的即是屬

於捨俱無因唯作心的意門轉向心；此心在意門心路過程裡

執行意門轉向的作用，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則執行確定的作

用。 

速行 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是：十二不善心、二

十一善心、四果報心（即：四出世間果心）、以及十八唯作

心（兩個轉向心除外）。 

彼所緣 執行彼所緣作用的十一種心是果報心。當三種

推度心執行彼所緣的作用時，它們並沒有同時執行推度的

作用。 

節十：依作用的數目分類 
Tesu pana dve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acittāni pa*isandhi- 

bhava�ga-cuti-tadāramma.a-santīra.avasena pañcakiccāni nāma. 
Mahāvipākāni a**ha pa*isandhi-bhava�ga-cuti-tadāramma.a- 

vasena catukiccāni. 
Mahaggatavipākāni nava pa*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tikiccāni. 
Somanassasahagata> santīra.a> santīra.a-tadāramma.a- 

vasena dukicca>. 
Tathā votthapanañ ca votthapanāvajjanavasena. 
Sesāni pana sabbāni pi javana-manodhātuttika-dvipañca- 

viññā.āni yathāsambhavam ekakiccānī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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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們當中，兩種捨俱推度心執行五種作用：結生、

有分、死亡、彼所緣與推度。 

八大果報心執行四種作用：結生、有分、死亡與彼所緣。 

九廣大果報心執行三種作用：結生、有分與死亡。 

悅俱推度心執行兩種作用：推度與彼所緣。 

確定心（意門轉向心）也執行兩種作用：確定與轉向。 

其餘所有的心──速行、三意界、雙五識──生起時

只執行一種作用。 

節十之助讀說明 

速行：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只執行該作用，而

沒有執行其他作用。 

三意界是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 

節十一：總結 
Pa*isandhādayo nāma kiccabhedena cuddasa 
Dasadhā *hānabhedena cittuppādā pakāsitā. 
A**hasa**hi tathā dve ca nav'a**ha dve yathākkama> 
Eka-dvi-ti-catu-pañca kicca**hānāni niddise. 

依結生等作用分別，諸心有十四種；依階段分別，則

成十種。 

執行一種作用的心有六十八；兩種作用的有二；三種

作用的有九；四種作用的有八；以及五種作用的有二。 

門之概要 
（dvārasa�gaha） 

節十二：門之分析 
Dvārasa�gahe dvārāni nāma cakkhudvāra> sotadvāra> 

ghānadvāra> jivhādvāra> kāyadvāra> manodvārañ cā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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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bbidhāni bhavanti. 
Tattha cakkhum eva cakkhudvāra> tathā sotādayo 

sotadvārādīni. Manodvāra> pana bhava�gan ti pavuccati. 

在門之概要裡有六門，即：眼門、耳門、鼻門、舌門、

身門與意門。 

於此，眼本身是眼門，耳等亦是如此。但有分則稱為

意門。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門之分析：在《阿毗達摩論》裡，「門」（dvāra）用以

譬喻心與所緣境（目標）交往的管道。三種業之門是：身、

語、意；通過它們，心對外界作出反應（見第五章、節廿

二至廿四）。此外，亦有六個識知之門，即：六門。通過此

六門，心與心所得以接觸目標；亦通過此六門，目標得以

前來呈現於心和心所。在這篇裡，作者先列出六門，過後

再分辨在每一門裡生起的心，以及依能在多少門裡生起把

諸心分類。 

眼本身是眼門：首五門是色法（rūpa），即：五種感官

裡的淨色（pasādarūpa）。每一種淨色皆是一門，通過它，

生起於心路過程的心與心所得以緣取它們的目標；亦是通

過它，目標才能被心與心所緣取。眼淨色是眼門心路過程

諸心之門，使它們能通過眼睛識知顏色。對於其他根門的

淨色和各自的目標亦是如此。 

有分稱為意門：有別於首五門，意門（manodvāra）並

非色法，而是名法（nāma），即：有分心。對於意門心路過

程的目標，該心路過程裡的諸心只是通過意門緣取它，完

全不依靠任何淨色。 

對於那一個心才是真正的意門，諸註疏各有不同的見

解。《阿毗達摩義廣釋》說意門是在意門轉向的前一個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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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有分斷（bhava�ga-upaccheda）。其他的《阿毗達

摩論》註疏則說有分心與意門轉向兩者是意門。然而，列

迪長老與註解《分別論》的《迷惑冰消》皆說一切有分整

體是意門。阿耨樓陀尊者並沒精確地說明哪一個是意門，

而只是說有分是意門。 

節十三：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dvārāvajjana-cakkhuviññā.a-sampa*icchana- 

santīra.a-votthapana-kāmāvacarajavana-tadāramma.avasena 
chacattāDīsa cittāni cakkhudvāre yathāraha> uppajjanti. Tathā 
pañcadvārāvajjana-sotaviññā.ādivasena sotadvārādīsu pi 
chacattāDīs'eva bhavantī ti. Sabbathā pi pañcadvāre catupaññāsa 
cittāni kāmāvacarān'evā ti veditabbāni. 

Manodvāre pana manodvārāvajjana-pañcapaññāsa-javana- 
tadāramma.avasena sattasa**hi cittāni bhavanti. 

Ekūnavīsati pa*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dvāravimuttāni. 

於此，有四十六種心能根據條件生起於眼門：五門轉

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欲界速行、彼所緣。 

同樣地，於耳門等等亦有五門轉向、耳識等等四十六

種心能夠生起。 

當知一共有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有六十七種心能生起：意門轉向、五十五種速

行及彼所緣。 

有十九種心能離門，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有四十六種心能生起──這四十六心是： 

一個五門轉向心 

兩個眼識 

兩個領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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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推度心 

一個確定心 

廿九個欲界速行心（十二不善心、八善心、八美唯

作心、一生笑唯作心） 

八個彼所緣（即八個欲界善果報心；其他三個已包

括在推度心之內──見節九） 

 

根據情況（（（（yathāraha"）：）：）：）：雖然能夠生起於眼門的心一

共有四十六種，但它們並不能都在同一個心路過程裡生

起，而只（有某些心）根據條件生起。列迪長老指出這些

條件是：一、目標（所緣）；二、生存地；三、個人；四、

作意。 

（一）例如：若目標是不可喜所緣，那麼，眼識、領

受、推度與彼所緣即是不善果報心；反之，若目標是可喜

所緣，它們即是善果報心。若目標是極可喜所緣，推度與

彼所緣即是悅俱；若目標是中等可喜所緣，它們則是捨俱。 

（二）若眼門心路過程生起於欲地（kāmabhūmi），所

有四十六心都能生起，但若是生起於色地（rūpabhūmi），

彼所緣就不能生起，因為彼所緣的作用只局限於欲地。 

（三）若人是凡夫或有學聖者，速行不是善即是不善

（對於有學聖者則根據其所達到的果位）69；若人是阿羅

漢，所生起的則是唯作心。 

（四）若凡夫或有學聖者運用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āra），善速行即會生起；反之，若運用不如理作意，

不善速行就會生起。 

                                               
69 即是說在須陀洹（入流）和斯陀含（一還）心中，四種與邪見相

應的貪根心及疑相應心絕對不會再出現；兩種瞋根心則不會再出現

於阿那含（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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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是有行心或無行心生起亦依條件而定。 

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 在每一門裡，所有的欲界心都

能出現，除了屬於其他四根門的四雙根識之外。如此，把

它們統計時，一切欲界心都能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所有五十五種速行心都能生起於意門。只有

二十二種心不能生起於意門，即：五門轉向、雙五識、兩

種領受心、五個色界果報心及四個無色界果報心。 

離門（（（（dvāravimutta）：）：）：）：這十九種在節九裡列出的心名

為「離門」，這是因為它們所執行的結生、有分、死亡作用

並不發生在根門裡，亦由於它們並不接受任何新的目標，

而只緣取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目標（即臨死速行的

目標──見節十七）。 

節十四：依門的數目分類 
Tesu pana dvipañcaviññā.āni c'eva mahaggata-lokuttara- 

javanāni cā ti chatti>sa yathāraha> ekadvārikacittāni nāma. 
Manodhātuttika> pana pañcadvārika>. 
Sukhasantīra.a-votthapana-kāmāvacarajavanāni chadvārika- 

cittāni.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a-mahāvipākāni chadvārikāni 

c'eva dvāravimuttāni ca. 
Mahaggatavipākāni dvāravimuttān'evā ti. 

在（生起於諸門的心）當中，有三十六種心各自只生

起於一門，即：雙五識、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 

三意界生起於五門。 

悅俱推度、確定及欲界速行生起於六門。 

捨俱推度及大果報心生起於六門或離門。 

廣大果報心永遠是離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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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雙五識只生起於相符的根門，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

則只生起於意門。 

悅俱推度：在五門裡，此心能執行推度與彼所緣的作

用；在意門裡，則只能執行彼所緣的作用。 

確定：在五門裡，此心執行確定的作用；在意門裡，

則執行轉向的作用。 

大果報心：跟兩種捨俱推度心一樣，這八種心能生起

於六門為彼所緣，或離門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 

廣大果報心：這五色界與四無色界果報心只在與它們

相符的生存地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由此它們

永遠是離門的。 

節十五：總結 
Ekadvārikacittāni pañcadvārikāni ca 
Chadvārikavimuttāni vimuttāni ca sabbathā. 
Chatti>sati tathā tī.i ekati>sa yathākkama> 
Dasadhā navadhā cā ti pañcadhā paridīpaye. 

三十六種心生起於一門；三種於五門；三十一於六門；

十種於六門或離門；九種完全只是離門。如是，以五種方

法舉示它們。 

所緣之概要 
（ālambanasa�gaha） 

節十六：所緣之分析 
Ālambanasa�gahe ālambanāni nāma rūpāramma.a> 

saddāramma.a> gandhāramma.a> rasāramma.a> 
pho**habbāramma.a> dhammāramma.añ cā ti chabbidhāni 
bhav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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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tha rūpam eva rūpāramma.a>. Tathā saddādayo 
saddāramma.ādīni. Dhammāramma.a> pana pasāda-sukhuma- 
rūpa-citta-cetasika-nibbāna-paññattivasena chadhā sa�gayhanti. 

於所緣之概要，有六種所緣，即：色所緣、聲所緣、

香所緣、味所緣、觸所緣與法所緣。 

其中，（顏）色本身是色所緣。同樣地，聲等即是聲所

緣等。但法所緣則有六種：淨色、微細色、心、心所、涅

槃與概念。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所緣之分析：每一心及其相應心所皆必須緣取一個所

緣（目標），因為心本身即是識知目標的活動。在巴利文裡，

有兩個字是用來代表所緣。其一是源自詞根意為「取樂於」

的 āramma.a；另一個是 ālambana，源自意為「鉤住」的詞

根。由此，所緣是心及其相應心所取樂或鉤住的目標。在

這一篇裡，作者將會詮釋所緣。隨後他會確定什麼所緣出

現於每一門和離心路過程心。最後，他會再分析每一心的

所緣範圍。 

六種所緣：《阿毗達摩論》分析了六種與六門相符的所

緣。首五種都包括在色法裡。70（顏）色、聲、香、味四者

是屬於「所造色」（upādā rūpa），即依靠四大界而生起的次

要色法。觸所緣則是四大界當中的三界，即：一、地界或

堅硬性，通過觸感覺為硬或軟；二、火界，感覺為熱或冷；

三、風界，感覺為支持或壓力。四大界的第四種是水界，

其特相是黏；根據《阿毗達摩論》，水界不能通過觸覺感受

到，而只能通過意門識知。71 

                                               
70 巴利文 rūpa（色）有兩個意思：一、色法；二、顏色。前者是一

組，後者是該組的一個成份。 
71 在第六章、節二會更詳細地解釋四大界與所造色之間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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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緣有六種：首五所緣的每一種都能通過以下的三

個方式識知：一、通過各自的根門心路過程；二、通過意

門心路過程；三、通過離心路過程心，即結生、有分與死

亡。第六種所緣，即法所緣，完全不能通過五根門識知；

而只能通過意門心路過程或離心路過程心識知。 

法所緣有六種：一、淨色（pasādarūpa）是五種感官裡

的根門色法，即眼淨色、耳淨色等五種淨色。二、微細色

（sukhumarūpa）包括十六種列於第六章、節七的色法，水

界即是其中之一。三、心（citta）亦是一種法所緣；雖然

心能識知目標，但心本身亦能成為被識知的目標。當知心

不能成為自己的目標，因為心不能識知自己本身；但在某

個心流裡的一個心，則能夠識知在同一個心流裡的其他

心，亦能識知其他眾生的心。四、五十二心所（cetasika）

也是法所緣，例如：當人們覺察到自己的感受、思與情緒

時。五、涅槃（Nibbāna）是有學聖者與阿羅漢意門心路過

程的目標。六、概念（paññati）也是法所緣；它是世俗法，

並不是究竟存在之法。 

節十七：依門分類 
Tattha cakkhudvārikacittāna> sabbesam pi rūpam eva 

āramma.a>. Tañ ca paccuppannam eva. Tathā sotadvārika- 
cittādīnam pi saddādīni. Tāni ca paccuppannāni yeva. 

Manodvārikacittāna> pana chabbidham pi paccuppannam 
atīta> anāgata> kālavimuttañ ca yathāraham ālambana> hoti. 

Dvāravimuttānañ ca pana pa*isandhi-bhava�ga-cuti- 
sa�khātāna> chabbidham pi yathāsambhava> yebhuyyena 
bhavantare chadvāragahita> paccuppannam atīta> 
paññattibhūta> va kamma-kammanimitta-gatinimitta-sammata> 
ālambana> h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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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眼門心都只以顏色為所緣，而且只屬於現在（的

所緣）。同樣地，聲等是耳門心等的所緣，它們也只屬於現

在（的所緣）。 

然而意門心的所緣有六種，而且，根據情況，該所緣

可以是屬於現在、過去、未來，或與時間無關。 

再者，於結生、有分、死亡（三種）離門心，所緣亦

有六種。根據情況，一般上那於前一世已被六門之一識知

的所緣，可以是現在或過去所緣，或是概念。此所緣是業、

或業相、或趣相。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一切眼門心：在眼門心路過程裡，所有屬於該心路過

程的心都只取色所緣為目標。色所緣並非只是眼識的目

標；五門轉向心、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心及彼

所緣也都取同一個色所緣為目標。再者，這些生起於眼門

心路過程的心都只取「色所緣而已」（rūpam eva）為目標。

在該心路過程裡，它們並不能識知其他目標。 

而且只屬於現在（的所緣）：在此「現在」一詞意為

「剎那現在」（kha.ikapaccuppanna），即指所體驗的事物是

於當下剎那存在的。由於色法變易的速度比名法慢，一個

色所緣可以保持存在於整個眼門心路過程。其他（四）根

門的所緣亦是如此。（見第四章、節六） 

意門心  生起於意門心路過程裡的心能夠識知五所

緣，以及一切五門心路過程無法識知的法所緣。意門心也

能識知過去、現在與未來任何一時的所緣，或是與時間無

關（kālavimutta）的所緣。後者是指涅槃與概念。涅槃是沒

有時間性的，因為其自性（sabhāva）並無生、變易（住）

與滅；概念也是沒有時間性的，因為它並沒有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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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情況：《阿毗達摩義廣釋》解釋：根據該心是欲界

速行、神通速行、其餘廣大速行等等。除了生笑心之外，

欲界速行都能取三時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生笑心

只取三時的所緣。神通心（見節十八之助讀說明）取三時

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除了（神通心和）取過去心

為所緣的第二與第四無色禪心之外，其餘的廣大心都取無

時間的所緣（即：概念）。出世間心取無時間的所緣（即：

涅槃）。 

於離門心等等：離門心是在一世當中執行結生、有分

與死亡作用之心。它們有十九種，即：八欲界大果報心、

五色界果報心、四無色界果報心及兩個捨俱無因推度心。

這種心的目標有六種：過去或現在的五所緣之一，或是法

所緣。在所有三種作用裡，從結生至死亡，該心都只取同

一所緣。該所緣是投生時結生心的目標，在生命過程當中

是有分心的目標，以及在死亡時是死亡心的目標。 

一世當中的離門心必定與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

目標相同。當人臨命終時，基於其過去業與當時的情況，

某個目標即會呈現於他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這目標是以

下三種之一： 

一、 業（kamma）：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二、 業相（kammanimitta）：是與即將成熟而導致下一

世投生至何處的善業或惡業有關的目標或影像，

或是造該業的工具。例如：虔誠的信徒可能會看

到比丘或寺院的影像；醫生可能會看到病人的影

像；而屠夫則可能聽到被宰殺的牛的哀號或看到

屠刀。 

三、 趣相（gatinimitta）：這即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

去處。例如：即將投生至欲界天的人可能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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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的宮殿；即將投生至畜生界的人可能會看到

森林或田野；即將投生至地獄的人可能會看到地

獄之火。 

 

根據情況（（（（yathāsambhava"）：）：）：）：《阿毗達摩義廣釋》解

釋這片語的意思是：離門心的目標是根據前一世最後一個

心路過程識知該目標時所通過的門而定；亦視該目標是屬

於過去或現在所緣，或是概念；又根據它是業，或業相，

或趣相而定。其解釋如下： 

若是投生至欲界，在前一世臨死速行的階段，被六門

之一識知的五所緣當中任何一個所緣皆可成為業相。這種

所緣在新一世的結生和首幾個有分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

緣。它有可能是現在所緣，因為在前一世的臨死速行識知

該目標之後，它可能還持續存在於新一世的首幾個心識剎

那；隨後的有分及死亡心所取的目標則必定是過去所緣。 

若前一世的臨死速行所取的目標是法所緣，它則可能

是業或業相，以及是新一世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過去所

緣。若該目標是趣相，它一般上是色所緣、由意門識知、

以及是現在所緣。 

若是投生至色界天，三種離心路過程心的目標是前一

世意門臨死速行所取的法所緣、是概念（於是與時間無

關）、以及是屬於業相。投生至第一和第三無色界天亦是如

此。若是投生至第二和第四無色界天，該目標（即：心）

是法所緣、是過去所緣、也是業相。 

一般上（（（（ yebhuyyena）：）：）：）：這形容詞是專指無想有情

（asaññāsattā）死後投生至他處，因為在色界天的無想梵天

完全沒有心識（見第五章、節卅一），所以下一世的離門心

根本不能緣取前一世（生為無想梵天時）所緣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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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類有情，依靠在生為無想梵天之前的過去業，目標

會自動呈現於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為業等等。 

節十八：依心分類 
Tesu cakkhuviññā.ādīni yathākkama> rūpādi- 

ekekālambanān'eva. Manodhātuttika> pana rūpādi- 
pañcālambana>. Sesāni kāmāvacaravipākāni hasanacittañ cā ti 
sabbathā pi kāmāvacarālambanān'eva. 

Akusalāni c'eva ñā.avippayuttakāmāvacarajavanāni cā ti 
lokuttaravajjita-sabbālambanāni. 

Ñā.asampayuttakāmāvacarakusalāni c'eva pañcamajjhāna- 
sa�khāta> abhiññākusalañ cā ti arahattamaggaphalavajjita- 
sabbālambanāni. 

Ñā.asampayuttakāmāvacarakriyā c'eva kriyābhiññā- 
votthapanañ cā ti sabbathā pi sabbālambanāni. 

Āruppesu dutiyacatutthāni mahaggatālambanāni. Sesāni 
mahaggatacittāni pana sabbāni pi paññattālambanāni. 
Lokuttaracittāni nibbānālambanānī ti. 

在它們當中，眼識等各自取一種所緣，即顏色等。但

三意界則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其餘的欲界果報心

與生笑心只能取欲界所緣。 

不善（心）和智不相應欲界速行能取一切所緣，除了

出世間法。 

智相應欲界善（心）及屬於第五禪的善神通心能取一

切所緣，除了阿羅漢道與果。 

智相應欲界唯作心、唯作神通心及確定心能取一切所

緣。 

於無色（禪心）當中，第二與第四取廣大所緣（即：

廣大心）。其餘所有的廣大心取概念為所緣。出世間心取涅

槃為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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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三意界：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總稱為三意界；由

於它們生起於所有五門，所以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為目

標。 

其餘： 這些果報心是三種推度心與八大果報心；當生

起為彼所緣時，它們能取呈現於六門的一切欲界所緣。再

者，除了悅俱推度心之外，當這些果報心生起為結生、有

分與死亡心時，也能取六種離門所緣。諸阿羅漢的生笑心

也能取所有六種欲界所緣。 

不善心等：由於四道、四果與涅槃九出世間法是非常

的清淨及深奧，所以不善心和智不相應的善與唯作心並不

能識知它們。 

欲界善心等：凡夫與有學聖者不能覺察阿羅漢的道心

與果心，因為他們還未證得此二心。 

凡夫亦不能取有學聖者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層次較

低的有學聖者則不能取層次較高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當

有學聖者省察自己的出世間成就時，他們能以智相應欲界

善心覺知道心、果心與涅槃。在道心之前生起的「種姓」

（gotrabhū）也是屬於這些心，它也取涅槃為所緣（見第九

章、節卅四）。 

善神通心：神通（abhiññā）是已熟練於五禪者才能獲

取的高等智。在聖典中提及五種世間神通，即：如意通（神

變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與天眼通（見第九章、節

廿一）。這些神通是運用第五禪心而獲得；於凡夫和有學聖

者它是善的；於諸阿羅漢則是唯作的。通過第三種神通，

有學聖者能辨識與他同等級或層次較低的其他聖者的道心

與果心，但不能辨識層次比他高的聖者的道心與果心。阿

羅漢道心與果心則完全超越善神通心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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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唯作心等等：通過欲界智相應唯作心，阿羅漢能

在省察自己的成就時辨識自己的道心與果心；通過唯作神

通心，他能辨識其他聖者的道心與果心，包括有學聖者與

阿羅漢。在五門心路過程裡，確定能識知所有五所緣；當

作為意門轉向心時則能識知所有六所緣。 

於無色（禪心）當中：第二無色禪心取第一無色禪心

為所緣；第四無色禪心取第三無色禪心為所緣。如是此二

心取廣大心為所緣。 

其餘所有：色界禪心所取的目標是概念，如：遍處禪

心取遍相（見第一章、節十八至二十之助讀說明）、無量禪

心取有情概念。 

節十九：總結 
Pañcavīsa parittamhi cha cittāni mahaggate 
Ekavīsati vohāre a**ha nibbānagocare. 
Vīsānuttaramuttamhi aggamaggaphalujjhite 
Pañca sabbattha chacceti sattadhā tattha sa�gaho. 

廿五種心緣取下等所緣；六種緣取廣大（心）；廿一種

緣取概念；八種緣取涅槃。 

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的一切所緣；五種緣取

一切所緣，除了較高層次的道與果心；六種緣取一切所緣。

如是它們的組別一共有七。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廿五種心：廿三種欲界果報心、五門轉向心及生笑心

只緣取下等所緣，即：欲界所緣。 

六種緣取廣大（心）：這些是第二與第四無色禪的善、

果報與唯作心。 

廿一種緣取概念：這些是五色禪、第一與第三無色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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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果報與唯作心。 

八種緣取涅槃：這些是四道心與四果心。 

表 3-2：所緣之概要 
心心心心 所緣所緣所緣所緣（（（（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眼識 2 現在顏色 

耳識 2 現在聲 

鼻識 2 現在香 

舌識 2 現在味 

身識 2 現在觸 

意界（五門轉向心、 

領受心） 

3 現在五所緣 

三推度心、一生笑心、 

八欲界美果報心 
12 

五十四欲界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 

十二不善心、四欲界美

智不相應善心、四欲界

美智不相應唯作心 
20 

八十一世間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概念 

四欲界美智相應善心、 

一神通善心 
5 

八十七心（除去阿羅漢道心與

果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涅槃、概念 

四欲界美智相應唯作

心、一神通唯作心、 

意門轉向心 

6 

一切所緣（即：八十九心、   
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 

涅槃、概念） 

無色界第二及第四禪心 
6 

個別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

心 

十五色界禪心、 

無色界第一及第三禪心 
21 概念 

出世間心 8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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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這些是十二不善心，

以及智不相應的四善心與四唯作心。 

五種：這些是四智相應善心與善神通心。 

六種緣取一切所緣：這些是四智相應大唯作心、唯作

第五禪神通心及確定心。 

依處之概要 
（vatthusa�gaha） 

節二十：依處之分析 
Vatthusa�gahe vatthūni nāma cakkhu-sota-ghāna-jivhā- 

kāya-hadayavatthu cā ti chabbidhāni bhavanti. 
Tāni kāmaloke sabbāni pi labbhanti. Rūpaloke pana 

ghānādittaya> natthi. Arūpaloke pana sabbāni pi na sa>vijjanti. 

於依處之概要，依處有六種，即：眼、耳、鼻、舌、

身與心所依處。 

於欲界有這一切。但於色界則沒有鼻、舌與身三依處。

於無色界則完全沒有依處。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依處之分析：於有色法的生存地，心與心所必須依靠

依處（vatthu）而生起。依處是支持心生起的色法。雖然首

五依處與首五門（即：五淨色）相符，但依處與門並不完

全一致，因為它對心之生起有不同的作用。心路過程裡的

心與心所通過門而得以和目標接觸；依處則是支持心與心

所生起的色法。 

這項作用上的差別是重要的。在眼門心路過程裡，除

了眼識之外，亦有許多種心以眼淨色為門而生起，但眼淨

色只是眼識的依處，而不是其他也運用眼門的心的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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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門，作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諸心是「離門」，即是不

發生於任何門。然而在有名色法兩者的生存地裡，沒有任

何心是能夠不依靠依處生起的。 

在這一篇裡，作者將先列出諸依處，然後再根據所依

靠的依處把諸心分類。 

心所依處（（（（hadayavatthu）：）：）：）：根據諸巴利論師，除了以

各自淨色為依處的雙五識之外，心臟是一切心的依處色。

《阿毗達摩論》並沒有明確地提到心所依處。《阿毗達摩論》

中的最後一部──《發趣論》也只是說：「依靠該色，意界

及意識界得以生起。」（I,4）。然而，諸註疏隨後則確定那

「該色」為心所依處，是心臟裡的心室（的血）。72 

於欲界等：於欲生存地有一切六依處，除了天生瞎眼

或耳聾者。於色界天則無鼻、舌、身三依處，由於這三門

的體驗比其他二門（眼與耳）較為粗，所以不包括在這高

層次的生存地裡。諸論師說該地的有情也擁有這些感官的

外形，但並沒有淨色，因此不能作為嗅、嚐及觸的依處，

所以這些感受也就不能發生於色界天。於無色界天則完全

沒有依處，因為一切的依處都是由色法組成。 

節廿一：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viññā.adhātuyo yathākkama> ekantena 

pañcappasādavatthūni nissāy'eva pavattanti. Pañcadvārāvajjana- 
sampa*icchanasa�khātā pana manodhātu ca hadaya> nissitā 
yeva pavattanti. Avasesā pana manoviññā.adhātusa�khātā ca 
santīra.a-mahāvipāka-pa*ighadvaya-pa*hamamagga-hasana- 
rūpāvacaravasena hadaya> nissāy'eva pavattanti. 

                                               
72 《清淨道論》第八章、段一一一：在它（心臟）裡面，有個「布

恩那迦子」般大小的空洞，其中收存著半「色薩大」的血，而以它

的支助，意界及意識界得以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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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sesā kusal'ākusala-kriyā'nuttaravasena pana nissāya vā 
anissāya vā. Āruppavipākavasena hadaya> anissāy'evā ti. 

於此，五識界完全以五淨色為各自的依處而轉起（發

生）。但意界，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臟

而轉起。其餘的也是如此依靠心臟而轉起，即屬於意識界

的推度心、大果報心、兩種瞋相應心、初道心、生笑心、

色界心。（3+3+8+2+1+ 1+15=33） 

其餘的心，無論是善、不善、唯作或出世間，都可依

靠或不依靠心所依處。（12+10+13+7=42）無色果報心則不

依靠心所依處。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五識界等：在《阿毗達摩論》裡，所有八十九心被分

為七種識界（viññā.adhātu），如下： 

表 3-3：七識界 

界界界界 心心心心 

眼識界 眼識 2 

耳識界 耳識 2 

鼻識界 鼻識 2 

舌識界 舌識 2 

身識界 身識 2 

意界 五門轉向心、領受心 3 

意識界 其餘的一切心 76 

 

名為意界（manodhātu）的三種心只是非常粗淺地識知

目標：因為五門轉向心面對完全陌生的目標，而且接著在

它之後生起的心擁有不同的依處；至於兩種領受心則是因

為它們隨著擁有不同依處的心之後生起。五識界則稍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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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為它們直接地看、聽、嗅、嚐或觸目標；但還是相

對的弱，因為它們是夾在兩個擁有與它們不同依處的心之

間。歸納於意識界（manoviññā.a-dhātu）的諸心能更完整

與清晰地識知目標，因為在它們前後的心都與它們擁有相

同的依處。 

但意界，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

臟而轉起：列於這組的三十三心不能生起於無色界天，而

只生起於有色法之地。因此它們必定受到心所依處支助。

瞋相應心不會在色界天生起，因為鎮伏瞋恨是證得禪那的

先決條件。須陀洹初道心不能在無色界天裡生起，因為它

必須依靠聽聞佛法（才能生起），所以必須有耳根。至於生

笑心則當然必須有身體才能顯現微笑。 

其餘：這些心是：十不善心（除去兩個瞋相應心）、八

大善心、八大唯作心、四無色善心、四無色唯作心、七出

世間心（除去初道心）及意門轉向心，一共有四十二心。

當這些心生起於有色法之地時（即：欲地與色地），它們必

須依靠心所依處生起；當生起於無色地時則不須依靠心所

依處。無色果報心只能生起於無色地，所以不須依靠任何

依處。關於三地，見第五章、節三至七。 

節廿二：總結 
Chavatthu> nissitā kāme satta rūpe catubbidhā 
Tivatthu> nissit'āruppe dhātv'ekānissitā matā. 
TecattāDīsa nissāya dvecattāDīsa jāyare 
Nissāya ca anissāya pāk'āruppā anissitā ti. 

當知欲地之七（識）界依靠六依處；色地四（識）界

依靠三依處；無色地一（識）界不依靠任何依處。 

四十三（種心）依靠一依處生起；四十二依靠一依處

或不依靠依處生起。無色果報心不依靠依處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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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於欲地等：在欲地裡，五識界依靠各自的依處生起，

意界及意識界則依靠心所依處生起。於色地則沒有鼻、舌、

身三處及與它們相符的識界。於無色地則只有意識界，且

沒有依處。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Paki..akasa�gahavibhāgo nāma 
tatiy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雜項之概要」的 

第三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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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心路過程之概要 
（Vīthi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Cittuppādānam icc'eva> katvā sa�gaham uttara> 
Bhūmi-puggalabhedena pubbāparaniyāmita> 
Pavattisa�gaha> nāma pa*isandhippavattiya>  
Pavakkhāmi samāsena yathāsambhavato katha>. 

說畢殊勝的心生起之概要，我當依界依人與前後簡略

地解說心發生的次序，包括結生與轉起。 

節一之助讀說明 

我當簡略地解說等等：在上一章裡，作者已依受、因、

作用等把諸心與心所分類。在此章與下一章裡，他將解說

諸心在生命過程中活躍的一面。這一章探究發生在心路過

程（cittavīthi）裡的心；於下一章則探究發生在心路過程之

外的心，即：結生、有分、死亡。 

依前後（的心）（（（（pubbāparaniyāmita"）：）：）：）：這一片語的

意思是：在任何心路過程裡，以及在之前與隨後的過程裡，

諸心都是依照自然定法的次序生起。 

列舉類別 

節二：六個六 
Cha vatthūni, cha dvārāni, cha ālambanāni, cha viññā.āni, 

cha vīthiyo, chadhā visayappavatti cā ti vīthisa�gahe cha 
chakkāni veditabbāni. 

Vīthimuttāna> pana kamma-kammanimitta-gatinim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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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ena tividhā hoti visayappavatti. 
Tattha vatthu-dvār'ālambanāni pubbe vuttanayen'eva. 

於心路過程之概要，當知各有六支的六組： 

一、六依處； 

二、六門； 

三、六所緣； 

四、六識； 

五、六種心路過程； 

六、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 

所緣對離心路過程心的呈現方式有三種，即：業、業

相與趣相。其中的依處、門及所緣則如前（一章）所述。 

節三：六識 
Cakkhuviññā.a>, sotaviññā.a>, ghānaviññā.a>, jivhā- 

viññā.a>, kāyaviññā.a>, manoviññā.añ cā ti cha viññā.āni.  

這六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與意識。 

節四：六種心路過程 
Cha vīthiyo pana cakkhudvāravīthi, sotadvāravīthi, ghāna- 

dvāravīthi, jivhādvāravīthi, kāyadvāravīthi, manodvāravīthi cā ti 
dvāravasena vā cakkhuviññā.avīthi, sotaviññā.avīthi, ghāna- 
viññā.avīthi, jivhāviññā.avīthi, kāyaviññā.avīthi, manoviññā.a- 
vīthi cā ti viññā.avasena vā dvārappavattā cittappavattiyo 
yojetabbā. 

依門而分的六種心路過程是： 

一、與眼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二、與耳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三、與鼻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四、與舌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五、與身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六、與意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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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依識而分的六種心路過程是： 

一、與眼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二、與耳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三、與鼻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四、與舌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五、與身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六、與意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依門的心路過程應與依識的（相符心路過程）配合。 

節四之助讀說明 

六種心路過程：直譯巴利文 vīthi 是「路」，但在此則

意為「過程」。當諸心於根門73或意門生起以識知目標時，

它們不會雜亂無章或單獨地生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識

知過程階段，依照有條有理的次序一個接著一個地生起。

這次序名為「心之定法」（cittaniyāma）。 

心路過程必須具足一切所須的因緣條件才能發生。根

據註疏，每一種心路過程所須的因緣條件如下： 

一、於眼門心路過程： 

(1) 眼淨色（cakkhuppasāda）、 

(2) 色所緣（rūpāramma.a）、 

(3) 光（āloka）、 

(4) 作意（manasikāra）。 

 

於耳門心路過程： 

(1) 耳淨色（sotappasāda）、 

(2) 聲所緣（saddāramma.a）、 

                                               
73 譯按：在此把眼、耳、鼻、舌及身五門稱為根門，以區別它們和

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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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間（ākāsa）、 

(4) 作意。 

 
於鼻門心路過程： 

(1) 鼻淨色（ghānappasāda）、 

(2) 香所緣（gandhāramma.a）、 

(3) 風界（vāyodhātu）、 

(4) 作意。 

 
於舌門心路過程： 

(1) 舌淨色（jivhāppasāda）、 

(2) 味所緣（rasāramma.a）、 

(3) 水界（āpodhātu）、 

(4) 作意。 

 
於身門心路過程： 

(1) 身淨色（kāyappasāda）、 

(2) 觸所緣（pho**habbāramma.a）、 

(3) 地界（pa*havīdhātu）、 

(4) 作意。 

 
於意門心路過程： 

(1) 心所依處（hadayavatthu）、 

(2) 法所緣（dhammāramma.a）74、 

(3) 有分。 

(4) 作意。 

                                               
74 對於意門心路過程，只在有色法之地才需要心所依處。雖然意門

心路過程也能緣取五根所緣為目標，但列出了法所緣，以示它是（意

門）特有的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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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六種心路過程可以分為兩組：一、五門心

路過程（pañcadvāravīthi），這包括發生於五根門的五種心

路過程；二、意門心路過程（manodvāravīthi），這包括一

切只發生於意門的心路過程。由於五門心路過程也（必須）

經由有分而生起，所以有時它們也稱為「混合心路過程」

（missaka-dvāravīthi），因為它們涉及了意門與根門。只在

意門裡發生的心路過程則稱「純意門心路過程」（suddha- 

manodvāravīthi），因為它們沒有通過根門，而只通過有分

生起。如隨後可見，雖然首五種心路過程通過不同的根門

發生，但它們都依照同一個次序。第六種（即：意門）心

路過程則包括了多種不同的過程，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都

不依靠五根門生起。 

節五：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 
Atimahanta> mahanta> paritta> atiparittañ cā ti 

pañcadvāre, manodvāre pana vibhūtam avibhūtañ cā ti chadhā 
visayappavatti veditabbā. 

當知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是： 

一、於五根門，它是極大、大、微細、極微細。 

二、於意門，它是清晰及不清晰。 

節五之助讀說明 

所緣：巴利文 visayappavatti意為所緣（目標）在六門

之一呈現於心識，或所緣呈現時的諸心活動。所緣的六種

呈現方式可分別為在五根門的四種，即極大、大、微細、

極微細，以及在意門的清晰與不清晰。  

在此所用的「大」（mahā）及「微細」（paritta）並不是

指所緣的體積，而是指它給予心的撞擊力。即使巨大或粗

顯色所緣呈現於眼門，但若眼淨色很弱，或所緣在眼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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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峰期已過才撞擊它，或光線很暗，該所緣即不能給予

清楚的印象，因而是屬於微細或極微細所緣。反之，若細

小的所緣在眼淨色的高峰期撞擊它、眼淨色很強、光線又

亮，如是該所緣即能給予清楚的印象，因而是屬於大或極

大所緣。 

因此「大所緣」和「微細所緣」等並不是指所緣的體

積，而是指從所緣呈現於根門的那一刻起，直至停止呈現

期間，有多少個心路過程心生起。對於呈現於意門心路過

程的清晰及不清晰所緣的分別亦依據相同的原則。 

五門心路過程 
（pañcadvāravīthi） 

節六：極大所緣 
Katha>? Uppada**hiti-bha�ga-vasena kha.attaya> eka- 

cittakkha.a> nāma. Tāni pana sattarasa cittakkha.āni rūpa- 
dhammānam āyu. Ekacittakkha.ātītāni vā bahucittakkha.ātītāni 
vā *hitippattān'eva pañcālambanāni pañcadvāre āpātham 
āgacchanti. 

如何（決定所緣呈現的強度）？一心識剎那有三個小

剎那：生、住及滅。色法的壽命是十七個心識剎那。五所

緣在一個或幾個心識剎那過去之後，在住時呈現於五根門。 

Tasmā yadi ekacittakkha.ātītaka> rūpāramma.a> 
cakkhussa āpātham āgacchati, tato dvikkhattu> bhava�ge calite 
bhava�gasota> vocchinditvā tam eva rūpāramma.a> āvajjanta> 
pañcadvārāvajjanacitta> uppajjitvā nirujjhati. Tato tass'ānantara> 
tam eva rūpa> passanta> cakkhuviññā.a>, sampa*icchanta> 
sampa*icchanacitta>, santīrayamāna> santīra.acitta>, vavattha- 
penta> votthapanacittañ cā ti yathākkama>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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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若色所緣在經過一個心識剎那之後（1）呈現於

眼門，有分波動了兩個心識剎那後即中斷（2-3）。隨後轉

向於取同一個所緣的五門轉向心生起與壞滅（4）。緊接著

依照次序生滅的是看該色所緣的眼識（5）、領受它的領受

心（6）、推度它的推度心（7）、確定它的確定心（8）。 

Tato para> ekūnati>sakāmāvacarajavanesu ya> kiñci 
laddhappaccaya> yebhuyyena sattakkhattu> javati. Javanānu- 
bandhāni ca dve tadāramma.apākāni yathāraha> pavattan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隨後任何一個具足因緣的二十九欲界速行心即會生

起，一般上是七個心識剎那（9-15）。在速行之後，兩個彼

所緣（16-17）則依照情況生起。過後即沉入有分裡。 

Ettāvatā cuddasa vīthicittuppādā dve bhava�gacalanāni 
pubb'ev'atītakam ekacittakkha.an ti katvā sattarasa 
cittakkha.āni paripūrenti. Tato para> nirujjhati. Ālambanam 
eta> atimahanta> nāma gocara>. 

至此十七心識過程已完畢，即：十四心路過程心、兩

個有分波動及一個已過去的（有分）心識剎那。過後該所

緣即滅盡。這所緣即名為「極大」。 

節六之助讀說明 

表 4-1：極大所緣的眼門心路過程 
 色法的壽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心路過程  

有
分
流 

過
去
有
分 

有
分
波
動 

有
分
斷 

五
門
轉
向

 

眼
識

 領
受

 推
度

 確
定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彼
所
緣

 

彼
所
緣

 

有
分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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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在《阿毗達摩論》裡，一個心的壽命名為一個

心識剎那（cittakkha.a）。這時間單位是非常短暫的；根據

諸論師，在閃電間或眨眼間，即有數萬億個心識剎那過去

了。雖然它極其短暫，但每個心識剎那還可以再分為三個

小剎那，即：生時（uppāda）、住時（*hiti）及滅時（bha�ga）。

在每一個心識剎那裡，一個心生起，執行其剎那間的作用，

隨後即壞滅，而供給下一心生起的因緣條件。如是，依心

識剎那次序，心流持續不斷地發生，即如河水之流一般。 

有些論師，例如阿難尊者（Ācariya Ānanda，《阿毗達

摩初疏鈔》Mūla*ikā的作者），則不接受名法有「住時小剎

那」，舉出《雙論》中的「心雙」一章只提及心的生時與滅

時，而沒有提及住時。然而阿耨樓陀尊者並不支持這觀點，

註解其著作的諸論師也都不支持該觀點。《阿毗達摩義廣

釋》指出「住時小剎那」是諸法生時與滅時之間的階段，

其時該法「面對自己的壞滅」（bha�gābhimukhāvathā）。列

迪長老認為住時是生與滅兩個階段的中間點，就譬如把一

塊石頭拋上空中，它必須有一個（停止的）剎那，然後才

開始掉下來。他也說住時可以包括法的生時與滅時之外的

整個壽命。許多論師認為佛陀在《增支部》（A.3:47/i,152）

裡所說的：「緣生法有三相，即：生、滅、及住立的變易」

已暗示了有住時。在此，他們認為「住立的變易」（*hitassa 

aññathatta）即是指住時。 

色法也經過生、住、滅三時，但這三時所佔的時間是

等於十七個心生滅的時間。名法與色法的生時和滅時的時

間長短都一樣，但色法的住時則等於名法的四十九個小剎

那。75 

                                               
75 但有些色法是例外的，即：身表、語表與四相色（見第六章、節

四）。兩種表色的壽命只是一個心識剎那。於四相色當中，色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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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緣……在住時呈現於五根門：色所緣等五所緣都

是色法，所以能夠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由於它們在生起

的小剎那還很弱，所以只有在住時才能呈現於五根門。 

如是，若色所緣：當沒有活躍的心路過程發生時，

屬於同一種心的有分心流即會不斷地發生，且只取同一

個目標，也即是前一世最後一串速行（臨死速行）的目

標，此目標是業或業相或趣相。在五所緣之一呈現於根

門的當下，一個有分心已過去了，此心名為「過去有分」

（atītabhava�ga）。隨後有兩個由於該目標的撞擊力而波

動，第二個中斷了有分流。在疏鈔裡，這兩個（有分心）

被分別為「有分波動」（ bhava�gacalana）與「有分斷」

（bhava�g'upaccheda）。之後，在五門轉向心生起的那一剎

那，心流即已從「離路的階段」出來，而進入心路過程。 

二十九種欲界速行心：它們是十二不善心、八大善

心、八大唯作心及唯作生笑心。 

這所緣即名為「極大」：在取極大所緣為目標的心路

過程裡，所緣的生起與過去有分的生起同時發生。由於

五所緣與淨色的壽命都是十七個心識剎那，它們兩者與

第二個彼所緣同時滅盡。如是，這種心路過程進行了整

整十七個心識剎那，而其中從五門轉向心起始的十四心

是真正的心路過程心。這種心路過程名為「彼所緣時分」

（tadāramma.avāra），即結束於彼所緣的過程。（見表 4-1） 

心路過程與「六個六」之間的關係可以如下理解。當

色所緣撞擊眼淨色時，在眼處的支助之下，眼識即生起，

取該撞擊眼淨色的色所緣為目標。對於眼識，眼淨色是它

的依處及門，色所緣是它的目標。在該心路過程裡的其他

                                                                                                 
與色相續等於生時；色無常性等於滅時；色老性則等於四十九個小

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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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五門轉向心、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及彼

所緣──是屬於意識。它們也取同一個色所緣為目標，以

眼淨色為門，但依靠心所依處而生起。對於該過程裡所有

的心，有分也是它們的門，因為整個心路過程是從有分出

起的。76如是所有的五門心路過程皆有二門，即個別的根門

和共用的意門或有分。由於它特別地在眼門生起，所以稱

它為「眼門心路過程」，而由於特別地擁有眼識，所以稱它

為「眼識心路過程」。由於它的目標是極大所緣，撞擊根門

之後只有一個（有分）心識剎那過去，所以稱之為「極大

所緣的心路過程」。對於其他的根門心路過程亦可如此理

解，只需把「眼識」換成各自的根識77，如：耳識等。 

古代阿毗達摩論師以芒果的比喻來形容心路過程。78有

個人蓋著頭睡在芒果樹下。其時有粒熟了的芒果掉下撞在

地上，其聲吵到他的耳朵裡。被聲音吵醒之後，他張開眼

看，伸手取該果，捏一捏及嗅一嗅它。然後把它給吃了，

吞下及回味它的味道。過後再倒回去睡覺。 

在此，那人睡在芒果樹下就有如有分流。芒果掉下撞

在地上，其聲吵到他的耳朵則有如所緣撞擊根門，如：眼

門。被聲音吵醒即有如五門轉向心轉向所緣。張開眼看即

有如眼識執行看的作用。伸手取該芒果有如領受心領受所

緣。捏一捏芒果有如推度心在推度所緣。嗅一嗅它則有如

                                               
76 譯按：五所緣必須同時撞擊各自的根門與有分，如此才能令各自

的心路過程生起。例如，色所緣必須同時撞擊眼淨色與有分，如此

依靠心所依處的五門轉向心、依靠眼淨色的眼識、依靠心所依處的

領受心等等才能生起。 
77 譯按：在此稱所有雙五識為根識，以區別它們和意識。 
78 這比喻記載於《殊勝義註》巴、頁 271-272；英、頁 359-360，

但無吃芒果之後的部份。後來的傳承（如《阿毗達摩義廣釋》）再

加上吞芒果及倒回去睡覺來個別形容彼所緣與再沉入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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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心在確定所緣。吃芒果即有如速行在體驗所緣的滋

味。吞下及回味它的味道有如彼所緣取速行的所緣為所

緣。那人過後再倒回去睡覺則有如再沉入有分。 

應注意整個心路過程的發生是毫無自我的，沒有所謂

在其背後的永恆體驗者，或內在控制者，或在心路過程之

外的「識知者」。剎那生滅的諸心本身已完成了一切識知應

有的作用，而識知過程的互相配合是源自因果緣起的法

則。在心路過程裡，每一心皆依照「心之定法」生起。它

依靠各種不同的緣生起，這包括前生心、所緣、門及依處

色。生起之後，它在心路過程裡執行它特有的作用，然後

即滅盡，及成為下一心的緣。 

節七：大所緣 
Yāva tadāramma.'uppādā pana appahontātītakam āpātham 

āgata> ālambana> mahanta> nāma. Tattha javanāvasāne 
bhava�gapāto va hoti. Natthi tadāramma.'uppādo. 

當所緣在（兩三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門），

而不能支持到彼所緣生起，該所緣即名為「大」。在這情形，

速行結束之後即沉入有分，彼所緣則沒有生起。 

節七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大」：對於這種心路過程，

所緣生起直至它的撞擊力令到有分心波動的期間，已有兩

三個過去有分過去了。由於該所緣及根門只能維持十七個

心識剎那，這過程沒有充足的時間以令彼所緣生起；即使

過去有分只是兩個，彼所緣也不能生起，因為彼所緣必須

在連續生起兩次，或完全沒有生起。 

當過去有分有兩個時，還有另外十五心可以在該所緣

的壽命期裡生起。在這種情形之下，該所緣及根門（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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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皆與速行之後的第一個有分心同時滅盡。當過去有分

有三個時，還有另外十四心可以在該所緣的壽命期裡生

起。在這種情形之下，該所緣及根門（淨色）兩者皆與最

後一個速行心同時滅盡。這種心路過程亦名為「速行時分」

（javana-vāra），即結束於速行的心路過程。 

節八：微細所緣 
Yāva javan'uppādā pi appahontātītakam āpātham āgata> 

ālambana> paritta> nāma. Tattha javanam pi anuppajjitvā 
dvattikkhattu> votthapanam eva pavatta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va hoti. 

當所緣在（四至九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門），

而不能支持到速行生起，該所緣即名為「微細」。在這情形

之下，即使速行也都不能生起，但確定發生兩或三次，過

後即沉入有分。 

節八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微細」：對於微細所緣的

心路過程，有四至九個過去有分先已過去，而沒有速行能

夠生起。確定心將發生兩次或三次，隨後心路過程即沉入

有分。依據過去有分的數目，微細所緣的心路過程有六種。

這種心路過程亦名為「確定時分」（votthapana-vāra），即結

束於確定的心路過程。 

節九：極微細所緣 
Yāva votthapan'uppādā ca pana appahontātītakam āpātham 

āgata> nirodhāsannam ālambana> atiparitta> nāma. Tattha 
bhava�gacalanam eva hoti. Natthi vīthicittuppādo. 

當所緣在（十至十五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

（門），由於它是在壞滅的邊緣，所以不能支持到確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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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該所緣即名為「極微細」。在這情形，只有有分波動，

而心路過程則完全沒有生起。 

 

表 4-2：不同所緣強度的眼門心路過程 
 所緣 之前 所緣的壽命（十七心識剎那） 之後 

1 極大 有分 (1)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2)彼 有分 

2 
大 

有分 (2)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有分 有分 

3 有分 (3)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 有分 

4 

微
細 

有分 (4)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4)有分 有分 

5 有分 (5)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3)有分 有分 

6 有分 (6)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2)有分 有分 

7 有分 (7)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1)有分 有分 

8 有分 (8)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 有分 

9 有分 (9)過-波-斷-五-眼-領-推-(2)確 有分 

10 

極
微
細 

有分 (10)過-(2)波-(5)有分 有分 

11 有分 (11)過-(2)波-(4)有分 有分 

12 有分 (12)過-(2)波-(3)有分 有分 

13 有分 (13)過-(2)波-(2)有分 有分 

14 有分 (14)過-(2)波-(1)有分 有分 

15 有分 (15)過-(2)波 有分 

註： 

過 = 過去有分 領 = 領受心 

波 = 有分波動 推 = 推度心 

斷 = 有分斷 確 = 確定心 

五 = 五門轉向心 速 = 速行心 

眼 = 眼識 彼 = 彼所緣 

( )裡的數目是指生起的次數，例如：(7)速 = 七個速行心。 

對於五門裡的耳門等心路過程，只須把「眼識」換成相符的「耳識」

等。在五門的每一門都可以產生上述十五種過程，所以在五門裡一

共有七十五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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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九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極微細」：當所緣是極微

細所緣時，沒有心路過程心能夠生起，而只有有分波動。

在該所緣的十七個心識剎那的壽命期裡，有十至十五個心

識剎那被過去有分所佔，兩個是有分波動，剩餘的是波動

過後的有分。這類過程有六種，名為「無效時分」

（moghavāra），即無效的過程。 

節十：所緣的呈現方式 
Icc'eva> cakkhudvāre tathā sotadvārādīsu cā ti sabbathā pi 

pañcadvāre tadāramma.a-javana-votthapana-moghavāra- 
sa�khātāna> catunna> vārāna> yathākkama> ālambanabhūtā 
visayappavatti catudhā veditabbā. 

與眼門相同，於耳門等亦是如此。如是當知於一切五

門皆有四種所緣呈現的方式；依次序，這四種方式名為：

一、彼所緣時分；二、速行時分；三、確定時分；四、無

效時分。 

節十之助讀說明 

如是當知於一切五門等：若把這四種過程再分類，則

一共有十五種根門心路過程。由於每一種都可以發生於所

有的五根門，因此一共有七十五種根門心路過程。（見表

4-2） 

節十一：總結 
Vīthicittāni satt'eva cittuppādā catuddasa 
Catupaññāsa vitthārā pañcadvāre yathāraha>. 

心路過程心一共有七種及生起十四次。詳說則於五門

有五十四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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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m ettha pañcadvāre 
vīthicittappavattinayo. 

於此，這是五門心路過程生起之法。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心路過程心一共有七種等：這七種心路過程心是五門

轉向心、根識（五識之一）、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

行心及彼所緣。生起十四次則是計算速行七次及彼所緣兩

次（其他的各是一次）。發生於五門心路過程的五十四心是

所有的欲界心。 

意門心路過程 
（manodvāravīthi） 

節十二：有限速行心路過程 
Manodvāre pana yadi vibhūtam ālambana> āpātham 

āgacchati, tato para> bhava�gacalana-manodvārāvajjana- 
javanāvasāne tadāramma.apākāni pavattan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當清晰所緣呈現於意門，有分波動、意門轉向、速行

及在速行之後的彼所緣即會轉起。隨後即再次沉入有分。 

Avibhūte pan'ālambane javanāvasāne bhava�gapāto va hoti. 
Natthi tadāramma.'uppādo ti. 

對於不清晰所緣，在速行之後即沉入有分，彼所緣沒

有生起。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意門心路過程：當心路過程發生於五門的任何一門

時，事實上是涉及了兩門，即根門與意門。稱為意門心路

過程的是純粹只發生於意門的心路過程，完全沒有涉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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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為了使它更明確化，也稱之為「純意門心路過程」

（suddhamanodvāravīthi）。 

意門心路過程包括了在節十二至十三所述的欲界或

「有限心路過程」（parittavīthi），以及在節十四至十六所述

的廣大（mahaggata）與出世間（lokuttara）心路過程。 

有限或欲界意門心路過程本身有兩種：一、隨五門心

路過程之後生起的隨起意門心路過程（ pañcadvārānu- 

bandhakā）；二、獨立的心路過程（visu>siddhā）。 

（一）鼓只受到棍敲擊一次即會傳出一陣陣的回響，

如是當五根門只受到五所緣撞擊一次，而在五門心路過程

停止之後，過去所緣即會呈現於意門，引發了許多意門心

路過程。由於這些心路過程是隨五門心路過程之後生起，

它們稱為「隨起心路過程」。依據隨五種根門心路過程之後

生起，它們可分為五種。 

列迪長老解釋：明確地識知所緣是發生於這些隨起心

路過程；在純五門心路過程裡並沒有如此明確地識知所

緣。例如，在眼門心路過程之後，首先生起的是「彼隨起

意門心路過程」（tadanuvattikā manodvāravīthi），再次緣取

根門心路過程剛剛識知的所緣。隨後依次生起的各個心路

過程則整體地識知該所緣（samudāyagāhikā）、識知所緣的

顏色（va..asallakkha.ā）、領會所緣的實體（vatthugāhikā）、

識知所緣的實體（vatthusallakkha.ā）、領會所緣的名稱

（nāmagāhikā）、以及識知所緣的名稱（nāmasallakkha.ā）。 

「整體地識知該所緣的心路過程」是（第二個）意門

心路過程，它整體地識知已重複地被前兩個過程（即根門

及彼隨起心路過程）識知的所緣。這過程執行組合的作用，

把對所緣片段的感覺組成一體，有如把旋轉的火炬看成一

圈火光。只有在這發生之後才有可能識知顏色。當識知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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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發生時，人們就會識知它為「藍色」等等。當識知實體

發生時，人們識知實體或形狀。當識知名稱發生時，人們

識知（所緣的）名稱。因此，列迪長老認為，只有在識知

（所緣的）個別特徵時，人們知道：「我看到這或那特徵。」 

（二）當六所緣的任何一個直接呈現於意門，而不是

在五門心路過程之後發生時，「獨立意門心路過程」即會生

起。可能有人會質問所緣如何能夠不依靠五根，而直接呈

現於意門。列迪長老舉出幾個來源：從以前直接體驗的，

或從以前直接體驗的再加以推測；從以前聽來的，或從聽

來的再加以推測；由於相信、觀念、推理或省思之後所接

受的見解；通過業力、神通力、身體不調、天神的影響、

觀照、覺悟等等。他解釋：如果有人只是清晰地體驗某種

目標一次，即使是過了一百年之後，緣於該目標，在條件

具足時也有可能令到有分心波動。已受到過往體驗滋養的

心是非常易於再受到它們的影響。當它遇到五所緣的任何

一個時，該所緣都可能觸發一連串心流，而識知上千個過

去所體驗的目標。 

不斷受到這些因緣刺激的心流，時時刻刻都在尋求機

會自有分心中出起，以清楚地識知目標。因此，有分心裡

的作意心所不斷地令到有分心波動，以及不斷地把心轉向

由於因緣已具足而呈現的目標。列迪長老解釋，即使有分

心已有自己的目標，它還是傾向於緣取其他目標。由於有

分心不斷地「蠢蠢欲動」，當某個目標基於其他因緣而足夠

明顯時，它即會把心流從有分心中拉出來，而呈現於意門

心路過程。 

獨立的意門心路過程可分為六種：根據以前直接體驗

的、根據以前直接體驗的再加以推測、根據聽來的、根據

聽來的再加以推測、根據所識知的、根據所識知的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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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的心路過程。在此，「所識知的」包括了相信、觀念、

觀照與覺悟；「從所識知的再加以推測」包括通過歸納或推

理而得來的結論。 

當清晰所緣呈現等等：在欲界裡有兩種意門心路過

程，它們之間的差別在於目標的強度。對於取清晰所緣

（vibhūtālambana）為目標的心路過程，當所緣呈現於意門

時，有分波動（兩次）之後即停止。然後意門轉向心轉向

該所緣，繼而有七個速行及兩個彼所緣生起，而後心路過

程再度沉入有分。這是指在欲地的有情；於色界天及無色

界天的有情，即使是對特別清晰的所緣，彼所緣也不會生

起。（見節十九至二十） 

對於不清晰所緣：對於取不清晰所緣（ avibhūtā- 

lambana）為目標的心路過程，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彼所

緣都不會生起。 

列迪長老認為，對於取不清晰所緣的心路過程，於速

行之後沉入有分應是最長的過程。然而，他認為，當所緣

是不清晰時，也有在意門轉向心發生兩三次之後即結束的

過程；而且只有有分波動的過程也可能發生。因為對於純

意門心路過程，有無數次目標呈現於意門時只令到有分波

動兩三下，過後該波動即停止，而沒有真正的心路過程心

生起。所以，根據列迪長老，對於意門，所緣的呈現方式

亦有四種。結束於彼所緣的可稱為「極清晰的呈現方式」

（ati-vibhūta）；結束於速行的可稱為「清晰的呈現方式」

（vibhūta）；結束於意門轉向心的可稱為「不清晰的呈現方

式」（avibhūta）；而只有有分波動的則可稱為「極不清晰的

呈現方式」（ati-avibhūta）。呈現的清晰程度是依據目標有多

明顯或心的力量幾強。因為即使當心很弱時，很明顯的目

標也能夠清晰地呈現；再者，即使目標很微細深奧，強勁

的心還是能夠清楚地識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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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有限速行意門心路過程 
所緣 之前  心路過程 之後 

清晰 有分流 波-斷 意-(7)速-(2)彼 有分流 

不清晰 有分流 波-斷 意-(7)速 有分流 
  
 註： 意 = 意門轉向心 

  其他的與表 4-2相同。 

節十三：總結 
Vīthicittāni tī.'eva cittuppādā das'eritā 
Vitthārena pan'etth'ekacattāDīsa vibhāvaye. 

於該心路過程有三種心，心生起則十次。於此詳細解

釋則有四十一心。 

Ayam ettha parittajavanavāro. 

於此，這是有限速行篇。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三種心等等：該三種心路過程心是意門轉向心、速行

及彼所緣。心生起十次是意門轉向一次、速行七次、彼所

緣兩次。在此的四十一心包括除了雙五識、五門轉向心與

兩個領受心之外的一切欲界心。發生於此的三種推度心的

作用是彼所緣；確定的作用則是意門轉向。 

安止速行意門心路過程 
（appanājavana-manodvāravīthi） 

節十四：安止心路過程 
Appanājavanavāre pana vibhūtāvibhūtabhedo natthi. Tathā 

tadāramma.'uppādo ca. Tattha hi ñā.asampayutta-kāmāvacara- 
javanānam a**hanna> aññatarasmi> parikamm'opacār'ānu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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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rabhū nāmena catukkhattu> tikkhattum eva vā yathākkama> 
uppajjitvā niruddhe tadanantaram eva yathāraha> catuttha> 
pañcama> vā chabbīsati mahaggata-lokuttarajavanesu 
yathābhinīhāravasena ya> kiñci javana> appanāvīthim otarati. 
Tato para> appanāvasāne bhava�gapāto va hoti. 

於安止速行時分，並沒有清晰與不清晰（所緣）之分。

同樣地，彼所緣也不會生起。於此（安止心路過程），八欲

界智相應速行的任何一個生滅四或三次，順次是遍作、近

行、隨順及（更改）種姓。一旦它們滅盡，依情況是第五

或第四剎那，二十六種廣大或出世間心的其中一個，會即

刻如心所願而進入安止心路過程。隨後，在安止的末端即

會再沉入有分。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安止（（（（appanā）：）：）：）：巴利文 appanā 原本是指受到高度提

昇的「尋心所」（vitakka）；它把相應名法深深地投入於目

標裡，致使它們安止於其中。雖然在超越初禪之後即不再

有尋，但由於入禪之心已一境專注於其目標，因此「安止」

一詞亦包括一切屬於色界、無色界及出世間的禪那定。 

並沒有清晰與不清晰（所緣）之分：於安止並沒有這

種區分，因為只有在很清晰地覺知目標時，才有可能證得

禪那定（安止）。 

於此，八欲界智相應速行的任何一個生滅四或三

次：當禪修者即將證得禪那、道或果時，首先會生起意門

轉向心。然後在同一個安止心路過程裡，於安止速行之前，

會有一系列的欲界速行依次生起，把心從欲界導向安止。

於凡夫或有學聖者，這些速行將是四種欲界智相應善心之

一；於阿羅漢，則是四種欲界智相應唯作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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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安止速行心路過程 
初次

證得 
禪修者 之前  心路過程 之後 

禪那 
鈍根者 有分流 波-斷  意-遍-近-隨-種-禪那 有分流 

利根者 有分流 波-斷  意-近-隨-種-禪那 有分流 

道果 
鈍根者 有分流 波-斷  意-遍-近-隨-種-道-(2)果 有分流 

利根者 有分流 波-斷  意-近-隨-種-道-(3)果 有分流 

註： 

波 = 有分波動 近 = 近行 

斷 = 有分斷 隨 = 隨順 

意 = 意門轉向 種 = 種姓 

遍 = 遍作  

 

順次是遍作、近行、隨順及種姓：於鈍根者，這些基

礎速行生起四次，每次都執行不同的基礎作用。第一個剎

那名為「遍作」或「預作」（parikamma），因為它準備心流

證入安止定。下一個剎那名為「近行」（upacāra），因為它

已接近安止。第三個剎那名為「隨順」（anuloma），因為它

順從在它之前的心，以及在它之後的安止。第四個剎那名

為（更改）「種姓」（gotrabhū）：於禪那定，它因超越欲界

以登上廣大心種姓而得其名；於初道定，它名為種姓是因

為它是從凡夫種姓進入聖者種姓的轉變點；對於進入更高

層次道果的轉變點，則隱喻式地稱它為（更改）「種姓」，

但有時亦另稱它為「淨化」（vodāna）。79 

於根器利者，則少了「遍作」剎那，如是於安止之前

只有三個欲界速行生起。 

一旦它們滅盡等等：在種姓心之後，於利根者的第四

                                               
79 見《清淨道論》第廿二章、段廿三、註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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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行，或鈍根者的第五速行，即刻生起了第一個屬於安止

層次的速行心。此心可以是色界五善五唯作心之一，也可

以是無色界四善四唯作心之一，或是四道四果心之一。如

是一共有二十六種。 

當知在安止心路過程裡，是可以有不同的速行心，甚

至屬於不同界（在道果心路過程裡則更能緣取不同的目

標），而所有在（同一個）欲界心路過程裡的速行心都是同

一種心。 

如心所願（（（（yathābhinīhāravasena）：）：）：）：這是指所生起的

安止心是受到禪修者的心願所決定。若他希望證獲初禪，

他即會把自心導向於證獲該禪那地修習止禪（samatha），

對於更高層次的禪那亦是如此。若禪修者所願的是達到道

果 ， 他 即 會 把 自 心 導 向 於 證 獲 該 道 果 地 修 習 觀 禪

（vipassanā）。 

在安止的末端：在安止結束之後就會即刻沉入有分，

不會有彼所緣生起。 

節十五：安止當中的關係 
Tattha somanassasahagatajavanānantara> appanā pi 

somanassasahagatā va pā*ika�khitabbā. Upekkhāsahagata- 
javanānantara> upekkhāsahagatā va. Tatthā pi kusala- 
javanānantara> kusalajavanañ c'eva he**himañ ca phalattayam 
appeti. Kriyājavanānantara> kriyājavana> arahattaphalañ cā ti. 

其中，在悅俱速行之後，即刻生起的安止亦是悅俱；

在捨俱速行之後，即刻生起的安止亦是捨俱。 

亦於其中，在善速行之後，以善速行或首三果心之一

生起安止。在唯作速行之後，以唯作速行或阿羅漢果心生

起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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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這段內文的目的是：確定安止心路過程當中的基礎心

與安止心之間的關係。下文諸偈將會對這段內文所述及的

原則提供詳細的解釋。 

節十六：總結 
Dvatti>sa sukhapuññamhā dvādas'opekkhakā para> 
Sukhitakriyato a**ha cha sambhonti upekkhakā. 
Puthujjanāna sekkhāna> kāmapuññā tihetuto 
Tihetukāmakriyato vītarāgānam appanā. 

在悅俱善心之後，三十二（種安止速行）能生起。在

捨俱（善心）之後，十二（種安止速行能生起）。在悅俱唯

作心之後，八種能生起。在捨俱（唯作心）之後，六種能

生起。 

對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安止發生於欲界三因善心之

後。對於離欲者（即：阿羅漢），安止發生於欲界三因唯作

心之後。 

Ayam ettha manodvāre 
vīthicittappavattinayo. 

於此，這是意門心路過程之法。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在悅俱善心之後等等：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在兩種悅

俱智相應欲界善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三十二

種心可以生起為安止速行（禪那速行），即：首四禪（樂俱）

廣 大 善 心 、 屬 於 首 四 禪 層 次 的 四 道 與 首 三 果 心 。

（4+16+12=32） 

在捨俱（善心）之後等等：亦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在

兩種捨俱智相應欲界善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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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種心可以生起為安止速行（禪那速行），即：色界第五

禪善心、四無色禪善心、屬於第五禪的四道與首三果心。

（1+4+4+3=12） 

在悅俱唯作心之後等等：只於阿羅漢，在兩種悅俱智

相應欲界唯作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八種心可

以生起為安止速行，即：首四禪廣大唯作心與屬於首四禪

層次的阿羅漢果心。（4+4=8） 

在捨俱（唯作心）之後等等：於阿羅漢，在兩種捨俱

智相應欲界唯作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六種心

可以生起為安止速行，即：屬於第五禪的五種廣大唯作心

及阿羅漢果心。（5+1=6） 

對於凡夫與有學聖者等等：對於凡夫及已證得首三道

果的有學聖者，在四種欲界智相應善心其中之一生起之

後，上述的四十四種安止心（32+12=44）之一可以生起。

對於阿羅漢，在四種欲界智相應唯作心其中之一生起之

後，上述的十四種安止心（8+6=14）之一可以生起。 

彼所緣之定法 
（tadāramma.aniyama） 

節十七：彼所緣之分析 
Sabbatthā pi pan'ettha ani**he āramma.e akusalavipākān'eva 

pañcaviññā.a-sampa*icchana-santīra.a-tadāramma.āni; i**he 
kusalavipākāni; ati-i**he pana somanassasahagatān'eva santīra.a- 
tadāramma.āni. 

於此，在一切情況之下，當所緣是不可喜時，（所生起

的）五識、領受、推度與彼所緣皆是不善果報心。當所緣

是可喜時，它們則是善果報心。若所緣是極可喜，推度與

彼所緣則是悅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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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thā pi somanassasahagatakriyājavanāvasāne somanassa- 
sahagatān'eva tadāramma.āni bhavanti. Upekkhāsahagatakriyā- 
javanāvasāne ca upekkhāsahagatān'eva honti. 

另者，關於這點，在悅俱唯作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

緣也是悅俱。在捨俱唯作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緣也是捨

俱。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是不可喜時等等：所緣可以分為三組：不可喜

（ani**ha）、中等可喜（i**hamajjhatta或 i**ha可喜）與極可

喜（ati-i**ha）。可喜所緣有兩種，然而不可喜所緣則只有一

種。 

根據《阿毗達摩論》，所緣本質的差異是在於所緣本身

的自性，不會由於體驗者的性格或偏愛而變更。註解《分

別論》的《迷惑冰消》提出，當人們把可喜所緣視為不可

喜，或把不可喜所緣視為可喜時，那是因為他的「顛倒想」

（saññāvipallāsa）才會如此。無論如何，該所緣皆依本身

自性而屬於可喜或不可喜，完全與體驗者的偏愛無關。《迷

惑冰消》再指出，可以根據「中等有情」（majjhima-satta）

去區別所緣的自性是可喜還是不可喜：「可根據中等（的

人，如）會計師、政府公務員、議員、地主及商人對所緣

感到可喜或不可喜來區別它。」80 

人們會體驗到不可喜、可喜或極可喜所緣是由自己的

過去業所決定。如是所遇到的目標提供過去業成熟的因

緣，而生起為果報心。該果報心自動地會與該所緣的自性

相符，完全沒有刻意造作，即有如鏡中的臉影與真正的面

容相符一致。 

                                               
80 見《迷惑冰消》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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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善業成熟，人們遇到不可喜所緣，以及生起識

知該所緣的不善果報心。在此，根識、領受、推度與彼所

緣肯定是不善果報心。除了苦俱身識之外，它們都是捨俱。 

反之，由於善業成熟，人們遇到中等可喜或極可喜所

緣，以及識知該所緣的善果報心。在此，根識、領受、推

度與彼所緣四種果報心肯定是善果報心。除了樂俱身識、

體驗極可喜所緣的悅俱推度與悅俱彼所緣之外，它們都是

捨俱。 

當目標是不可喜所緣時，執行彼所緣作用的肯定是不

善果報推度心。對於中等可喜所緣，執行彼所緣作用的是

捨俱善果報推度心或四種捨俱大果報心之一。對於極可喜

所緣，執行彼所緣作用的是悅俱善果報推度心或四種悅俱

大果報心之一。 

應注意果報心是由所緣的自性決定，但速行心則不是

如此，而能依照體驗者的性格及內心傾向變易。即使當目

標是極可喜所緣，速行也可能是捨俱善心或捨俱不善心；

例如：在見到佛陀時，多疑者心中可能會生起疑相應（不

善）心；而在見到美女時，禪修的比丘心中可能會生起捨

俱智相應善心。甚至可能對極可喜所緣生起憂俱瞋恚相應

心。再者，對不可喜所緣，也有可能生起一般上是遇到可

喜所緣才生起的速行。所以，受虐待狂能夠在遭受身體苦

楚時生起悅俱貪根心；而禪修的比丘能以悅俱智相應善心

觀想腐爛的死屍。 

另者，關於這點等等：這段指出並不是只有果報心與

所緣相符，而是阿羅漢的欲界唯作速行心也是如此。當阿

羅漢體驗極可喜所緣時，其速行心是四種悅俱唯作心之

一，而彼所緣則是五種悅俱果報心之一（該五心是四個悅

俱大果報心及一個悅俱推度心）。當他體驗不可喜或中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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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所緣時，生起的速行是捨俱，而其彼所緣則是六種捨俱

果報心之一（該六心是四個捨俱大果報心及兩個捨俱推度

心）。 

列迪長老指出，上述對所緣和阿羅漢唯作速行之間關

係的解釋，只是針對速行是自然（而不是造作）的情況之

下生起時而言。在適當的作意之下，面對極可喜所緣時，

阿羅漢也能夠激起捨俱唯作心，以及面對不可喜所緣時，

激起悅俱唯作心。對於該見解，列迪長老引用以下《中部‧

根修習經》（Majjhima Nikāya, 152 Indriyabhāvanā Sutta）的

經文加以證明其正確性： 

「於此，阿難，當比丘以眼看顏色，其時生起了可喜

的、生起了不可喜的、生起了可喜亦不可喜的。若他

願意，他能安住於體驗可厭的為不可厭……若他願

意，他能遠離可厭與不可厭兩者，而安住於捨、念與

明覺。」 

節十八：額外有分 
Domanassasahagatajavanāvasāne ca pana tadāramma.āni 

c'eva bhava�gāni ca upekkhāsahagatan'eva bhavanti. Tasmā 
yadi somanassapa*isandhikassa domanassasahagatajavanāvasāne 
tadāramma.asambhavo natthi, tadā ya> kiñci paricitapubba> 
parittāramma.am ārabbha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a> uppajjati. 
Tam anantaritvā bhava�gapāto va hotī ti pi vadanti ācariyā. 

但在憂俱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緣或有分都是捨俱

的。所以，對於結生心是悅俱的人，若在憂俱速行之末沒

有彼所緣生起，那麼，諸師解釋，其時即會生起捨俱推度

心，而識知任何它所熟悉的小所緣。之後就即刻沉入有分。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但在憂俱速行之末等等：由於悅受和憂受是兩個極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158 

端，擁有這兩種不同感受的兩個心是不能前後緊接著生起

的。但擁有這兩種感受之一的心，能在捨俱心前一剎那或

後一剎那緊接著它而生起。所以，當速行是憂俱瞋根心時，

若隨它之後有彼所緣生起，該彼所緣必定是捨俱。81若沒有

彼所緣生起，只有在有分是捨俱時，它才能隨著速行之後

生起。 

所以，對於結生心是悅俱的人等等：對於有分是四種

悅俱大果報心之一的人，若沒有彼所緣隨著憂俱速行之後

生起，在速行之末就不能即刻沉入有分，因為擁有兩個極

端的兩個心是不能緊接著生起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古代

諸阿毗達摩論師解釋，其時即會生起一剎那的捨俱推度

心，作為調和速行的憂受及有分的悅受。其時該心並沒有

執行推度的作用。它緣取一個與該心路過程不同的目標，

即任何它所熟悉的欲界所緣，而純粹只是為回到正常的有

分流鋪路。這特別的心名為「額外有分」（ āgantuka- 

bhava�ga）。 

節十九：彼所緣的法則 
Tathā kāmāvacarajavanāvasāne kāmāvacarasattāna> 

kāmāvacaradhammesv'eva āramma.abhūtesu tadāramma.a> 
icchantī ti. 

同樣地，他們認為彼所緣（只）在欲界速行之末生起、

（亦只）於欲界有情、且只有在欲界法成為（所取的）所

緣的時候。 

                                               
81 從這項聲明看來，若對極可喜所緣生起瞋恚，隨速行之後生起的

彼所緣則不能是悅俱（如節十七所言）；反之，該彼所緣將是捨俱

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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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二十：總結 
Kāme javanasattāramma.āna> niyame sati 
Vibhūte'timahante ca tadāramma.am īrita>. 

他們說，必定是欲界速行、欲界有情、欲界所緣時，

彼所緣才能緣取清晰或極大所緣為目標而生起。 

Ayam ettha tadāramma.aniyamo. 

於此，這是彼所緣的法則。 

速行的法則 
（javananiyama） 

節廿一：欲界速行 
Javanesu ca parittajavanavīthiya> kāmāvacarajavanāni 

sattakkhattu> chakkhattum eva vā javanti. Mandappavattiya> 
pana mara.akālādīsu pañcavāram eva. Bhagavato pana 
yamakapā*ihāriyakālādīsu lahukappavattiya> cattāri pañca vā 
paccavekkha.acittāni bhavantī ti pi vadanti. 

於速行當中，在有限速行心路過程裡，欲界速行只生

起七或六次。但在軟弱的心路過程裡，例如死亡的那一刻

等等，它們只生起五次。他們說，當世尊顯現雙神變等時，

由於其轉起極輕快，所以省察心只生起四或五次。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在有限速行心路過程裡：這是指在欲界心路過程裡，

一般上速行生起七次，但當所緣非常微弱時，它們則只生

起六次。在臨死之前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裡，速行只生起

五次，因為心所依處軟弱之故。 

當世尊顯現雙神變等時：佛陀在其一生之中有好幾次

顯現雙神變，以激起他人對其證悟的信心。通過此神變，

佛陀的身體能夠同時發射出火與水（《無礙解道》）。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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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極其迅速與交替地進入火遍與水遍第五禪，然後決意讓

火與水自其身發射而出。在從每一個禪那出來之後，佛陀

極其迅速地省察它的禪支，而速行只生起四或五次，這是

欲界最快的速度。雖然雙神變是由第五禪神通心所執行，

但省察諸禪支的則是由欲界心路過程執行。 

節廿二：安止定裡的速行 
Ādikammikassa pana pa*hamakappanāya> mahaggata- 

javanāni abhiññājavanāni ca sabbadā pi ekavāram eva javan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初學者所證得的第一次安止，以及每一次的神通速

行，都只生起一次而已。過後即沉入有分。 

Cattāro pana magg'uppādā ekacittakkha.ikā. Tato para> 
dve tī.i phalacittāni yathāraha> uppajjan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四道之生起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根據情況，隨後有

兩個或三個果心生起。過後即沉入有分。 

Nirodhasamāpattikāle dvikkhattu> catutthāruppa-javana> 
javati. Tato para> nirodha> phusati. Vu**hānakāle ca anāgāmi- 
phala> vā arahattaphala> vā yathāraham ekavāra> uppajjitvā 
niruddhe bhava�gapāto va hoti. 

在證入滅盡定時，第四無色速行只生起兩次，之後即

證得滅盡。在從滅盡定出來時，根據情況是阿那含或阿羅

漢果心生起一次。當它滅時即會沉入有分。 

Sabbatthā pi samāpattivīthiya> pana bhava�gasoto viya 
vīthiniyamo natthī ti katvā bahūni pi labbhantī ti. 

對於安止心路過程，即有如有分流一般，是沒有固定

的過程規則。當知（廣大與出世間）速行甚至能夠（連續

地）生起許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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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初學者所證得的第一次安止等等：對於每一種禪那的

第一個安止心路過程，廣大速行只生起一次，因為缺少重

複而弱的原故。執行神通的第五禪神通心每次都只生起一

次，即使在已熟練於神通者亦不例外，因為一剎那的神通

心已足以完成其任務。 

四道之生起等等：每一道心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而

且都只出現一次），在那一剎那間，它已執行了斷除或減弱

煩惱的作用。於鈍根者，道心路過程的基礎部份包括了「遍

作」剎那，所以在道心之後的果心只生起兩次。於利根者

則沒有遍作剎那，所以在道心之後的果心生起三次。 

在證入滅盡定時：已證得四色禪及四無色禪的阿那含

與阿羅漢能夠證入滅盡定，於其中，心與心所之流暫時中

斷。雖然其時一切名法活動已停止，但依然擁有保命之溫

的身體還活著。 

若要證入滅盡定，禪修者必須依次進入每一種禪那，

出定後觀照它的名法為無常、苦、無我。在達到無所有處

及從其中出來之後，禪修者實行某些準備工作，然後決意

入滅盡定。其時有兩個第四無色禪心生滅，之後心流即被

切斷。 

入定的時間長短是由禪修者先前早已決定，而通過修

習，它能夠延長至七天之久。在出定之後有一剎那的果心

生起，於阿那含它是阿那含果心；於阿羅漢則是阿羅漢果

心。過後心即沉入有分。詳見第九章、節四十三至四十四。 

對於安止心路過程等等：這是指對於禪那定與果定，

通過不斷的修習即能夠延長安止的時間。初證得的安止只

有一個速行剎那。但通過修習即能把它延長至二、三、四

速行剎那等等。對於已掌握禪那五自在的禪修者，安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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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持續不斷一段長久的時間，甚至是好幾天。 

節廿三：總結 
Sattakkhattu> parittāni maggābhiññā saki> matā 
Avasesāni labbhanti javanāni bahūni pi. 

當知有限速行生起七次，道與神通一次，其餘的（廣

大與出世間心）許多次 

Ayam ettha javananiyamo. 

於此，這是速行的法則。 

依人分析 
（puggalabheda） 

節廿四：無因者與二因者 
Duhetukānam ahetukānañ ca pan'ettha kriyājavanāni c'eva 

appanājavanāni ca na labbhanti. Tathā ñā.asampayutta-vipākāni 
ca sugatiya>. Duggatiya> pana ñā.avippayuttāni ca 
mahāvipākāni na labbhanti. 

於此，對於（結生心是）二因和無因的人，唯作速行

與安止速行不會生起。同樣地，在善趣裡，智相應果報心

不會生起。但在惡趣裡，智不相應的大果報心（也）不會

生起。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若有情的結生、有分與死亡作用是由兩種捨俱推度心

之一執行，該有情的結生心即是無因（ahetuka）。若有情的

結生、有分與死亡作用是由四種智不相應大果報心之一執

行，其結生心即是二因（duhetuka），即少了無痴因或慧根。

對於這類有情，專只屬於阿羅漢所有的唯作速行是不可能

生起於他們心中，而且也不可能證得禪那安止或道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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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不相應的結生心投生到人間或欲界天善趣者，在

其心中不會生起三因大果報心，因為他們的結生心低劣之

故；對於這些有情，其彼所緣只能是無因或二因果報心。

在惡趣裡，結生心肯定是無因的；在其地連大果報心也不

會生起為彼所緣，而只有無因心能生起為彼所緣。 

節廿五：三因者 
Tihetukesu ca khī.āsavāna> kusalākusalajavanāni na 

labbhanti. Tathā sekkhaputhujjanāna> kriyājavanāni. Di**higata- 
sampayutta-vicikicchājavanāni ca sekkhāna>. Anāgāmi- 
puggalāna> pana pa*ighajavanāni ca na labbhanti. Lokuttara- 
javanāni ca yathāraha> ariyānam eva samuppajjantī ti. 

在（結生心）三因者當中，善與不善速行不會生起於

阿羅漢。同樣地，唯作速行不會生起於有學聖者及凡夫。

邪見相應及疑相應速行不會生起於有學聖者。瞋恚相應速

行不會生起於阿那含。唯有聖者才能依各自的能力去體驗

出世間速行。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以智相應的結生心投生者是結生三因者（tihetuka）。這

些有情可以是凡夫、有學聖者或阿羅漢（當然是在投生過

後才修成阿羅漢，不是依結生心之力而成為阿羅漢）。 

在須陀洹道（入流道）時，邪見及疑煩惱已被斷除，

因此邪見相應及疑相應速行不會生起於有學聖者。阿那含

（不還者）已斷除了瞋煩惱，因此不會再體驗到瞋根心。 

節廿六：總結 
Asekkhāna> catucattāDīsa sekkhānam uddise 
Chapaññās'āvasesāna> catupaññāsa sambhavā. 

如是說，根據情況，無學者體驗四十四種心，有學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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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五十六，其餘則五十四。 

Ayam ettha puggalabhedo. 

於此，這是人之分析。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結生心三因的凡夫最多能夠體驗五十四種心，即：十

二不善心、十七善心（即不包括四道心）、廿三欲界果報心

及兩個轉向心。 

然而，對於投生到惡趣的有情，其結生心是無因的，

而只能體驗三十七種心，即：十二不善心、八大善心、十

五無因果報心及兩個轉向心。對於以無因或二因結生心投

生到善趣者，他們也能夠體驗到四種智不相應大果報心，

所以一共能體驗到四十一種心。結生心三因者所能體驗的

五十四種心則再包括了九種禪那善心；當然對於還未證得

某禪那者則應減去該禪那心。 

在須陀洹道時，邪見及疑煩惱已被斷除，因此四種邪

見相應心及一種疑相應心已被消除。若包括禪那心，須陀

洹與斯陀含能夠體驗以下五十種心：七不善心、十七善心、

廿三欲界果報心、兩個轉向心及一個果心；後者於須陀洹

是須陀洹果心，於斯陀含則是斯陀含果心。阿那含又已斷

除了瞋恚，所以不會再體驗到兩種瞋根心，而其所體驗的

果心是阿那含果心；最多能夠體驗四十八種心。內文提到

有學聖者能夠體驗五十六種心，這是把首三果心及四道心

都包括在內的算法。 

在此稱為「無學者」（asekkha）的阿羅漢已完全斷除

了一切煩惱，因此不會再體驗任何不善心。他們所能體驗

的四十四種心是：十八無因心、八大果報心、八大唯作心、

五色界唯作心、四無色界唯作心及一個阿羅漢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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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目是對於欲界有情而言。如下節指出，對於色

界與無色界有情，該些數目則必須減去不能生起於該界之

心。 

依地分析 
（bhūmibheda） 

節廿七：分析 
Kāmāvacarabhūmiya> pan'etāni sabbāni pi vīthicittāni 

yathāraha> upalabbhanti. 
Rūpāvacarabhūmiya> pa*ighajavanatadāramma.a-vajjitāni. 
Arūpāvacarabhūmiya> pa*hamamagga-rūpāvacara-hasana- 

he**himāruppa-vajjitāni ca labbhanti. 

於欲地，上述的一切心路過程根據情況而發生。 

於色地，（一切都能發生）除了瞋恚相應速行和彼所

緣。 

於無色地則再除去第一道、色界心、生笑心及較下層

的無色界心。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此文所提的「地」是指生存地，而不是指心之地或心

之界。瞋恚相應心不會生起於色地，因為在修習以證入禪

那時已鎮伏了瞋恚。瞋恚與彼所緣也不會出現於無色地。

沒有色身則不能笑。投生至無色界天者不能證得色界禪或

較下層的無色禪。 

節廿八：特別情況 
Sabbatthā pi ca ta>ta> pasādarahitāna> ta>ta> dvārika- 

vīthicittāni na labbhant'eva. 
Asaññasattāna> pana sabbathā pi cittappavatti natth'evā ti.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166 

於一切地，對於缺少某根者，與該根門相關的心路過

程不能生起。 

於無想有情則完全沒有心路過程生起。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對於缺少某根者：這是指在欲界裡瞎眼、耳聾等的有

情，以及沒有鼻、舌與身根的色界有情。 

於無想有情：這些有情是完全沒有心的，所以不會有

心路過程。見第五章、節卅一。 

節廿九：總結 
Asīti vīthicittāni kāme rūpe yathāraha> 
Catusa**hi tathāruppe dvecattāDīsa labbhare. 

根據情況，於欲地有八十種心路過程心；色地有六十

四種；無色地有四十二種。 

Ayam ettha bhūmivibhāgo. 

於此，這是依地分析。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能在欲地生起的八十種心路過程心包括一切心，除了

絕不會發生在心路過程裡的九廣大果報心。 

能在色地生起的六十四種心路過程心是：十不善心（除

去兩個瞋根心）、九無因果報心（除去三對鼻識、舌識與身

識）、三無因唯作心、八大善心、八大唯作心、五色界善心、

五色界唯作心、四無色界善心、四無色界唯作心及八出世

間心。 

能在無色地生起的四十二心路過程心是：十不善心、

一個意門轉向心、八大善心、八大唯作心、四無色界善心、

四無色界唯作心及七出世間心（除去須陀洹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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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結論 
Icc'eva> chadvārikacittappavatti yathāsambhava> 

bhava�gantaritā yāvatāyukam abbocchinnā pavattati. 

根據情況，只要壽命未盡六門心路過程即會繼續生

起，（它們）之間則間隔著有分心。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Vīthisa�gahavibhāgo nāma 
catutth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心路過程之概要」的 

第四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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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離心路過程之概要 
（Vīthimutt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Vīthicittavasen'eva> pavattiyam udīrito 
Pavattisa�gaho nāma sandhiya> dāni vuccati. 

如是，已依在生命期裡的心路過程說示（心）生起之

概要。如今當依結生時刻說示（心）生起之概要。 

節一之助讀說明 
在前一章裡，作者解釋了心流活躍的一面，即發生於

生命旅途裡的心路過程。在這一章他將解釋不活躍的心或

「離心路過程心」。雖然作者在序文裡只說及「結生時刻」

（sandhiya>），但此章亦將解釋作為有分心與死亡心的離

心路過程心。 

節二：列舉類別 
Catasso bhūmiyo, catubbidhā pa*isandhi, cattāri kammāni, 

catudhā mara.'uppatti cā ti vīthimuttasa�gahe cattāri catukkāni 
veditabbāni. 

於離心路過程之概要，當知有「四個四」，如下： 

一、四生存地； 

二、四種結生； 

三、四種業； 

四、四種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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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二之助讀說明 
離心路過程之概要以解說整個宇宙的分界為始，列出

了每一個生存地當中的諸界（見表 5-1）。在解說各種離心

路過程心之前，作者先分析諸生存地，因為根據《阿毗達

摩論》，外在世界是內心世界的反映。這並不是指《阿毗達

摩論》把外在世界說成只是由心想像所有。外在世界的確

存在與真實。然而，諸心時常識知外在世界，而且各種不

同的心能決定外在世界如何呈現。心與世界互相依靠，且

極其錯綜複雜地交織，直至宇宙的構成與心的層次相符。 

由於它們是相符的，了解它們其中之一有助於了解另

一者。有情死後投生至某一界是因為他在前世造下了能導

致投生至該界的業，或心的業力。 

每一界與特定的結生心相符，而該種果報心則繼續在

一世當中生起為有分心，直至死亡為止。如是當欲界業成

熟時，它即會引生欲界結生心，而產生了欲界生命；當色

界業成熟時，它即會引生色界結生心，而產生了色界生命；

當無色界業成熟時，它即會引生無色界結生心，而產生了

無色界生命。如佛陀所說：「業是田地，心是種子及渴愛是

水份；而有情受到無明蒙蔽、受到渴愛所縛的心將會導致

投生到另一個低等、中等或上等的生命界。」（《增支部》

A.3:76/i,223）由過去業所定，心之種子掉到相等的生存地、

生根及依其潛在業力生長。 

四生存地 
（bhūmicatukka） 

節三：綜覽 
Tattha apāyabhūmi, kāmasugatibhūmi, rūpāvacarabhūmi, 

arūpāvacarabhūmi cā ti catasso bhūmiyo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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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四地是： 

一、惡趣地； 

二、欲善趣地； 

三、色界地； 

四、無色界地。 

節三之助讀說明 

四地：雖然在此分別了惡趣地與欲善趣地，但如在節

五裡所指出，其實它們都是欲地的一部份。 

節四：惡趣地（apāyabhūmi） 
Tāsu nirayo, tiracchānayoni, pettivisayo, asurakāyo cā ti 

apāyabhūmi catubbidhā hoti. 

當中，惡趣地有四個部份，即： 

一、地獄； 

二、畜生道； 

三、餓鬼道； 

四、阿修羅道。  

節四之助讀說明 

惡趣地：直譯巴利文 apāya 是「毫無」（apa）「快樂」

（aya）。這是對痛苦遠遠超越快樂的諸生存界的總稱。它

們是造惡者由於惡業成熟而投生之地。 

地獄（（（（niraya）：）：）：）：根據佛教，地獄是最低下的生存地，

是最痛苦之地。據說在地獄裡的眾生從投生至死亡的期間

裡，必須不斷地遭受自己的惡業之果，完全沒有休息的機

會。諸論師說其中有八大地獄，而其中的痛苦一個比一個

更劇烈難受。它們是：等活地獄（ sañjīva）、黑繩地獄

（kāDasutta）、眾合地獄（sanghāta）、號叫地獄（ror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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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號叫地獄（mahāroruva）、燃燒地獄（tāpana）、大燃燒地

獄（mahātāpana）、阿鼻地獄（avīci）。當中阿鼻地獄又是最

下層及最為恐怖。在每一個大地獄的四方各有四個小地

獄，因此一共有一百三十六個地獄。 

畜生道：畜生道是諸惡趣地之一，人們因惡業的果報

而投生到該道裡。根據佛陀，造惡業的人能夠投生為畜生，

而畜生也能夠因為過去所累積的善業而投生為人，甚至投

生為天神。雖然畜生道的痛苦並不像地獄那麼悲慘，但由

於其處的痛苦還是遠遠超越快樂，以及由於在其處並沒有

適合的時機造善業，所以把它歸納於惡趣地。 

餓鬼道：常被譯為「餓鬼」的巴利文 peta是指一類時

常受到飢餓、口渴及其他病痛，而無法減除其苦的有情。

餓鬼並沒有自己的世界。他們與人類住在同一個世界，如

在森林、沼澤、墳場裡等等。一般上人們並不能看到他們，

除非他們把自己顯現出來給人看，或者，擁有天眼通的人

也能看到他們。 

阿修羅道：阿修羅包括了幾種有情。諸論師指出，在

惡趣地裡的阿修羅是與餓鬼類似長期遭受折磨的有情。應

區別惡趣地的阿修羅和在三十三天與諸神鬥爭的阿修羅，

後者是屬於三十三天的神。 

節五：欲善趣地（kāmasugatibhūmi） 
Manussā, cātummahārājikā, tāvati>sā, yāmā, tusitā, 

nimmānarati, paranimmitavasavattī cā ti kāmasugatibhūmi 
sattavidhā hoti. 

Sā pan'āya> ekādasavidhā pi kāmāvacarabhūmicc'eva 
sa�kha> gacc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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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善趣地有七界，即： 
一、人間； 
二、四大王天； 
三、三十三天（帝釋天）； 
四、夜摩天； 
五、兜率天； 
六、化樂天； 
七、他化自在天。 
這十一界組成欲地。 

節五之助讀說明 

人間：直譯巴利文 manussa（人）是「擁有敏銳心者」。

由於人類的心非常敏銳，這令到人類比其他眾生更能造作

較強的善或不善業。人能夠修行直至證悟佛果，但也能夠

造下弒父弒母極重的惡業。人間是有苦有樂、憂愁愉悅參

半之處，但由於它提供了獲取最上樂的機會，所以它被視

為是善趣。 

四大王天：接下來的六界是欲界天，諸神的住處。在

這些界的壽命比在人間裡的長，所享受的欲樂也比較美

妙，但這一切也都是無常的。 

四大王天依四方而有四個分界。每一分界皆由一位天

王所統治，而其居民都是屬於半神的有情。在東方，持國

天王（Dhatara**ha）統治乾達婆（gandhabba），即：天界的

音樂神。在南方，增長天王（VirūDhaka）統治守護神

（kumbha.Pa），即守護森林、山嶽、寶藏的守護神。在西

方，廣目天王（Virūpakkha）統治諸龍神（nāga）。在北方，

多聞天王（Vessava.a）統治諸夜叉（yakkha）。 

三十三天：據說古時有三十三位把自己的生命奉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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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福利的善男子，死後他們投生至該天界，成為該界

的大王與三十二小王，如是該界即因此而得其名「三十三

天」。該界的大王是帝釋天王（Sakka），亦名為「因陀羅」

（Indra），住在該界首府「善見」（Sudassana）裡的最勝

殿（Vejayanta）。 

夜摩天等等：這些天界是一層比一層高。夜摩天是極

樂之境，其王是善夜摩王（Suyāma）或夜摩王（Yāma）。

兜率天（Tusita）是菩薩成佛之前最後一世的住處。化樂天

（Nimmānarati）的天神能隨心所欲造出欲樂之物。他化自

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的天神不能自己造出欲樂之

物，但能夠控制他人所造之物而取為己用。 

節六：色界地（rūpāvacarabhūmi） 
Brahmapārisajjā, brahmapurohitā, mahābrahmā cā ti 

pa*hamajjhānabhūmi. 
Parittābhā, appamā.ābhā, ābhassarā cā ti dutiyajjhāna- 

bhūmi. 
Parittasubhā, appamā.asubhā, subhaki.hā cā ti 

tatiyajjhānabhūmi. 
Vehapphalā, asaññasattā, suddhāvāsā cā ti catutthajjhāna- 

bhūmi ti rūpāvacarabhūmi soDasavidhā hoti. 
Avihā, atappā, sudassā, sudassī, akani**hā cā ti 

suddhāvāsābhūmi pañcavidhā hoti. 

色界地有十六界，即： 

一、初禪地：梵眾天、梵輔天及大梵天。 

二、第二禪地：少光天、無量光天及光音天。 

三、第三禪地：少淨天、無量淨天及遍淨天。 

四、第四禪地：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及淨居天。 

淨居天又分為五層：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

天及色究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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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六之助讀說明 

色界地有十六界：色界地是那些在生前已修習至證得

某種色禪，而且至死時都沒有因懈怠退失該禪的人死後投

生所至之地。此地依經教的禪那四分法分為四層。在經教

裡只提及四禪，從初禪轉入第二禪時，同時捨棄了尋與伺

兩禪支；如是經教的第二、第三及第四禪個別相等與論教

的第三、第四及第五禪。四禪地當中的首三個各再分為三

界，第四禪地則再分為五界。本章節卅一會解釋投生至禪

那地的原則。 

五淨居天（（（（suddhāvāsa））））是只有已證得三果的阿那含

才能投生之地。投生至該地者絕不會再回到較下層的界

地，而肯定會在該地證入般涅槃。 

節七：無色界地（arūpāvacarabhūmi） 
Ākāsānañcāyatanabhūmi, viññā.añcāyatanabhūmi, 

ākiñcaññāyatanabhūmi,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bhūmi cā ti 
arūpabhūmi catubbidhā hoti. 

無色地界有四層，即： 

一、空無邊處； 

二、識無邊處； 

三、無所有處； 

四、非想非非想處。 

節七之助讀說明 
這四界是那些臨死時還擁有無色禪者死後投生之地。

每一無色禪導致投生到相符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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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三十一界 
地 界 壽元 

四無色

界地 
 

31  非想非非想處 84,000大劫   
30  無所有處 60,000大劫 
29  識無邊處 40,000大劫  
28  空無邊處 20,000大劫  

十
六
色
界
地 

第四禪 

27  色究竟天 16,000大劫  
26  善見天 8,000大劫  
25  善現天 4,000大劫  
24  無熱天 2,000大劫  
23  無煩天 1,000大劫  
22  無想有情天 500大劫  
21  廣果天 500大劫  

第三禪 

20  遍淨天 64大劫  
19  無量淨天 32大劫  
18  少淨天 16大劫 

第二禪 

17  光音天 8大劫 
16  無量光天 4大劫 
15  少光天 2大劫 

初禪 

14  大梵天 1中劫 
13  梵輔天 1/2中劫 
12  梵眾天 1/3中劫  

十
一
欲
界
地 

欲善趣地 

11  他化自在天 16,000天年  
10  化樂天 8,000天年  
9  兜率天 4,000天年  
8  夜摩天 2,000天年   
7  三十三天 / 忉利天 1,000天年   
6  四大王天 500天年 
5  人 不定  

惡趣地 

4  阿修羅 不定  
3  餓鬼 不定  
2  畜生 不定  
1  地獄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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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八：依人 
Puthujjanā na labbhanti suddhāvāsesu sabbathā 
Sotāpannā ca sakadāgāmino cā pi puggalā. 
Ariyā n'opalabbhanti asaññāpāyabhūmisu 
Sesa**hānesu labbhanti ariyā'nariyā pi ca. 

淨居天裡無凡夫，亦無入流或一還。 

聖者不生無想天，亦不投生至惡趣。 

餘地聖者凡夫皆可見。 

Idam ettha bhūmicatukka>. 

於此，這些是四地。 

四種結生 
（pa*isandhicatukka） 

節九：綜覽 
Apāyapa*isandhi, kāmasugatipa*isandhi, rūpāvacara- 

pa*isandhi, arūpāvacarapa*isandhi cā ti catubbidhā hoti 
pa*isandhi nāma. 

結生有四種，即： 

一、惡趣結生； 

二、欲善趣結生；  

三、色界結生； 

四、無色界結生。 

節十：惡趣結生 
Tattha akusalavipāk'opekkhāsahagata-santīra.a> apāya- 

bhūmiya> okkantikkha.e pa*isandhi hutvā tato para> 
bhava�ga> pariyosāne cavana> hutvā vocchijjati. Ayam ekā 
v'āpāyapa*isandhi nāma. 

其中，在投生至惡趣地的那一刻，不善果報捨俱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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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為結生（心）。隨後即沉入有分，最後再成為死亡（心）

及被切斷。這是唯一的惡趣結生。 

節十一：欲善趣結生 
Kusalavipāk'opekkhāsahagata-santīra.a> pana kāma- 

sugatiya> manussānañ c'eva jaccandhādihīnasattāna> 
bhummassitānañ ca vinipātikāsurāna> pa*isandhi-bhava�ga- 
cutivasena pavattati. 

Mahāvipākāni pan'a**ha sabbatthā pi kāmasugatiya> 
pa*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pavattanti. 

Imā nava kāmasugatipa*isandhiyo nāma. 
Sā pan'āya> dasavidhā pi kāmāvacarapa*isandhicc'eva 

sa�kha> gacchati. 

善果報捨俱推度心能轉起為欲善趣地裡瞎眼等先天殘

缺的人類、（某些）地神與墮苦處阿修羅的結生、有分與死

亡（心）。 

八大果報心能能轉起為一切欲善趣地的結生、有分與

死亡（心）。 

這九種是欲善趣的結生。 

（至此所述的）十種是欲界結生。 

節十至十一之助讀說明 
對於各種心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作用的詳細解釋，

見第三章、節九。 

瞎眼等先天殘缺的人類：在此的「等」（ādi）是指包

括先天耳聾、殘廢、弱智、痴瘋，以及生為中性、雙性與

無性的人。諸論師解釋「先天瞎眼」是指其人由於所成熟

的業少福，而產生不能發展出眼根的結生心。這一詞並不

包括那些由於在胎裡發生意外或患上某種疾病，而導致出

生時已瞎眼的人，因為這類瞎眼也能發生於結生心二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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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的人。對於先天耳聾等的原則也是如此。對於一切先

天殘缺的人，他們的結生心肯定是無因的，而其殘缺則早

已潛伏在引致投胎的業。 

（某些）地神：佛教有說及一種不住在天上而住在地

界的神；他們多數住在偏僻之處，如：森林、山嶽與塔或

寺。這些有情即稱為地神（bhummadeva）。這一類裡福報

比較大的神可以有二因或三因的結生心；他們通常都有一

些隨從，而其中有些則是福報微小、生活困苦的神。根據

列迪長老，結生無因的神即是這些神。 

及墮苦處阿修羅：據說這些有情住在村裡或村落的附

近，以村民丟棄的食物為生。在沒獲得食物時，他們也會

附上人身或折磨人類。 

（至此所述的）十種：依十種執行欲界結生的心而得

十種結生。 

節十二：欲地裡的壽元 
Tesu catunna> apāyāna> manussāna> vinipātikāsurānañ 

ca āyuppamā.aga.anāya niyamo natthi. 
Cātummahārājikāna> pana devāna> dibbāni pañcavassa- 

satāni āyuppamā.a>. Manussaga.anāya navutivassasata- 
sahassappamā.a> hoti. 

Tato catuggu.a> tāvati>sāna>, tato catuggu.a> yāmāna>, 
tato catuggu.a> tusitāna>, tato catuggu.a> nimmānaratīna>, tato 
catuggu.a> paranimmitavasavattīna> devāna> āyuppamā.a>. 

Navasatañ c'ekavīsa vassāna> ko*iyo tathā. 
Vassasatasahassāni sa**hi ca vasavattisu. 

四惡趣裡的眾生、人類及墮苦處阿修羅的壽元沒有固

定的界限。 

四大王天諸神的壽元是五百天年，依人類的壽命來計

算則是人間的九百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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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天諸神的壽元是這數目的四倍。夜摩天的天神

的壽元則是三十三天裡的四倍。兜率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

夜摩天裡的四倍。化樂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兜率天裡的四

倍。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化樂天裡的四倍。 

依人類的壽命來計算，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壽元是人

間的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沒有固定的界限：在四惡趣裡，壽元的差異是非常的

大；這有視導致投生至該地的惡業有幾強。因此，有些眾

生只在地獄裡受苦幾天，然後即投生至他處；但有些則必

須在該地忍受種種折磨好幾百萬年。在人間裡，人的壽元

可以短至只有幾分鐘，又可長至上百年。根據佛教，人類

的平均壽元是不斷的變易，最低是十年，最長則是無數年。 

天年：《分別論》（節一○二三）說在四大王天裡的一

「天日」等於人間的五十年；三十「天日」即是一「天月」；

十二「天月」是一「天年」。在三十三天裡的一「天日」等

於人間的一百年；夜摩天裡的一天的則是人間的兩百年；

如此每上一層天其長度即增加一倍。 

節十三：色界結生 
Pa*hamajjhānavipāka> pa*hamajjhāna bhūmiya> pa*isandhi- 

bhava�ga-cutivasena pavattati. 
Tathā dutiyajjhānavipāka> tatiyajjhānavipākañ ca 

dutiyajjhānabhūmiya>, catutthajjhānavipāka> tatiyajjhāna- 
bhūmiya>, pañcamajjhānavipāka> catutthajjhānabhūmiya>. 
Asaññasattāna> pana rūpam eva pa*isandhi hoti. Tathā tato 
para> pavattiya> cavanakāle ca rūpam eva pavattitvā nirujjhati. 

Imā cha rūpāvacarapa*isandhiyo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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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禪果報心生起於初禪天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

同樣地，第二及第三禪果報心生起於第二禪天；第四禪果

報心生起於第三禪天；第五禪果報心生起於第四禪天（為

結生、有分與死亡心）。但對於無想有情，色法本身生起為

結生。同樣地（在結生之後的）一世裡直至死亡，也只有

色法在生滅。 

這些是色界的六種結生。 

節十四：色界裡的壽元 
Tesu brahmapārisajjānam devāna> kappassa tatiyo bhāgo 

āyuppamā.a>. Brahmapurohitāna> upaPPhakappo, 
mahābrahmāna> eko kappo, parittābhāna> dve kappāni, 
appamā.ābhāna> cattāri kappāni, ābhassarāna> a**ha kappāni, 
parittasubhāna> soDasa kappāni, appamā.asubhāna> dvatti>sa 
kappāni, subhaki.hāna> catusa**hi kappāni, vehapphalāna> 
asaññasattānañ ca pañcakappasatāni, avihāna> kappasahassāni, 
atappāna> dve kappasahassāni, sudassāna> cattāri 
kappasahassāni, sudassīna> a**ha kappasahassāni, akani**hāna> 
soDasa kappasahassāni āyuppamā.a>. 

當中，梵眾天梵天的壽元是三分之一（中）劫；梵輔

天的是二分之一（中）劫；大梵天的是一（中）劫；少光

天的是二劫；無量光天的是四劫；光音天的是八劫；少淨

天的是十六劫；無量淨天的是三十二劫；遍淨天的是六十

四劫；廣果天與無想有情天的是五百劫；無煩天的是一千

劫；無熱天的是兩千劫；善現天的是四千劫；善見天的是

八千劫；色究竟天的是一萬六千劫。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劫（（（（kappa）：）：）：）：佛教聖典裡有提及三種劫，即：間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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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無量劫（中劫）及大劫。一個間劫82（antarakappa）

是人類平均壽元從十歲至無數歲一增一減的時間。六十四

間劫（等於阿鼻地獄裡的二十間劫）即等於一個中劫或無

量劫（ asa�kheyyakappa）；而四個中劫則等於一個大劫

（mahākappa）。對於一個大劫的時間，佛陀有給予一個比

喻：若有一座長、闊及高度皆一由旬（大約七英里）的岩

崗山嶽，而有位天神每一百年以一條絲綢布輕輕地擦它一

下，如此，當該座山嶽被磨平時，一個大劫的時間還未結

束。（《相應部》15:5/ii,181-182） 

根據諸論師，形容初禪天裡的壽元的「劫」是指中劫；

而形容少光天及以上的則是「大劫」。 

節十五：無色界結生 
Pa*ham'āruppādivipākāni pa*hamāruppādibhūmisu yathāk- 

kama> pa*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pavattanti. Imā catasso 
āruppa-pa*isandhiyo nāma. 

第一無色禪果報心在第一無色禪天裡生起為結生、有

分與死亡（心）；同樣地，其餘的（無色禪果報心）亦於各

自的界執行相同的作用。這些是無色界的四種結生。 

節十六：無色界裡的壽元 
Tesu pana ākāsānañcāyatanūpagāna> devāna> vīsati 

kappasahassāni āyuppamā.a>. Viññā.añcāyatanūpagāna> 
devāna> cattāDīsa kappasahassāni, ākiñcaññāyatanūpagāna> 
devāna> sa**hi kappasahassāni,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ū- 

                                               
82 譯按：人類的平均壽命開始時是無數歲，每過一百年則減一歲，

直至只剩下十歲；然後再每過一百年增加一歲，直至無數歲。如此

一減一增之間的時間即是一個間劫。關於人間的六十四個間劫等於

阿鼻地獄的二十個間劫，請參見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的解釋，收錄

於章末附錄（一）。 



第五章：離心路過程之概要 

 183 

pagāna> devāna> caturāsīti kappasahassāni āyuppamā.a>. 

當中，生於空無邊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兩萬劫；生於識

無邊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四萬劫；生於無所有處的梵天的壽

元是六萬劫；生於非想非非想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八萬四千

劫。 

節十七：總結 
Pa*isandhi bhava�gañ ca tathā cavanamānasa> 
Ekam eva tath'ev'ekavisayañ c'ekajātiya>. 

在某一生當中的結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是相同的，

且緣取同一個目標（所緣）。 

Idam ettha pa*isandhicatukka>. 

於此，這些是四種結生。 

四種業 
（kammacatukka>） 

節十八：依作用 
Janaka>, upatthambaka>, upapīDaka>, upaghātakañ cā ti 

kiccavasena. 

依作用（分別），業有四種，即： 

一、令生業； 

二、支助業； 

三、阻礙業； 

四、毀壞業。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四種業：此節裡的巴利文 kammacatukka>意為四種

業。但事實上在這一節裡會解釋「四個四種業」，因此依四

種分析法則有十六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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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巴利文 kamma是「作為」，但在佛教裡則專指「意

願的作為」。在究竟界的角度來看，業是指善或不善思心所

（cetanā），因為思是負責造業的心所。佛陀說「諸比丘，

我說為業的即是思，因為由於它的意願，人們才會通過身、

口、意造業。」（《增支部》A.6:63/iii,415）除了佛陀與阿

羅漢的思之外，一切（速行心的）思都有業。佛陀與阿羅

漢不再造業，因為他們已完全斷除了作為業之根源的無明

與愛。然而，只要名色還存在，即使佛陀與阿羅漢也都必

須體驗由成熟的過去業所致的果報，直至他們入滅為止。 

業之定法（kammaniyāma）是獨立運作的；它確保所

造的業依其善惡而帶來相符的果報，即如所種下的種子肯

定會依其種類而長出果子。在諸緣具足時，業即會產生其

果，即果報心與心所，以及業生色（ kammasamu**hāna- 

rūpa）。 

依作用：諸業執行各種不同的作用（kicca），在此提

及了四種。業能在不同的時期，執行當中一個或多個作用。 

令生業（（（（janakakamma））））是在結生及一輩子裡產生果

報心、心所與業生色的善或不善思。在結生那一刻，令生

業產生了結生心以及組成新生命的身體的業生色。在一世

之中，它繼續產生其他果報心與業生色，例如五根、性根

色及心所依處。只有在臨死時成熟的業才能產生結生心，

但一切善與不善業都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其果報。通常執行

產生結生的是「足道之業」或「完成作為之業」，但「未足

道之業」也能夠執行產生結生。83 

                                               
83 譯按：目犍連尊者在其中一個過去世裡，受其妻的慫恿計畫殺死

他目盲的雙親。他把雙親騙到一座森林裡，然後裝成與其雙親失散

了，再裝成強盜來殺他的雙親。當其雙親被他用棍痛擊時，他們還

不忘高聲呼喊，叫他們「失散」的兒子快逃。在受到雙親的關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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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四個四種業總覽 
 依作用 依成熟的次序 依成熟的時間 依成熟之地 

1 令生業 重業 現生受業 不善業 

2 支助業 臨死業 次生受業 欲界善業 

3 阻礙業 慣行業 無盡業 色界善業 

4 毀壞業 已作業 無效業 無色界善業 

 

支助業（upatthambakakamma）：這是沒有機會成熟

以產生結生的業，但它支助令生業，延長後者所產生的善

報或惡報，或者是支助後者所產生的五蘊。例如，由於善

的令生業成熟，某有情投生為人，支助業即協助延長其壽

命，以及確保他健康、豐衣足食。反之，當不善的令生業

帶來病痛時，其他不善業則可能支助它，以令醫葯無效，

因而延長了病痛。當某有情由於不善的令生業而投生為動

物時，支助業即會援助該惡業產生更多的苦果，也可能延

長其壽命，令到不善果報心之流更長久。 

阻礙業（（（（upapī#akakamma）：）：）：）：此業也是沒能產生結生

之業，但能夠阻礙令生業，以縮短後者的善或惡報。即使

令生業在過去造下時是很強，但在阻礙業的直接對抗之

                                                                                                 
動之下，他終於沒殺死他們。雖然如此，他還是因為該「未足道的

殺生業」而墮入地獄裡，在其地受盡折磨許久。這即是一個「未足

道之業」產生結生的例子。 

另一個「未足道之業」的例子是提婆達多謀殺佛陀未遂，而

導致出佛身血。這是五種無間業之一，如果沒有犯分裂僧團的業，

即最重的無間業，出佛身血的業將在臨終產生果報，導致投生阿鼻

地獄。但因他又犯了分裂僧團的無間業，最終是這個業導致他投生

到阿鼻地獄。 

關於足或未足道之業，見節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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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即不能全面地產生它的果報。例如，在阻礙業的影

響之下，原本能夠導致投生到高等善趣的令生業，變成只

能導致投生到較低等的善趣；原本能夠導致投生到高等家

庭的令生業，變成只能導致投生到較低等的家庭；原本能

帶來長命的業，變成只能帶來短命；原本能帶來美貌的業，

變成只能帶來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原本能夠導致投生

到大地獄的不善令生業，變成只能導致投生到小地獄或餓

鬼道。 

在一生當中，可看到許多是阻礙業造成的事件。例如，

在人間裡，這種業會阻礙業生五蘊，而支助惡業成熟，導

致個人在財富、親友等方面遭受損失與痛苦。在惡趣裡，

阻礙業則可能對抗令生業，而帶來一些快樂。 

毀壞業（（（（upaghātakakamma）：）：）：）：此業可以是善或不善；

它中止了較弱的業，不令它繼續產生果報，而引生自己的

果報。例如，某人生為人，其令生業原本能夠帶給他長壽，

但毀壞業的出現令到他早日夭折。根據列迪長老，毀壞業

也能中止眼、耳等五根作用，而導致瞎眼、耳聾等，也能

夠導致變性。 

《阿毗達摩義廣釋》對令生業及毀壞業之間的分別所

作的解釋是：令生業在引生自己的果報時並沒有中止其他

業，而毀壞業則先中止其他業的果報，然後產生自己的（結

生）果報。但《阿毗達摩義廣釋》所提到的其他論師則認

為毀壞業完全沒有產生自己的（結生）果報；它只是中止

其他業的果報，然後讓另一種業有機會產生它的（結生）

果報。 

列迪長老舉出了故意殺生作為例子，以闡明一種業如

何執行上述四種作用。84在某人殺了人之後，只要該業沒有

                                               
84 《阿毗達摩要義》舉了提婆達多尊者的例子以說明上述四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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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在臨死時）成熟，（以產生結生），它只能執行支助、

阻礙與毀壞三種作用之一，即：它能支助其他惡業成熟；

或阻礙善業成熟；或中止善業的效力。當殺生業獲得機會

成熟時，每一個「殺生之思」皆能導致投生到諸惡趣。過

後，當它沒有能力再導致投生時，它還是有能力執行其他

三種作用，甚至在未來的十萬大劫也都還有效。 

節十九：依成熟的次序 
Garuka>, āsanna>, āci..a>, ka*attā kammañ cā ti 

pākadānapariyāyena. 

依業產生果報的次序，業有四種，即： 

一、重業； 

二、臨死業； 

三、慣行業； 

四、已作業。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依業產生果報的次序：這一節是關於各種不同的業產

生下一世的結生的次序。 

重業（（（（garukakamma）：）：）：）：這種業非常的強，必定會產

生下一世的結生，沒有任何其他業可以阻止它。在善的方

面，屬於重業的是禪那。在不善的方面，屬於重業的有五

逆 罪 或 無 間 業 與 不 能 改 變 的 邪 見 。 五 無 間 業

（ānantariya-kamma亦稱五逆罪）是：弒父、弒母、殺阿羅

漢、出佛身血及分裂僧團。若人培育了禪那，但在過後造

                                                                                                 
「他（提婆達多尊者）的善令生業使到他投生在皇族裡。由於該令

生業及支助業，他得以繼續活在幸福的生活裡。當他被僧團隔絕

時，阻礙業即開始生效。而他造成僧團破裂的重業則是毀壞業，致

使他投生到阿鼻地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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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何一種逆罪，其善業即會被該惡業阻止，且後者必定

會成熟而導致下一世投生到惡趣裡。例如：佛陀的表弟提

婆達多深具野心，（想要代替佛陀領導僧團，而在該念頭一

生起，他即）因此失去了神通。過後他再傷了佛陀與導致

僧團分裂，而因後者之業在死後墮入阿鼻地獄。85但若人是

先造了任何一種五逆罪，他過後即不可能證得禪那或出世

間法，因為該惡罪形成了一種無可抗敵的障礙。這是為何

當阿闍世王在聽佛陀開示《沙門果經》時，雖然擁有一切

證悟須陀洹道的因緣，但卻不能證得須陀洹道果，因為他

之前已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頻毗沙羅王。 

臨死業（（（（āsannakamma）：）：）：）：這是在臨死之前所憶起或

所造之業，也就是在臨死速行心路過程即將生起之前所憶

起或所造之業。若性格惡劣者在臨終時憶起以前所造的善

業，或在當時造了一件善業，他即可能投生至善趣；反之，

若有個善人在臨終時憶起以前所造的惡業，或在當時造了

                                               
85 譯按：以下是譯自《迷惑冰消》的「智分別」一章有關五種無間

業產生下一世結生的順序： 

「依成熟：若人造了所有這五種（無間）業，（這一世）只有

分裂僧團的業成熟產生結生，其他的則有如經文中（《無礙解道》）

所說：『有業，但（這一世）沒有產生業的果報（指下一世的地獄

結生）。』如果沒有分裂僧團的業，成熟的業是（惡意）出佛身血

的業。如果沒有出佛身血的業，成熟的是殺阿羅漢的業。如果沒有

殺阿羅漢的業，而父親有道德，母親沒有道德或道德比不上父親，

成熟產生結生的是弒父的業。如果父母兩人的道德一樣好或一樣

壞，成熟產生結生的是弒母的業，因為母親做了難做的事，給予她

的子女很大的幫助。」 

 

譯按：以下是譯自《迷惑冰消》有關善意醫治傷口而出佛身血的解

釋： 

「耆婆（Jīvaka）遵照如來的意願，以刀切開如來（腳部受傷）

的皮膚，讓不好的血流出來，減輕如來的痛。這麼做只有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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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惡業，他即可能投生至惡趣。這是為何在佛教國家裡，

提醒臨終者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勸他激起善念已成為一種

傳統。86 

在沒有重業之下，一般上所造的臨死業即會決定下一

世的投生至那裡。這並不意謂該人能夠免除以往所造的善

業或惡業。在諸緣具足時，這些業也能夠產生它們的果報。 

慣行業（（（（āciakamma）：）：）：）：這是習慣性上時常造的善或

惡業。在沒有重業與臨死業之下，一般上這種業即會決定

下一世投生到那裡。 

已作業（（（（ka�attākamma）：）：）：）：這是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

種的業。在沒有上述三種業之下，這種業即會決定下一世

投生到那裡。87 

                                               
86 《阿毗達摩要義》舉出了錫蘭蘇納尊者的父親作為例子來說明臨

死業： 

「蘇納尊者的父親以打獵為生。當老得不能再打獵時，他即

去他兒子的寺院裡出家為比丘。不久之後他即患了重病，而看到地

獄的狗上山來咬他的影像。他感到很害怕，所以要他的兒子趕走牠

們。 

他的兒子蘇納尊者是一位阿羅漢，他知道其父親是見到了趣

相，即將投生到地獄裡去。因此他即趕快叫其弟子們拿了一些鮮

花，把它們散置於寺院裡的佛塔四週。之後他們再連床把他的父親

抬到該佛塔前。其時，蘇納尊者即提醒他父親頂禮佛塔及對以他名

譽供花給佛塔感到歡喜。 

該老比丘的心即時獲得平靜，他頂禮佛塔，且對以他名譽供

花給佛塔感到歡喜。其時他的趣相即時改變。他告訴兒子道：『你

那美麗的後母從天界下來迎接我上去。』他兒子也就對自己的努力

感到滿意。 

這是子女們報答雙親的一個好辦法。」 
87 《阿毗達摩要義》舉出一個牛欄的例子以形容上述四種業： 

「譬如有許多牛在晚上時被關在一個大牛欄裡。在早上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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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二十：依成熟的時間 
Di**hadhammavedanīya>, upapajjavedanīya>, aparā- 

pariyavedanīya>, ahosikammañ cā ti pākakālavasena cattāri 
kammāni nāma. 

依成熟的時間，業有四種，即： 

一、現生受業； 

二、次生受業； 

三、無盡業； 

四、無效業。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現生受業（（（（di��hadhammavedanīyakamma）：）：）：）：這種業

必須在它被造的那一世裡成熟；若在該世沒有具足的緣以

令它成熟，它即變成無效。根據《阿毗達摩論》，在同一個

心路過程裡的七個速行心，第一個速行是最弱的，因此只

能在被造的那一世帶來果報。 

次生受業（（（（upapajjavedanīyakamma）：）：）：）：這種業必須在

它被造的下一世裡成熟；若在該世沒有具足的緣以令它成

                                                                                                 
打開欄柵以讓牠們出去吃草。如是那一隻牛會先出去？ 

全部的牛都想要盡早出去。其時，若有一隻是特別的強壯，

這隻牛即能夠很輕鬆地先走出去外面。這就有如沒得競爭的重業，

肯定會先成熟以產生下一世。 

若沒有特別強壯的牛，最接近欄柵的牛即有可能會先出去；

這就有如產生下一世的臨死業。 

有時，時常保持清醒、注意欄柵幾時打開的牛會在即將打開

欄柵之前走近該處，而在欄柵一打開即走出去外面。這就有如產生

下一世的慣行業。 

有時某隻弱小的牛在強壯的牛推擠之下，而意外地先走了出

去。這就有如某個意外的已作業獲得機會產生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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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它即變成無效。這種業是由心路過程裡的第七個速行

心所造，該速行是第二弱的速行。 

無盡業（（（（aparāpariyavedanīyakamma）：）：）：）：只要諸緣具

足，這種業能夠從它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後的任何一世裡成

熟。這種業是由心路過程裡的中間五個速行心所造；而且

只要還在輪迴，它即永遠不會變成無效。沒有任何人能夠

免除體驗無盡業的果報，即使佛陀與阿羅漢也不例外。 

無效業（（（（ahosikamma）：）：）：）：這一詞沒有指定是哪一種業。

它可以是沒有獲得具足的緣以成熟的現生受業及次生受

業。對於諸阿羅漢，只能在未來世成熟的業都變成無效業，

因為他們在當世即會證入般涅槃。 

節廿一：依成熟之地 
Tathā akusala>, kāmāvacarakusala>, rūpāvacarakusala>, 

arūpāvacarakusalañ cā ti pāka**hānavasena. 

依產生果報之處，業有四種，即： 

一、不善業； 

二、欲界善業； 

三、色界善業； 

四、無色界善業。 

不善業與善業 

節廿二：不善業 
Tattha akusala> kāyakamma>, vacīkamma>, mano- 

kammañ cā ti kammadvāravasena tividha> hoti. 

當中，依造業之門不善業有三種，即：身業、語業及

意業。 

Katha>? Pā.ātipāto, adinnādāna>, kāmesu micchācāro cā ti 
kāyaviññattisa�khāte kāyadvāre bāhullavuttito kāyakamma>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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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殺生、偷盜及邪欲樂行（邪淫）是身業，一般

上是通過身門發生，而名為身表。 

Musāvādo, pisu.avācā, pharusavācā, samphappalāpo cā ti 
vacīviññattisa�khāte vacīdvāre bāhullavuttito vacīkamma> nāma. 

妄語、兩舌、惡口及綺語（講廢話）是語業，一般上

是通過語門發生，而名為語表。 

Abhijjhā, vyāpādo, micchādi**hi cā ti aññatrā pi viññattiyā 
manasmi> yeva bāhullavuttito manokamma> nāma. 

貪婪、瞋恨及邪見是意業，一般上只發生於意門而無

（身或語）表。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上文列出了十種「不善業之道」（ akusalakamma- 

patha），其中三種是身業、四種是語業、三種是純意業。首

七種是指導致實行各自作為的思心所（cetanā）。無論該作

為是否已完成，該思都是不善的；但若已完成其作為或已

達到目的，例如（達到）令受害者死亡，或（完成）獲取

他人的財物等等，它們即成為「足道之業」（已完成作為之

業）。88 

一般上是通過身門發生：關於業，它是經過門所造。

身門（kāyadvāra）即是「身表」（kāyaviññatti），是一種「心

生色法」；而通過它人們得以把在他們心中生起之思表達於

外（見第六章、節四）。說「一般上」（bāhullavuttito）是因

為也可以通過言語達成殺生或偷盜，例如命令他人作；但

這種業還是屬於身業。 

語門（（（（vacīdvāra）：）：）：）：語門即是「語表」（vacīviññatti），

                                               
88 對於十不善業之道的分析，見《殊勝義註》巴、頁九七至一○二；

英、頁一二八至一三五。） 

譯按：章末附錄（二）即是譯自所建議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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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心生色法」；而通過它人們得以把在心中生起之思

表達於言語（見第六章、節四）。雖然妄語等亦能通過身體

進行，譬如通過書寫或打手勢，但由於主要實行它們的是

語門，所以它們還是被稱為語業。 

貪婪等：一般上，最後三種業之道只發生在心裡，而

沒有達到通過身體或言語表達於外。這種業稱為通過意門

（manodvāra）發生；而意門則是一切心的總稱。 

貪婪（（（（abhijjhā））））是貪心所，生起為希望獲得他人的財

物。即使已對他人的財物生起了貪念，但若還沒有希望獲

得該財物，它即還不是「足道之業」。 

瞋恨（（（（vyāpāda））））是瞋心所。當生起為希望他人遭遇危

害與苦難時，它即已成為「足道之業」。 

邪見（（（（micchādi��hi）：）：）：）：當接受「沒有所謂的道德」及

「沒有因果業報」認為正確時，它即成為「足道之業」。在

經中時常提到三種邪見： 

一、 斷見（natthika-di**hi）：此見否認人死後還會以任

何形式存在，因此不承認業有善惡。 

二、 無作見（akiriya-di**hi）：此見認為業是不能產生

果報的，認為一切業都是無效的。 

三、 無因見（ahetuka-di**hi）：此見認為沒有污染或淨

化有情的因緣，所以該有情是由於偶然、命運或

需要而被污染或淨化。 

節廿三：依因（根）與心 
Tesu pā.ātipāto pharusavācā vyāpādo ca dosamūlena 

jāyanti. Kāmesu micchācāro abhijjhā micchādi**hi ca 
lobhamūlena. Sesāni cattāri pi dvīhi mūlehi sambhavanti. 
Cittuppādavasena pan'eta> akusala> sabbathā pi 
dvādasavidha> h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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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殺生、惡口及瞋恨自瞋因而生；邪淫、貪婪及

邪見自貪因而生；其餘四者自該兩因而生。依心的組別，

此不善業一共有十二種。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嚴格來說，瞋恨是瞋因的一種呈現方式；貪婪是貪因

的一種呈現方式；邪見是邪見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如是

這三業之道是上述三種心所。其他七業之道則是與不善因

同時生起的思心所（cetanā）。雖然有時候貪可以是殺生的

潛在動機，而瞋可以是邪淫的潛在動機，但在《阿毗達摩

論》的角度來說，導致切斷其他有情命根的思肯定是擁有

瞋因，即瞋恨其他有情的存在；而導致犯邪淫的思肯定是

擁有貪因，即想要與不如法對象行淫之欲。導致造作偷盜、

妄語、兩舌及綺語的思則可以是與貪或瞋相應。一切不善

業之道肯定與痴因相應。不善業也就是十二不善心。於此

則視整個心（與諸相應心所）為業，而不是只視思心所為

業。 

節廿四：欲界善業 
Kāmāvacarakusala> pi kāyadvāre pavatta> kāyakamma>, 

vacīdvāre pavatta> vacīkamma>, manodvāre pavatta> 
manokammañ cā ti kammadvāravasena tividha> hoti. 

依造業之門，欲界善業有三種，即：屬於身門的身業、

屬於語門的語業、屬於意門的意業。 

Tathā dānasīlabhāvanāvasena. Cittuppādavasena pan'eta> 
a**havidha> hoti. 

同樣地，依佈施、持戒與禪修亦有三種。但依心的組

別則成八種。 

Dāna-sīla-bhāvanā-apacāyana-veyyāvacca-pattidāna- 
pattānumodana-dhammasavana-dhammadesanā-di**hijju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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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ena dasavidha> hoti. 

它也可以成為十種，即：佈施、持戒、禪修、恭敬、

服務、分享或迴向功德、隨喜（他人的）功德、聞法、弘

法及正直己見。 

Tam pan'eta> vīsatividham pi kāmāvacarakammam icc'eva 
sa�kha> gacchati. 

這一切二十種（不善與善業）稱為欲界業。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依造業之門：於此依造業之門列舉了十種善業。三種

善身業是遠離三種不善身惡行；四種善語業是遠離四種不

善語惡行；三種善意業是無貪婪、無瞋恨及正見。於究竟

界，首七種是兩種離心所，即：正業心所與正語心所；以

及與該些離心所同時生起的思心所。後三者是屬於三善

因，即：無貪、無瞋與無痴。 

同樣地，依佈施……：一般上，於此所列的三種及十

種善業被稱為三種及十種「福業事」（造福的基礎，

puññakiriyavatthu）。這些善業是通過八大善心所造。 

這一切二十種：這些（善與不善）業通過十二不善心

與八大善心所造。 

節廿五：色界善業 
Rūpāvacarakusala> pana manokammam eva. Tañ ca 

bhāvanāmaya> appanāppatta> jhāna�gabhedena pañcavidha> 
hoti. 

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的禪修，依

諸禪支的分別而有五種。 

節廿六：無色界善業 
Tathā arūpāvacarakusalañ ca manokammam. Tam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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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āvanāmaya> appanāppatta> ālambanabhedena catubbidha> 
hoti. 

同樣地，無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

的禪修，依所緣的分別而有四種。 

節廿五至廿六之助讀說明 

依諸禪支的分別而有五種：這是五色界禪那。 

依所緣的分別而有四種：這是四無色界定。 

業的果報 

節廿七：不善業的果報 
Ettha akusalakammam uddhaccarahita> apāyabhūmiya> 

pa*isandhi> janeti. Pavattiya> pana sabbam pi dvādasavidha> 
satt'ākusalapākāni sabbatthā pi kāmaloke rūpaloke ca 
yathāraha> vipaccati. 

於此，除了掉舉之外的不善業都能產生投生至惡地的

結生。但在生命期裡，一切十二（不善心）都能根據情況

在欲界或色界裡產生七種不善果報心。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除了掉舉之外的不善業：掉舉相應的痴根不善心是最

弱的不善心，因此不能產生結生。其餘十一種不善心都能

產生作為結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的不善果報推度心，以

令有情投生至四惡道。所有十二種不善心都能夠在欲界有

情的生命期裡產生七種不善果報心，即：五識、領受心與

推度心。在色界裡它們則只能產生四種不善果報心，即除

去鼻、舌、身三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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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八：欲界善業的果報 
Kāmāvacarakusalam pi kāmasugatiyam eva pa*isandhi> 

janeti, tathā pavattiyañ ca mahāvipākāni. Ahetukavipākāni pana 
a**ha pi sabbtthā pi kāmaloke rūpaloke ca yathāraha> vipaccati. 

欲界善業能產生欲界結生，也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大果

報心。而根據情況，它能在欲界或色界任何地方產生八種

無因果報心。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在節廿九與三十，作者將解釋每一種善心及其所能產

生的果報心之間的關係。 

大果報心能以四種方式出現：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

三種離心路過程的作用，以及在心路過程裡執行彼所緣的

作用。 

八（善）無因果報心是五識、領受心及兩種推度心。

後者能夠在心路過程裡生起為彼所緣，而當中捨俱的（推

度心）也能夠在先天殘缺的有情裡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

心的作用。所有八種無因果報心都能在欲界裡生起，但鼻、

舌與身三種根識並不能在色界裡生起，因為色界的有情缺

少那三種根門。 

節廿九：善果報及因（根） 
Tatthā pi tihetukam ukka**ha> kusala> tihetuka> 

pa*isandhi> datvā pavatte soDasa vipākāni vipaccati. 

於此，殊勝的三因善業能夠產生也具有三因的結生，

而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十六種果報心。 

Tihetukam omaka> dvihetukam ukka**hañ ca kusala> 
dvihetuka> pa*isandhi> datvā pavatte tihetukarahitāni dvādasa 
pi vipākāni vipaccati. 

低劣的三因善業及殊勝的二因善業能夠產生具有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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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生，而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十二種果報心，即除去具有

三因的果報心。 

Dvihetukam omaka> pana kusalam ahetukam eva 
pa*isandhi> deti. Pavatte ca ahetukavipākān'eva vipaccati. 

然而，低劣的二因善業（只）能夠產生無因的結生，

以及在生命期裡（只）能產生無因的果報心。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殊勝善業：依產生果報的能力，善業可分為兩種：殊

勝與低劣。殊勝（ukka**ha）的善業是由清淨無染的心所造，

而且在造業之前與之後皆有良好的動機；例如：佈施以如

法獲取的財物給具有德行的人，而且在佈施之前與之後都

感到歡喜。在造善業之前與之後，若心受到煩惱污染，譬

如自讚自許、貶低他人、行善之後後悔，該善業即屬於低

劣（omaka）。 

具有三因的結生等等：（在欲界裡）這是指其結生心

是四種智相應大果報心之一。能在生命期裡產生的十六種

果報心即是八（善）無因果報心及八大果報心。 

十二種果報心：即除了四種智相應大果報心。 

無因的結生：即捨俱善果報推度心。 

節三十：另一種見解 
Asa�khāra> sasa�khāravipākāni na paccati 
Sasa�khāram asa�khāravipākānī ti kecana. 
Tesa> dvādasapākāni das'a**ha ca yathākkama> 
Yathāvuttānusārena yathāsambhavam uddise. 

有些（導師）說無行（心）不會產生有行果報心，而

有行（心）不會產生無行果報心。 

根據他們上述所講的，果報心生起的次序是十二、十

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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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有些導師說：記錄於節廿九對果報心的見解是由古師

三藏小龍長老（Tipi*aka CūDanāga Thera）所提出的，也是

廣為諸阿毗達摩論師所接受的見解。作者在節三十裡記錄

了大護法長老（Mahādhammarakkhita Thera）一派所持的見

解，該長老是古時錫蘭摩拉瓦畢寺（Moravāpi）的阿毗達

摩論師。89 

十二、十及八：依此見解，無論是在結生時或在生命

期裡，無行善心都只能產生無行果報心，而有行善心則只

能產生有行果報心。這就是說，在生命期裡每一種具有三

因的殊勝善心都只能夠產生十二種果報心，即：八種（善）

無因果報心，以及四種與該心本性是無行或有行相符的無

行或有行大果報心。每一種第二級的善心都只能夠產生十

種果報心，即：八種（善）無因果報心，以及兩種與該心

本性是無行或有行相符的無行或有行二因大果報心。對於

最弱的善心，上述兩種見解都一致認為它只能產生無因結

生心，以及在生命期裡只能產生八無因果報心。 

節卅一：色界善業的果報 
Rūpāvacarakusala> pana pa*hamajjhāna> paritta> 

bhāvetvā brahmapārisajjesu uppajjanti. Tad eva majjhima> 
bhāvetvā brahmapurohitesu, pa.īta> bhāvetvā mahābrahmesu. 

關於色界善業，培育初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梵眾

天；培育它到中等程度的人投生到梵輔天；培育它到上等

程度的人投生到大梵天。 

Tathā dutiyajjhāna> tatiyajjhānañ ca paritta> bhāvetvā 
parittābhesu; majjhima> bhāvetvā appamā.ābhesu; pa.īta> 
bhāvetvā ābhassaresu. 

                                               
89 見《殊勝義註》巴、頁二六七至二六八；英、頁三五四至三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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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培育第二禪及第三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

少光天；培育它們到中等程度的人投生到無量光天；培育

它們到上等程度的人投生到光音天。 

Catutthajjhāna> paritta> bhāvetvā parittasubhesu; 
majjhima> bhāvetvā appamā.asubhesu; pa.īta> bhāvetvā 
subhaki.hesu. 

培育第四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少淨天；培育它到

中等程度的人投生到無量淨天；培育它到上等程度的人投

生到遍淨天。 

Pañcamajjhāna> bhāvetvā vehapphalesu. Tad eva 
saññāvirāga> bhāvetvā asaññasattesu. Anāgāmino pana 
suddhāvāsesu uppajjanti. 

培育第五禪的人投生到廣果天。培育對想厭離的人投

生到無想有情天。但阿那含則投生到淨居天。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色界善業：五色禪的任何一種禪那都能產生與其層次

相等的色界果報心。此心是該禪那善心所產生的唯一果報

心。在修定的遍作階段生起的是欲界善心，因此它們的果

報是欲界果報心，而不是色界果報心。色界果報心只執行

三種作用，即：結生、有分與死亡。也就是說它只生起為

離心路過程心，而不會在心路過程裡生起。除了出世間果

心之外，一切在心路過程裡生起的果報心都是欲界果報心。 

每一種禪那善心都會導致（禪修者）投生到與其層次

相等的色界天。然而色界天的層次是跟經教的四禪一樣，

只有四禪天，而不是有五禪天；因此論教禪那五分法的第

二禪及第三禪都導致（禪修者）投生到第二禪天，即與經

教的第二禪相等。 

在下三層色界天裡，每一層都有三個分界。依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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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禪那是屬於下、中、上程度，（禪修者）投生到不同的分

界。禪那心本身並沒有分為三種修習的層次。禪心是依其

心所組合而分類，而且無論是修習到下、中或上等程度，

它們的組合還是不變。然而修習的程度關係到該禪心導致

投生的能力，因此每一層天都依三種導致投生的能力而有

三種分界。對於臨終時還有能力證入幾種禪那的禪修者，

他也可以隨自己的意願投生到其中一個自己喜歡的界天。

例如他還擁有八定，他可以選擇投生到色界天，也可以選

擇投生到層次較低的無色界天。90 

培育第五禪：第四禪天分界的原則與首三禪天不同。

只要已如常地證得第五禪，無論是凡夫、須陀洹或斯陀含，

亦無論其禪那是屬於下、中或上等層次，皆會投生到廣果

天。然而，有些凡夫認為心與想是厄難的根源，因此其心

對想懷著極強厭離感地培育第五禪。由於其第五禪心受到

希望想止息之願感染，他們死後即投生到無想有情天。在

其地的一生裡，他們純粹只是有生命的色身，即由命根九

法聚組成（見第六章、節廿八）。 

但阿那含則投生到淨居天：據說他們投生到這五界是

決定於他們較為顯著的根。信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無煩

天；精進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無熱天；念根最強的阿那

含投生到善現天；定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善見天；慧根

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色究竟天。雖然只有阿那含才能投生

                                               
90 譯按：但在佛陀的教化期之外，又除了菩薩之外，沒有任何人擁

有這種可選擇的見解。這是為何擁有四禪八定五神通的阿須陀隱士

（Asita）在預見悉達多太子將會成佛時先笑後哭，因為他知道不久

之後他就會投生到非想非非想處，亦即他所擁有的最高禪那會成

熟，因此無法親眼見到悉達多太子成佛，以及聽他說法。他不能選

擇投生到色界天以見佛出世，因為他沒有該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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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淨居天，但阿那含卻不一定須要投生到淨居天。可能淨

居天是擁有第五禪的阿那含才能投生到其地，擁有較低層

次禪那的阿那含則投生到其他色界天。無論如何，所有的

阿那含必定會投生到色界天，因為他們已斷除了導致投生

到欲界的欲欲（對欲樂的欲求，kāmarāga）。 

節卅二：無色界善業的果報 
Arūpāvacarakusalañ ca yathākkama> bhāvetvā āruppesu 

uppajjanti. 

培育無色禪善業之後，他們投生到（與自己所證得的

禪那）層次相等的無色界天。 

節卅二之助讀說明 
這即是說對於已證得空無邊處禪的人，只要他到死時

都還沒有因為懈怠或其他障礙而失去該禪，他就會投生到

空無邊處禪天。對於其他三種無色禪亦是如此，即在死時

還擁有的禪那會決定他投生到那一層禪天。 

與色界心相同，每一無色界善心都只能產生一個與它

相等的果報心，而該果報心即在其界執行結生、有分及死

亡三種作用。 

節卅三：結論 
Ittha> mahaggata> puñña> yathābhūmi vavatthita> 
Janeti sadisa> pāka> pa*isandhippavattiya>. 

如是依界分別的廣大福在結生與生命期裡都產生相同

的果報。 

Idam ettha kammacatukka>. 

於此，這是四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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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結生的過程 
（cutipa*isandhikkama） 

節卅四：四種死亡之因 
Āyukkhayena, kammakkhayena, ubhayakkhayena, 

upacchedakakammunā cā ti catudhā mara.'uppatti nāma. 

死亡的來臨有四種，即：一、因為壽元已盡；二、因

為（令生）業力已盡；三、因為（上述）兩者（同時）耗

盡；四、因為毀壞業（生效）。 

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死亡的來臨：一般上，死亡的定義是在一世當中的命

根（jīvitindriya）被切斷。 

因為壽元已盡：在壽元已定的生存界，這是指其地的

有情在壽元盡時死亡。在人間裡，當知這是在老年時的自

然死亡。在壽元盡而死時，若令生業的業力還未耗盡，該

業力就還能夠導致該有情投生到同一界或更高的生存界；

在天界裡即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令生）業力已盡：這是指因為令生業已耗盡而

死，雖然正常的壽元還未盡，或其他能夠延長壽命的條件

也具足。當壽元與業力兩者同時耗盡時，那即是「兩者皆

耗盡的死亡」。 

因為毀壞業（生效）：這是指極強的毀壞業在壽元未

盡時中止了令生業力，而導致死亡（見節十八）。 

首三種死亡名為「適時死」（kālamara.a），最後一種則

名為「非時死」（akālamara.a）。例如一盞油燈的熄滅可以

是因為燈蕊耗盡、油耗盡、兩者皆耗盡或因為外來之因，

譬如吹來了一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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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五：死亡之相 
Tathā ca marantāna> pana mara.akāle yathāraha> 

abhimukhībhūta> bhavantare pa*isandhijanaka> kamma> vā 
ta>kammakara.akāle rūpādikam upaladdhapubbam upakara.a- 
bhūtañ ca kammanimitta> vā anantaram uppajjamānabhave 
upalabhitabba> upabhogabhūtañ ca gatinimitta> vā kamma- 
balena channa> dvārāna> aññatarasmi> paccupa**hāti. 

對於臨終的人，在臨命終時以下的其中一者會呈現於

六門之一： 

一、 依情況現前的是即將產生下一世結生的業； 

二、 或業相，即以前造業時所識知的顏色等，或以前

造業所用的工具； 

三、 或趣相：即將在下一世所到或體驗的（徵象）。 

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對這三種呈現於臨終者的目標的解釋，見第三章、節

十七。當知這目標是呈現於臨終者的（臨死）速行心路過

程，而不是呈現於死亡心。在一世裡的最後一個心，亦即

死亡心，它所識知的目標是與在同一世裡的結生心及有分

心的目標相同。臨死速行的目標過後即會成為下一世結生

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的目標。 

節卅六：臨命終時的心 
Tato para> tam eva tath'opa**hita> ālambana> ārabbha 

vipaccamānakakammānurūpa> parisuddham upakkili**ha> vā 
upalabhitabbabhavānurūpa> tatth'onata> va cittasantāna> 
abhi.ha> pavattati bāhullena. Tam eva vā pana janakabhūta> 
kammam abhinavakara.avasena dvārappatta> hoti. 

此後，便安住於呈現當前的目標，依據即將成熟的清

淨或污濁之業，亦與即將前往投生之境相符地，心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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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去，且傾向於該境。或令生業有如重新造作般呈現於

（意）門。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有如重新造作般（（（（abhinavakaraavasena）：）：）：）：這是指該

業並不是呈現為記憶的影像，而是呈現於意門為有如當時

正在造作一般。 

節卅七：死亡與結生 
Paccāsannamara.assa tassa vīthicittāvasāne bhava�gak- 

khaye vā cavanavasena paccuppannabhavapariyosāna-bhūta> 
cuticittam uppajitvā nirujjhati. Tasmi> niruddhāvasāne 
tass'ānantaram eva tathāgahita> ālambanam ārabbha 
savatthuka> avatthukam eva vā yathāraha> avijjānusaya- 
parikkhittena ta.hānusayamūlakena sa�khārena janīyamāna> 
sampayuttehi pariggayhamāna> sahajātānam adhi**hāna- 
bhāvena pubba�gamabhūta> bhavantara-pa*isandhānavasena 
pa*isandhisa�khāta> mānasa> uppajjamānam eva pati**hāti 
bhavantare. 

對於臨死的人，在心路過程之末或有分滅盡時，代表

一世終結死亡的死亡心即生起與滅盡。 

一旦（死亡心）滅盡，下一世的結生心即刻生起，識

知如此獲得的目標，依情況而有依處或無依處支助；它是

由受到無明所束縛和以渴愛潛在傾向為根本的行（業）所

生。稱為結生心是因為它把兩世連接起來、受到相應名法

陪同、作為相應法的住處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 

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對於臨死的人：在一世當中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生起

之前，有分心波動了兩次之後即停止。過後五門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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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緣取呈現於根門的目標而生起，或者是意門心路過程

緣取呈現於意門的六所緣之一而生起。由於力弱，這最後

一個心路過程的速行只生起五次，而不是如平時般生起七

次。這心路過程本身缺少造業的能力，而只是作為過去業

成為令生業的管道。在速行之後，兩個彼所緣可能會生起

或沒有生起。有時候是有分隨著最後一個速行之後生起。

然後，作為最後一個心的死亡心即生起，執行死亡的作用。

在死亡心滅盡時，命根亦被切斷。此後身體即只剩下一堆

無生命的時節生色，直到死屍毀壞成灰為止。 

一旦（死亡心）滅盡：在死亡心滅盡之後，在新一世

的結生心即刻生起，緣取前一世臨死速行的目標。在有色

法的生存地，此心由心所依處所支助，但在無色地裡它則

沒有任何依處。它是由行所產生；此行即是過去速行之業，

而此業的根基則是兩種生死輪迴之根，即無明與渴愛兩種

潛在傾向。結生心由其相應名法（即相應心所）陪同；由

於作為相應法的住處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並不是因為它

比它們先生起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 

節卅八：欲界結生心的所緣 
Mara.āsannavīthiya> pan'ettha mandappavattāni pañc'eva 

javanāni pā*ika�khitabbāni. Tasmā yadā paccuppannālambanesu 
āpātham āgatesu dharantesv'eva mara.a> hoti, tadā pa*isandhi- 
bhava�gānam pi paccuppannālambanatā labbhatī ti katvā 
kāmāvacarapa*isandhiyā chadvāragahita> kammanimitta> 
gatinimittañ ca paccuppannam atītam ālambana> upalabbhati. 
Kamma> pana atītam eva, tañ ca manodvāragahita>. Tāni pana 
sabbāni pi parittadhammabhūtān'ev'ālambanāni. 

於此，當知在臨死心路過程裡只有五個軟弱的速行生

起。因此，若死時是緣取呈現於根門的現在所緣，（新一世

裡的）結生心與（最初幾個）有分心也都緣取現在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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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欲界結生，當由六門之一所識知的目標是業相或趣相

時，該目標可以是現在（所緣）或過去（所緣）。但（作為

目標的）業則必定是過去的，而且是通過意門識知。這一

切（欲界結生的）目標都只是有限法而已。 

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結生心與（最初幾個）有分心也都緣取現在所緣：

對於在死亡時所識知的現在所緣，其壽命可能會持續到下

一世的結生心與最初幾個有分心的時刻，因此後兩種心也

能緣取現在所緣。 

對於欲界結生等等：若結生心的目標是業，它必定是

過去所緣，而且是通過意門識知的法所緣。若目標是業相，

它即可能通過六門的任何一門識知，而且可以是過去或現

在所緣。對於作為（臨死）目標的趣相，不同的論師有不

同的見解。有些論師，包括《阿毗達摩義廣釋》的作者，

認為趣相必定是通過意門識知的現在色所緣。他們解釋阿

耨樓陀尊者在書中所寫的內容為：「當目標是業相時，它可

以通過六門的任何一門識知，而且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

緣；當它是趣相時，它由第六門（即：意門）識知，而且

是現在所緣。」其他論師，包括列迪長老，都反對這種詮

釋，認為其見解太狹窄。他們辯說阿耨樓陀尊者所寫的肯

定有較廣的涵義，即是說趣相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緣，也

可以呈現於六門的任何一門。列迪長老認為：《阿毗達摩論》

裡常提到趣相是呈現於意門的現在色所緣，但這只是基於

其最為常見的呈現方式而如此說，其實它也能以其他方式

呈現，譬如地獄眾生的哀號、天界的音樂與香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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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九：廣大結生心的所緣 
Rūpāvacarapa*isandhiyā pana paññattibhūta> kamma- 

nimittam ev'ālambana> hoti. Tathā āruppapa*isandhiyā ca 
mahaggatabhūta> paññattibhūtañ ca kammanimittam eva 
yathāraha> ālambana> hoti. 

對於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以及必定是業相。同

樣地，對於無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或廣大心，以及必

定是業相。 

Asaññasattāna> pana jīvitanavakam eva pa*isandhibhāvena 
pati**hāti. Tasmā te rūpapa*isandhikā nāma. Arūpā arūpa- 
pa*isandhikā. Sesā rūpārūpapa*isandhikā. 

對於無想有情，生起為結生的是命根九法聚。因此他

們名為「色結生」。無色界的（有情）名為「非色結生」（名

結生）。其餘的名為「色非色結生」（色與名結生）。 

節卅九之助讀說明 
色界結生心的目標即是產生結生的禪那所緣取的似

相。這似相是概念，也是業相。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結生心

各自的目標是空無邊與無所有的概念。第二與第四無色界

結生心各自的目標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心，即它們的目

標都是廣大心。上述的目標都屬於業相。無想有情是沒有

心的，所以在結生時並沒有緣取任何目標。「命根九法聚」

是其中一種擁有命根的色聚（見第六章、節十七）。 

節四十：投生的法則 
Āruppacutiyā honti he**himāruppavajjitā 
Paramāruppasandhī ca tathā kāme tihetukā. 
Rūpāvacaracutiyā aheturahitā siyu> 
Sabbā kāmatihetumhā kāmesv'eva pan'etar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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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無色界的（梵天）死時，他只能投生到更高層次

的無色界天，但不能投生到較低層次的無色界天；他也能

夠以三因結生心投生到欲界。 

當在色界的（梵天）死時，他不會以無因（結生心）

投生。當在欲界具有三因的（天神或人）死時，他有可能

投生到任何地方。其餘的（即：死時是二因或無因者）只

能投生到欲界。 

Ayam ettha cutipa*isandhikkamo. 

於此，這是有關死亡與結生的過程。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凡夫與有學聖者之間的投生法則有很明顯的差異。上

文只提及凡夫的投生過程。在此，我們將先解釋凡夫的投

生過程，然後再解釋有學聖者的。 

無色界的有情能夠培育與其層次同等或較高的無色

禪，但不能培育較低層次的無色禪。所以，當他們死時，

他們能夠投生在同一界天或較高層次的無色界天，但不能

投生到層次較低的禪天。然而，若他們失去禪那，他們即

會以近行定之力投生到欲界，因此是以欲界三因果報心投

生到欲界。 

無想有情死時會以二因或三因的欲界果報心投生到欲

界。在其他色界天的梵天死時，若他已證得無色禪，他即

能投生到無色界天；若他已證得色禪，他即能投生到色界

天；若他造了極強的傾向欲界之業，他即會投生到欲界。

對於在色界天裡死後投生到欲界的梵天，其欲界結生心必

定是二因或三因。 

對於在欲界的三因者，死時他們有可能投生到任何一

界，因為欲界的三因有情能夠造所有種類的業。對於在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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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二因與無因者，死時他們只能投生到欲界；他們下一

世的結生心可以是兩種無因推度心之一，或任何一個二因

或三因的欲界果報心。 

對於聖者，他們的死亡心肯定是具有三因，因為沒有

具足三因的人是不可能證得道果的。有學聖者能投生到同

一界或較高的界。而阿羅漢死後則當然不會再投生到任何

界。 

節四十一：心之相續流 
Icc'eva> gahitapa*isandhikāna> pana pa*isandhi- 

nirodhānantarato pabhuti tam ev'ālambanam ārabbha tad eva 
citta> yāva cuticittuppādā asati vīthicittuppāde bhavass'a�ga- 
bhāvena bhava�gasantatisa�khāta> mānasa> abbocchinna> 
nadīsoto viya pavattati. Pariyosāne ca cavanavasena cuticitta> 
hutvā nirujjhati. Tato parañ ca pa*isandhādayo rathacakkam iva 
yathākkama> eva parivattantā pavattanti. 

所以，對於如此投生者，在結生（心）滅盡之後，即

刻就會生起識知同一所緣的同一種心，有如河流般不斷地

流下去；只要沒有心路過程生起，它即會如此流下去，直

至死亡為止。由於它是有（即：生命）的主要因素，此心

被稱為有分。在生命終結時，它成為死亡心，滅盡後即完

全停止。此後，結生心與其他（心）有如車輪一般繼續次

第地轉起。 

節四十一之助讀說明 

在結生（心）滅盡之後，即刻就……：在結生心之後

有十六個有分心生起。然後就生起一個意門轉向心，以及

七個「有欲速行」（bhavanikanti-javana），即貪著新生命的

速行。這在新一世裡的第一個心路過程緣取結生心為目

標；那些速行心是欲界邪見不相應無行的貪根心。當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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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程結束時，有分心即再生滅；只要沒有心路過程生起，

有分心即會如此不斷地生滅。如此，心之流從結生流到死

亡，又從死亡流到新一世，就有如車輪一般次第地轉起。 

節四十二：結論 
Pa*isandhibhava�gavīthiyo 
Cuti c'eha tathā bhavantare 
Puna sandhibhava�gam icc'aya> 
Parivattati cittasantati. 
Pa*isa�khāya pan'etam addhuva> 
Adhigantvā padam accuta> budhā 
Susamucchinnasinehabandhanā 
Samam essanti cirāya subbatā. 

即有如這（一世），在下一世結生心、有分心、心路過

程與死亡心也是如此生起。以結生及有分，心相續流再次

轉起。 

常自制的智者，了知（生命）無常、覺證不死之境、

完全斷除了貪欲的結縛、證得永久的寂靜。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Vīthimuttasa�gahavibhāgo nāma 
pañcam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離心路過程之概要」的 

第五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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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末附錄（一） 
（譯自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所著的《大佛史》） 

 

劫（kappa） 
緬文裡的「甘巴」（kambhā）就是巴利文中的「劫」

（kappa）。《佛種姓經》（Buddhava>sa）中說到：`kappe ca 

satasahasse, caturo ca asa�kheyye...'──「四阿僧衹與十萬

劫……」 

一劫（kappa）的時間到底有多長並不能夠以年來計

算。只能夠以推測來算。假設有一間很大的倉庫，長、寬

與高度都是一由旬（大約十六公里），裡面裝滿了很小的芥

子。每一百年你丟掉當中的一粒芥子。如此，當所有的芥

子都被丟掉後，一個劫的時間還沒有結束。（從這個譬喻，

我們可以推測巴利文 kappa或緬甸 kambhā這個字所指的是

極其長久的時間。） 

劫的分類 
因此，當知「甘巴」（kambhā）和「劫」（kappa）是一

樣的。劫有六個分類： 

1. 大劫（mahākappa）； 

2. 中劫（asa�kheyyakappa無量劫）； 

3. 間劫（antarakappa）； 

4. 命劫（āyukappa）； 

5. 減劫（hāyanakappa）； 

6. 增劫（vaddhanakappa）。 

 

一個大劫裡有四個中劫（asa�kheyya無量劫），即：壞

劫（sa>va**a-kappa）、空劫（sa>va**a**hāyi-kappa）、成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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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a-kappa）、住劫（viva**a**hāyi-kappa）。也就是說這

四個中劫──壞無量劫（sa>va**a asa�kheyya-kappa）、空

無量劫（ sa>va**a**hāyi asa�kheyya-kappa）、成無量劫

（ viva**a asa�kheyya-kappa）、 住 無 量 劫 （ viva**a**hāyi 

asa�kheyya-kappa）──組成一個大劫。 

在這四個中劫當中，「壞劫」的時間是從預示一劫要開

始毀壞而下的大雨開始，直到火熄滅，如果這是由火毀壞

的劫；如果是由水毀壞的劫，則直到洪水全退；如果是由

風毀壞的劫，則直到暴風停止。 

「空劫」的時間則是從世界被火、或水、或風毀壞後，

直到預示一個新世界要再形成而下的大雨。 

「成劫」的時間是從預示一個新世界要再形成而下的

大雨開始，直到日月星晨出現。 

「住劫」的時間是從日月星晨出現開始，直到預示一

劫要開始毀壞而下的大雨。 

因此，在一個劫毀壞時下的大雨有兩種：第一種是每

一個劫要毀壞時都下的大雨，無論該劫是由火、或水、或

風所毀壞。開始時，當一個世界將要毀壞時，整個世界都

下大雨。因為有雨，所以人們開始耕種。當農作物長大到

牛可以吃時，雨卻完全停止，不再下了。這就是預示一個

劫要毀壞的雨。 

第二種也是大雨，但它只有在一個劫要被水毀壞時才

下。這並不是普通的雨，而是極不尋常的雨，因為它有能

力把石山擊打到粉碎。 

（關於大劫被火、或水、或風毀壞的詳細描述，請見

《清淨道論》的「宿住隨念智」。）上述的四種無量劫（中

劫）都擁有同等長度的時間，而它們的時間是無法以年來

衡量的。這是為什麼它們稱為「無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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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無量劫組成一個大劫。 

間劫等等 
在住劫的初始（即世界的開始階段），人類的壽元是無

數歲（asa�kheyya）。隨著歲月的過去，人們被貪、瞋等內

心煩惱擊敗了，因此他們的平均壽命逐漸減少，直到只剩

下十歲。這種退減的時期稱為「減劫」（hāyana-kappa）。 

反之，由於慈（mettā）等等善心的提昇，他們的後代

的壽元逐漸地增長，直到無數歲。從壽元十歲增加到無數

歲的時期稱為「增劫」（vaddhana-kappa）。（關於人間減劫

與增劫的詳細解釋，請見《長部．轉輪經》（Dīgha Nikāya, 

Cakkavattisutta）。） 

因此，根據道德提昇或道德敗壞，人類的壽元會在十

歲與無數歲之間增減。這一增一減的時間稱為一個間劫

（antara-kappa）。 

三種間劫 
人類的壽元從無數歲減到十歲時，就會有個轉變期。

如果導致壽元退減的原因是特別強的「貪」，就會發生飢

荒，所有的壞人都會在這個間劫的最後七天裡全部死亡。

這樣的間劫稱為「飢荒間劫」（dubbhikkhantara-kappa）。 

如果導致壽元退減的原因是特別強的「痴」，就會發生

瘟疫，所有的壞人都會在這個間劫的最後七天裡全部死

亡。這樣的間劫稱為「疾病間劫」（rogantara-kappa）。 

如果導致壽元退減的原因是特別強的「瞋」，人們就會

拿武器互相殘殺，所有的壞人都會在這個間劫的最後七天

裡全部死亡。這樣的間劫稱為「刀劍間劫」（satthantara- 

kappa）。 

（ 然 而 ， 根 據 《 清 淨 道 論 》 的 註 疏 《 大 疏 鈔 》



第五章：離心路過程之概要 

 215 

（Mahā*īkā），導致「疾病間劫」的是極強的貪，導致「刀

劍間劫」的是極強的瞋，以及導致「飢荒間劫」的是極強

的痴；到時所有的壞人都死了。） 

每一增一減的間劫的名稱可以這樣解釋：當住劫還沒

有完，在還沒有被火、或水、或風毀壞之前，每當人類的

平均壽命降到十歲時，所有的壞人都會遭遇飢荒、或瘟疫、

或武器的殺戮而死亡。在每一個間劫的最後七天發生這樣

的災難，導致全世界的壞人死亡，該間劫就依該災難而命

名為「飢荒間劫」、或「疾病間劫」、或「刀劍間劫」。 

（還有另一種情形是）在人類的壽元還沒有降到十歲

時，有時候會有（不是世界性，而是）區域性的災難發生，

例如在一個城市或村莊。如果是發生瘟疫，我們說那是該

區域的「疾病間劫」；如果是發生戰亂，我們說那是該區域

的「刀劍間劫」；如果是發生飢荒，我們說那是該區域的「飢

荒間劫」。這種說法只是譬喻性而已，只是因為區域性的事

件和世界性的事件類似。所以當我們祈禱願我們遠離這「三

種劫」時，我們是指這三種災難。 

在六十四個間劫（一個間劫有一個增劫和一個減劫）

過去後，「住劫」也結束了。由於在壞劫、空劫和成劫時並

沒有人和欲界天神，所以這些劫沒有一增一減的間劫顯

現。但應知道每一個中劫（無量劫）的時間都和住劫的時

間一樣長，也就是有六十四個間劫的時間那麼長。 

命劫 
命劫（āyu-kappa）是指當時的平均壽命（āyu）的時間。

如果當時人的平均壽命是一百歲，一個命劫就是一百年；

如果是一千歲，一個命劫就是一千年。 

當佛陀說：「阿難，我已經培育了四種成就之因（四神

足 iddhipāda）。如果我要的話，我可以活一整個劫或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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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劫多一點」的時候，當知這裡的劫是指那時期人類的命

劫。《增支部．八集》的註釋解釋，佛陀這麼說是指如果要

的話他能夠活一百年或比一百年多一點。 

然而，摩訶西瓦長老（Mahāsiva Thera）說：「當知在

此的命劫是指幸運的大劫。」（他這麼說是因為他認為導致

佛陀最後一世投生的業能夠延長佛陀的壽命到無數歲，也

因為在巴利聖典裡提到「護壽果定」（ āyupālakaphala- 

samāpatti），即保護「命行」（āyusa�khāra）的果定能排除

一切危難。）但是這位長老的見解不被諸論師所接受。91 

《律藏．小品．分裂僧團犍度》（Vinaya CūDavagga, 

Sa�ghabhedakkakkhandhaka）裡提到：「導致僧團分裂要投

生到地獄，在該處受苦一整個劫。」註釋解釋：「該劫是指

最低一層的地獄──阿鼻地獄──的壽元。」根據律藏的

疏鈔巨著《十三章疏鈔》（Terasaka.Pa*īkā），阿鼻地獄裡眾

生的壽元等於八十份之一個大劫。該著作也提到這八十份

之一個大劫的時間是阿鼻地獄眾生的一個間劫。因此，根

據阿鼻地獄眾生的計算，一個大劫等於八十個間劫。 

應當澄清的是，如上所述，一個大劫有四個中劫（無

量劫），一個中劫則有六十四個間劫。因此，根據人類的計

算，一個大劫等於兩百五十六個間劫。 

兩百五十六除以八十等於三又五份之一或 3.2。因此，

人類的 3.2個間劫等於阿鼻地獄眾生的一個間劫。（阿鼻地

獄裡沒有像人間那樣的增劫與減劫。由於在該處在一切時

候都只是遭受痛苦， 每一個間劫結束時並沒有像人間那樣

有「疾病間劫」、「刀劍間劫」和「飢荒間劫」的分別。阿

                                               
91 譯按：在一個大劫裡，只有住劫時期才有欲界，才有欲界天神、

人、動物、鬼與地獄眾生。業也無法改變世界成、住、壞、空的自

然法則，不能讓人活一個大劫。所以應該是諸論師的見解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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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地獄眾生的壽命是八十份之一個大劫，也就是他們的一

個間劫。因此，阿鼻地獄眾生的一個間劫等於人類的 3.2

個間劫。） 

如是，當知一個中劫等於人類的六十四個間劫，即等

於阿鼻地獄眾生的二十個間劫。因此，有些巴利聖典，例

如《清淨道論》的註釋《大疏鈔》和《阿毗達摩義廣釋》

（Abhidhammattha-Vibhāvinī*īkā）說一個中劫有六十四或

二十個間劫，這兩個數目並沒有矛盾。這兩個數目的差別

只在於計算法。 

在《分別論》的註釋《迷惑冰消》裡提到一件值得注

意的事。在「智分別」裡，它說： 

「唯有分裂僧團的業導致受苦一整個劫。若有人在一

個劫的開始或中間階段因為分裂僧團這樣的業投生到阿鼻

地獄，只有在這個劫毀壞時，他才能脫離。如果他今天投

生到地獄，而這個劫明天就毀壞，他只需要遭受痛苦一天，

明天就能夠脫離。（但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依據這段話，有些人認為「分裂僧團的業導致投生在

地獄裡一整個大劫；造了這種業的人只有在一個大劫毀壞

時才能夠脫離。事實上，《迷惑冰消》只是以普遍的方式來

解釋「維持一整個劫」（kappa**hitiyo），它沒有特別強調地

提到「維持一整個大劫」（mahākappa**hitiyo）。「維持一整

個劫」這種說法是根據《律藏．小品》的一個偈子，該偈

子提到：「破壞了僧團的團結後，他在地獄裡受苦一整個

劫。」因此，當知這裡的「劫」只是「間劫」，而不是「大

劫」。在《事論》的第十三章裡，它提到有關這個偈子的「劫」

是指（阿鼻地獄眾生）的「命劫」，即八十份之一個大劫。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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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末附錄（二） 
（譯自《殊勝義註》英、頁 128-135） 

十不善業之道（akusalakammapatha） 
十惡業是殺生、偷盜、邪欲樂行（邪淫）、妄語、兩舌、

惡口（粗口）、綺語（廢話）、貪婪、瞋恨、邪見。 

當中，「殺生」是指快速或殘暴地殺害生命，意即屠宰

或殺害眾生。在此，於普通用語，「生命」（pāna，直譯為

有呼吸者）是指有情；在究竟界上則是指「命根」

（jīvitindriya>）。「殺生」一詞則是指人雖明知該有情是活

的，卻依舊刻意通過身門或語門致力於截斷該有情的命

根。對於毫無德行（gu.a）的畜生，殺害小的生物是輕微

的惡業，殺害大的生物則是重大的惡業。為何？因為所付

出的努力大；若是付出相等的努力，則因為對象的體積大。

對於人類等等，由於他們能具備德行，（殺害）德行低劣者

惡業較輕微；（殺害）德行高尚者惡業深重。當（被殺者）

的德行相等時，惡業之輕重則有視（兇手）的煩惱是強或

弱，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是大或小。殺生有五個條件：活著

的生命、明知該有情是活著的、殺意、致力殺生、結果（對

象）被殺死了。而六種致力的方法是：親手、煽動、拋擲、

固定的陷阱、詭計及超能力。由於詳細解釋它們則篇幅太

長，所以我們應當把它們及其他說明略過不提。有意知其

詳 細 解 說 者 應 參 考 律 藏 的 註 疏 ─ ─ 《 普 端 嚴 》

（Sāmantapāsādikā）。 

「偷盜」（adinnādāna）是指「不與而取」；亦即偷他人

的東西、搶劫或當盜賊。在此「不與」是指別人所擁有的

東西或財物。若別人對某件財物有自主權，可以任意使用

而不會受到懲罰或譴責，該物即是屬於那人的。明知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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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他人所有，而懷著賊意地致力獲取該物即名為「偷

盜」。若屬於他人之物低劣，所造的惡業即輕微；若屬於他

人之物珍貴，所造的惡業即重大。為何？因為其物珍貴。

若它們的價值相等，偷屬於品德高尚者之物即惡業較重，

偷屬於品德低劣者之物即惡業較輕。（偷盜）有五個條件：

他人之物、明知是如此、賊意、致力及結果移動了該物。

方法則有六種，即：親手等等。每一種偷盜的方法都能依

以下的情況進行：吃秤頭、強硬手段、隱瞞、設計或偽造。

這是關於偷盜的大概，詳述見於《普端嚴》。 

「邪欲樂行」（邪淫）裡的「欲樂」是指「性交」；「邪

行」是指「低賤及實應受到譴責的行為」。「邪欲樂行」的

特相是生起於身門的思（cetanā，意願），具有侵犯自己無

權同其行房者的不如法意念。於此，男人無權與之行房者

是：（甲）十種未婚女人，即：一、為母所護；二、為父所

護；三、為父母所護；四、為兄弟所護；五、為姐妹所護；

六、為親戚所護；七、為族人所護；八、為宗教導師所護；

九、已訂婚；十、正受懲罰；以及（乙）十種已婚女人，

即：一、以錢財買來（的妻子）；二、自願為人妻者；三、

為了財富而為人妻者；四、為了服飾而為人妻者；五、由

雙親執行婚禮，把新郎新娘之手浸入一隻碗裡的水，而如

法地成為人妻者；六、從社會階級較低階層裡獲得的妻子；

七、奴隸妻；八、傭人妻；九、戰俘妻；十、短暫的妻子。 

當中，有十二種女人是其他男人不可侵犯的，即：已

訂婚和正受懲罰的女人，以及後面十種（已婚女人）。所造

的惡業之輕重有視被侵犯的對象是否有持戒等德行。此惡

業有四個條件：有心想要享受不可侵犯的對象、致力於享

受、設計佔有、結果佔有了。方法則只有一個，即：親身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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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語」是欲欺騙他人者的身或語的行動，以損害他

人的利益。懷有欺騙他人的意念，而致使採取身體或言語

行動去欺騙的思（意願）名為「妄語」。另一個定義：「妄」

是不真實或不存在的事物；「語」是表達它為真實。「妄語」

的特相是想要讓他人以為不真實的為真實，而又造成相符

的表達的思（cetanā，意願）。此罪業是重是輕有視他人受

到損害的利益是大是小。或者，對於在家居士，若他們由

於不想施捨自己的東西，而騙說：「我沒有那東西」，這是

輕罪；若作為證人卻發偽誓，以致（他人）遭受損失則是

重罪。若沙門在只得到些少油或奶油時，開玩笑地以反語

說：「我想，今天是有條油河流進了村子」，這是輕罪；若

對未曾見過的事物說為有見過則是重罪。此（罪）有四個

條件：不真實之事、欲欺騙的意念、致力欺騙、傳達該事

給其他人。方法只有一種，即：親自行動；當知這是通過

身體、附在身上之物、或言語的欺騙行動。若該行動令到

他人明白其意，產生該行動的思在當下即成為欺騙的行

為。人能通過行動、附在身上之物或言語欺騙他人，同樣

地，人們亦能煽動第三者道：「跟他這麼說」，或把一片寫

了字的貝葉放在他人面前，或永恆性地寫在牆上等，期望

「（他人）會因此明白其意」，這些都是欺騙他人。所以把

煽動、傳達和永恆的記錄視為這種惡業亦是有理。然而註

疏並沒有提到這點，所以應當深入檢討後才好接受。 

「兩舌」是指誹謗的言語，說了之後會導致對方對另

一者之愛降至零點。令到自己粗野的言語，或導致他人粗

野的言語，它本身即是粗野的，不悅耳亦不令心歡喜；這

種言語名為「惡口」。「綺語」是說毫無意義且無用的廢話。 

當知稱為「兩舌」等的即是作為這些言語之根源的思。

以邪惡之心，通過身行言語播下挑撥離間的種子之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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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人諂媚之思即是兩舌之思。其罪之輕重有視受離間者

之德行是低劣或高尚。此罪的四個條件是：一、有受離間

的人；二、有「讓他們分裂」的目的；三、付諸實行；四、

表達交流。但若他人並沒有因此決裂，那麼，該罪是不足

罪，是「未足道之業」；只有在導致決裂時才是足罪。 

「惡口」是指粗野之思，致使實行於身或語，給與他

人致命傷般的重擊。以下的故事可以說明這點：據說有位

男孩不聽母親的話而去到森林裡。由於無法制止他，其母

即詛咒他道：「願有隻野母水牛追你！」果真即有一隻母水

牛因此而出現在森林裡。該男孩即宣說真實語（之後發願

道）：「願我母親所說的不會發生；願她心中所想的發生！」

而該水牛就有如無法動彈般站著。所以，雖然她的話看似

兇惡，但其實並不粗野，因為她的心是柔軟的。雖然有時

父母會對自己的兒女說：「希望賊把你們切成許多塊！」但

其實他們甚至不願看到一片荷葉掉在兒女的身上。教師及

宗教導師有時也會對學生們說：「這些無恥魯莽的小伙子與

我們有什麼關係？把他們趕出去！」然而他們還是希望學

生們能獲得成就。言語能因柔軟之心而不成粗野，故此言

語並不一定因為說得柔軟即溫如。譬如想要殺人時說：「讓

他舒適地睡覺」，這話即毫不溫和；由於其心粗野，故其語

亦粗野。惡口（的惡業輕重）與被辱罵者的德行成相對比。

此罪的三個條件是：有受辱罵的人、瞋念及辱罵。 

造成身或語作出無意義的表達之不善思名為「綺語」。

其罪之輕重有視是否時常如此作為。造成此罪的兩個條件

是：一、心傾向於毫無意義的話題，如：巴拉達（Bhārata）

之戰、悉達（Sītā）綁架案等故事；二、敘說這些故事。但

若他人並不接受這些故事則不成足罪，即不成「足道之

業」，只有在他人接受這些故事時才成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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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是貪要，即看到他人的財物時想要擁有它們。

其特相是如此的心思：「噢，如果這是我的那該多好！」其

罪輕重之分與偷盜罪類似。它有兩個條件：他人的財物及

令自己傾向於獲得它。雖然貪欲可能會在看到他人的財物

時即生起，但只要他還沒有想：「噢，如果這是我的那該多

好！」，它還不是完全達到這種惡行的階段。 

毀壞他人的幸福與快樂的即是「瞋恨」。其特相是想要

傷害他人之惡念。其罪輕重之分與惡口罪類似。它有兩個

條件：另一者及想要傷害之念。只是瞋怒還未完全達到這

種惡行的階段，只要沒有欲毀壞之念，如：「願他被砍到死

掉！」 

「邪見」是不依正見的錯見。其特相是顛倒之見，如：

「佈施並沒有（作用）。」其罪輕重之分與綺語罪類似，或

依據其邪見是暫時性或長久性。它的兩個條件是：一、顛

倒對事物的正確知見；二、它依其所持的邪見顯現（於心

中）。已達到這種惡行階段的邪見是：（認為）一、沒有果

報；二、（事情的發生是）無因的；三、沒有造作這回事。

其他見則不算在內。 

對於這十種惡業，我們可以在五個方面確定它們，即： 

一、依究竟法； 

二、依組； 

三、依目標（所緣）； 

四、依受； 

五、依因或根。 

 

（一）十惡業的首七種惡行只是思（cetanā）；從貪婪

開始的三惡行是與思相應之（心所）法。 

（二）首七種及邪見八法是行，不是因（根，hetu）；

但貪婪與瞋恨既是行亦是因。貪婪是不善的貪因或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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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恨則是不善的瞋因或瞋根。 

（三）殺生的目標是緣生法，因為它的目標是命根。

偷盜的目標是有情或東西。邪欲樂行的目標是緣生法，因

為它是觸（所緣），有些人則說它是有情。妄語的目標是有

情或緣生法；兩舌也是如此。惡口的目標只是有情。綺語

的目標是有情，或依所見、聞、感受及想的事物則是緣生

法；貪婪也是如此。瞋恨的目標是有情；邪見的目標則是

三界裡的緣生法。 

（四）殺生與苦受相應。92因為即使國王看到小偷時可

能會笑著說：「把他給殺了！」，下決定的思（心所）肯定

只與苦受相應。偷盜能與三種受相應。看到他人的財物時，

若愉快地偷取即與樂受相應；若驚懼地偷取，則與苦受相

應，若在省思其惡果之下偷取也是與苦受相應；若中捨地

偷取，則與捨受相應。邪欲樂行（邪淫）與兩種受相應，

即：樂受與捨受；但在下決定時則不可能是捨受。妄語能

與三種受相應；兩舌亦是如此。惡口只與苦受相應；綺語

則能與所有三種受相應。（在此舉例）闡述──在講悉達綁

架案、巴拉達之戰等故事時，若聽眾對他喝彩及把自己的

頭巾拋上空中等，講故事者即會有樂受。當如此對他喝彩

的人過後走向前去對他說：「再從頭講給我們聽。」講故事

的人即會對該建議感到不快，心想：「我是否應該講其他不

相關的事？」在這情形之下，講故事時即會有苦受；若他

中捨地講則會有捨受。貪婪與兩種受相應，即樂受及捨受；

邪見亦是如此。瞋恨則只與苦受相應。 

（五）殺生有瞋與痴二因。偷盜亦有瞋與痴二因，或

貪與痴二因；妄語也同樣是有瞋與痴或貪與痴二因。邪欲

樂行有貪與痴二因；兩舌與綺語亦是如此。惡口有瞋與痴

                                               
92 譯按：在此的受是採用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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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貪婪只有痴一因；瞋恨也是如此（只有痴一因）93。

邪見有貪與痴二因。 

 

                                               
93 譯按：在後來解釋十善業之道時，《殊勝義註》說明計算「因」

時不能把本身包括在內。由於貪婪是貪心所，也就是貪因或貪根，

所以它只有痴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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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色之概要 
（Rūp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Ettāvatā vibhattā hi sappabhedappavattik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rūpa> dāni pavuccati. 
Samuddesā vibhāgā ca samu**hānā kalāpato 
Pavattikkamato cā ti pañcadhā tattha sa�gaho. 

至此已依類別及生起過程分析了心與諸心所；在此當

說色法。色之概要有五個部份：列舉、分別、生起之源、

聚、轉起的次第。 

節一之助讀說明 
《阿毗達摩概要》裡的首五章整體是一部名法的完整

概要，其中分析了：八十九或一百二十一心的各個方面、

五十二心所及它們的組合、在心路過程裡及結生時生起的

心、生存地、業的類別及其果報。 

這首五章可算是對心與心所這兩種究竟法的詳細分

析。在第六章裡，作者阿耨樓陀尊者將再詳細地分析第三

種究竟法──色法（rūpa）。首先，他列舉了所有種類的色

法，然後再解釋它們依什麼原則分類、它們的因或生起之

因、它們組成的色聚、以及生起的過程。最後，在結束這

一章之前，他簡要地解釋第四種究竟法，即：無為界──

涅槃。 

巴利文 rūpa（色）可解釋為源自意為「被破壞、干擾、

敲擊、逼迫、破碎」的詞根 ruppati。94諸論師認為：「稱為

                                               
94 根據《大義釋》（Mahāniddesa）：ruppati, kuppati, gha**īyati, pīDīy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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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因為它遭受熱、冷等色法妨害緣所造成的變易之故。」
95佛陀本身在解釋「色法」一詞時說：「諸比丘，為何說是

色？因為它被破壞，所以稱之為色。被什麼破壞？被冷、

熱、飢餓、口渴、蒼蠅、蚊子、風、烈日及爬蟲所破壞。」

（《相應部》22:79/iii,86） 

列舉色法 
（rūpasamuddesa） 

節二：簡說：四大元素與所造色 
Cattāri mahābhūtāni, catunnañ ca mahābhūtāna> upādāya 

rūpan ti duvidham p'eta> rūpa> ekādasavidhena sa�gaha> 
gacchati. 

色法有兩種，即：四大元素及由四大元素所造的色法。

這兩者包含了十一類（色法）。 

節二之助讀說明 

色法有兩種：《阿毗達摩論》列舉了二十八種色法，

簡要來說則可歸納為兩大類，即：四大元素及由四大元素

所造的色法。四大元素（mahābhūta）是地界、水界、火界

與風界。這些是色法不可分離的主要元素；在它們的組合

之下造成了小至微粒子，大至山嶽的一切的物質。所造色

（upādāya rūpa）是源自或依靠四大元素而有；它們一共有

二十四種。四大元素可譬喻為大地，所造色則有如依靠大

地而得以生長的樹木。 

所有二十八種色法可歸納於十一類。其中七類稱為完

                                                                                                 
bhijjati。 
95 《阿毗達摩義廣釋》：Sīto.hādi-virodhippaccayehi vikāra> āpajjati 

āpādiy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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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色（nipphannarūpa），因為它們擁有自性，所以適合作為

觀禪的目標。其餘四類色法較為抽象，因此稱為不完成色

（anipphannarūpa）。（見表 6-1） 

節三：詳述：真實色 
Katha>? 
1. Pa*havīdhātu, āpodhātu, tejodhātu, vāyodhātu bhūta-

 rūpa> nāma. 
2. Cakkhu, sota>, ghāna>, jivhā, kāyo pasādarūpa> nāma. 
3. Rūpa>, saddo, gandho, raso, āpodhātuvajjita> 

 bhūtattaya-sa�khāta> pho**habba> gocararūpa> nāma. 
4. Itthatta> purisatta> bhāvarūpa> nāma. 
5. Hadayavatthu hadayarūpa> nāma. 
6. Jīvitindriya> jīvitarūpa> nāma. 
7. KabaDīkāro āhāro āhārarūpa> nāma. 

如何？ 

一、地界、水界、火界與風界名為元素色。 

二、眼、耳、鼻、舌與身名為淨色。 

三、顏色、聲、香、味與觸名為境色，後者包含 了

除去水界的三大元素。 

四、女根色與男根色名為性根色。 

五、心所依處名為心色。 

六、命根色名為命色。 

七、段食名為食色。 

Iti ca a**hārasavidham p'eta> sabhāvarūpa>, salakkha.a- 
rūpa>, nipphannarūpa>, rūparūpa>, sammasanarūpan ti ca 
sa�gaha> gacchati. 

如是這十八種色法合為一組，（因為它們）是有自性色、

有相色、完成色、色色（真實色）及觀智所思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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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之助讀說明 

（一）元素色（種色）：四大元素（四大種）稱為界

（ dhātu）， 因 為 它 們 「 持 有 自 性 」（ attano sabhāva> 

dhārenti）。稱為地界（pa*havīdhātu）是因為它有如地一般，

作為俱生色法的支助或立足處。巴利文 pa*havī（地）是源

自意為「擴展」的詞根，因此地界是擴展的元素。地界的

特相是硬；作用（亦作味）是作為（其他元素與所造色的）

立足處；現起是接受；近因（亦作足處）是其他三大元素。 

水界（āpodhātu）令到其他色法黏在一起，因而避免它

們被分散。其特相是流動或溢出；作用是增長其他俱生色

法；現起是把（同一粒色聚裡的）諸色握在一起或黏著；

近因是其他三大元素。根據《阿毗達摩論》的觀點，水界

與其他三大元素不一樣，是不能夠直接通過觸覺覺知，而

只能間接地從觀察其他色法黏在一起而得知。 

火界（tejodhātu）的特相是熱（或冷）；作用是使到（同

一粒色聚裡的）其他色法成熟；現起是不斷地提供柔軟；（近

因是其他三界）。火界被體驗為熱或冷。 

風界（vāyodhātu）是移動及壓力的元素。其特相是支

持（vitthambhana）；作用是導致其他色法移動；現起是帶

動（俱生色法從一處）至另一處；近因是其他三大元素。

它被體驗為壓力。 

從整體來看，四大元素立足於地界；由水界黏在一起；

由火界維持；由風界支持。 

（二）、淨色（（（（pasādarūpa））））是五種個別存在於五根

的色法。應分辨淨色與支持它們的五種器官。96世俗所稱的

眼在《阿毗達摩論》裡則稱為「混合眼」（ sasambhāra- 

                                               
96 詳見《清淨道論》第十四章、段三六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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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khu），是各種不同色法的組合。 

表 6-1：二十八種色法 
十八種完成色十八種完成色十八種完成色十八種完成色  十種不完成色十種不完成色十種不完成色十種不完成色 

（一） 

元素色 

1.地界 
（八） 

限制色 
19.空界 

2.水界 
（九）表色 

20.身表 

3.火界 21.語表 

4.風界 

（十） 

變化色 

22.色輕快性 

（二）淨色 

5.眼淨色 23.色柔軟性 

6.耳淨色 
24.色適業性 

*加兩種表色 

7.鼻淨色 

（十一） 

相色 

25.色積集 

8.舌淨色 26.色相續 

9.身淨色 27.色老性 

（三）境色 

10.顏色 28.色無常性 

11.聲  

12.香 

13.味 

*觸=地、火、

風三界。 

（四） 

性根色 

14.女根色 

15.男根色 

（五）心色 16.心所依處 

（六）命色 17.命根色 

（七）食色 18.食素/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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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淨色（cakkhupasāda）是其中之一，它是位於視網膜

裡的淨色，對光與顏色敏感，以及作為眼識的依處色與門。

耳淨色（sotapasāda）是在耳洞裡：「在一個狀如手指膠片，

長著許多細小褐色毛之處」；它是對聲音敏感的淨色，以及

作為耳識的依處色與門。鼻淨色（ghānapasāda）位於鼻孔

裡，對氣味敏感。舌淨色（jivhāpasāda）散置於舌頭上，

對味道敏感。身淨色（kāyapasāda）散置於全身，有如浸透

棉花的液體一般；它對觸覺敏感。 

眼淨色的特相是準備讓色所緣撞擊的四大元素之淨

（透明性），或緣生於色愛（rūpata.hā，欲見色所緣）的業

生四大元素之淨；作用是取色所緣為目標；現起是作為眼

識的依處；近因是緣生於色愛的業生四大元素（即同一粒

色聚裡的四大）。對耳、鼻、舌、身淨色的特相等亦可以此

類推。 

（三）境色（（（（gocararūpa））））是五根所緣之外境，它們

作為與之相符的根識的所緣緣。當知觸所緣是由地界、火

界與風界三種元素組成。根據《阿毗達摩論》，屬於黏性的

水界並不包括在觸所緣之內。顏色等其他四種境色是屬於

所造色。 

整體來說，境色的特相是撞擊淨色；作用是作為根識

的目標；現起是作為根識之境；近因是四大元素。 

（四）性根色（（（（bhāvarūpa））））有女根色與男根色兩種。

這兩根各自的特相是女性與男性。它們各自的作用是顯示

「她是女性」及「他是男性」；各自的現起是女與男特有的

色身、特徵、行為及工作之因。（近因是同一粒色聚裡的業

生四大元素。）97 

                                               
97 譯按：以下是譯自《殊勝義註》（英、頁四二一）對陰陽人（雙

性人）的解釋： 



第六章：色之概要 

 231 

（五）心色（（（（hadayarūpa）：）：）：）：關於心所依處（hadaya- 

vatthu），見第三章、節二十。心所依處的特相是提供意界

和意識界依止或支持的色法（見第三章、節廿一）；作用是

作為此二界的依處；現起是支撐此二界；（近因是同一粒色

聚裡的業生四大元素。）它位於心臟裡的血，受四大元素

所支助，以及由命根色所維持。 

（六）命根（（（（jīvitindriya）：）：）：）：屬於遍一切心心所的命根

是維持名法的命根；在此的命根則是維持色法的命根。「命」

被稱為「根」是因為它控制與它俱生之法。命根的特相是

維持在住時的俱生色法；作用是使到它們發生；現起是維

持這些色法存在；近因是當被維持的四大元素。 

（七）段食（（（（kaba#īkārāhāra））））的特相是食物裡的營

養或食素（ojā）；作用是維持色身；現起是滋養身體；（近

因是必須受到它滋養的處色。） 

這十八種色法：至此所列舉的十八種色法整體被稱為

                                                                                                 
「陰陽人有一個或兩個（性）根？一個，女性陰陽人擁有女

根，男性陰陽人則擁有男根。若是如此，豈不是沒有第二類陰陽人？

因為女根是特相（vyañjana）的原因，男性陰陽人豈不是沒有性根

色？於此（男性陰陽人），女根並不是特相的原因，因為它是肯定

不存在的。 

當女性陰陽人對女人生起慾念時，男性的特徵即會顯現，而

女性的特徵即會自動隱藏起來；反之也是如此。對於這些人，若性

根是後來顯現的特徵的原因，那麼，他們就會同時擁有兩性的特

徵。但事實上是沒有這回事的。如是，當知於陰陽人性根並不是（男

女性）特徵的原因。（那其原因又是什麼？）朋友，慾念之業是其

原因。 

由於陰陽人只有一個性根，所以女性陰陽人能夠自己懷孕，

也能夠令到他人懷孕；男性陰陽人能夠令到他人懷孕，但自己並不

能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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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性色」（sabhāvarūpa），因為它們每一種都有各自的

特性，例如地界的硬等等；它們被稱為「有相色」

（salakkha.arūpa）因為它們都有無常、苦、無我三相；被

稱為「完成色」（nipphannarūpa）因為它們直接由業等諸緣

造成；被稱為「色色」（rūparūpa）因為它們擁有色法的特

徵，即遭受破壞；被稱為思惟色（sammasanarūpa）因為它

們是觀智觀照三相的目標。 

節四：詳述：不完成色 
8.  Ākāsadhātu paricchedarūpa> nāma. 
9.  Kāyaviññatti vacīviññatti viññattirūpa> nāma. 
10. Rūpassa lahutā, mudutā, kammaññatā, viññattidvaya>

  vikārarūpa> nāma. 
11. Rūpassa upacayo, santati, jaratā, aniccatā lakkha.a- 

  rūpa> nāma. Jātirūpam eva pan'ettha upacayasantati-
  nāmena pavuccati. 

八、空界名為限制色。 

九、身表與語表名為表色。 

十、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及兩種表色名為

變化色。 

十一、色積集、色相續、色老性及色無常性名為相色。

在此，積集與相續是指色法的生（時）。 

節四之助讀說明 

不完成色：從第八至第十一組的色法被稱為「不完成

色」（anipphannarūpa），因為它們不是由四種色法之因（見

節九至十四）直接造成，而只是完成色的素質。 

（八）、空界（（（（ākāsadhātu）：）：）：）：於《阿毗達摩論》，空界

並不只是指空間，而是諸色聚之間的空隙，令人能夠辨識

它們為個別的個體。空界的特相是劃定色（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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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顯示色（聚）的邊際；現起是色（聚）的界限或（色

聚之間的）孔隙；近因是應被區劃的色（聚）。 

（九）表色（（（（viññattirūpa）：）：）：）：巴利文 viññatti（表）是

指把自己的思想、感受與態度表達給他人知道的方法。有

兩 種 表 達 的 方 法 ， 即 ： 身 表 （ kāyaviññatti） 及 語 表

（vacīviññatti）。前者是心生風界的特別作用，使到身體移

動以表達自己的意念。後者是心生地界的特別作用，使到

能夠發出聲音以表達自己的意志。這兩種都有表達意念的

作用。它們各自的現起是身體轉動及言語之因；各自的近

因是心生風界與心生地界。 

（十）變化色（（（（vikārarūpa）：）：）：）：這類色法是完成色的特

別呈現方式。它包括了上述兩種表色，以及色輕快性、色

柔軟性、色適業性三種色法。 

當中，色輕快性（rūpassa lahutā）的特相是不遲鈍；作

用是去除色法的沉重；現起是色法輕快地生起及變易；近

因是輕快的色。 

色柔軟性（rūpassa mudutā）的特相是不僵硬；作用是

去除色法的僵硬性；現起是不對抗身體的一切作業；近因

是柔軟的色。 

色適業性（rūpassa kammaññatā）的特相是適合身體作

業的適業性；作用是去除（由於風界不平衡而造成的）不

適業性；現起是色法不軟弱；近因是適業的色。 

（十一）相色（（（（lakkhaarūpa）：）：）：）：這類有四種色法。

當中，色積集（rūpassa upacaya）與色相續（rūpassa santati）

都是指色法的「生」（jāti，生時）。它們之間的差別是：前

者是起初或開始時的色相續流之生起；後者是色相續流隨

後不斷地再生起。例如：在結生時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

與心色十法聚的生起是色積集，（而在五根具足之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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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聚的生起是色相續。 

色積集的特相是開始建立（或成長至諸根具足）；作用

是令色法開始生起；現起是起始或完成的狀態；近因是生

起之色法。 

色相續的特相是（在諸根具足之後，真實色法）持續

不斷地生起；作用是連續地結合；現起是不間斷；近因是

當被繫結的色法。 

色老性（rūpassa jaratā）的特相是色法成熟與老化；作

用是導致壞滅；現起是雖然還沒消失但已失去新性；近因

是正在衰老的色法。 

色無常性（rūpassa aniccatā）的特相是色法完全壞滅；

作用是令到色法消失；現起是色法滅盡；近因是滅盡的色

法。 

節五：二十八種色 
Iti ekādasavidham p'eta> rūpa> a**havīsatividha> hoti 

sarūpavasena. Katha>? 
Bhūtappasādavisayā bhāvo hadayam icc'api 
Jīvitāhārarūpehi a**hārasavidha> tathā. 
Paricchedo ca viññatti vikāro lakkha.an ti ca  
Anipphannā dasa cā ti a**havīsavidha> bhave. 

如是依據各自的特性，十一類色法可分別為二十八種

色。如何（是二十八）？ 

元素、淨色、境色、性根、心色、命根色與段食是十

八種完成色。 

限制（空界）、表色、變化色與相色是十種不完成色。

如此一共有二十八種色。 

Ayam ettha rūpasamuddeso. 

於此，這是色法的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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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分別 
（rūpavibhāga） 

節六：一種 
Sabbañ ca pan'eta> rūpa> ahetuka>, sappaccaya>, 

sāsava>, sa�khata>, lokiya>, kāmāvacara>, anāramma.am, 
appahātabbam evā ti ekavidham pi ajjhattikabāhirādivasena 
bahudhā bheda> gacchati. 

於此，一切色是一種，因為它們都是：無因（無根）、

有緣、有漏、有為、世間、屬於欲界、無所緣、非當斷。 

節六之助讀說明 

一切色是一種：一切色都是無因，因為它們不與善、

不善或無記因相應，只有名法才會與因相應。一切色都是

「有緣」，因為它們依靠四因（之一）生起（見節九）。色

法是「有漏」，因為它可以成為四種漏的目標（見第七章、

節三）。它是「有為」與「世間」，因為沒有任何色法能夠

超越五取蘊的世間。一切色法是欲界：雖然在色地裡也有

色法，但色法依本性是屬於欲界，因為它是欲欲的目標。

色法是「無所緣」的，因為它不能像名法一般識知所緣。

它是「非當斷」的，因為它不能像煩惱一般被四出世間道

斷除。 

節七：多種 
Katha>? 
Pasādasa�khāta> pañcavidham pi ajjhattikarūpa> nāma; 

itara> bāhirarūpa>. 
Pasāda-hadayasa�khāta> chabbidham pi vatthurūpa> nāma; 

itara> avatthurūpa>. 
Pasāda-viññattisa�khāta> sattavidham pi dvārarūpa>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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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ra> advārarūpa>. 
Pasāda-bhāva-jīvitasa�khāta> a**havidham pi indriyarūpa> 

nāma; itara> anindriyarūpa>. 

如何？ 

五種淨色名為內色，其餘的是外色。 

淨色與心色六種名為依處色，其餘的是非依處色。 

淨色與表色七種名為門色，其餘的是非門色。 

淨色、性根色與命根色八種名為根色，其餘的是非根色。 

Pasāda-visayasa�khāta> dvādasavidham pi oDārika-rūpa>, 
santike rūpa>, sappa*igharūpañ ca; itara> sukhuma-rūpa>, dūre 
rūpa>, appa*igharūpañ ca. 

Kammaja> upādinnarūpa>; itara> anupādinnarūpa>. 
Rūpāyatana> sanidassanarūpa>; itara> anidassanarūpa>. 

粗色、近色與撞擊色包含五淨色與（七）境色十二種，

其餘的是細色、遠色與非撞擊色。 

業生色是「執取色」，其餘的是「非執取色」。 

色處是可見色，其餘的是不可見色。 

Cakkhādidvaya> asampattavasena, ghānādittaya> 
sampattavasenā ti pañcavidham pi gocaraggāhikarūpa>; itara> 
agocaraggāhikarūpa>. 

Va..o, gandho, raso, ojā, bhūtacatukkañ cā ti a**havidham 
pi avinibbhogarūpa>; itara> vinibbhogarūpa>. 

眼與耳不到達（其所緣境），鼻、舌與身則到達（其所

緣境），這五種是取境色，其餘的是不取境色。 

顏色、香、味、食素（營養）與四大元素是八不分離

色，其餘的是分離色。 

節七之助讀說明 

內（（（（ajjhattika）：）：）：）：在此「內」是指作為名法之門的五

淨色。雖然其他種類的色法也能在身體裡生起，但只有五

淨色被稱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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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處（（（（vatthu）：）：）：）：見第三章、節二十。 

門（（（（dvāra）：）：）：）：五淨色是識知之門，即心與心所接觸目

標的管道。身表與語表是業之門，即造身業與語業的管道。 

根（（（（indriya））））：：：：五淨色稱為根，因為它們在各自的範圍

裡有控制力（indra）。它們每一種都在執行各自的看、聽等

作用方面控制與它們俱生的色法。性根色控制男性或女性

特徵的顯現。命根色控制俱生色法，就有如領港員控制船

一般。 

粗色、近色與撞擊色：在此粗等三詞所指的並不是一

般的含義，它們是指作為根識生起的管道的色法，而完全

與體積和目標的遠近無關。這些色法有十二種，即：五淨

色與七境色，觸所緣算是三種境色，因為它是地、火及風

三大元素。 

沒有直接地使到根識生起的色法稱為細色、遠色及不

撞擊色，同樣地也與體積和遠近無關。 

執取（（（（upādinna）：）：）：）：十八種業生色名為「執取色」，因

為它們是受到渴愛與邪見推動而造下的業的果報。由業之

外的因產生的色法名為「非執取色」。然而，一般上身體裡

的一切色法都稱為「執取色」，而無生命物的色法則稱為「非

執取色」。當知與其他成對詞不一樣，「執取、非執取」並

不是包括完全不同的色法，因為有九種業生色也能夠緣於

其他因而生起（見節十）。 

眼與耳不到達（其所緣境）：根據《阿毗達摩論》，眼

與耳是不到達（asampatta）其目標的淨色。若要眼與耳作

為識的依處，其目標必須沒有與它們直接碰在一起。反之，

其他三淨色則直接碰觸（sampatta）其目標。 

取境色：巴利文 gocaraggāhika（取境）是用來譬喻作

為識生起的依處的五淨色。但五淨色是色法，並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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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識知目標。事實上是依靠它們而生起的根識才能識知目

標。 

不分離色：四大元素與顏色、香、味及食素（營養）

四種所造色合稱為八不離色（avinibbhogarūpa），因為在一

切的色聚裡都有這八種色法。其他色法則可以存在或不存

在於某些色聚裡，所以稱為可分離色。只擁有八不離色的

色聚（kalāpa）名為「純八法聚」（suddha**haka-kalāpa）或

「以食素為第八法的色聚」（oja**hamaka-kalāpa）。 

節八：總結 
Icc'evam a**havīsati vidham pi ca vicakkha.ā 
Ajjhattikādibhedena vibhajanti yathāraha>. 

如是智者依內等正確地分析二十八種色法。 

Ayam ettha rūpavibhāgo. 

於此，這是色之分別。 

色法生起之源 
（rūpasamu**hāna） 

節九：四種生起之源 
Kamma>, citta>, utu, āhāro cā ti cattāri rūpasamu**hānāni 

nāma.  

色法生起之源有四種：業、心、時節（熱能）與食（營

養）。 

節十：業為生起之源 
Tattha kāmāvacara> rūpāvacarañ cā ti pañcavīsatividham pi 

kusalākusalakammam abhisa�khata> ajjhattika-santāne 
kammasamu**hānarūpa> pa*isandhim upādāya kha.e kha.e 
samu**hāp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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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自結生起始的每一剎那裡，二十五種屬於欲界

與色界的善業及不善業在內相續流裡產生了以行為緣的業

生色。 

節十之助讀說明 

業生色（（（（kammasamu��hānarūpa）：）：）：）：在此業是指過去

善心及不善心裡的思心所（cetanā）。二十五種能夠產生色

法的業是十二種不善心、八大善心及五色界善心裡的思心

所。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只能產生無色界的結生，因此

並不能產生業生色。 

從結生的生時小剎那開始，在每一心識剎那裡的生、

住、滅三個小剎那裡，業都產生了色法；業繼續在一世當

中如此產生色法，直到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個心為止。業

生色有十八種：在九種業生色聚裡的八不離色（見節十

七）、五淨色、兩種性根色、命根色、心色及空界。當中，

八根色及心色只由業產生；對於其餘九種，只有在業生色

聚裡的才是業生色，在其他色聚裡的是由其他因所產生。 

節十一：心為生起之源 
Arūpavipāka-dvipañcaviññā.a-vajjita> pañcasattatividham 

pi citta> cittasamu**hānarūpa> pa*hamabhava�gam upādāya 
jāyantam eva samu**hāpeti. 

從第一個有分心開始，除了無色界果報心與雙五識之

外的七十五心都會產生心生色，但只有在「生（時）」才能

產生（心生色）。 

Tattha appanājavana> iriyāpatham pi sannāmeti. 
Votthapana-kāmāvacarajavan'ābhiññā pana viññattim pi 
samu**hāpenti. Somanassajavanāni pan'ettha terasa hasanam pi 
jan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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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安止速行也保持姿勢。但確定心、欲界速行及

神通心也能產生（身與語）表。於此，十三悅俱速行也能

生笑。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心生色（（（（cittasamu��hānarūpa）：）：）：）：從結生心之後的第一

個有分心的生時開始，心生色就開始生起。結生心不能產

生心生色，因為此心初來到新一世，所以在投生時只有業

生色生起。十種根識（雙五識）缺少產生色法之力，而四

無色界果報心只能在無色地裡生起，所以不能產生心生

色。根據諸論師的看法，名法是在生時最強，色法則是在

住時最強。因此心只有在它最強的生時才會產生色法，而

不會在住時或滅時產生色法。 

安止速行等等：保持身體姿勢是心的一種作用。二十

六種安止速行（十色界、八無色界與八出世間安止速行）

只是保持身體坐、立或臥的姿勢。上述所提及的確定心、

欲界速行心與神通心三十二種則不單只保持姿勢，而是也

能產生身表及語表。 

十三悅俱速行也能生笑：普通凡夫只能通過四種悅俱

貪根心及四種悅俱大善心八者之一生笑。有學聖者則通過

其中六心之一生笑，即除去兩種悅俱邪見相應的貪根心。

阿羅漢則通過四種悅俱大唯作心及無因生笑心五者之一生

笑。 

節十二：時節（熱能）為生起之源 
Sītu.hotu-samaññātā tejodhātu *hitipattā va utusamu**hāna- 

rūpa> ajjhattañ ca bahiddhā ca yathāraha> samu**hāpeti. 

包含熱與冷兩者的火界在達到住時即能根據情況在內

及外產生時節生色（熱能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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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時節生色（（（（utusamu��hānarūpa）：）：）：）：從結生心的住時開

始，在業生色聚裡的火界即能開始產生時節生色。在此後

的一世當中，由一切四種因產生的色聚裡的火界都能在住

時產生時節生色。外在無生命物的火界也能產生時節生色。 

節十三：食（營養）為生起之源 
Ojāsa�khāto āhāro āhārasamu**hānarūpa> ajjhohara.akāle 

*hānappatto va samu**hāpeti. 

稱為食素的食，吞下之後，在達到住時的時候，即能

產生食生色。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食生色（（（（āhārasamu��hānarūpa）：）：）：）：從吞下後開始，在

受到（消化之火）支助之下，（食物裡屬於時節生）色聚的

食素即能產生食生色。在已達到住時的食生色聚裡的食素

能夠（在其他食生食素支助之下，）再產生新一代的純八

法聚，而該八法聚裡的食素又能產生另一個八法聚；如是

食素能夠如此產生十至十二代的食生八法聚。當孕婦所吃

下的食物的營養傳送到胎兒裡時，它即能在胎兒裡產生色

法。由其他三因（即：業、心與時節）產生的色聚裡的食

素也能連續地產生幾代的食生八法聚。一天裡所吃下的食

物能夠維持身體長達七天。 

節十四：依生起之源分析 
Tattha hadaya-indriyarūpāni kammajān'eva, viññattidvaya> 

cittajam eva, saddo cittotujo, lahutādittaya> utucittāhārehi 
sambhoti. Avinibbhogarūpāni c'eva ākāsa-dhātu ca catūhi 
sambhūtāni. Lakkha.arūpāni na kutoci jāy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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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心色與八根色是業生。兩種表色只由心生。聲

是心生與時節所生。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與色適業性）三

種是由時節、心與食所生。八不分離色與空界由四因所生。

相色則不從任何因而生。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說話的聲音是由心生，非說話的聲音是由時節生。色

輕快性、色柔軟性與色適業性三種是由好的時節、開朗的

心與品質高的食素所生；不好的時節、沉重的心與不良的

食素則產生色法的沉重性、僵硬性與不適業性。空界是位

於由四種因所生的諸色聚之間的空間，因此視之為由四因

所生。在下文會解釋為何三種相色並不是由任何因所生。 

節十五：總結 
A**hārasa pa..arasa terasa dvādasā ti ca 
Kammacittotukāhārajāni honti yathākkama>. 
Jāyamānādirūpāna> sabhāvattā hi kevala> 
Lakkha.āni na jāyanti kehicī ti pakāsita>. 

從業、心、時節與食所生的（色法）各有十八、十五、

十三與十二種。 

已說相色並非由任何（因）所生，因為它們的自性只

是生起等素質。 

Ayam ettha rūpasamu**hānanayo. 

於此，這是色法生起之源。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十八種業生色是八不離色、八根色、心色與空界。 

十五種心生色是八不離色、五變化色、聲音與空界。 

十三種時節生色是八不離色、色輕快性、色柔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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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適業性、聲音與空界。 

十二種食生色是八不離色、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

適業性與空界。 

依因的數目，二十八色可再如下地分類： 

有一因的色法：八根色、心色及兩種表色，一共有十

 一種。 

有二因的色法：聲音，只有一種。 

有三因的色法：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與色適業性，一

 共有三種。 

有四因的色法：八不離色與空界，一共有九種。 

沒有因的色法：相色，一共有四種。 

聚的構成 
（kalāpayojanā） 

節十六：簡說 
Ekuppādā ekanirodhā ekanissayā sahavuttino ekavīsati 

rūpakalāpa nāma. 

由於同生、同滅、擁有同一個依處及同時發生而名為

色聚的有二十一種。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色法不會單獨生起，必須組合成色聚（rūpakalāpa）才

能生起，而在此列舉了二十一種色聚。有如一切心所擁有

四相一般（見第二章、節一），組成色聚的色法也有四相。

在一粒色聚裡的所有色法都同生同滅，它們都擁有同一個

依處，即俱生的四大元素；此四大元素是所造色的近因，

而任何一個元素的近因則是其他三大元素。再者，它們從

生至滅都同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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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七：業生色聚 
Tattha jīvita> avinibbhogarūpañ ca cakkhunā saha 

cakkhudasakan ti pavuccati. Tathā sotādīhi saddhi> sotadasaka>, 
ghānadasaka>, jivhādasaka>, kāyadasaka>, itthibhāvadasaka>, 
pumbhāvadasaka>, vatthudasakañ cā ti yathākkama> 
yojetabba>. Avinibbhogarūpam eva jīvitena saha jīvitanavakan 
ti pavuccati. Ime nava kammasamu**hānakalāpā. 

其中，命（根）、八不離色及眼（淨色）名為眼十法。

同樣地，（把首九種）加上個別的耳（淨色）等則名為耳十

法、鼻十法、舌十法、身十法、女性十法、男性十法、（心）

所依處十法。八不離色加上命（根）則名為命根九法。這

九種色聚是由業所生。 

節十八：心生色聚 
Avinibbhogarūpa> pana suddha**haka>. Tad eva 

kāyaviññattiyā saha kāyaviññattinavaka>; vacīviññatti saddehi 
saha vacīviññattidasaka>; lahutādīhi saddhi> lahutādi- 
ekādasaka>, kāyaviññatti-lahutādi-dvādasaka>, vacīviññatti- 
saddalahutādi-terasakañ cā ti cha cittasamu**hānakalāpā. 

八不離色組成「純八法」。它們加上身表組成身表九法；

加上語表與聲音組成語表十法；加上輕快性（柔軟性及適業

性）三種組成輕快性十一法；加上身表與輕快性（柔軟性及

適業性）三種成十二法；加上語表、聲音與輕快性（柔軟性

及適業性）三種成十三法。這六種是心生色聚。 

節十九：時節生色聚 
Suddha**haka>, saddanavaka>, lahutādi-ekādasaka>, 

sadda-lahutādi-dvādasakañ cā ti cattāro utusamu**hānakalāpā. 

純八法、聲九法、輕快性十一法及聲輕快性十二法四

種色聚是由時節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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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二十一種色聚 
  色聚名稱色聚名稱色聚名稱色聚名稱 所包含的色法所包含的色法所包含的色法所包含的色法 

業
生
業
生
業
生
業
生 

1 眼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眼淨色 

2 耳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耳淨色 

3 鼻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鼻淨色 

4 舌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舌淨色 

5 身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身淨色 

6 女性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女根色 

7 男性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男根色 

8 心所依處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心色 

9 命根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命根色 

心
生
心
生
心
生
心
生 

10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11 身表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身表 

12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與

適業性 

13 
身表輕快性十二法

聚 

八不離色、身表、輕快性、 

柔軟性與適業性 

14 語表十法聚 八不離色、語表與聲音 

15 
語表聲輕快性十三

法聚 

八不離色、語表、聲音、 

輕快性、柔軟性與適業性 

時
節
生

時
節
生

時
節
生

時
節
生 

16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17 聲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聲音 

18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與

適業性 

19 聲輕快性十二法聚 
八不離色、聲音、輕快性、 

柔軟性與適業性 

食
生
食
生
食
生
食
生 

20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21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與

適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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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二十：食生色聚 
Suddha**haka> lahutādi-ekādasakañ cā ti dve āhāra- 

samu**hānakalāpā. 

純八法與輕快性十一法是兩種由食所生的色聚。 

節廿一：內與外 
Tattha suddha**haka> saddanavakañ cā ti dve utu- 

samu**hānakalāpā bahiddhā pi labbhanti. Avasesā pana sabbe pi 
ajjhattikam eva. 

當中，在外也有時節生的兩種色聚：純八法與聲九法。

其餘一切都只是內在的而已。 

節廿二：總結 
Kammacittotukāhārasamu**hānā yathākkama> 
Nava cha caturo dve ti kalāpā ekavīsati. 
Kalāpāna> paricchedalakkha.attā vicakkha.ā 
Na kalāpa�gam icc'āhu ākāsa> lakkha.āni ca. 

一共有二十一種色聚，順序由業、心、時節及食所生

的是九、六、四與兩種。 

由於空（界）只是區別，相（色）只是表相，因此智

者說它們不是色聚的成份。 

Ayam ettha kalāpayojanā. 

於此，這是聚的構成。 

色法轉起的次第 
（rūpappavattikkama） 

節廿三：在欲世間裡 
Sabbāni pan'etāni rūpāni kāmaloke yathāraha> anūnāni 

pavattiya> upalabbhanti. Pa*isandhiya> pana sa>sedajānañ 



第六章：色之概要 

 247 

c'eva opapātikānañ ca cakkhu-sota-ghāna-jivhā-kāya-bhāva- 
vatthu-dasaka-sa�khātāni satta dasakāni pātubhavanti ukka**ha- 
vasena. Omakavasena pana cakkhu-sota-ghāna-bhāva-dasakāni 
kadāci pi na labbhanti. Tasmā tesa> vasena kalāpahāni 
veditabbā. 

在欲世間裡，根據情況，於生命期當中能夠毫不缺少

地獲得這一切色法。但在結生時，對於濕生與化生的有情，

最多只有七種十法聚生起，即：眼、耳、鼻、舌、身、性

與心所依處十法聚。最少的有時候則不得眼、耳、鼻與性

十法聚。當如是知色聚會如何缺少。 

Gabbhaseyyakasattānam pana kāya-bhāva-vatthu-dasaka- 
sa�khātāni tī.i dasakāni pātubhavanti. Tatthā pi bhāvadasaka> 
kadāci na labbhati. Tato para> pavattikāle kamena cakkhu- 
dasakādīni ca pātubhavanti. 

對於胎生的有情，（在結生時）有身、性與心所依處三

種十法聚生起。然而，有時候則不得性十法聚。此後，在

生命期裡，則會漸次生起眼十法聚等。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這一篇是關於在不同的生存地裡，於結生及生命期裡

生起的有那些色聚。根據佛教，出生的方式有四種，即：

卵生（a.Paja）、胎生（jalābuja）、濕生（sa>sedaja）及化

生（opapātika）。濕生的有情包括了某些下等的畜生。一般

上肉眼是看不到化生的有情的；而多數的餓鬼與天神都屬

於這一類。上文裡所提到的「胎生有情」已隱喻式地包括

了卵生有情。 

節廿四：色相續流 
Icc'eva> pa*isandhim upādāya kammasamu**hānā, 

dutiyacittam upādāya cittasamu**hānā, *hitikālam upādāya 
utusamu**hānā, ojāphara.am upādāya āhārasamu**hānā cā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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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usamu**hāna-rūpakalāpasantati kāmaloke dīpajālā viya 
nadīsoto viya ca yāvatāyuka> abbocchinna> pavattati. 

如是，在欲世間以四個方式生起的色相續流，即：業

生的從結生那一刻開始；心生的從第二個心識剎那開始；

時節生的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食生的從食素（營養）

傳到時開始，有如燈火或河水之流一般不斷地流下去，直

至生命結束。 

Mara.akāle pana cuticitt'opari sattarasamacittassa *hitikālam 
upādāya kammajarūpāni na uppajjanti. Puretara> uppannāni ca 
kammajarūpāni cuticittasamakālam eva pavattitvā nirujjhanti. Tato 
para> cittajāhārajarūpañ ca vocchijjati. Tato para> utusamu**hāna- 
rūpaparamparā yāva matakalebarasa�khātā pavattanti. 

但在死亡時，在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個心的住時開

始，業生色即不再生起。在之前生起的業生色會繼續存在

直至死亡的那一剎那，然後即滅盡。隨後，心生色與食生

色也滅盡。此後，在屍體裡，只是由時節所產生的色相續流。 

節廿六：偈 
Icc'eva> matasattāna> punad eva bhavantare 
Pa*isandhim upādāya tathā rūpa> pavattati. 

如是有情死，再生於後有； 

從結生開始，色法又轉起。 

Rūpaloke pana ghāna-jivhā-kāya-bhāva-dasakāni ca 
āhāraja-kalāpāni ca na labbhanti. Tasmā tesa> pa*isandhikāle 
cakkhu-sota-vatthuvasena tī.i dasakāni jīvitanavakañ cā ti 
cattāro kammasamu**hānakalāpā, pavattiya> cittotusamu**hānā 
ca labbhanti. 

在色世間裡並沒有鼻、舌、身與性十法聚及食生色聚。

因此，對於那些（色界天的）有情，在結生時有四種業生

色聚生起，即：眼、耳與心所依處三種十法聚及命根九法

聚。在生命期裡，也有心生色及時節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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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由於色界天的有情是無性的，所以沒有兩種性十法

聚。雖然他們也有鼻子、舌頭與身體，但這些身體部份並

沒有各自的淨色。 

節廿八：於無想有情 
Asaññasattāna> pana cakkhu-sota-vatthu-saddāni pi na 

labbhanti. Tathā sabbāni pi cittajarūpāni. Tasmā tesa> 
pa*isandhikāle jīvitanavakam eva pavattiyañ ca saddavajjita> 
utusamu**hānarūpa> atiricchati. 

於無想有情，眼、耳、心所依處與聲音也都沒有。同

樣地，心生色也都沒有。因此，在他們結生的那一剎那，

只有命根九法聚生起。在生命期裡，除了聲音之外，也有

其餘的時節生色。 

節廿九：總結 
Icc'eva> kāma-rūp'asaññisa�khātesu tīsu *hānesu 

pa*isandhi-pavattivasena duvidhā rūpappavatti veditabbā. 

如是當知在欲界、色界及無想有情三處的色法在結生

時與在生命期裡這兩方面的轉起。 

A**havīsati kāmesu honti tevīsa rūpisu 
Sattaras'ev'asaññīna> arūpe natthi kiñci pi. 
Saddo vikāro jaratā mara.añ c'opapattiya> 
Na labbhanti pavatte tu na kiñci pi na labbhati. 

在欲界裡有二十八種色法；在色界裡有二十三種；於

無想有情則有十七種；在無色界裡則完全沒有色法。 

在結生時沒有聲音、變化色、色老性及死（即：色無

常性）。在生命期裡，則沒有任何色法是不可得的。 

Ayam ettha rūpappavattikkamo. 

於此，這是色法轉起的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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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 
（Nibbāna） 

節三十：定義 
Nibbāna> pana lokuttarasa�khāta> catumaggañā.ena 

sacchikātabba> magga-phalānam ālambanabhūta> vāna- 
sa�khātāya ta.hāya nikkhantattā nibbānan ti pavuccati. 

涅槃被稱為出世間，以及是由四道智所證得。它是道

與果的所緣，被稱為涅槃是因為它離去渴愛這一個糾纏物。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涅槃被稱為出世間：作為此章結尾的這一篇簡要地解

釋第四種究竟法：涅槃（Nibbāna）。在詞源學方面，巴利

文 Nibbāna（涅槃，梵文 Nirvā.a）是源自動詞 nibbāti，意

為「被吹滅」或「被熄滅」。因此它是表示熄滅了世間的貪、

瞋、痴之火。但諸巴利論師較喜歡解釋它為渴愛的糾纏

（vāna）的不存在或離去（nikkhantatta）。只要人們還受到

渴愛的糾纏，他們還被綁在生死輪迴裡（sa>sāra）；但在

滅盡一切渴愛時，人們即會證悟涅槃，解脫生死輪迴。 

節卅一：分析 
Tad eta> sabhāvato ekavidham pi sa-upādisesa- 

nibbānadhātu anupādisesa-nibbānadhātu cā ti duvidha> hoti 
kāra.apariyāyena. Tathā suññata> animitta> appa.ihitañ cā ti 
tividha> hoti ākārabhedena.  

雖然依自性涅槃只有一種，但依（分別的）根據則成

兩種，即：有餘涅槃界與無餘涅槃界。依不同的方面，涅

槃有三種，即：空、無相與無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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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雖然依自性涅槃只有一種等等：涅槃是一個不能再分

解的究竟法。它是完全出世間的，而只有一個自性，那就

是完全超越有為世間的無為不死界。然而，依分別的根據

則成兩種；該分別的根據是（體驗它的）五蘊是否還存在。

阿羅漢所體驗的涅槃界名為「有餘涅槃界」（sa-upādisesa- 

nibbānadhātu），因為雖然一切煩惱已滅盡，但由於過去執

取所產生的諸蘊還存在。在阿羅漢死時所證得的涅槃界名

為「無餘涅槃界」（anupādisesa-nibbānadhātu），因為五蘊已

完全被捨棄，不再後有。在註疏裡這兩個涅槃界也個別被

稱為「煩惱之滅盡」（kilesa-parinibbāna）及「諸蘊之滅盡」

（khandha-parinibbāna）。 

依不同的方面，涅槃有三種：涅槃被稱為空（suññata）

是因為它毫無貪瞋痴，也因為它毫無一切有為法；被稱為

無相（animitta）是因為它毫無貪瞋痴之相，也因為它毫無

一切有為法之相；被稱為無願（appa.ihita）是因為它毫無

貪瞋痴的渴望，也因為它毫無渴愛之欲。 

節卅二：總結 
Padam accutam accantam asa�khatam anuttara> 
Nibbānam iti bhāsanti vānamuttā mahesayo. 
Iti citta> cetasika> rūpa> nibbānam icc'api 
Paramattha> pakāsenti catudhā va tathāgatā. 

解脫渴愛的大知見者說涅槃是不死、無盡、無為及無

上。 

如是，如來開顯四種究竟法：心、心所、色及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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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Rūpasa�gahavibhāgo nāma 
cha**h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色之概要」的 

第六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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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類別之概要 
（Samuccay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Dvāsattatividhā vuttā vatthudhammā salakkha.ā 
Tesa> dāni yathāyoga> pavakkhāmi samuccaya>. 

已說七十二種各別法及其特相。如今我當依它們適合

之處說示其類別。 

節一之助讀說明 

七十二種各別法：首六章所解釋的四種究竟法可以分

別為七十二種各別法（ vatthudhammā），即有自性之法

（sabhāva──見第一章、節二）： 

一、心：雖然心可以分別為八十九種，但它們都被視

 為同一種各別法，因為一切心都擁有同一個自

 性，即識知目標或所緣。 

二、五十二心所：每一個心所都被視為一個各別究竟

 法，因為每一個心所都擁有自己的自性。 

三、十八種完成色：基於相同的原因，每一種完成色

 被視為一個各別法。 

四、涅槃只有一個，所以是一個各別法。 

 

雖然在解釋究竟法時也有說到十種不完成色，但它們

並不被視為完成的各別法，因為它們沒有自性，而因此不

是觀智的目標。 

我當依它們適合之處說示其類別：在解釋四究竟法的

七十二分之後，如今作者再依《阿毗達摩論》裡所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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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類把它們組成各種類別。 

節二：列舉類別 
Akusalasa�gaho, missakasa�gaho, bodhipakkhiyasa�gaho, 

sabbasa�gaho cā ti samuccayasa�gaho catubbidho veditabbo. 

當知類別之概要有四個部份： 

一、不善之概要； 

二、混合類別之概要； 

三、菩提分之概要； 

四、一切之概要。 

不善之概要 
（akusalasa�gaha） 

節三：漏 
Katha>? Akusalasa�gahe tāva cattāro āsavā: kāmāsavo, 

bhavāsavo, di**hāsavo, avijjāsavo. 

如何？首先，在不善之概要裡有四種漏：一、欲漏；

二、有漏；三、邪見漏；四、無明漏。 

節三之助讀說明 
直譯巴利文 āsava（漏）的意義是「流出之物」。該巴

利文代表從膿瘡流出來的膿，也代表已發酵許久的酒。列

為漏的煩惱被稱為流出之物是因為它們就像流出來的膿及

已發酵許久的酒。諸註疏說它們稱為漏是因為它們流到最

高的生存地或因為它們流到更換種姓（gotrabhū──見第九

章、節卅四）。 

在四漏當中，欲漏與有漏都是屬於貪心所，前者是對

欲樂之貪，後者是對有（存在或生命）之貪。邪見漏是邪

見心所；無明漏則是痴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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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四：暴流 
Cattāro oghā: kāmogho, bhavogho, di**hogho, avijjogho. 

四種暴流：一、欲暴流；二、有暴流；三、邪見暴流；

四、無明暴流。 

節五：軛 
Cattāro yogā: kāmayogo, bhavayogo, di**hiyogo, avijjāyogo. 

四種軛：一、欲軛；二、有軛；三、邪見軛；四、無

明軛。 

節四至五之助讀說明 
稱為漏的煩惱也稱為暴流（ogha），因為它們把諸有情

沖到生存的大洋，也因為它們難以越渡。它們也稱為軛

（yoga），因為它們把諸有情套在痛苦裡，不讓他們逃脫。 

節六：繫 
Cattāro ganthā: abhijjhā kāyagantho, vyāpādo kāyagantho, 

sīlabbataparāmāso kāyagantho ida>saccābhiniveso kāyagantho. 

四種繫：一、貪婪之身繫；二、瞋恨之身繫；三、執

著儀式（戒禁）之身繫；四、武斷地執取「只有這才是真

實的」之身繫。 

節六之助讀說明 
身繫是因為它們把心繫於身，或把今世之身繫於未來

世之身而得其名。在此，「身」（kāya）的意義是「聚集」，

是指名身與色身兩者。在四繫當中，貪婪是指把諸有情牽

扯向欲樂目標的渴愛或貪。瞋恨是瞋心所，呈現為對不想

要的目標厭惡。「執著儀式」（戒禁）是相信實行儀式能夠

導向解脫。武斷之信是堅信只有己見才是真實的，其他一

切見解都是錯的。後兩種身繫都是屬於邪見心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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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七：取 
Cattāro upādānā: kāmupādāna>, di**hupādāna>, 

sīlabbatupādāna>, attavādupādāna>. 

四種取：一、欲取；二、邪見取；三、戒禁取；四、

我論取。 

節七之助讀說明 
於四取當中，第一種可以是對欲樂強烈的渴愛，但諸

註疏指出此取可以更廣泛地包括對一切世間之物的渴愛。

邪見取是執取任何在道德上是屬於邪惡之見，例如無作

見、斷見等，或是執取任何有關「世界是永恆的還是不永

恆的」等的臆測之見。98戒禁取是認為實行儀式或修苦行及

其種種戒禁能夠導向解脫。我論取即是執著「身見」

（sakkayadi**hi），即認為五蘊的任何一個是「我」或「我

所有」。經典裡提出了二十種身見。對五蘊的每一個可有四

種觀念，例如：「認為色蘊是我，或我擁有色蘊，或色蘊是

在我裡面，或我在色蘊裡面」，對於受蘊、想蘊、行蘊與識

蘊也是如此，所以共得二十種身見（見《中部》經四十四

等）。欲取是貪的一種呈現方式，其他三種取則是邪見心所

的呈現方式。 

節八：蓋 
Cha nīvara.āni: kāmacchandanīvara.a>, vyāpāda- 

nīvara.a>, thīnamiddhanīvara.a>, uddhaccakukkucca- 
nīvara.a>, vicikicchānīvara.a>, avijjānīvara.a>. 

六種蓋：一、欲欲蓋（欲求欲樂之蓋）；二、瞋恨蓋；

三、昏沉睡眠蓋；四、掉舉惡作蓋；五、疑蓋；六、無明蓋。 

                                               
98 在《長部‧梵綱經》裡，佛陀舉出了有關「我」與「世界」的六

十二種邪見。這些都離不開常見與斷見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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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八之助讀說明 
蓋是因為它們阻礙通向天界與涅槃之道而得其名。根

據註疏，諸蓋是阻止未生起的善法生起及使到已生起的善

法不能持久的心所。首五蓋是證禪那的主要障礙，第六種

則是生起智慧的主要障礙。 

包括在諸蓋之內的有八種心所。然而，其中有兩對心

所各算為一蓋。《阿毗達摩論》的註疏解釋昏沉與睡眠、掉

舉與惡作各合為一是因為它們有類似的作用、緣與對治之

法。昏沉與睡眠兩者都有令到名法軟弱無力的作用；它們

是緣於懶惰與昏昏欲睡；對治它們之法是激起精進。掉舉

與惡作都有導致不寧靜的作用；它們是緣於困擾的念頭；

對治它們之法是培育定。 

節九：潛在傾向（隨眠） 
Satt'ānusayā: kāmarāgānusayo, bhavarāgānusayo, 

pa*ighānusayo, mānānusayo, di**hānusayo, vicikicchānusayo, 
avijjānusayo. 

七種潛在傾向：一、欲貪潛在傾向；二、有貪（執著

存在）潛在傾向；三、瞋恚（厭惡）潛在傾向；四、我慢

潛在傾向；五、邪見潛在傾向；六、疑潛在傾向；七、無

明潛在傾向。 

節九之助讀說明 
潛在傾向（anusaya）是「潛伏」（anusenti）在它們所

屬的名法之流裡的煩惱，每當諸緣具足時即會浮現為困

擾。「潛在傾向」一語標示了只要諸煩惱還未被諸出世間道

斷除，它們都還能夠再生起。雖然一切煩惱都可算是「潛

在傾向」，但在此只列出上述七種是因為它們最為顯著。欲

貪與有貪兩者是「貪」的方式；其餘的都是屬於個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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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因此一共有六種心所作為潛在傾向。 

節十：結（經教法） 
Dasa sa>yojanāni: kāmarāgasa>yojana>, rūparāga- 

sa>yojana>, arūparāgasa>yojana>, pa*ighasa>yojana>, 
mānasa>yojana>, di**hisa>yojana>, sīlabbataparāmāsa- 
sa>yojana>, vicikicchāsa>yojana>, uddhaccasa>yojana>, 
avijjāsa>yojana>, suttante. 

根據經教法，十種結是：一、欲貪結；二、色貪結；

三、無色貪結；四、瞋恚結（厭惡結）；五、我慢結；六、

邪見結；七、戒禁取結；八、疑結；九、掉舉結；十、無

明結。 

節十一：結（論教法） 
Aparāni dasa sa>yojanāni: kāmarāgasa>yojana>, 

bhavarāgasa>yojana>, pa*ighasa>yojana>, mānasa>yojana>, 
di**hisa>yojana>, sīlabbataparāmāsasa>yojana>, vicikicchā- 
sa>yojana>, issāsa>yojana>, macchariyasa>yojana>, avijjā- 
sa>yojana>, abhidhamme. 

根據論教法，另十種結是：一、欲貪結；二、有貪結；

三、瞋恚結（厭惡結）；四、我慢結；五、邪見結；六、戒禁

取結；七、疑結；八、嫉結；九、慳結；十、無明結。 

節十至十一之助讀說明 
諸結是把有情綁在生死輪迴裡的不善心所。第一組十

結在經藏與論藏裡都有提及，第二組十結則只記載於論

藏。在第一組裡，第一至第三項是屬於貪心所；第六與第

七項是屬於邪見心所；其餘的是個別的心所。在第二組裡，

第一與第二項是屬於貪心所；第五與第六項是屬於邪見心

所；其餘的是個別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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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二：煩惱 
Dasa kilesā: lobho, doso, moho, māno, di**hi, vicikicchā, 

thīna>, uddhacca>, ahirika>, anottappa>. 

十種煩惱：一、貪；二、瞋；三、痴；四、慢；五、

邪見；六、疑；七、昏沉；八、掉舉；九、無慚；十、無

愧。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上述十項）稱為煩惱（kilesa）是因為它們「折磨」

（kilissanti）心；或因為它們把有情拖下內心污穢與墮落

之境而污染了心。 

節十三：說明 
Āsavādīsu pan'ettha kāmabhavanāmena tabbatthukā ta.hā 

adhippetā. Sīlabbataparāmāso ida>saccābhiniveso attavādu- 
pādānañ ca tathāpavatta> di**higatam eva pavuccati. 

於此，在漏等當中，「欲」與（執著）「有」是指渴愛，

因為它以它們（欲與有）為自己的根基。「執著儀式」、「武

斷地認為『只有這個才是真實的』」及「我論取」是指邪見，

因為它能以這些方式呈現。 

節十四：總結 
Āsavoghā ca yogā ca tayo ganthā ca vatthuto 
Upādānā duve vuttā a**ha nīvara.ā siyu>. 
ChaDevānusayā honti nava sa>yojanā matā 
Kilesā dasa vutto'ya> navadhā pāpasa�gaho. 

依各別法，漏、暴流、軛與繫各屬於三種。所說的取

是兩種，而蓋是八種。 

潛在傾向只是六種，而當知結是九種。煩惱是十種。

如是不善之概要有九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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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諸煩惱所屬的心所 
 

心心心心 所所所所 漏 

暴
流 

軛 繫 取 蓋 

潛
在
傾
向 

結 

煩
惱 

1 貪 ● ● ● ● ● ● ● ● ● 

2 邪見 ● ● ● ● ●  ● ● ● 

3 痴 ● ● ●   ● ● ● ● 

4 瞋    ●  ● ● ● ● 

5 疑      ● ● ● ● 

6 慢       ● ● ● 

7 掉舉      ●  ● ● 

8 昏沉      ●   ● 

9 惡作      ●    

10 睡眠      ●    

11 無慚         ● 

12 無愧         ● 

13 嫉        ●  

14 慳        ●  

心所的數目 3 3 3 3 2 8 6 9 10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這一節指出如何把不同種類的煩惱縮小至十四種不善

心所。對於其縮小之後的結果，見表 7-1。 

混合類別之概要 
（missakasa�gaha） 

節十五：因（根） 
Missakasa�gahe cha hetū: lobho, doso, moho, alobho, 

adoso, am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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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類別裡有六個因（根）：一、貪；二、瞋；三、痴；

四、無貪；五、無瞋；六、無痴。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混合類別之概要因其所列的組別包含了善、不善與無

記心所而得其名。關於因，見第三章、節五。 

節十六：禪支 
Satta jhāna�gāni: vitakko, vicāro, pīti, ekaggatā, 

somanassa>, domanassa>, upekkhā. 

七禪支：一、尋；二、伺；三、喜；四、一境性；五、

悅；六、憂；七、捨。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在此，「禪那」一語的用法與一般意為安止定的用法不

同，而是更廣泛地指「緊密地觀察」（upanijjhāyana）目標。

所以即使在此所列出的諸法有時是在禪修安止之外發生，

但也被視為禪支。這七個心所被稱為禪支是因為它們使到

心能夠緊密地觀察目標。它們當中的「憂」是絕對不善的，

且只生起於兩種瞋恚相應之心。其餘六個可以是善、不善

或無記，這決定於它們生起於什麼心。 

節十七：道分 
Dvādasa magga�gāni: sammādi**hi, sammāsa�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micchādi**hi, micchāsa�kappo, 
micchāvāyāmo, micchāsamādhi. 

十二道分：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

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九、

邪見；十、邪思惟；十一、邪精進；十二、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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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在此「道」一詞用以代表的含意是導向某個目的地，

即導向善趣、惡趣或涅槃。在十二道分當中，首八個導向

善趣與涅槃，後四者則導向惡趣。 

這十二道分可縮小為九個心所。正見是慧心所。正思

惟、正精進、正念與正定個別是有因善心與無記心裡的尋、

精進、念與一境性心所。正語、正業與正命是三個離心所

（virati），在出世間心裡它們一起出現；在世間善心裡則依

據情況個別地出現。 

在四個邪道分當中，邪見是邪見心所；在諸道分裡它

是絕對屬於不善的心所。其他三道分則順序屬於不善心裡

的尋、精進與一境性心所。在此並沒有個別的邪語、邪業

與邪命道分，因為它們只是由煩惱鼓動而造的不善行。在

此也沒有邪念道分，因為念是絕對屬於美心所，不可能出

現於不善心。 

節十八：根 
Bāvīsat'indriyāni: cakkhundriya>, sotindriya>, ghānin- 

driya>, jivhindriya>, kāyindriya>, itthindriya>, purisindriya>, 
jīvitindriya>, manindriya>, sukhindriya>, dukkhindriya>, 
somanassindriya>, domanassindriya>, upekkhindriya>, saddhin- 
driya>, viriyindriya>, satindriya>, samādhindriya>, paññindriya>, 
anaññātaññassāmītindriya>, aññindriya>, aññātāvindriya>. 

二十二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

根；五、身根；六、女根；七、男根；八、命根；九、意

根；十、樂根；十一、苦根；十二、悅根；十三、憂根；

十四、捨根；十五、信根；十六、精進根；十七、念根；

十八、定根；十九、慧根；二十、未知當知根；二十一、

最終知根；二十二、具最終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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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根是在其範圍之內控制其相應法之法。首五根是五淨

色；兩個性根是兩種性根色；命根有兩種，即名命根與命

根色。意根是心整體，即所有八十九心。五受根已在前文

論及（第三章、節二）。五修行之根（第十五至十九項）會

在下文重述；在節廿二則會解釋最後三根。 

節十九：力 
Nava balāni: saddhābala>, viriyabala>, satibala>, 

samādhibala>, paññābala>, hiribala>, ottappabala>, ahirika- 
bala>, anottappabala>. 

九力：一、信力；二、精進力；三、念力；四、定力；

五、慧力；六、慚力；七、愧力；八、無慚力；九、無愧力。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這九力因為不會受到對立之法動搖，或因為它們增強

其相應法而得其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與第七種力

可以是善或無記；第八與第九種力是絕對不善；第二與第

四種力則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 

節二十：增上（或：支配） 
Cattāro adhipatī: chandādhipati, viriyādhipati, cittādhipati, 

vīma>sādhipati. 

四增上：一、欲增上；二、精進增上；三、心增上；

四、觀增上。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增上法是支配它所屬的心實行及完成艱難或重要的任

務的心所。增上法與根之間的差別是在於它們支配的程度

與範圍。增上法全面地支配整個心，而根則只在其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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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實行其支配能力。所以在一心裡可以有好幾個根存在，

但在同一個剎那則只有一個增上法存在。關於這點，增上

法就有如國王，是唯一的統治者，支配他所有的官員；而

根則有如官員，在各自的區域裡有支配權，但不能干涉其

他人的範圍。 

四增上法是欲心所（即「欲行動」，不可把它與屬於貪

的貪欲混淆）、精進心所、心及在此稱為「觀」的慧心所。

欲、精進與心只能在五十二速行心裡成為增上法，即除去

兩個痴根心與阿羅漢生笑心；觀則只能在三十四個三因速

行心裡成為增上法。在同一個剎那裡只能有一個增上法存

在，而且是在它支配其相應法的時候。觀增上可以是善或

無記；其他三種增上法則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 

節廿一：食 
Cattāro āhārā: kabaDīkāro āhāro, phasso dutiyo, mano- 

sañcetanā tatiyā, viññā.a> catuttha>. 

四食：段食、觸是第二、意思是第三、心是第四。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食」（āhāra）這一詞是指作為強大助緣以維持（其他

法）之法。根據經教的解釋，段食維持色身；觸維持受；

意思維持三界輪迴，因為業即是思，而又是業導致投生；

心則維持名色。根據論教法，段食維持身體裡由四種因產

生的色法，而其他三食維持一切與它們俱生的名色法。屬

於色法的段食是無記法，而其他三名食則可以屬於所有三

種道德素質（善、不善或無記）。 

節廿二：說明 
Indriyesu pan'ettha sotāpattimaggañā.a> anaññātaññassā- 

mītindriyam; arahattaphalañā.a> aññātāvindriya>; majjhe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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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ā.āni aññindriyānī ti pavuccanti. Jīvitindriyañ ca rūpārūpa- 
vasena duvidha> hoti. 

於此，在諸根當中，「未知當知根」是須陀洹道智；「具

最終知根」是阿羅漢果智；「最終知根」則是中間六種（出

世間）智。命根有兩種：色與名。 

Pañcaviññā.esu jhāna�gāni, aviriyesu balāni, ahetukesu 
magga�gāni na labbhanti. Tathā vicikicchācitte ekaggatā 
maggindriyabalabhāva> na gacchati. Dvihetuka-tihetuka- 
javanesv'eva yathāsambhava> adhipati eko'va labbhati. 

在五種根識裡沒有禪支；在沒有精進的（心）則沒有

力；在無因（心）裡則沒有道分。同樣地，在疑（相應）

心裡，一境性（心所）不會到達禪支、根或力的程度。在

同一個時候，只能根據情況獲得一個增上法，而且只能是

在二因或三因的速行心裡。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五種根識只是純粹面對各自的目標。由於它們的作用

與依處色還很弱，也由於它們在心路過程裡所佔的是很基

本的位置，因此它們不能緊密地觀察目標，所以與它們相

應的受及一境性不能到達禪支的程度。另者，尋（vitakka）

是禪支的基礎，但在五種根識裡並沒有尋，這並不是因為

（有如高層次的禪那般）已超越了它，而是因為它們的作

用太簡單得不能包括它在內。 

同樣地，心必須擁有精進（心所）才能使到其成份達

到力（bala）的程度。因此，在十六種沒有精進的心裡，

一境性心所不能夠實行定力的作用。 

無因的心不能夠作為導向某個目的地之道；因此在十

八無因心裡並沒有道分。 

在 與 疑 相 應 的 心 裡 ， 一 境 性 缺 少 了 「 勝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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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imokkha）的支援，且被疑的猶豫不決本性所淹，因

此不能達到道分、根或力的程度。 

在同一個時候只能有一個增上法存在，因為增上法的

本質即是在任何一個心裡只能有它們四者之一執行總支配

的作用，而且是在二因或三因的速行心裡才能發生。 

表 7-2：混合類別 
 只是不善只是不善只是不善只是不善 只是善只是善只是善只是善 只是無記只是無記只是無記只是無記 善與無記善與無記善與無記善與無記 所有三種所有三種所有三種所有三種 

6因 貪+瞋+痴   
無貪+無瞋

+無痴 
 

7禪支 憂    

尋+伺+喜
+一境性 

+悅+捨 

12道分 四邪道分   八正道分  

22根 憂 未知當知 

五根識+二
性+ 

命根色+ 

樂+苦+ 

具最終知 

信+念+慧
+最終知 

名命根+意
+悅+捨+
精進+定 

9力 
無慚+ 

無愧 
  

信+念+慧
+慚+愧 

精進+定 

4增上    觀 
欲+精進 

+心 

4食   段食  觸+思+心 

節廿三：總結 
Cha hetū pañca jhāna�gā magga�gā nava vatthuto 
SoDas'indriyadhammā ca baladhammā nav'eritā. 
Cattāro'dhipatī vuttā tathāhārā ti sattadhā 
Kusalādisamāki..o vutto missakasa�g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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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別法，已說六因、五禪支、九道分、十六根及

九力。同樣地，已說四增上及四食。如是，已從七個方面

解說包含善法等的混合類別之概要。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根據各別法，禪支有五種，因為悅、憂與捨都是受，

而受只是一個心所。上文已解釋了諸道分如何縮小至九

個。諸根縮小成十六種，因為第十至第十四項只是屬於一

種心所，即受心所；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項則皆是慧心所；

而命根則分為兩個各別法，即：屬於二十八色之一的命根

色及屬於五十二心所之一的名命根。 

菩提分之概要 
（bodhipakkhiyasa�gaha） 

節廿四：四念處 
Bodhipakkhiyasa�gahe cattāro satipa**hānā: kāyānupassanā- 

satipa**hāna>, vedanānupassanā-satipa**hāna>, cittānupassanā- 
satipa**hāna>, dhammānupassanā-satipa**hāna>. 

在菩提分之概要裡有四念處：一、身念處；二、受念

處；三、心念處；四、法念處。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菩提分：直譯巴利文 bodhipakkhiyadhammā 即是「覺

悟一方之法」。雖然這一語很少出現在經裡，但後期的著作

常採用它作為佛陀把其教法濃縮之後而剩下的三十七法的

總稱（見《長部‧經十六》及《中部‧經七十七》）這些法

被稱為菩提分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覺悟，即證得出世間四道

智。如這一篇所示，三十七菩提分可分為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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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satipa��hānā）：）：）：）：在此巴利文 pa**hāna 可作兩

種解釋，即：「建立起」（upa**hāna）及作為「念」（sati）

的「立足處」。此四念處是一套對正念與觀智完整的禪修方

法。《長部‧經十》及《中部‧經廿二》詳述了該修習法；

《相應部‧念處相應》則收集了一些有關修習念處的較短

的經。 

四念處都有同一個要義，即具有正念地觀照諸法。它

們之間的差別只在於正念所觀照的四種目標──身、受、

心與法。最後一種包括了五蓋、五蘊、六處、七覺支及四

聖諦等法。修習四念處與修習八聖道分的正念相等。 

節廿五：四正勤 
Cattāro sammappadhānā: uppannāna> pāpakāna> 

dhammāna> pahānāya vāyāmo, anuppannāna> pāpakāna> 
dhammāna> anuppādāya vāyāmo, anuppannāna> kusalāna> 
dhammāna> uppādāya vāyāmo, uppannāna> kusalāna> 
dhammāna> bhiyyobhāvāya vāyāmo 

四正勤：一、精進於斷除已生的惡法；二、精進於防

止未生的惡法生起；三、精進於令未生的善法生起；四、

精進於令已生的善法增長。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四正勤（（（（sammappadhānā）：）：）：）：在此精進心所執行了四

種作用。這四正勤與八聖道分的正精進相等。 

節廿六：四成就之法（四神足） 
Cattāro iddhipādā: chandiddhipādo, viriyiddhipādo, 

cittiddhipādo, vīma>siddhipādo. 

四成就之法：一、欲為成就之法；二、精進為成就之

法；三、心為成就之法；四、觀為成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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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四成就之法（（（（iddhipādā）：）：）：）：在此巴利文 iddhi（成就）

是指一切通過勤修佛陀的教法而證得的廣大與出世間法。

獲得這些成就的主要方法即稱為「成就之法」。這四法與四

增上法相等（見節二十）。只要是作為達到目標的主要成

份，該些法即是增上法；然而，只有在運用它們於證得佛

教的目標時才能算是成就之法。成就之法包括世間與出世

間法兩者。 

節廿七：五根 
Pañc'indriyāni: saddhindriya>, viriyindriya>, satindriya>, 

samādhindriya>, paññindriya>. 

五根：一、信根；二、精進根；三、念根；四、定根；

五、慧根。 

節廿八：五力 
Pañca balāni: saddhabala>, viriyabala>, satibala>, 

samādhibala>, paññābala>. 

五力：一、信力；二、精進力；三、念力；四、定根；

五、慧力。 

節廿七至廿八之助讀說明 
根與力擁有相同的五種心所，儘管這兩組的作用並不

一樣。根是在其範圍之內執行支配作用的心所；力則是該

些心所不會受到對立之法動搖。因此五根在它們各自的勝

解（adhimokkha）、致力（paggaha）、警覺（upa**hāna）、不

散亂（avikkhepa）及照見（dassana）範圍裡執行其支配的

作用；如此它們協助對治對立之法：猶豫不決、懈怠、失

念、散亂及愚痴。五力即是這五法不受到對立之法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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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法擊敗的一面。在培育五根時必須平衡信與慧，以避

免輕易盲信與機智狡詐兩端；以及平衡精進與定，以避免

心散亂煩躁與軟弱無力。然而，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具備極

強的念根，因為念能夠看管其餘諸根的提昇，以及確保它

們平衡。 

節廿九：七覺支 
Satta bojjha�gā: satisambojjha�go, dhammavicaya- 

sambojjha�go, viriyasambojjha�go, pītisambojjha�go, passaddhi- 
sambojjha�go, samādhisambojjha�go, upekkhāsambojjha�go. 

七覺支：一、念覺支；二、擇法覺支；三、精進覺支；

四、喜覺支；五、輕安覺支；六、定覺支；七、捨覺支。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在七覺支當中，擇法覺支（dhammavicaya）是慧的一

個名稱，即如實知見名色法的觀智。輕安（passaddhi）是

指心與心所兩者的輕安（見第二章、節五）。捨（upekkhā）

在此是指屬於遍一切美心心所的中捨性心所，而不是捨

受。擇法、精進與喜三覺支對治心的軟弱無力；輕安、定

與捨三覺支則對治心的激動。念覺支則確保這兩組平衡，

不會有其中一者強過另一者。 

節三十：八道分 
A**ha magga�gāni: sammādi**hi, sammāsa�kappo, 

sammāvācā, sammākammanto, sammā-ājīvo, sammāvāyāmo, 
sammāsati, sammāsamādhi. 

八道分：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正

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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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在八道分當中，正見是了知四聖諦的慧心所。正思惟

是把心導向出離、無瞋與無害的尋心所。第三至第五道分

則與三離心所相同（見第二章、節六）。正精進與四正勤相

同（節廿五）。正念與四念處相同（節廿四）。正定則被定

義為經教的四禪（見《長部‧經廿二》）。 

節卅一：說明 
Ettha pana cattāro satipa**hānā ti sammāsati ekā va 

pavuccati. Tathā cattāro sammappadhānā ti ca sammāvāyāmo. 

於此，四念處可說為一正念。同樣地，四正勤可說為

一正精進。 

節卅二：依自性 
Chando cittam upekkhā ca saddhā-passaddhi-pītiyo 
Sammādi**hi ca sa�kappo vāyāmo viratittaya> 
Sammāsati samādhī ti cuddas'ete sabhāvato 
Sattati>sappabhedena sattadhā tattha sa�gaho. 

依自性，三十七分裡的七組包含了十四法：欲、心、

捨、信、輕安、喜、正見、思惟、精進、三離、正念與定。 

節卅三：依出現之處 
Sa�kappa-passaddhi ca pīt'upekkhā 
Chando ca citta> viratittayañ ca 
Nav'eka**hānā viriya> nav'a**ha 
Satī samādhī catu pañca paññā 
Saddhā du**hān'uttamasattati>sa 
Dhammānam eso pavaro vibhāgo. 
Sabbe lokuttare honti na vā sa>kappapītiyo 
Lokiye pi yathāyoga> chabbisuddhippavatt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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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三十七殊勝法的分析如下：思惟、輕安、喜、捨、

欲、心與三離九法只現於一處；精進現於九處；念八處；

定四處；慧五處及信兩處。 

在出世間（心）裡，這一切都會出現，但有時候則會

除去思惟與喜。在世間心裡，它們也會根據情況出現在六

清淨裡。 

節卅二至卅三之助讀說明 
在節卅二裡，三十七菩提分被縮小成十四各別法，其

中之一是心，其餘十三個是心所。節卅三總計了該些各別

法在諸菩提分裡出現的次數。 

精進出現九次為：四正勤、成就之法、根、力、覺支

與道分。 

念出現八次為：四念處、根、力、覺支與道分。 

定出現四次為：根、力、覺支與道分。 

慧出現五次為：成就之法、根、力、覺支與道分。 

信出現兩次為：根與力。 

其餘的只出現一次。 

屬於第二禪層次及以上的出世間心裡並沒有思惟，因

為正思惟是尋心所，而屬於第二禪層次及以上的出世間道

心與果心是無尋的。同樣地，在屬於第四及第五禪層次的

出世間心裡也沒有喜。 

六清淨（（（（chabbisuddhi）：）：）：）：在七清淨當中，首六清淨是

屬於世間的階段，第七清淨是屬於出世間的階段（見第九

章、節廿二）。這六清淨是把戒定慧三學擴大之後而成的分

類。第七階段是證悟出世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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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之概要 
（sabbasa�gaha） 

節卅四：五蘊 
Sabbasa�gahe pañcakkhandhā: rūpakkhandho, vedanāk- 

khandho, saññākkhandho, sa�khārakkhandho, viññā.ak- 
khandho. 

在一切之概要裡的五蘊是：一、色蘊；二、受蘊；三、

想蘊；四、行蘊；五、識蘊。 

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一切之概要：在這一篇裡，作者的目的是收集在《阿

毗達摩論》裡包含了一切各別法的分類法。列出這些分類

法並不是為了發展抽象的本體學，而是為了顯示觀智觀照

範圍之內的諸法。這符合了佛陀所說的：「若不實知一切、

不遍知一切，人們絕對無法滅盡苦。」（《相應部》

35:26/iii,47） 

五蘊：巴利文 khandha（蘊）的意思是「組」、「堆」

或「聚集」（rāsi）。佛陀把有情分析為這五蘊。在諸經裡他

說道：「無論是那一類色，是過去、未來、現在、內、外、

粗、細、劣、勝、遠或近，這一切都稱為色蘊。」對於其

他四蘊也是如此。（《相應部》22:48/iii,47）在前文已解釋

了五蘊與四究竟法之間的關係（見第一章、節二）。 

節卅五：五取蘊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rūpupādānakkhandho, vedanupā- 

dānakkhandho, saññupādānakkhandho, sa�khārupādānakkhandho, 
viññā.upādānakkhandho. 

五取蘊：一、色取蘊；二、受取蘊；三、想取蘊；四、

行取蘊；五、識取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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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五取蘊：這五法稱為 upādānakkhandha（取蘊），因為

它們組成了執取的目標。佛陀說：「無論是那一類與漏有關

及會被執取的色，是過去、未來、現在等，這一切都稱為

色取蘊。」再次，對於其他四取蘊的定義也是如此。（《相

應部》22:48/iii,48）在此，一切能被四取（見節七）所執

取的五蘊成份皆名為取蘊。這包括了所有色蘊及屬於世間

的四名蘊。出世間的四名蘊並不屬於取蘊，因為它們完全

超越了執取的範圍，也就是說它們不會成為貪或邪見的目

標。99 

節卅六：十二處 
Dvādas'āyatanāni: cakkhāyatana>, sotāyatana>, 

ghānāyatana>, jivhāyatana>, kāyāyatana>, manāyatana>, 
rūpāyatana>, saddāyatana>, gandhāyatana>, rasāyatana>, 
pho**habbāyatana>, dhammāyatana>. 

十二處：一、眼處；二、耳處；三、鼻處；四、舌處；

五、身處；六、意處；七、顏色處；八、聲處；九、香處；

十、味處；十一、觸處；十二、法處。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十二處是另一個整體的分類法。這分類法從門與識的

所緣分析一切各別法。首五處與五淨色相同；第七至第十

一處則與五根所緣相同。然而，屬於第六項的意處的範圍

則比意門更為廣泛；它相等於整個識蘊，即包括了所有的

八十九種心。法處並不相等於法所緣（dhammāramma.a）；

它只包括不屬於其他十一處的各別法。如此，它不包括五

                                               
99 對於五蘊的詳細分析，見《清淨道論》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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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所緣、五淨色、及相等於意處的諸心。它也不包括概念

法（paññatti），因為處（āyatana）所辨識的只是究竟法，

即擁有自性而存在之法，並不包括由概念組成而存在之

法。法處包括了五十二心所、十六微細色及涅槃（見節卅

九）。100 

節卅七：十八界 
A**hārasa dhātuyo: cakkhudhātu, sotadhātu, ghānadhātu, 

jivhādhātu, kāyadhātu, rūpadhātu, saddadhātu, gandhadhātu, 
rasadhātu, pho**habbadhātu, cakkhuviññā.adhātu, sotaviññā.a- 
dhātu, ghānaviññā.adhātu, jivhāviññā.adhātu, kāyaviññā.adhātu, 
manodhātu, dhammadhātu, manoviññā.adhātu. 

十八界：一、眼界；二、耳界；三、鼻界；四、舌界；

五、身界；六、顏色界；七、聲界；八、香界；九、味界；

十、觸界；十一、眼識界；十二、耳識界；十三、鼻識界；

十四、舌識界；十五、身識界；十六、意界；十七、法界；

十八、意識界。 

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上述諸法）稱為 dhātu（界）是因為它們「持有」或

「背負」（dhārenti）自己的自性。把十二處的意處分成七

個識界，即得十八界（見第三章、節廿一）。在其他方面，

處與界是相同的。對於諸蘊、處及界和四究竟法之間的關

係，見表 7-3。 

節卅八：四聖諦 
Cattāri ariyasaccāni: dukkha> ariyasacca>, dukkha- 

samudaya> ariyasacca>, dukkhanirodha> ariyasacca>, 
dukkhanirodhagāminīpa*ipadā ariyasacca>. 

                                               
100 對於處與界的詳細解釋，見《清淨道論》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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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一、苦聖諦；二、苦因聖諦；三、苦滅聖諦；

四、趣向滅苦之道聖諦。 

表 7-3：對照四究竟法與蘊、處及界 
四究竟法四究竟法四究竟法四究竟法 五蘊五蘊五蘊五蘊 十二處十二處十二處十二處 十八界十八界十八界十八界 

二十八色 色蘊 

眼處 眼界 

耳處 耳界 

鼻處 鼻界 

舌處 舌界 

身處 身界 

顏色處 顏色界 

聲處 聲界 

香處 香界 

味處 味界 

觸處 觸界 

法處 

（微細色+ 

心所+ 

涅槃） 

法界 

（微細色+ 

心所+ 

涅槃） 

五十二心所 

受蘊 

想蘊 

行蘊 

涅槃 （無） 

八十九心 識蘊 意處 

眼識界 

耳識界 

鼻識界 

舌識界 

身識界 

意界 

意識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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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四聖諦是佛陀的根本教法，由他在證悟之夜發現，且

在他（四十五年）漫長的弘化期間不斷地重複開示。這四

聖諦稱為「聖」（ariya）是因為它們由聖者洞見、因為它們

是至上聖者佛陀所教之諦、因為發現它們能夠導向聖者之

境、以及因為它們是真實、無可變更、絕不虛假之諦。 

苦聖諦可分為兩種：生、老、死、愁、悲、苦、憂、

惱、怨憎會、愛離別、所求不得及五取蘊之苦。簡要來說

則是除了渴愛之外，三世間地的一切法都屬於苦聖諦之內。 

苦因聖諦只有一法，即相等於貪心所的渴愛（ta.hā）。

然 而 渴 愛 有 三 個 方 面 ： 欲 愛 （ kāmata.hā）、 有 愛

（bhavata.hā，渴愛生存）及無有愛（vibhavata.hā，渴愛斷

滅）。 

苦滅聖諦也只有一法，即通過去除渴愛而證悟的涅槃。 

趣向滅苦之道聖諦是八聖道分。在四諦的教法裡，這

是在四出世間道心裡生起的八道分心所。當知在菩提分一

篇裡的八道分可以是屬於世間或出世間法，但在四聖諦教

法裡，它們則純粹屬於出世間法。101 

節卅九：說明 
Ettha pana cetasika-sukhumarūpa-nibbānavasena ekūna- 

sattati dhammā dhammāyatana> dhammadhātū ti sa�kha> 
gacchanti. Manāyatanam eva sattaviññā.adhātuvasena bhijjati. 

於此，包括（五十二）心所、（十六）微細色及涅槃的

六十九法屬於法處與法界。意處本身分為七識界。 

                                               
101 對於四聖諦的詳細解釋，見《清淨道論》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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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四十：總結 
Rūpañ ca vedanā saññā sesā cetasikā tathā 
Viññā.am iti pañc'ete pañcakkhandhā ti bhāsitā. 
Pañc'upādānakkhandhā ti tathā tebhūmakā matā 
Bhedābhāvena nibbāna> khandhasa�gahanissa*a>. 
Dvārālambanabhedena bhavant'āyatanāni ca 
Dvārālambataduppannapariyāyena dhātuyo. 
Dukkha> tebhūmaka> va**a> ta.hāsamudayo bhave 
Nirodho nāma nibbāna> maggo lokuttaro mato. 
Maggayuttā phalā c'eva catusaccavinissatā 
Iti pañcappabhedena pavutto sabbasa�gaho. 

色、受、想、其餘的心所及識五者被稱為五蘊。 

屬於三（世間）地的相同之法被稱為五取蘊。 

由於涅槃無可分別（為過去、現在、未來等），所以不

包括在蘊類之內。 

由於門與所緣之間的差別，而有（十二）處。依門、

所緣及相符的識，則生起（十八）界。 

三地輪迴苦，渴愛是其因，涅槃名為滅，道是出世間。 

與道及果相應的心所不包括在四諦之內。 

如是已依五種方法解釋了一切之概要。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與道及果相應的心所：除了相等於八道分的八個心所

之外，道心裡的其他名法，即心本身及其他相應心所都不

屬於八道分，因此不被視為聖諦。四果也被置於四聖諦之外。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Samuccayasa�gahavibhāgo nāma 

sattam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類別之概要」的 

第七章至此完畢。 



279 

第八章：緣之概要 
（Paccay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Yesa> sa�khatadhammāna> ye dhammā paccayā yathā 
Ta> vibhāgam ih'edāni pavakkhāmi yathāraha>. 

於此我應適當地詳細解釋諸有為法之分析、屬於它們

諸緣之法，以及（它們）如何（互相牽連）。 

節一之助讀說明 

於此我應適當地詳細解釋：在解釋了四種究竟法及它

們的類別之後，如今阿耨樓陀尊者在此章「緣之概要」裡，

再進一步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即由緣力（paccayasatti）

所連繫的緣法（paccayadhammā）及緣生法（paccayuppanna- 

dhammā）。 

諸有為法（（（（yesa" sa�khatadhammāna"）：）：）：）：有為法是

依靠諸緣而生起之法，即：一切心、心所及色法（除了四

種相色──見第六章、節十五）。 

屬於它們諸緣之法（（（（ye dhammā paccayā）：）：）：）：緣是對其

他法的生起及住立有資助（upakāraka）之法。這即是說當

緣在運作時，將會導致其他與它有關連而還未生起之法生

起，及已生起之法得以久住。一切有為法及涅槃與概念都

包括在緣法這一組之內。102 

以及（它們）如何（互相牽連）（（（（yathā）：）：）：）：這是指在

                                               
102 譯按：涅槃與概念是能作為其他法之緣的緣法，但它們不是緣

生法或有為法，因為它們不是由於因緣和合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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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緣法及有為法之間運作的二十四緣力。這些也將（在此

章）分析。 

節二：簡說：兩種方法 

Pa*iccasamuppādanayo pa**hānanayo cā ti paccaya- 
sa�gaho duvidho veditabbo. 

Tattha tabbhāvabhāvībhāvākāramattopalakkhito pa*icca- 
samuppādanayo. Pa**hānayo pana āhaccapaccaya**hitim ārabbha 
pavuccati. Ubhaya> pana vomissitvā papañcenti ācariyā. 

緣之概要有兩個部份： 

一、緣起法； 

二、發趣法。 

當中，緣起法的特性是一法依靠其他法而純粹只是發

生。發趣法則依諸緣的特有資助力而說。諸導師則把此二

法混合一起解釋。 

節二之助讀說明 

緣起法：「緣起」這一詞是由 pa*icca（緣於）及

samuppāda（生起）兩個字組成的複合字。通常這一詞是指

在節三裡所解釋及常見於諸經的十二因緣。 

此緣起法的法則可通過以下常見的格言來形容：「此有

故彼有，此生故彼生」（imasmi> sati ida> hoti, imass'uppādā 

ida> uppajjati）。在此書裡，該法則則被形容為：「一法依靠

其他法而純粹只是發生」（tabbhāvabhāvībhāvākāramatta）。

在此 tabbhāva「其他法」是指緣的生起，bhāvī（一法）是

指有為法，而 bhāvākāramatta「純粹只是發生」是指有為法

只是發生。 

運用此法則於經中的十二因緣時，它是指當無明等任

何緣存在時，那麼，依靠該些緣法，行等諸緣生法也都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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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趣法：這是記載於《阿毗達摩論》第七部《發趣論》

（Pa**hāna）的方法。有別於只是解釋緣法如何造成緣生法

生起的緣起法，發趣法也解釋「緣力」（paccayasatti）。力

（satti）是有能力帶來或完成某種效果之法。就有如辣椒之

辣是潛藏在辣椒之內，不能不依靠它們而存在；同樣地，

緣力是潛藏在緣法裡，不能不依靠它們而存在。一切緣法

都具有各自特有的緣力，而即是此緣力使它們能夠造成緣

生法生起。 

諸緣的特有資助力：這是對晦澀難懂的巴利片語

āhaccapaccaya**hiti 的嘗試性譯文。列迪長老解釋該片語為

「諸緣的特力，即它們在各種不同方面的資助力」，而他說

有別於只舉出緣法的緣起法，發趣法則全面地舉出諸緣的

特有資助力。 

諸導師則把此二法混合一起解釋：《清淨道論》第十

七章裡記載了混合解釋法，其中運用了二十四緣來闡明十

二緣起支每一對之間的關係。 

緣起法 
（pa*iccasamuppādanaya） 

節三：基本程式 
Tattha (1) avijjāpaccayā sa�khārā, (2) sa�khārapaccayā 

viññā.a>, (3) viññā.apaccayā nāmarūpa>, (4) nāmarūpa- 
paccayā saDāyatana>, (5) saDāyatanapaccayā phasso, (6) phassa- 
paccayā vedanā, (7) vedanāpaccayā ta.hā, (8) ta.hāpaccaya 
upādāna>, (9) upādānapaccayā bhavo, (10) bhavapaccayā jāti, 
(11) jātipaccayā jarāmara.a-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 
upāyasā sambhavanti. Evam 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 
dhassa samudayo hotī ti. Ayam ettha pa*iccasamuppādan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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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一、緣於無明，行生起；二、緣於行，識生起；

三、緣於識，名色生起；四、緣於名色，六處生起；五、

緣於六處，觸生起；六、緣於觸，受生起；七、緣於受，

愛生起；八、緣於愛，取生起；九、緣於取，有生起；十、

緣於有，生生起；十一、緣於生，老、死、愁、悲、苦、

憂、惱生起。如是生起了這整堆苦。於此，這是緣起法。 

節三之助讀說明 

緣起法：緣起法基本上是解釋生死輪轉（va**a）的因

緣結構，開顯維持生死輪轉及令它從一世轉到另一世的諸

緣。在註疏裡，緣起被定義為：諸果同等地依靠諸緣的聚

合 而 生 起 （ paccayasāmaggi> pa*icca sama> phalāna> 

uppādo）。這顯示了沒有單獨的因能夠產生單獨的果，也沒

有單獨的果能夠緣於單獨的因而生起。反之，永遠都是一

組的緣產生一組的果。在十二因緣裡只有說及一法是另一

法的緣，這麼說是為了指出在一組緣當中最為主要的緣，

以及指出它與一組果當中最為主要的果之間的關係。103 

（一）緣於無明，行生起：無明（avijjā）是痴心所，

覆蓋了對諸法真實性的覺知能力，就有如白內障阻礙看色

所緣的視力。根據經教法的解釋，無明是沒有四聖諦的智

慧。根據論教法，無明是沒有對以下八事的智慧：四聖諦、

過去世、未來世、過去世與未來世、緣起。 

行（sa�khāra）是與二十九世間善及不善心相應的思心

所。八大善心及五色界禪那善心裡的思整體地被稱為「福

行」（puññābhisa�khāra）；十二不善心裡的思則被稱為「非

福行」（apuññābhisa�khāra）；而四無色禪善心裡的思則被

                                               
103 在下文裡的說明是依據《清淨道論》第十七章及《迷惑冰消》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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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不動行」（āneñjabhisa�khāra）。 

當有情的心流還是受到無明影響時，行即會製造能夠

產生未來世的業。由此無明被稱為產生行的主要緣。無明

在不善業裡很顯著，而在世間善業裡則是潛伏性地存在。

所以世間善與不善行兩者皆被說為緣於無明。 

（二）緣於行，識生起：這是指三十二種（世間）果

報心緣於行（上述二十九種善與不善思）而生起。在前一

世死時，其中一個累積在心流裡特強的業即會在下一世與

該業相符之地裡產生十九種結生心之一。如在第五章、節

廿七至卅三裡所解釋，在隨後的生命期裡，其他以往所累

積的業也能夠根據情況產生其他種類的果報心。 

（三）緣於識，名色生起：在第二項裡的「識」專指

「果報識」，然而在此它則是指「果報識」及前世的「業識」

兩者。「名」（nāma）一詞是指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色」

（rūpa）一詞則是指業生色。在「五蘊有」（pañcavokāra- 

bhava）裡，即是在擁有一切五蘊的界地裡，識緣生了名色

兩者。但在「四蘊有」（catuvokārabhava）裡，即在無色界

天裡，它只緣生了名法。而在「一蘊有」（ekavokārabhava）

裡，即在無想有情天裡，它只緣生色法。於五蘊結生，當

結生心在結生那一剎那生起時，同時也生起了受、想、行

三名蘊，以及某些色聚──於人類，該些色聚是身十法聚、

性根十法聚與心所依處十法聚。由於心（識）在這些俱生

名色法裡是主，所以說識緣生了名色。 

（四）緣於名色，六處生起：在此，「名色」的定義

與第三項相同。在六處當中，首五處是眼、耳、鼻、舌、

身五淨色，而意處則是指三十二種（世間）果報心。當業

生色生起時，它們緣助也是屬於業生色的五淨色生起。當

諸相應心所生起時，它們緣助於此稱為意處的果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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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換言之，果報心緣生名，而名則緣生果報心；它們之

間的關係是「相互緣」（aññamaññapaccaya）。在欲地裡，

名色緣生所有六處；在色地裡，它們則只緣生眼、耳及意

三處；在無色地裡則只有名緣生意處，這是該地僅有之處，

因為在其地完全沒有五色處。 

（五）緣於六處，觸生起：在此「觸」（phassa）是指

與果報心相應的觸心所。觸是心、諸心所及目標「前來相

聚於」（sa�gati）六處當中之一處。生起於眼處的觸名為「眼

觸」。它是眼淨色、色所緣及眼識之相聚於一處。其他的耳

觸等也同樣地依靠各自的處生起。「意觸」則是與除了雙五

識之外的二十二果報心相應的觸。由於觸必須有處才能生

起，所以說觸緣於六處而生起。 

（六）緣於觸，受生起：每當觸生起時，受（vedanā）

即會緣於該觸而同時生起。觸是識與目標接觸，而在它們

接觸時必定會有某種緣於觸而生起的感受。受有六種：眼

觸生受、耳觸生受、鼻觸生受、舌觸生受、身觸生受及意

觸生受。在感受的素質方面，受依據其處及目標可以是樂

受、苦受或捨受。 

（七）緣於受，愛生起：受緣生渴愛（ta.hā）。愛有

六種：（顏）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及法愛。每一

種又可依以下三方面分為三種：一、純粹只是渴愛欲樂；

二、渴愛有（生命），即含有常見（sassatadi**hi）的渴愛；

三、渴愛斷滅，即含有斷見（ucchedadi**hi）的渴愛。在究

竟界上，所有不同種類的愛都是貪心所（lobha）──見第

七章、節卅八。 

雖然愛可依其目標而分別，但事實上愛是依靠接觸目

標而生起的受。若人體驗到樂受，他就會享受該樂受，而

他追求該目標的目的純粹只是因為它能夠激起樂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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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他體驗到苦受時，他會渴望脫離苦，以及渴望會有

某種樂受取代它。捨受的本性是寧靜的，而這也能成為渴

愛的目標。如是三種受緣生了種種愛。 

（八）緣於愛，取生起：在此，「取」（upādāna）是

在前文已解釋的四種取（見第七章、節七）。「欲取」是強

化了的愛，是貪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其他三種取是邪見

心所的呈現方式。這些取都緣於愛。於第一項，對目標微

弱或起始的貪名為愛，而強化了的貪則名為取。於其他三

項，緣生邪見的貪名為愛，在受到該貪的影響之下而接受

的邪見則名為取。 

（九）緣於取，有生起：有（存在）有兩種：業有（kamma- 

bhava）與生有（upapattibhava）。業有是指二十九種善與不

善思，或一切能夠產生新一世的善與不善業。生有則是指

三十二種果報心、它們的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取是業有之緣；在取的影響之下，人們才會有作為而

累積了業。取是生有之緣，因為即是取導致人們依所造之

業再生死輪迴。 

（十）緣於有，生生起：於此，生（jāti）是指新一世

的世間果報心、其相應心所及業生色生起於其中一個生存

地。使到未來世發生的主要緣是善與不善業，即業有。 

（十一）緣於生，老死等生起：一旦生發生，老死已

是無可避免的，而在生與死之間也可能會生起其他苦，例

如愁、悲、苦、憂及惱。這一切苦的根源即是生，所以把

生列為它們的主要緣。 

如是生起了這整堆苦：在第十一項裡所舉出的整堆苦

即因上述互相牽連的諸緣法及緣生法而生起。 

節四：分析的類別 
Tattha tayo addhā, dvādas'a�gāni, vīsat'ākārā, tisan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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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usa�khepā, tī.i va**āni, dve mūlāni ca veditabbāni. 

當知有三時、十二支、二十法、三連結、四攝類、三

輪轉及二根。 

節五：三時 
Katha>? Avijjā, sa�khārā atīto addhā; jāti, jarāmara.a> 

anāgato addhā; majjhe a**ha paccuppanno addhā ti tayo addhā. 

如何？無明與行屬於過去世；生及老死屬於未來世；

中間八支屬於現在世。如是一共有三時。 

節五之助讀說明 
當十二支依三世分別時，應明白這只是為了顯示生死

輪迴裡的因緣結構。當知被歸納於某一世的緣起支並不是

只在該世運作，而不會在其他世運作。事實上，如節七裡

所指出，在每一世裡都有這些互相牽連的十二緣起支。 

節六：十二支 
Avijjā, sa�khāra, viññā.a>, nāmarūpa>, saDāyatana>, 

phasso, vedanā, ta.hā, upādāna>, bhavo, jāti, jarāmara.an ti 
dvādas'a�gāni. Sokādivacanam pan'ettha nissandaphala- 
nidassana>. 

十二支是：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

六處；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

生；十二、老死。所示的愁等詞是（生之後）偶有的結果。 

節七：四攝類 
Avijjā-sa�khāraggaha.ena pan'ettha ta.h'ūpādāna-bhavā pi 

gahitā bhavanti. Tathā ta.h'ūpādāna-bhavaggaha.ena ca 
avijjā-sa�khārā; jāti-jarāmara.aggaha.ena ca viññā.adiphala- 
pañcakam eva gahitan ti katvā: 

Atīte hetavo pañca idāni phalapañc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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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āni hetavo pañca āyati> phalapañcakan ti. 
Vīsat'ākārā, tisandhi, catusa�khepā ca bhavanti. 

於此，在提及無明與行時，愛、取與有也已包括在內。

同樣地，在提及愛、取與有時，無明與行也已包括在內。

在提及生與老死時，識等五果也已包括在內。 

如是有： 

一、過去五因， 

二、現在五果； 

三、現在五因， 

四、未來五果。 

如是有二十法、三連結及四攝類。 

節七之助讀說明 
當心中的無明還未斷除時，愛與取就還會生起；而每

當愛與取發生時，它們都是以無明為根本及與它俱行。再

者，「行」與「有」二詞都是指同一種究竟法，即：造業之

思。因此，每當提及其中一詞時，另一者也已包括在內。

在二十法當中並沒有個別列出生與老死，因為它們是名色

法之相，而不是究竟法。它們所代表的究竟法是從識至受

這五個緣起支。 

三連結是：一、過去因（行）與現在果（識）的因果

連結；二、現在果（受）與現在因（愛）的果因連結；三、

現在因（有）與未來果（生）的因果連結。 

節八：三輪轉 
Avijjā-ta.h'ūpādānā ca kilesava**a>; kammabhavasa�khāto 

bhav'ekadeso sa�khārā ca kammava**a>; upapattibhava- 
sa�khāto bhav'ekadeso avasesā ca vipākava**an ti tī.i va**āni. 

三輪轉： 

一、無明、愛與取屬於煩惱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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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稱為業有與行的生存一部份屬於業輪轉； 

三、稱為生有等的生存一部份屬於果報輪轉。 

節八之助讀說明 
這三輪轉顯示了生死輪迴的方式。最為基本的輪轉是

煩惱輪轉。在受到無明蒙蔽及渴愛驅使之下，人們投入於

造作種種世間的不善與善業。如是煩惱輪轉引生了業輪

轉。當此業成熟而產生果報時，那即是業輪轉引生了果報

輪轉（異熟輪轉）。在對這些苦樂的果報作出反應時，還沉

溺於無明的人即會受到渴愛所制伏，而欲享受更多愉悅體

驗、執取已獲得的、以及嘗試避免痛苦的。如此果報輪轉

再引生另一個煩惱輪轉。如是這三輪轉不斷地轉著，直至

無明被諸聖道根除。 

節九：二根 
Avijjāta.hāvasena dve mūlāni ca veditabbāni. 

當知無明與愛是二根。 

節九之助讀說明 
無明被稱為從過去直透到現在受之根；愛被稱為從現

在直透到未來老死之根。 

節十：總結 
Tesam eva ca mūlāna> nirodhena nirujjhati 
Jarāmara.amucchāya pīDitānam abhi.haso 
Āsavāna> samuppādā avijjā ca pavattati. 
Va**am ābandham icc'eva> tebhūmakam anādika> 
Pa*iccasamuppādo ti pa**hapesi mahāmuni. 

通過斷除此二根，輪迴即會斷滅。對於常受老死之惑

逼迫者，一旦諸漏生起，無明即再次轉起。如是大賢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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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三地纏結及無始的輪迴為「緣起」。 

節十之助讀說明 
在《正見經》（《中部‧經九》）裡，舍利弗尊者受到詢

問以解釋無明之因，而他回答道：「當漏生起，無明即生起」

（āsavasamudayā avijjāsamudayo）。在詢問他什麼是漏的因

時，他回答道：「當無明生起，漏即生起」（avijjāsamudayā 

āsavasamudayo）。由於在諸漏當中最為根本的即是「無明漏」

（avijjāsava），舍利弗尊者所說的意謂了任何一世的無明都

緣生於前一世的無明。這即成立了無始（anādika>）輪迴，

因為任何一世的無明都緣生於前一世的無明，而如此往回

推是無盡的。關於諸漏，見第七章、節三。 

發趣法 
（pa**hānanaya） 

節十一：二十四緣 
(1) Hetupaccayo, (2) āramma.apaccayo, (3) adhipati- 

paccayo, (4) anantarapaccayo, (5) samanantarapaccayo, (6) 
sahajātapaccayo, (7) aññamaññapaccayo, (8) nissayapaccayo, (9) 
upanissayapaccayo, (10) purejātapaccayo, (11) pacchājāta- 
paccayo, (12) āsevanapaccayo, (13) kammapaccayo, (14) 
vipākapaccayo, (15) āhārapaccayo, (16) indriyapaccayo, (17) 
jhānapaccayo, (18) maggapaccayo, (19) sampayuttapaccayo, (20) 
vippayuttapaccayo, (21) atthipaccayo, (22) natthipaccayo, (23) 
vigatapaccayo, (24) avigatapaccayo ti ayam ettha pa**hānanayo. 

此發趣法（有二十四緣）：一、因緣；二、所緣緣；三、

增上緣；四、無間緣；五、相續緣；六、俱生緣；七、相互

緣；八、依止緣；九、親依止緣；十、前生緣；十一、後生

緣；十二、重複緣；十三、業緣；十四、果報緣（異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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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食緣；十六、根緣；十七、禪那緣；十八、道緣；十

九、相應緣；二十、不相應緣；廿一、有緣；廿二、無有緣；

廿三、離去緣；廿四、不離去緣。於此，這是發趣法。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上面所列的二十四緣是《發趣論》的主題。《發趣論》

詳盡地解釋了於《阿毗達摩論》第一部《法聚論》裡列舉

的名法與色法之間種種互相連繫的方式。若要正確地理解

《阿毗達摩論》裡的發趣法，至少必須明白每一緣所涉及

的三法：一、緣法（paccayadhammā）──這是作為其他法

之緣的法；此緣法通過產生、支助或維持其他法而成為其

緣。二、緣生法（paccayuppannadhammā）──這是受到緣

法緣助之法；它在受到緣法支助之下而得以生起或持續存

在。三、緣力（paccayasatti）──這是緣法作為緣生法之

緣的特有方式。 

從節十三至廿七，阿耨樓陀尊者將會解釋二十四緣如

何構成了各種不同的法之間的關係。他沒有照著原有的次

序逐一地解釋每一個緣法，而是把緣法及緣生法歸納為名

法、色法及名色法三組，然後再把這三組組成六對以解釋

關於每一對之間的緣。在闡明這些節裡的內文時，若遇到

不清楚之處，我們將會提起每一緣所涉及的上述三法。 

節十二：簡要應用 
Chadhā nāman tu nāmassa pañcadhā nāmarūpina> 
Ekadhā puna rūpassa rūpa> nāmassa c'ekadhā. 
Paññattināmarūpāni nāmassa duvidhā dvaya> 
Dvayassa navadhā cā ti chabbidhā paccayā — katha>? 

名以六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名以五種方式作為名色的

緣。再者，名以一種方式作為色的緣，色也以一種方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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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的緣。概念與名色以兩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名色以九

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如此有六種緣。如何？ 

表 8-1：二十四緣及其分類 
1 因緣因緣因緣因緣  14 果報緣果報緣果報緣果報緣 

2 所緣緣所緣緣所緣緣所緣緣 

15 
食緣食緣食緣食緣 

  一、色食 
  二、名食 3 

增上緣增上緣增上緣增上緣 

  一、所緣增上 
  二、俱生增上 

16 

根緣根緣根緣根緣 

  一、前生根 
  二、色命根 
  三、俱生根 

4 無間緣無間緣無間緣無間緣 

5 相續緣相續緣相續緣相續緣 

6 俱生緣俱生緣俱生緣俱生緣 

7 相互緣相互緣相互緣相互緣 17 禪那緣禪那緣禪那緣禪那緣 

8 

依止緣依止緣依止緣依止緣 

  一、俱生依止 
  二、前生依止 
   a.依處前生依止 
   b.依處所緣前生依止 

18 道緣道緣道緣道緣 

19 相應緣相應緣相應緣相應緣 

20 

不相應緣不相應緣不相應緣不相應緣 

  一、俱生不相應 
  二、前生不相應 
  三、後生不相應 

9 

親依止緣親依止緣親依止緣親依止緣 

  一、所緣親依止 
  二、無間親依止 
  三、自然親依止 

21 

有緣有緣有緣有緣 

  一、俱生有 
  二、前生有 
  三、後生有 
  四、食有 
  五、根有 

10 
前生緣前生緣前生緣前生緣 

  一、依處前生 
  二、所緣前生 

11 後生緣後生緣後生緣後生緣 22 無有緣無有緣無有緣無有緣 

12 重複緣重複緣重複緣重複緣 23 離去緣離去緣離去緣離去緣 

13 
業緣業緣業緣業緣 

  一、俱生業 
  二、異剎那業 

24 不離去緣不離去緣不離去緣不離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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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三：名作為名的緣 
Anantaraniruddh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paccuppannāna> 

cittacetasikāna> dhammāna> anantara-samanantara-natthi- 
vigatavasena; purimāni javanāni pacchimāna> javanāna> 
āsevanavasena; sahajāt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aññamañña> 
sampayuttavasenā ti chadhā nāma> nāmassa paccayo hoti. 

名以六種方式作為名的緣： 

剛滅盡的心與心所是現在心與心所的無間緣、相續

緣、無有緣及離去緣。 

前生速行是後生速行的重複緣。104 

俱生心與心所互相作為相應緣。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無間緣與相續緣：此二緣的意義相同，只是名稱不一

樣而已；這是為了從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同一緣。如之前所

作的詮釋，無間緣是屬於緣法的名法導致屬於緣生法的名

法在它滅盡之後即刻生起，以便沒有其他名法可以插入它

們之間。相續緣是屬於緣法的名法導致屬於緣生法的名法

在它滅盡之後依照心之定法即刻生起。此二緣可應用於在

任何一個剎那裡滅盡的心與心所，以及緊隨它們之後生起

的心與心所。剛滅盡的心與心所是緣法，隨後即刻生起的

心與心所是緣生法。然而阿羅漢的死亡心並不能作為無間

緣或相續緣，因為在它之後並沒有任何心生起。 

無有緣與離去緣：此二緣是另一對性質相同而名稱不

同之緣。無有緣是名法之滅盡給予其他名法有機會隨它之

後生起。離去緣是名法之離去給予其他名法有機會隨它之

後生起。此二緣的緣法及緣生法與無間緣及相續緣裡的相

                                               
104 譯按：對於兩個相續生起的心，前生心是指在前一個心識剎那

生起的心；後生心是指在後一個心識剎那生起的心。 



第八章：緣之概要 

 293 

同。 

重複緣：於此緣，屬於緣法的名法導致與它同類但屬

於緣生法的名法在它滅盡之後更強更有效率地生起。就有

如學生在重複地溫習功課之下，變得對其功課更加熟悉；

同樣地，緣法在導致與它同類的緣生法相續地生起時，即

對後者注入了更強勁之力。除了每一個心路過程裡的最後

一個速行之外，任何一個世間善、不善及唯作速行名法，

只要它們能夠作為下一個速行剎那裡擁有同一種業力品質

（善、不善或唯作）的名法之緣，它們即能作為此緣的緣

法。後者是屬於此緣裡的緣生法。 

雖然四出世間道心也是善速行，但它們不能作為重複

緣的緣法，因為隨它們之後生起的是屬於果報心的果心，

因此缺少了重複。雖然果心能相續地生起於速行的階段，

但由於它們是果報心，它們並不符合重複緣的緣法的定

義。然而，在道心之前生起的欲界三因善心是屬於重複緣

的緣法，而道心則屬於緣生法。 

相應緣：此緣是屬於緣法的名法導致屬於緣生法的名

法一同生起及作為一個無可分離的相應組合；該組合的特

徵是同生、同滅、擁有同一個目標（所緣）及擁有同一個

依處色（見第二章、節一）。對於此緣，若取任何一心（指

心與心所的組合）的任何一個名法為緣法，其餘的相應名

法即是緣生法。 

節十四：名作為名色的緣 
Hetu-jhāna�ga-magga�gāni sahajātāna> nāmarūpāna> 

hetādivasena; sahajātā cetanā sahajātāna> nāmarūpāna>; 
nānākkha.ikā cetanā kammābhinibbattāna> nāmarūpāna> 
kammavasena; vipākakkhandhā aññamañña> sahajātāna> 
rūpāna> vipākavasenā ti ca pañcadhā nāma> nāmarūp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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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cayo hoti. 

名以五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 

因、禪支與道分是俱生名色法的因緣等。 

俱生思是俱生名色的業緣；異剎那思是業生名色的業

緣。 

諸果報（名）蘊互相作為果報緣及作為俱生色的果報緣。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因緣：於此緣，緣法的作用是有如根一般使到緣生法

穩固。此緣的緣法是名為「因」的六種心所（見第三章、

節五）：貪、瞋、痴三不善因，以及可以是善或無記的無貪、

無瞋、無痴三美因。緣生法是與每一因相應的名法及俱生

的色法。俱生色是指在結生時生起的業生色，以及在生命

期裡生起的心生色。就有如樹根是樹存在、成長與穩固的

根本一般，這些因引生了緣生法，以及使到它們穩固。 

禪那緣：此緣的緣法使到緣生法緊密地觀察目標。於

此的緣法是七禪支，但只有五種心所（見第七章、節十六、

廿三）。緣生法是與禪支相應的心與心所（除了雙五識），

以及俱生色法。雖然俱生色法並不能觀察目標，但由於它

們是因緊密觀察目標的禪那支而產生，所以它們也被包括

在緣生法之內。 

道緣：此緣的緣法使到緣生法作為達到某個目的地的

管道。此緣的緣法是十二道分，但只有九種心所（見第七

章、節十七、廿三）。四邪道分是達到惡趣的管道，八正道

分則是達到善趣與涅槃的管道。於此的緣生法是除了十八

無因心之外的一切與道分相應的心與心所，以及俱生色

法。雖然果報心與唯作心裡的道分並沒有導向任何目的

地，但還是被列為道分，因為依它們的本性，它們與能夠

導向各種目的地之法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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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緣：此緣有兩種：一、俱生業緣（sahajāta-kamma- 

paccaya）；二、異剎那業緣（nānākkha.ika-kammapaccaya）。 

（一）於俱生業緣，緣法是八十九種心裡的思心所，

緣生法是與思心所相應的心與心所及俱生色法。於此作為

俱生業緣的思使到其相應名法執行各自的作用，同時也激

使某種色法生起。 

（二）於異剎那業緣，緣法與緣生法之間間隔著一段

時間。此緣的緣法是過去的善或不善思；緣生法是在結生

與生命期裡的果報心及其心所，以及業生色。於此，緣力

是思產生相符的果報名法及業生色的能力。此緣也存在於

道心與果心之間。 

果報緣：此緣的緣法使到與它同生的緣生法保持被動

及不活躍。此緣的緣法是果報心與心所；緣生法也是該些

果報名法，以及俱生色法。由於諸果報心是因為業成熟而

產生，它們並不活躍而且被動。如是，於熟睡者的心中，

果報有分心連續不斷地生滅，但其時他並沒有致力於造

身、語或意業，也沒有清晰地覺知目標。同樣地，在五門

心路過程裡的果報心也沒有致力於識知它們的目標。只有

在速行的階段才有致力於清楚地識知目標，也只有在速行

的階段才有造業。 

節十五：名作為色的緣 
Pacchājāt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purejātassa imassa kāyassa 

pacchājātavasenā ti ekadhā va nāma> rūpassa paccayo hoti. 

名只以一種方式作為色的緣：後生心與心所是前生

（色）身的後生緣。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後生緣：此緣的緣法支助及增強在它之前生起的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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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此緣的緣法是後生的心與心所；緣生法是在該心的前

一剎那裡生起、由一切四因產生的色法。此緣始於一世當

中的第一個有分心，該有分心支助在結生那一剎那生起的

業生色。就有如後來才下的雨輔助已有的植物成長一般，

後生名法也能夠支助前生色法。 

節十六：色作為名的緣 
Cha vatthūni pavattiya> sattanna> viññā.adhātūna>; 

pañc'ālambanāni ca pañcaviññā.avīthiyā purejātavasenā ti 
ekadhā va rūpa> nāmassa paccayo hoti. 

色只以一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在生命期裡，六依處是

七識界的前生緣；五所緣是五門心路過程心的前生緣。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前生緣：於此緣，屬於緣法且已達到住時的色法致使

屬於緣生法的名法隨之生起。這就有如先出現的太陽，帶

給在它出現之後才出現的人類光明。前生緣有兩大分類：

一、依處前生（vatthu-purejāta）；二、所緣前生（āramma.a- 

purejāta）。 

（一）在生命期當中，六依處色都作為依靠它們而生

起的心與心所的「依處前生緣」（見第三章、節二十至廿

二）。在結生的那一剎那，心所依處並不是名法的前生緣，

因為其時心所依處與名法同時生起，所涉及的緣是俱生緣

與相互緣。但在結生剎那生起的心所依處是隨結生心之後

生起的第一個有分心的前生緣。隨後，在生命期裡，心所

依處作為一切的意界與意識界的前生緣。 

（二）五所緣是取它們為目標的五門心路過程心與心

所的「所緣前生緣」。再者，一切已達到住時的十八種完成

色（見第六章、節二）都能成為意門心路過程心與心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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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前生緣」。 

節十七：名色作為名的緣 
Āramma.avasena upanissayavasenā ti ca duvidhā paññatti 

nāmarūpāni nāmass'eva paccayā honti. 
Tattha rūpādivasena chabbidha> hoti āramma.a>. 
Upanissayo pana tividho hoti: āramma.ūpanissayo, 

anantarūpanissayo, pakatūpanissayo cā ti. Tatth'ālambanam eva 
garukata> āramma.ūpanissayo. Anantaraniruddh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anantarūpanissayo. Rāgādayo pana dhammā saddhādayo 
ca sukha> dukkha> puggalo bhojana> utu senāsanañ ca 
yathāraha> ajjhattañ ca bahiddhā ca kusalādidhammāna> 
kamma> vipākānan ti ca bahudhā hoti pakatūpanissayo. 

概念與名色以兩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即：所緣緣與親

依止緣。 

於此，所緣是顏色等六種。但親依止緣則有三種，即：

所緣親依止緣、無間親依止緣及自然親依止緣。 

其中，當所緣變得顯著時，它本身即成為所緣親依止

緣。剛滅盡的心與心所作為無間親依止緣。自然親依止緣

則有許多種：貪心所等、信心所等、樂、苦、個人、食物、

氣侯、住所──（這一切）內外（之物）都能依情況作為

善法等的緣。業也是其果報之緣。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所緣緣：此緣的緣法是所緣，它使到緣生法取它為目

標而生起。此緣的六種緣法是六所緣；取它們任何一個為

目標的心與心所是緣生法。 

親依止緣：對於三種親依止緣： 

（一）「所緣親依止緣」（āramma.ūpanissaya）的緣法

是極可喜或重要的所緣，使到屬於緣生法的名法極度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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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地生起以識知它。 

（二）「無間親依止緣」（anantarūpanissaya）的緣法及

緣生法與無間緣的相同，只是在於緣力稍為有些差別。無

間緣是導致後生名法在前生名法滅盡之後即刻生起之力；

無間親依止緣是導致後生法極度依靠前生法的滅盡地生起

之力。 

（三）「自然親依止緣」（pakatūpanissaya）所涉及的層

面極廣，其緣法包括了一切能夠在往後有效地使到屬於緣

生法的心與心所生起的過去名色法。例如：以前的貪欲能

夠作為殺生、偷盜、邪淫等思的自然親依止緣；以前的信

心能夠作為佈施、持戒、禪修等思的自然親依止緣；健康

作為快樂與精進，生病作為愁苦與怠惰等的自然親依止緣。 

節十八：名色作為名色的緣 
Adhipati-sahajāta-aññamañña-nissaya-āhāra-indriya- 

vippayutta-atthi-avigatavasena ti yathāraha> navadhā nāma- 
rūpāni nāmarūpāna> paccayā bhavanti. 

根據情況，名色以九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即：增上

緣、俱生緣、相互緣、依止緣、食緣、根緣、不相應緣、

有緣及不離去緣。 

節十九：增上緣 
Tattha garukata> ālambana> ālambanādhipativasena 

nāmāna> sahajātādhipati catubbidho pi sahajātavasena 
sahajātāna> nāmarūpānan ti ca duvidho hoti adhipatipaccayo. 

其中，增上緣有兩種： 

一、所執著與重視的所緣是名的所緣增上緣。 

二、四種俱生增上法是俱生名色的「俱生（增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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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增上緣有兩種： 

（一）「所緣增上緣」（āramma.ādhipati）：於此緣，作

為緣法的所緣支配取它為目標的名法。只有極為尊敬、珍

愛或渴望的所緣才能成為此緣的緣法。事實上，此緣與「所

緣親依止緣」相同，差別只在於緣力稍為不同：後者擁有

極有效能使到心與心所生起之力；前者擁有極強吸引與支

配該些名法之力。 

（二）「俱生增上緣」（sahajātādhipati）：於此緣，緣法

支配緣生法陪同它生起。此緣的緣法是欲、精進、心與觀

四增上緣（見第七章、節二十）。在任何時刻，只有它們當

中之一能夠作為增上緣，而且只發生於速行心。俱生的名

色法是緣生法。 

節二十：俱生緣 
Cittacetasikā dhammā aññamañña> sahajātarūpānañ ca,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 upādārūpānañ ca, pa*isandhikkha.e 
vatthu-vipākā aññamaññan ti ca tividho hoti sahajātapaccayo. 

俱生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俱生緣，以及

作為俱生色的俱生緣；二、四大元素互相作為俱生緣，以

及作為所造色的俱生緣；三、於結生時，心所依處與果報

（名蘊）互相作為俱生緣。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俱生緣：於此緣，緣法在生起時導致緣生法與它同時

生起。這可比喻為燈火，在點著燈時，它導致光線、顏色

及熱能與它同時生起。此緣可以如原文所示分為三種，或

更詳細地分為五種：一、每一個名法（無論是心或心所）

都作為相應名法的俱生緣；二、每一個名法都作為俱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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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俱生緣；三、四大元素其中的任何一個都作為其他三

大元素的俱生緣；四、四大元素的每一個都作為所造色的

俱生緣；五、於結生時，心所依處作為果報名法的俱生緣，

反之後者也作為心所依處的俱生緣。 

節廿一：相互緣 
Cittacetasikā dhammā aññamañña>,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 pa*isandhikkha.e vatthu-vipākā aññamaññan ti ca 
tividho hoti aññamaññapaccayo. 

相互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相互緣；二、

四大元素互相作為相互緣；三、於結生剎那，心所依處與

果報（名蘊）互相作為相互緣。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相互緣：事實上此緣是俱生緣的一個分類。於一般的

俱生緣，緣法只是純粹使到緣生法與它同時生起，而無須

具有互相支助的緣力。然而，在相互緣裡，每一個緣法在

支助緣生法的同時，也在同樣的方式之下受到後者支助而

作為緣生法。這就好比三腳架，每一隻腳都互相支助，使

到三腳架能夠筆直地站立。 

節廿二：依止緣 
Cittacetasikā dhammā aññamañña> sahajātarūpānañ ca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 upādārūpānañ ca cha vatthūni 
sattanna> viññā.adhātūnan ti ca tividho hoti nissayapaccayo. 

依止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依止緣，以及

作為俱生色法的依止緣；二、四大元素互相作為依止緣，

以及作為所造色的依止緣；三、六依處作為七識界的依止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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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依止緣：於此緣，緣法以作為緣生法的支助或依處而

導致後者生起。該緣法與緣生法之間的關係就好比大地支

助植物或畫布支助彩色。 

依止緣的兩大分類是：一、俱生依止（ sahajāta- 

nissaya）；二、前生依止（purejāta-nissaya）。俱生依止在各

方面都與俱生緣相同。前生依止則再有兩個小分類。其一

是「依處前生依止」（vatthu-purejāta-nissaya），這項與在討

論前生緣時所提及的「依處前生緣」相同。另一者名為「依

處所緣前生依止」（vatthāramma.a-purejāta-nissaya）。這是

指心由心所依處支助而生起，而又同時緣取該心所依處為

所緣的特別情況。如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心所依處同時作

為同一心的依處與所緣。關於這情況，《發趣論》說：「某

人以智觀照內處為無常、苦、無我；他享受它、樂於它、

取它為所緣，而生起了貪欲、邪見、疑、掉舉、憂。」105 

節廿三：食緣 
KabaDīkāro āhāro imassa kāyassa, arūpino āhārā 

sahajātāna> nāmarūpānan ti ca duvidho hoti āhārapaccayo. 

食緣有兩種：一、段食是此身的食緣；二、無色食是

俱生名色的食緣。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食緣：於此緣，緣法維持緣生法存在，以及支助後者

成長。這就好比支撐著舊屋子以防止它倒塌的柱子。如是

                                               
105 諸師所接受的其中一種解釋局限此「依處所緣前生依止緣」於

死亡心之前第十七個心識剎那生起的心所依處，而且是當臨死速行

取該心所依處為所緣的時候。列迪長老在其著作 Paramattha-dīpanī

以大篇幅反駁該見解為太狹義；而在此所接受的是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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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主要作用是支持或鞏固（upatthambana）。 

食緣有兩種：一、色食（rūpāhāra）；二、名食（nāmāhāra）。 

（一）色食是食物裡的食素（營養），它是色身的緣法。

當食物被消化時，其食素製造了新的食生色。食生色（當

中的食生食素）也能支助由四因所生的一切色聚，以繼續

製造新的色聚。在體內，由四因所生的一切色聚裡的食素

能夠增強與它共存於同一粒色聚裡的其他色法，也能夠支

助其他色聚裡的色法。 

（二）名食有三種：一、觸食；二、意思食；三、識

食。它們是俱生名色法的食緣。 

節廿四：根緣 
Pañcapasādā pañcanna> viññā.āna>, rūpajīvitindriya> 

upādinnarūpāna>, arūpino indriyā sahajātāna> nāmarūpānan ti 
ca tividho hoti indriyapaccayo. 

根緣有三種：一、五淨（色）是五識的根緣；二、色

命根是執取色（業生色）的根緣；三、無色根是俱生名色

的根緣。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根緣：於此緣，緣法通過在其範圍之內執行其控制力

支助緣生法。此緣好比一組大臣，每人都在國內的某個地

區有治理權，但並不會干涉其他地區。如內文所述，根緣

有三種：一、前生根；二、色命根；三、俱生根。 

（一）於前生根，每一個（在過去有分住時生起的）

五淨色都是與它們各自相符的根識及心所的根緣。這是因

為淨色控制以它為依處的心之效力。例如：敏銳的眼的視

覺清晰；差勁的眼則視力弱。 

（二）在業生色聚裡的命根色是在同一粒色聚裡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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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色法的色命根緣，因為它以維持它們的生命來控制它們。 

（三）十五種無色根（見第七章、節十八）裡的每一

個都是相應名法及俱生色法的俱生根緣。 

於諸根當中，女與男兩種性根並不是根緣裡的緣法。

它們被除外是因為它們沒有作為緣的作用。緣有三種作用

──產生、支助與維持，但性根並沒有執行這三種作用的

任何一個。然而它們還是被列入根這一類，因為它們控制

（女或男）性的身體結構、外表、性格及傾向，致使整個

人的性格傾向於女性或男性。 

節廿五：不相應緣 
Okkantikkha.e vatthu vipākāna>, cittacetasikā dhammā 

sahajātarūpāna> sahajātavasena, pacchājāt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purejātassa imassa kāyassa pacchājātavasena, cha vatthūni 
pavattiya> sattanna> vi..ā.adhātūna> purejātavasenā ti ca 
tividho hoti vippayuttapaccayo. 

不相應緣有三種：一、在結生的那一剎那，心所依處

是諸果報（名蘊）的俱生不相應緣，而心與心所則是俱生

色法的俱生不相應緣；二、後生心與心所是前生色身的後

生不相應緣；三、在生命期裡，六依處是七識界的前生不

相應緣。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不相應緣：於此緣，緣法是支助現在色法的名法，或

是支助現在名法的色法。此緣的緣法及緣生法兩者必須屬

於不同的種類：若其中之一是色法，另一者必定是名法；

若其中之一是名法，另一者必定是色法。這就有如參在一

起的水與油，雖然放在一起卻依然保持分離。 

如是在結生時，心所依處與諸名蘊同時生起，而互相

作為不相應緣，這是因為有分別它們為色法與名法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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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結生時，諸名蘊也是其他種類業生色的不相應緣。

在生命期裡，諸名蘊則是（俱生）心生色的不相應緣。不

相應緣也有前生與後生的種類：於前者，色法是緣法，名

法是緣生法；於後者，名法是緣法，色法是緣生法。這兩

種個別與前生依止緣及後生緣相同。 

節廿六：有緣與不離去緣 
Sahajāta> purejāta> pacchājāta> ca sabbathā 
KabaDīkāro āhāro rūpajīvitam icc'ayan ti. 
Pañcavidho hoti atthipaccayo avigatapaccayo ca. 

有緣與不離去緣都有五種：俱生、前生、後生、段食

及色命。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有緣與不離去緣：此二緣的含義相同，只是名稱不同

而已。於此緣，緣法支助緣生法生起，或在與緣生法同時

存在的時刻支助緣生法繼續存在。然而緣法與緣生法並不

須要是俱生法；所須的只是這兩者有暫時重疊存在的時

候，以及緣法在它們重疊存在的時段裡有以某種方式支助

緣生法。如是有緣包括了前生、後生及俱生法。在內文裡

只提及五種有緣，但由於這五種裡面還有更細的分類，所

以有緣還包含了其他各種不同的緣。關於這點，在下一篇

解釋把一切緣歸納於四大主緣時就會變得清楚。 

節廿七：歸納諸緣 
Āramma.'ūpanissaya-kamma-atthipaccayesu ca sabbe pi 

paccayā samodhāna> gacchanti. 
Sahajātarūpan ti pan'ettha sabbatthā pi pavatte citta- 

samu**hānāna> pa*isandhiya> ka*attā rūpānañ ca vasena 
duvidho hoti vedit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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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緣可以歸納於所緣、親依止、業與有四緣當中。 

於此，當知一切俱生色法為兩種：在生命期裡的是心

生；在結生時的則是業生。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列迪長老在其論著裡解釋了如何把一切緣歸納於上述

四緣： 

增上緣有兩種，其中的「所緣增上緣」時常都可以歸

納於所緣緣與親依止緣，有時也可以歸納於有緣；而「俱

生增上緣」則可以歸納於有緣。 

依止緣裡的「俱生依止」與「依處俱生依止」兩者皆

可以歸納於有緣。對於心所依處同時作為意門心的依處與

所緣的「依處所緣俱生依止」，它可以歸納於所緣緣與有緣

兩者，而在作為受到特別重視的所緣時，它也可以歸納於

親依止緣。 

前生緣裡的「依處前生」可歸納於有緣，而「所緣前

生」則可歸納於所緣緣與有緣，也有可能可以歸納於親依

止緣。 

兩種業緣裡的「俱生業」可歸納於有緣，而「異剎那

業」則歸納於業緣；在很強時也可以歸納於親依止緣。 

不相應緣可歸納於有緣，但若心所依處同時作為依處

與所緣，它則被歸納於所緣緣與有緣，也有可能可以歸納

於親依止緣。 

在其餘諸緣當中，以下十一緣時常都歸納於有緣：因

緣、俱生緣、相互緣、果報緣、食緣、根緣、禪那緣、道

緣、相應緣、不離去緣及後生緣。以下五種則時常都歸納

於親依止緣：無間緣、相續緣、重複緣、無有緣及離去緣。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306 

節廿八：總結 
Iti tekālikā dhammā kālamuttā ca sambhavā 
Ajjhattañ ca bahiddhā ca sa�khatāsa�khatā tathā. 
Paññattināmarūpāna> vasena tividhā *hitā  
Paccayā nāma pa**hāne catuvīsati sabbathā ti. 

如是於三時裡及與時間無關的內外、有為無為諸法可

歸納為三種：概念、名與色。 

發趣法的諸緣一共有二十四。 

表 8-2：歸納諸緣 
所緣緣所緣緣所緣緣所緣緣 親依止緣親依止緣親依止緣親依止緣 業緣業緣業緣業緣 有緣有緣有緣有緣 

‧所緣增上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所緣前生 

‧不相應* 

‧所緣增上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所緣前生* 

‧異剎那業* 

‧不相應* 

‧無間 

‧相續 

‧重複 

‧無有 

‧離去 

‧異剎那業 ‧所緣增上* 

‧俱生增上* 

‧俱生依止 

‧依處前生依止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依處前生 

‧俱生業 

‧不相應 

‧因 

‧俱生 

‧相互 

‧果報 

‧食 

‧根 

‧禪那 

‧道 

‧相應 

‧不離去 

‧後生 

註：*代表「有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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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分析 
（paññattibheda） 

節廿九：簡說 
Tattha rūpadhammā rūpakkhandho va; cittacetasika- 

sa�khātā cattāro arūpino khandhā nibbānañ cā ti pañcavidham pi 
arūpan ti ca nāman ti ca pavuccati. 

Tato avasesā paññatti pana paññapiyattā paññatti, 
paññāpanato paññattī ti ca duvidhā hoti. 

其中，色法是屬於色蘊。由心與心所組成的四無色蘊

及涅槃是五種無色。它們也被稱為「名」。 

剩餘的是兩種概念：所知概念與令知概念。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至此阿耨樓陀尊者已說畢四種究竟法、它們的各種分

類及依緣分析。但他還未討論到概念（paññatti）。雖然概

念是屬於世俗諦，而不是究竟諦，它們還是被收錄於《阿

毗達摩論》的《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所以在第八

章的結尾裡，作者將簡要地討論概念。 

它們也被稱為「名」：四無色蘊被稱 nāma（名），因為

它們「傾向」或「轉向」（namana）於目標以識知它。它們

也因為「導致傾向或轉向」（nāmana）而被稱為 nāma（名），

因為它們互相導致另一者傾向於目標。涅槃純粹基於「導

致傾向」而被稱為 nāma（名），因為涅槃通過作為「所緣

增上緣」而導致毫無瑕疵的出世間心與心所傾向或轉向它

本身。106 

                                               
106 見《殊勝義註》巴、頁三九二；英、頁五○一。於此有個英文

（及中文）不能表達的雙關語：nāma（名）是源自意為「傾向」或

「轉向」的動詞詞根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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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的是概念：概念有兩種：「意義概念」（ attha- 

paññatti）與「名字概念」（nāmapaññatti）。前者是通過概念

所表達的意義；後者是表達該意義的名字或名稱。例如：

識知具有某種體形與性格、遍體生毛、具有四隻腳的家畜

是「狗」的觀念是「意義概念」；「狗」這名稱則是「名字

概念」。意義概念是「所知概念」；名字概念是「令知概念」。 

節三十：所知概念 
Katha>? Ta>ta> bhūtapari.āmākāram upādāya tathā tathā 

paññattā bhūmipabbatādikā, sambhārasannivesākāram upādāya 
geharathasaka*ādikā, khandhapañcakam upādāya 
purisapuggalādikā, candāvattanādikam upādāya disākālādikā, 
asamphu**hākāram upādāya kūpaguhādikā, ta>ta> bhūta- 
nimitta> bhāvanāvisesañ ca upādāya kasi.animittādikā cā ti 
evam ādippabhedā pana paramatthato avijjamānā pi 
atthacchāyākārena cittuppādānam ālambanabhūtā ta>ta> 
upādāya upanidhāya kāra.a> katvā tathā tathā parikappiyamānā 
sa�khāyati, samaññāyati, voharīyati, paññāpīyatī ti paññattī ti 
pavuccati. Aya> paññatti paññāpiyattā paññatti nāma. 

如何？「地」、「山嶽」等詞是依元素的變化而命名。「屋

子」、「馬車」、「貨車」等詞是依材料的組成而命名。「人」、

「個人」等詞是依五蘊而命名。「方向」、「時間」等詞是依

月亮等的運行而命名。「井」、「山洞」等詞是依沒碰撞而命

名。「遍相」等詞是依各自的元素與心智的修習而命名。 

雖然這一切不同的事物在究竟上是不存在的，但能依

作為（究竟）法的影像而成為心的所緣。 

它們被稱為概念是因為它們被（有情）依這或那方面

而想像、計算、明瞭、表達與識知。這種概念因所知而得

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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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所知概念」與「意義概念」相同。於此，作者列舉

了各種不同的意義概念。 

地、山嶽等被稱為「形狀概念」（sa.*hānapaññatti），

因為它們相等於事物的形狀。 

屋子、馬車、村落等被稱為「組合概念」（ samūha- 

paññatti），因為它們相等於事物的組合。 

東、西等被稱為「方向概念」（disāpaññatti），因為它

們相等於方向。 

早晨、中午、星期、月等被稱為「時間概念」（kāla- 

paññatti），因為它們相等於時間的單位。 

井、山洞等被稱為「空間概念」（ākāsapaññatti），因為

它們相等於沒有可觸及物的空間。 

遍相等被稱為「相概念」（nimittapaññatti），因為它們

相等於通過禪修而獲得的心之影像。 

節卅一：令知概念 
Paññāpanato paññatti pana nāma-nāmakammādināmena 

paridīpitā. Sā vijjamānapaññatti, avijjamānapaññatti, vijjamānena 
avijjamānapaññatti, avijjamānena vijjamānapaññatti, vijjamānena 
vijjamānapaññatti, avijjamānena avijjamānapaññatti cā ti 
chabbidhā hoti. 

Tattha yadā pana paramatthato vijjamāna> rūpavedanādi> 
etāya paññāpenti tadā'ya> vijjamānapaññatti. Yadā pana 
paramatthato avijjamāna> bhūmipabbatādi> etāya paññāpenti, 
tadā'ya> avijjamānapaññatti ti pavuccati. Ubhinna> pana 
vomissakavasena sesā yathākkama> chaDabhiñño, itthisaddo, 
cakkhuviññā.a>, rājaputto ti ca veditabbā. 

由於其令知而名為概念。它形容名字、命名等。 

它有六種：一、真實的（直接）概念；二、不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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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概念；三、通過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四、通過不

真實的真實概念；五、通過真實的真實概念；六、通過不

真實的不真實概念。 

例如：當以「色」、「受」等詞宣稱在究竟上存在之法

時，它被稱為「真實的（直接）概念」。 

當以「地」、「山嶽」等詞宣稱在究竟上不存在之法時，

它被稱為「不真實的（直接）概念」。 

當知其餘（四項）的是結合兩種；以下是它們各自的

例子：「擁有六神通的人」、「女人的聲音」、「眼識」與「國

王的兒子」。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令知概念」與「名字概念」相同。作者再次舉出了

種種例子。 

真實的（直接）概念：色、受等是究竟法，因此命名

它們的概念是真實的直接概念。 

不真實的（直接）概念：「地」、「山嶽」等並不是究竟

法，而是由心想像構成的世俗法。雖然這些概念是基於究

竟法而有，但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本身不是究竟法，因為它

們不是擁有自性地存在。 

當知其餘（四項）的是結合兩種：於此，「擁有六神通

的人」是「通過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因為神通是究竟真實

的，但「擁有者」只是由心想像構成。「女人的聲音」是「通

過不真實的真實概念」，因為聲音是究竟存在的，但女人則

不是如此。「眼識」是「通過真實的真實概念」，因為眼淨

色及依靠它而生起的識都是究竟存在的。「國王的兒子」是

「通過不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因為國王及兒子兩者都不是

究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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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二：總結 
Vacīghosānusārena sotaviññā.avīthiyā 
Pavattānantaruppannamanodvārassa gocarā 
Atthā yassānusārena viññāyanti tato para> 
Sāya> paññatti viññeyyā lokasa�ketanimmitā ti. 

以耳識心路過程跟隨語音，再通過隨後生起的意門（心

路過程）所領受的概念而得知其意義。當知這些概念受到

世俗法所設。 

 
Iti Abhidhammatthasa�ahe 
Paccayasa�gahavibhāgo nāma 

a**ham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緣之概要」的 

第八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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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業處之概要 
（Kamma**hān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Samathavipassanāna> bhāvanānam ito para> 
Kamma**hāna> pavakkhāmi duvidham pi yathākkama>. 

從這裡開始，我當解釋培育止與觀的兩種業處。 

節一之助讀說明 

兩種業處：直譯巴利文 kamma**hāna 是「作業之地」

或「工作之處」。這一詞用以代表禪修之法，是禪修者培育

特別成就的工作處。在佛教裡有兩大類禪法：止禪與觀禪。

在這兩者當中，觀禪是佛教特有的禪法；修此禪法的目的

即是要親身體驗佛陀所發現及所教的真諦。在非佛教的宗

派裡也有止禪。然而，在佛教裡教止禪的目的是以修止禪

所培育的定力作為修觀禪的穩固基礎。這兩大類業處都有

各自的禪修方法及範圍；在這章裡將會解釋這點。 

止與觀：譯為「止」的 samatha（音譯：奢摩他）是代

表心的寧靜。這一詞的意義差不多與 samādhi（定，音譯：

三摩地）相同，儘管它是源自不同的詞根，即意為「變得

寧靜」的 sam。在專門用語上，「止」被定義為八定裡的「心

一境性」（cittass'ekaggatā），即經教法的四色禪及四無色禪

裡的一境性心所。這些定被稱為止是因為心一境性平息了

心的猶豫或驚慄。107 

譯為「觀」的 vipassanā（音譯：毗婆舍那）被解釋為

                                               
107 《殊勝義註》巴、頁一四四；英、頁一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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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種不同的方面照見」（vividhākārato dassana）。「觀」

是直接地照見諸究竟法的無常、苦、無我三相。這是導向

揭開諸究竟法真實本性的慧心所（paññā）的作用。 

《阿毗達摩概要》這一章裡對止觀禪的解釋是整部《清

淨道論》的概要；想要更詳細地了解它們的讀者可參考《清

淨道論》。 

止之概要 
（samathasa�gaha） 

基本分組 

節二：業處 
Tattha samathasa�gahe tāva dasa kasi.āni, dasa asubhā, 

dasa anussatiyo, catasso appamaññāyo, ekā saññā, eka> 
vavatthāna>, cattāro āruppā cā ti sattavidhena samatha- 
kamma**hānasa�gaho. 

其中，於止之概要，首先在止業處概要裡有七組：一、

十遍；二、十不淨；三、十隨念；四、四無量；五、一想；

六、一分別；及七、四無色。 

節二之助讀說明 
在這七組裡一共有四十種業處；節六至節十二將會列

出它們。 

節三：性格 
Rāgacaritā, dosacaritā, mohacaritā, saddhācaritā, 

buddhicaritā, vitakkacaritā cā ti chabbidhena caritasa�gaho. 

在性格（習行）之概要裡有六種：一、貪行者；二、 瞋

行者；三、痴行者；四、信行者；五、知識行者（覺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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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散漫行者（尋行者）。 

節三之助讀說明 
「性格」或「習行」（carita）是指個人的本性──通過

個人的自然態度與行為而顯露出來的性格。由於過去所造

的業不同，人們之間的性格也因此不同。諸論師說性格是

決定於產生結生心的業。 

在這六種性格當中，貪行與信行組成相等的一對，因

為這兩者都對目標有好感；只是前者的目標是惡，後者的

目標是善。同樣地，瞋行與知識行也組成相等的一對，因

為瞋以不善的方式厭離目標，知識則通過發現真實的過患

而厭離目標。痴行與散漫行也組成相等的一對，因為痴行

者由於膚淺而猶豫，散漫行者則由於常臆測而猶豫。對性

格更詳細的解釋，見《清淨道論》第三章、段七四至一○

二。 

節四：修習 
Parikammabhāvanā, upacārabhāvanā, appanābhāvanā cā ti 

tisso bhāvanā. 

心之修習有三個層次：遍作修習、近行修習與安止修

習。 

節四之助讀說明 
「遍作修習」始於人們剛開始修禪的時候，直至鎮伏

了五蓋及似相出現的時候。「近行修習」是鎮伏了五蓋及似

相出現的時候。從似相出現直至種姓心的剎那都是屬於近

行修習的階段。緊接著種姓心之後生起的心被稱為安止；

這即是安止修習的起點。安止修習發生在色界禪那或無色

界禪那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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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五：禪相 
Parikammanimitta>, uggahanimitta>, pa*ibhāganimittañ cā 

ti tī.i nimittāni ca veditabbāni. 

當知有三種禪相：遍作相、取相與似相。 

節五之助讀說明 
「遍作相」是在起始修行階段用以培育定的目標。「取

相」是與肉眼所看到的目標一模一樣、出現在心中的影像。

毫無瑕疵的心之影像是「似相」。似相被形容為「呈現為有

如自取相中出來，而且是比它更為清淨一百倍或一千

倍……就有如從雲朵背後出來的圓月」（《清淨道論》第四

章、段卅一）。亦見本章節十七。 

四十種業處 
（kamma**hānasamuddesa） 

節六：十遍 
Katha>? Pa*havīkasi.a>, āpokasi.a>, tejokasi.a>, 

vāyokasi.a>, nīlakasi.a>, pītakasi.a>, lohitakasi.a>, 
odātakasi.a>, ākāsakasi.a>, ālokakasi.añ cā ti imāni dasa 
kasi.āni nāma. 

如何？十遍是：地遍、水遍、火遍、風遍、藍遍108、

黃遍、紅遍、白遍、虛空遍與光明遍。 

節六之助讀說明 

十遍：巴利文 kasi.a（遍）的意義是「全部」或「整

體」。如此稱之是因為必須把其似相擴大至十方無邊之處。 

地遍等：修習地遍時，禪修者可準備一個直徑大約三

                                               
108 譯按：巴利文 nīla也可譯為青或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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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分的圓盤，把它填滿黎明色的泥，然後再把它的表面

弄平。這即是地遍圓盤，即作為修習地遍的遍作相。禪修

者可把該圓盤放在離他一公尺之處，張著眼凝視它，以及

觀察它為「地、地」。 

若要修習水遍，禪修者可以準備一桶清水，然後觀察

它為「水、水」。若要修習火遍，禪修者可以起一堆火，然

後透過在一張皮或一塊布上剪出的圓洞凝視那火，以及觀

察它為「火、火」。修習風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從窗口或

墻壁的洞吹進來的風，觀察它為「風、風」。 

若要修習色遍，禪修者可以準備一個上述大小的圓

盤，然後把它塗上藍、黃、紅或白色。過後再於心中默念

它的顏色地專注於它。禪修者甚至可以選用某種色的花作

為目標。 

想要修習光明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月光，或不搖曳

的燈光，或照在地上的光，或穿過牆縫照在另一道牆上的

光線。 

想要修習虛空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一個直徑大約三

十公分的圓洞，觀察它為「虛空、虛空」。 

對於修習遍處的詳細解釋，見《清淨道論》第四章與

第五章。 

節七：不淨觀 
Uddhumātaka>, vinīlaka>, vipubbaka>, vicchiddaka>, 

vikkhāyitaka>, vikkhittaka>, hatavikkhittaka>, lohitaka>, 
puDavaka>, a**hikañ cā ti ime dasa asubhā nāma. 

不淨有十種：腫脹、青瘀、膿爛、斷壞、食殘、散亂、

斬斫離散、血塗、蟲聚、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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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七之助讀說明 
十種不淨是死屍腐爛的不同階段。這些業處專為對治

欲欲。見《清淨道論》第六章。 

節八：隨念 
Buddhānussati, dhammānussati, sa�ghānussati, sīlānussati, 

cāgānussati, devatānussati, upasamānussati, mara.ānussati, 
kāyagatāsati, ānāpānasati cā ti imā dasa anussatiyo nāma. 

十種隨念：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捨（棄）

隨念、天隨念、寂止隨念、死隨念、身至念、安般（入出

息）念。 

節八之助讀說明 

佛隨念等：首三種隨念的修習方法是隨念佛、法、僧

的功德。 

戒隨念的修習方法是具有正念地憶念自己清淨無染的

戒行。 

捨（棄）隨念是具有正念地憶念佈施的功德。 

天隨念的修習方法是具有正念地如下憶念：「諸天神因

為他們的信、戒、多聞、佈施及慧而得以投生至如此殊勝

之地。而我也擁有這些品德。」於此業處，禪修者以自己

的信等功德作為目標以培育正念，以及以諸天為證。 

寂止隨念是觀察涅槃的素質。 

死隨念是觀察自己肯定會死、死亡何時會來臨無法肯

定，以及當死亡來臨時，人們必須捨棄一切。 

身至念是觀察自己身體的頭髮、體毛、指甲、牙齒、

皮膚、肉、腱、骨、骨髓等三十二不淨的部份。 

安般念是專注於呼吸時接觸到鼻孔邊緣或人中的入息

與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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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十隨念，詳見《清淨道論》第七章及第八章。 

節九：無量 
Mettā, karu.ā, muditā, upekkhā cā ti imā catasso 

appamaññāyo nāma, brahmavihārā ti pi pavuccanti. 

也稱為四梵住的四無量是：慈、悲、喜與捨。 

節九之助讀說明 

四無量：這些法被稱為「無量」（appamaññā）是因為

（在禪修時）必須把它們遍佈至十方一切無量的眾生。它

們也被稱為「梵住」（brahmavihāra），因為它們是梵天界諸

梵天的心常安住之境。 

慈（（（（mettā））））是希望一切眾生幸福快樂。它有助於去除

瞋恨。 

悲（（（（karuā））））在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時心生不忍。它是

希望拔除他人的痛苦，及與殘酷相對。 

喜（（（（muditā））））是隨喜他人的成就與富裕。它是恭喜他

人的態度，及協助去除對他人成就的妒嫉與不滿。 

捨（（（（upekkhā）：）：）：）：屬於梵住的捨是沒有執著、沒有厭惡

而平等地對待他人的心境。平等的態度是它主要的特相。

它與偏愛及反感相對。 

對於四梵住的詳細解釋，見《清淨道論》第九章。 

節十：一想 
Āhāre pa*ikkūlasaññā ekā saññā nāma. 

一想是食厭想。 

節十之助讀說明 
食厭想是省察食物可厭的一面而生起之想，例如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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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食之苦，食用它、消化、排泄等時的不淨。詳見《清淨

道論》第十一章、段一至廿六。 

節十一：一分別 
Catudhātuvavatthāna> eka> vavatthāna> nāma. 

一分別是四界分別觀。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四界分別觀是觀察身體只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元

素組合而成。詳見《清淨道論》第十一章、節廿七至一一

七。 

節十二：無色 
Ākāsānañcāyatanādayo cattāro āruppā nāmā ti sabbathā pi 

samathaniddese cattāDīsa kamma**hānāni bhavanti. 

四無色是空無邊處等。如是在止之義釋裡一共有四十

種業處。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以下是四無色禪：一、空無邊處；二、識無邊處；三、

無所有處；四、非想非非想處。詳見《清淨道論》第十章。 

節十三：適合之分析（sappāyabheda） 
Caritāsu pana dasa asubhā kāyagatāsatisa�khātā ko**hāsa- 

bhāvanā ca rāgacaritassa sappāyā. 
Catasso appamaññāyo nīlādīni ca cattāri kasi.āni dosacaritassa. 
Ānāpāna> mohacaritassa vitakkacaritassa ca. 
Buddhānussati ādayo cha saddhācaritassa. 
Mara.a-upasama-saññā-vavatthānāni buddhicaritassa. 
Sesāni pana sabbāni pi kamma**hānāni sabbesam pi sappāyāni. 
Tatthā pi kasi.esu puthula> mohacaritassa, khudd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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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kkacaritass'evā ti. 

關於性格，貪行者適合修十不淨及身至念，即三十二

身分。 

瞋行者適合修四無量及四色遍。 

痴行者與散漫行者適合修安般念。 

信行者適合修佛隨念等六隨念。知識行者適合修死隨

念、寂止隨念、食厭想及四界分別觀。 

其餘的業處適合一切性格。 

於遍處，痴行者適合採用大的（圓盤）；散漫行者適合

採用小的（圓盤）。 

Ayam ettha sappāyabhedo. 

於此，這是適合之分析。 

修習之分析 
（bhāvanābheda） 

節十四：依三個階段 
Bhāvanāsu pana sabbatthā pi parikammabhāvanā labbhat'eva. 
Buddhānussati ādisu a**hasu saññāvavatthānesu cā ti dasasu 

kamma**hānesu upacārabhāvanā va sampajjati, natthi appanā. 
Sesesu pana samati>sa kamma**hānesu appanābhāvanā pi 

sampajjati. 

所有四十種業處都能達到遍作修習的階段。於佛隨念

等八種隨念、一想與一分別十種業處，只能達到近行修習

的階段，而不能達到安止修習的階段。其餘的三十種業處

也能夠達到安止修習的階段。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對於上述以佛隨念為始的十種業處，由於心忙於觀察

諸多不同的功德及要義，涉及了極強的尋，致使一境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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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專注至證入安止的程度。 

節十五：依禪那 
Tatthā pi dasa kasi.āni ānāpānañ ca pañcakajjhānikāni. 

Dasa asubhā kāyagatāsati ca pa*hamajjhānika. Mettādayo tayo 
catukkajjhānikā. Upekkhā pañcamajjhānikā. Iti chabbīsati 
rūpāvacarajjhānikāni kamma**hānāni. Cattāro pana āruppā 
arūpajjhānikā. 

其中，十遍與安般念能夠產生五禪；十不淨與身至念

（只）能產生初禪；慈等首三無量能夠產生四禪；捨（只）

能產生第五禪。 

如是這廿六種業處能夠產生色界禪那。 

四無色能夠產生無色禪。 

Ayam ettha bhāvanābhedo. 

於此，這是依修習之分析。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修十不淨與身至念都須要運用尋，因此它們不能產生

高過初禪及無尋的禪那。首三種無量必須與悅受相應地生

起，因此只能產生與悅受相應的首四禪。捨無量則必須與

捨受相應地生起，因此只能產生與捨受相應的第五禪。 

境之分析 
（gocarabheda） 

節十六：禪相 
Nimittesu pana parikammanimitta> uggahanimittañ ca 

sabbatthā pi yathāraha> pariyāyena labbhant'eva. Pa*ibhāga- 
nimitta> pana kasi.'āsubha-ko**hāsa-ānāpānesv'eva labbhati. 
Tattha hi pa*ibhāganimittam ārabbha upacārasamādhi app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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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dhi ca pavattanti. 

在三種禪相當中，通常於一切業處都可以適當的方法

獲得遍作相與取相。但似相只出現於遍處、不淨、（三十二）

身分與安般念。通過似相而生起了近行定與安止定。 

節十七：禪相之顯現 
Katha>? Ādikammikassa hi pa*havīma.Palādisu nimitta> 

ugga.hantassa tam ālambana> parikammanimittan ti pavuccati. 
Sā ca bhāvanā parikammabhāvanā nāma. 

如何？當初學者觀察地遍圓盤等時，該目標即稱為遍

作相，及該修習即稱為遍作修習。 

Yadā pana ta> nimitta> cittena samuggahita> hoti, 
cakkhunā passantass'eva manodvārassa āpātham āgata> tadā 
tam ev'ālambana> uggahanimitta> nāma. Sā ca bhāvanā 
samādhiyati. 

在透徹地觀察該相之後，當它有如張著眼看到般呈現

於意門時，它即稱為取相，而其時的修習則變得專注（等

持）。 

Tathāsamāhitassa pan'etassa tato para> tasmi> uggaha- 
nimitte parikammasamādhinā bhāvanam anuyuñjantassa yadā 
tappa*ibhāga> vatthudhammavimuccita> paññattisa�khāta> 
bhāvanāmayam ālambana> citte sannisinna> samappita> hoti, 
tadā ta> pa*ibhāganimitta> samuppannan ti pavuccati. 

如是專注者繼續運用依於該取相的遍作定修習。當他

如此修時，（與取相）類似的似相即安立及緊繫於心；（此

所緣）沒有原來的所緣的缺點、被稱為概念及由禪修產生。

其時即說似相已生起。 

節十八：證得禪那 
Tato pa**hāya paripanthavippahīnā kāmāvacara-samādhi- 

sa�khātā upacārabhāvanā nipphannā nāma hoti. Tato para>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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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pa*ibhāganimitta> upacārasamādhinā samāsevantassa 
rūpāvacara-pa*hamajjhānam appeti. 

隨後即已成就了近行定；此定屬於欲界，及已捨離了障

礙。此後，以該似相及近行定繼續修習，他證得了色界初禪。 

Tato para> tam eva pa*hamajjhāna> āvajjana>, 
samāpajjana>, adhi**hāna>, vu**hāna>, paccavekkha.ā cā ti 
imāhi pañcahi vasitāhi vasībhūta> katvā vitakkādikam 
oDārika�ga> pahānāya vicārādisukhuma�g'uppattiyā padahato 
yathākkama> dutiyajjhānādayo yathāraham appenti. 

此後他再修習初禪的五自在：轉向、入定、決意（住定）、

出定及省察。隨後，通過捨棄尋等較粗的禪支，以及培育伺

等較細的禪支，他依自己的能力順次地證入第二禪等。 

Icc'eva> pa*havīkasi.ādīsu dvāvīsatikamma**hānesu 
pa*ibhāganimittam upalabbhati. Avasesesu pana appamaññā 
sattapaññattiya> pavattanti. 

如是在地遍等廿二種業處能得似相。在其餘（十八種）

業處裡的（四）無量則取有情的概念（為所緣）。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五自在：在這五自在當中，轉向自在（āvajjana-vasitā）

是能夠隨心所欲、輕易及迅速地轉向尋、伺等禪支的能力。

入定自在（samāpajjanavasitā）是能夠輕易及迅速地證入各

種禪那的能力，而且在達到入定的過程當中並沒有很多的

有分心生起。決意（住定）自在（adhi**hānavasitā）是能夠

依 自 己 所 決 定 的 時 間 入 定 多 久 的 能 力 。 出 定 自 在

（vu**hānavasitā）是能夠輕易及迅速地從禪定中出來的能

力。省察自在（paccavekkha.āvasitā）是能夠在出定之後省

察剛才所證入的禪那的能力。除了五自在之外，鼓勵禪修

者也掌握如何漸次地擴大（遍處）似相，直至遍佈整個無

邊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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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九：無色定 
Ākāsavajjitakasi.esu pana ya> kiñci kasi.a> ugghā*etvā 

laddham ākāsa> anantavasena parikamma> karontassa 
pa*hamāruppam appeti. Tam eva pa*hamāruppa-viññā.a> 
anantavasena parikamma> karontassa dutiyāruppam appeti. Tam 
eva pa*hamāruppaviññā.abhāva> pana natthi kiñcī ti 
parikamma> karontassa tatiyāruppam appeti. Tatiyāruppa> 
santam eta> pa.ītam etan ti parikamma> karontasa 
catutthāruppam appeti. 

此後，除了虛空遍之外，他抽掉任何一種遍處（的似

相），然後以觀察所留下來的無邊空間進行預作。如此修習

之下，他證入了第一無色禪定。當他以觀察第一無色禪心

為「（識）無邊」進行預作時，他即能夠證入第二無色禪。

當他以觀察第一無色禪心的不存在為「無所有」進行預作

時，他即能夠證入第三無色禪。當他以觀察第三無色禪心

為「這很平靜，這真殊勝」進行預作時，他即能夠證入第

四無色禪。 

節二十：其他業處 
Avasesesu ca dasasu kamma**hānesu buddhagu.ādikam 

ālambanam ārabbha parikamma> katvā tasmi> nimitte 
sādhukam uggahite tatth'eva parikammañ ca samādhiyati, 
upacāro ca sampajjati. 

對於其他十種業處，當他取佛陀等的功德為目標進行

預作，而又透徹地獲取該相時，他即已經通過遍作修習變

得專注於它，同時也成就了近行定。 

節廿一：神通 
Abhiññāvasena pavattamāna> pana rūpāvacara- 

pañcamajjhāna> abhiññāpādakā pañcamajjhānā vu**hahitvā 
adhi**heyyādikam āvajjetvā parikamma> karontassa rūpād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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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lambanesu yathāraham appeti. 
Abhiññā ca nāma: 

Iddhividha> dibbasota> paracittavijānanā 
Pubbenivāsānussati dibbacakkhū ti pañcadhā. 

從作為神通的基礎的第五禪出定之後，他轉向決意

等；在進行預作之後，他證入顯現神通的色界第五禪，取

色所緣等為目標。 

神通有五種：神變通（如意通）、天耳通、他心智、宿

住隨念及天眼通。 

Ayam ettha gocarabhedo. 
Ni**hito ca samathakamma**hānanayo. 

於此，這是境之分析。 

修習止業處之法至此完畢。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從作為神通的基礎的第五禪出定之後……：《清淨道

論》（第十二章、段五七）如下地解釋顯現神通的過程：「（在

進行預作之後）他證入作為神通基礎的禪那，再從該禪那

出定。然後，若他想要顯現一百身，他即如此進行預作：『讓

我變成一百身』，之後他再證入作為神通基礎的禪那、出定

及作決意。他就會在決意心的同時變成一百身。」 

神通有五種： 

一、 神變通（如意通）包括了能夠把自己顯現為多身、

隨心所欲地顯現與消失、毫無阻礙地穿牆而過、

遁地、在水上行走、在天空中飛行、觸摸日月、

及能夠去到梵天界。 

二、 天耳通令人能夠聽到遠處及近處微細與粗顯的聲

音。 

三、 他心智能夠知曉他人的心念，以及直接地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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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境。 

四、 宿住隨念能夠憶起許多過去世，以及知道在那些

世裡的細節。 

五、 天眼通令人能夠看到天界或地界遠近的事情。天

眼通當中也包括「死生智」（cutūpapāta-ñā.a），即

能夠直接地知道諸有情因於何業在一處死後投生

至另一處。 

 

這些神通都是屬於世間，以及依靠對第五禪的掌握能

力。在經典裡也有提及第六種神通，即通過修習觀禪證得

的出世間「漏盡智」（āsavakkhayañā.a）。 

觀之概要 
（vipassanāsa�gaha） 

節廿二：清淨的層次 
Vipassanākamma**hāne pana sīlavisuddhi, cittavisuddhi, 

di**hivisuddhi, ka�khāvitara.avisuddhi, maggāmaggañā.a- 
dassanavisuddhi, pa*ipadāñā.adassanavisuddhi, ñā.adassana- 
visuddhi cā ti sattavidhena visuddhisa�gaho. 

於觀業處，清淨之概要有七：一、戒清淨；二、心清

淨；三、見清淨；四、度疑清淨；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六、行道智見清淨；七、智見清淨。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這七清淨必須次第地成就；每一層次的清淨是更上一

層清淨的基礎。第一層次的清淨相等於三學的戒學；第二

層次相等於定學；較高的五個層次相等於慧學。首六個層

次屬於世間，最後一個層次則是諸出世間道。見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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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三：三相 
Aniccalakkha.a>, dukkhalakkha.a>, anattalakkha.añ cā 

ti tī.i lakkha.āni. 

三相是無常相、苦相與無我相。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無常相是生滅與變易的呈現方式，即在成為有之後再

變成不存在。 

苦相是不斷地遭受生滅逼迫的呈現方式。 

無我相是不受控制的呈現方式，即人們不能完全地控

制名色法。 

節廿四：三隨觀 
Aniccānupassanā, dukkhānupassanā, anattānupassanā cā ti 

tisso anupassanā. 

三種隨觀是無常隨觀、苦隨觀及無我隨觀。 

節廿五：十種觀智 
(1) Sammasanañā.a>, (2) udayabbayañā.a>, (3) 

bha�gañā.a>, (4) bhayañā.a>, (5) ādīnavañā.a>, (6) 
nibbidāñā.a>, (7) muñcitukamyatāñā.a>, (8) pa*isa�khā- 
ñā.a>, (9) sa�khār'upekkhāñā.a>, (10) anulamañā.añ cā ti 
dasa vipassanāñā.āni. 

十種觀智：一、思惟智；二、生滅智；三、壞滅智；

四、怖畏智；五、過患智；六、厭離智；七、欲解脫智；

八、審察智；九、行捨智；十、隨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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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七清淨 
清淨清淨清淨清淨 修行修行修行修行 

 一、戒清淨 四清淨戒 

 二、心清淨 近行定與安止定 

 三、見清淨 

辨識名法與色法的特相、 

作用、現起與近因 

（名色分別智） 

 四、度疑清淨 
辨識名法與色法的諸緣 

（即：緣起）（緣攝受智）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一、思惟智 

二、生滅智（未成熟的階段）   

    分辨正道與邪道 

 六、行道智見清淨 

二、生滅智（成熟的階段） 

三、壞滅智 

四、怖畏智 

五、過患智 

六、厭離智 

七、欲解脫智 

八、審察智 

九、行捨智 

十、隨順智 

 於第六及第七之間 十一、（更改）種姓智 

 七、智見清淨 四出世間道智 

節廿六：三解脫 
Suññato vimokkho, animitto vimokkho, appa.ihito 

vimokkho cā ti tayo vimokkhā. 

三解脫是空解脫、無相解脫及無願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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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七：三解脫門 
Suññatānupassanā, animittānupassanā, appa.ihitānupassanā 

cā ti tī.i vimokkhamukhāni ca veditabbāni. 

當知三解脫門是空隨觀、無相隨觀及無願隨觀。 

清淨之分析 
（visuddhibheda） 

節廿八：戒清淨 
Katha>? Pātimokkhasa>varasīla>, indriyasa>varasīla>, 

ājīvapārisuddhisīla>, paccayasannissitasīlañ cā ti catu- 
pārisuddhisīla> sīlavisuddhi nāma. 

如何？戒清淨包含了四遍清淨戒：一、別解脫律儀戒；

二、根律儀戒；三、活命遍淨戒；四、資具依止戒。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這四種遍清淨戒是依比丘之戒而說。 

別解脫律儀戒：別解脫是比丘必須遵守的基本戒。此

戒一共有輕重不等的二百廿七條戒。完全遵守別解脫則被

稱為「別解脫律儀戒」。 

根律儀戒是指以正念防護諸根，在遇到外緣時，不讓

心執取可喜所緣，也不讓心排斥不可喜所緣。 

活命遍淨戒是有關比丘獲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他不

應以不適合比丘的方式獲取必需品。 

資具依止戒是指比丘必須在用衣、食、住、葯四種資

具或必需品之前（及當時與之後）適當地省察運用它們的

正確目的。 

節廿九：心清淨 
Upacārasamādhi, appanāsamādhi cā ti duvidho pi samā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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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tavisuddhi nāma. 

心清淨包含了兩種定，即：近行定與安止定。 

節三十：見清淨 
Lakkha.a-rasa-paccupa**hāna-pada**hāna-vasena nāmarūpa- 

pariggaho di**hivisuddhi nāma. 

見清淨是依特相、作用、現起與近因辨識名色。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見清淨因它協助人們清除「永恆之我」的邪見而得其

名。通過辨識所謂的人只是在因緣和合之下生起的名色法

組合，在它們之內或背後並沒有一個主宰的我存在，即會

達到這階段的清淨。這階段也名為「名色分別智」（nāma- 

rūpavavatthānañā.a），因為是依名色法的特相等分別它們。 

節卅一：度疑清淨 
Tesam eva ca nāmarūpāna> paccayapariggaho ka�khā- 

vitara.avisuddhi nāma. 

度疑清淨是辨識那些名色的諸緣。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度疑清淨是因為它去除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三時名色

法的諸緣之迷惑而得其名。通過緣起之智，禪修者辨識現

在的名色組合並不是無端端地生起，也不是萬能之神所造

或因靈魂而有，而是因為過去世的無明、愛、取、（行）與

業而生起。他也運用相同的法則辨識過去與未來（名色的

諸緣）。這階段也名為「緣攝受智」（paccayapariggahañā.a）。 

節卅二：道非道智見清淨 
Tato para> pana tathāpariggahitesu sappaccay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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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hūmakasa�khāresu atītādibhedabhinnesu khandhādinayam 
ārabbha kalāpavasena sa�khipitvā anicca> khaya**hena, 
dukkha> bhaya**hena, anattā asāraka**henā ti addhānavasena 
santativasena kha.avasena vā sammasanañā.ena lakkha.attaya> 
sammasantassa tesv'eva paccayavasena kha.avasena ca 
udayabbayañā.ena udayabbaya> samanupassantassa ca. 

當他如此辨識三地諸行及它們的諸緣時，禪修者把它

們歸納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蘊等組別。 

隨後他依世、相續與剎那以思惟智觀照那些行法的三

相：壞滅而無常、可畏而苦、無實質而無我。之後他依緣

與剎那以生滅智觀照（那些行法的）生滅。 

Obhāso pīti passaddhi adhimokkho ca paggaho 
Sukha> ñā.am upa**hānam upekkhā ca nikanti cā ti. 
Obhāsādi-vipassan'upakkilese paripanthapariggahavasena 

maggāmaggalakkha.avavatthāna> maggāmaggañā.adassana- 
visuddhi nāma. 

當他如此修時即生起了：光明、喜、輕安、勝解、策

勵、樂、智、念、捨與欲。 

道非道智見清淨是通過辨識光明等觀之染為進展的障

礙而得以分辨道與非道之特相。 

節卅二之助讀說明 

把它們歸納為蘊等組別：這是準備培育思惟智

（sammasanañā.a），即以觀照名色法三相修觀的階段。首

先，禪修者必須把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

劣、勝、遠、近的色法都歸納於色蘊。同樣地，他也把一

切的受、想、行與識歸納於各自的蘊，即：受蘊、想蘊、

行蘊與識蘊。 

隨後他以思惟智觀照：這是真正地觀照歸納為五蘊等

的行法之三相。一切行法都有以下三相：一、「壞滅而無常」



第九章：業處之概要 

 333 

（anicca> khaya**hena），因為它們在生起之處即遭受壞

滅，而沒有轉變為其他法或有所遺留；二、「可畏而苦」

（dukkha> bhaya**hena），因為一切無常之法都不可靠而可

畏；三、「無實質而無我」（anattā asāraka**hena），因為它們

沒有我，或實質，或主宰者。 

依世、相續與剎那：「世」（addhāna）是指長時間。

首先禪修者觀照每一世裡的行法為無常、苦、無我。然後

再把每一世分為三個階段、十年一個階段、每一年一個階

段、每一個月一個階段、每半個月一個階段、一天一個階

段等等，直至觀照在行走時每一步裡的行法都是無常、苦、

無我的。（見《清淨道論》第二十章、段四六至六五）依「相

續」（santati）是指依同一個名相續流或色相續流。依「剎

那」（kha.a）是指依剎那的名法與色法。 

生滅智（（（（udayabbayañāa））））是觀照諸行法生滅之智。

「生」是指生起之時；「滅」是指變易、毀壞與消失之時。

「依緣」（paccayavasena）修習生滅智是指禪修者觀照諸行

如何由於它們的諸緣生起而生起，以及由於它們的諸緣滅

盡而滅盡。「依剎那」（kha.avasena）修習生滅智是指觀照

諸行法的剎那生滅。（見《清淨道論》第二十章、段九三至

九九） 

當他如此修時：生滅智有兩個階段。在「未成熟」的

生 滅 智 階 段 ， 當 觀 照 力 提 昇 時 ， 十 種 「 觀 之 染 」

（vipassan'upakkilesā）可能會生起於禪修者。他可能會看

到從其身發射出極亮的光明（obhāsa）。他也可能會體驗到

從所未有（極強）的喜（pīti）、輕安（passaddhi）與樂（sukha）。

其勝解（adhimokkha）與策勵（paggaha）增長、智（ñā.a）

趨向成熟、念（upa**hāna）變得穩定及捨（upekkhā）變得

不受動搖。他也可能會對這些體驗生起了微細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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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anti），即享受與執著這些體驗。 

分辨道與非道之特相：當禪修者體驗上述（首九種）
109殊勝的經驗時，若缺少分辨的能力，他就可能會以為自

己已經達到出世間道果。他也就可能會停止進展，而只是

享受那些體驗，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在執著它們。但若他

有能力分辨，他將會知道這些體驗只是成熟的觀智的副產

品。他會觀照它們為無常、苦、無我，繼續提昇其觀禪之

修習，而不會執著它們。分辨十種觀之染為非道、觀禪是

道的能力被稱為道非道智見清淨。 

節卅三：行道智見清淨 
Tathā paripanthavimuttassa pana tassa udayabbayañā.ato 

pa**hāya yāvānulomā tilakkha.a> vipassanā-paramparāya 
pa*ipajjantassa nava vipassanāñā.āni pa*ipadāñā.adassana- 
visuddhi nāma. 

當他如此脫離了那些進展的障礙之後，而繼續修行

時，他證得了有關三相的一系列觀智，從生滅智直至隨順

智。這九種觀智名為行道智見清淨。 

節卅三之助讀說明 

這九種觀智：以下是組成行道智見清淨的九種觀智

（見節廿五）： 

（一）生滅智：這與觀之染生起之前的觀智是同一智，

但在克服觀之染之後，它變得成熟、更強及敏銳。 

（二）壞滅智（bha�gañā.a）：當禪修者的觀智變得敏

銳時，他不再作意諸行法的生時與住時，而只觀照它們的

壞滅。這即是壞滅智。 

                                               
109 譯按：首九種觀之染本身並非煩惱，但可以作為生起煩惱的基

礎，所以間接地稱它們為觀之染。欲（nikanti）則原本即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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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怖畏智（bhayañā.a）：當禪修者觀照三世的行

法的壞滅時，他覺知這些在一切生存地裡不斷壞滅的行法

是可畏的。 

（四）過患智（ādīnavañā.a）：通過覺知一切行法為可

畏，禪修者照見它們為毫無實質、不圓滿、毫無可取，而

只有過患。他也明瞭只有無生無滅的無為法才是安全的。 

（五）厭離智（nibbidāñā.a）：當知見一切行法的過患

之後，他對它們感到厭離，不再樂於一切生存地的任何行法。 

（六）欲解脫智（muñcitukamyatāñā.a）：這是在觀照

時生起欲脫離一切行法之願。 

（七）審察智（pa*isa�khāñā.a）：為了脫離諸行法，禪

修者再以種種方法觀照那些行法的三相。當他清晰地審察

諸行法的三相時，那即是審察智。 

（八）行捨智（sa�khārupekkhāñā.a）：在審察之後，

禪修者照見諸行法當中無一物可執取為「我」及「我的」，

因此捨棄了怖畏與取樂兩者，而對一切行法感到中捨。如

是生起了行捨智。 

（九）隨順智（anulomañā.a）：這是在出世間道心路

過程裡，於種姓心之前生起的欲界心。此智被稱為隨順是

因為它順著之前八種觀智的作用，以及順著之後道智的作

用。 

節卅四：智見清淨 
Tass'evam pa*ipajjantassa pana vipassanāparipākam āgamma 

idāni appanā uppajjissatī ti bhava�ga> vocchinditvā uppanna- 
manodvārāvajjanānantara> dve tī.ī vipassanācittāni ya> kiñci 
aniccādilakkha.am ārabbha parikamm'opacār'ānulomanāmena 
pavattanti. Yā sikhāppattā sā sānuloma-sa�khārupekkhā 
vu**hānagāminī-vipassanā ti ca pavuc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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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如此觀照時，由於其智已成熟，（他感到：）「如

今（道）安止即將生起。」於是，在有分斷之後生起了意

門轉向；隨著生起的是兩個或三個緣取目標的無常等任何

一相的觀智心。它們被稱為遍作、近行與隨順。當行捨智

與隨順智圓滿時也被稱為「導向出起之觀」。 

Tato para> gotrabhūcitta> nibbānam ālambitvā 
puthujjanagottam abhibhavanta> ariyagottam abhisambhontañ ca 
pavattati. Tass'ānantaram eva maggo dukkhasacca> parijānanto 
samudayasacca> pajahanto nirodhasacca> sacchikaronto 
maggasacca> bhāvanāvasena appanāvīthim otarati. Tato para> 
dve tī.i phalacittāni pavattitvā nirujjhanti. Tato para> 
bhava�gapāto va hoti. 

隨後生起了取涅槃為目標的（更改）種姓心，超越了

凡夫的種姓，而達到聖者的種姓。在這之後即刻生起了（須

陀洹）道；（該道心）徹知苦諦、斷除集諦、證悟滅諦及開

展道諦，而證入了（出世間）安止心路過程。之後有兩個

或三個果心生滅，然後再沉入有分。 

Puna bhava�ga> vocchinditvā paccavekkha.añā.āni 
pavattanti. 

Magga> phalañ ca nibbāna> paccavekkhati pa.Pito 
Hīne kilese sese ca paccavekkhati vā na vā. 
Chabbisuddhikkamen'eva> bhāvetabbo catubbidho 
Ñā.adassanavisuddhi nāma maggo pavuccati. 

在有分中止之後，生起了省察智。 

智者省察道、果、涅槃，以及省察或沒有省察他已斷

與還剩下的煩惱。 

如是必須通過修習六清淨而次第地證得的四道名為智

見清淨。 

Ayam ettha visuddhibhedo. 

於此，這是清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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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生起了意門轉向：關於道之心路過程，見第四章、節

十四。於鈍根者有三個觀智心生起，於利根者則只有兩個

觀智心生起（除去遍作）。 

導向出起之觀（（（（vu��hānagāminīvipassanā）：）：）：）：這是在出

世間道生起之前已達到頂點的觀智。道被稱為「出起」是

因為它從諸行法出起而緣取涅槃為目標，也因為它自煩惱

中出來。 

（更改）種姓心（（（（gotrabhūcitta）：）：）：）：這是第一個轉向涅

槃之心，以及是出世間道的無間緣。它被稱為「更改種姓」，

因為它是從凡夫種姓進入聖者種姓的轉變點。雖然此智與

道智一樣緣取涅槃為目標，它並不能像道智一樣驅除覆蓋

四聖諦的煩惱。在趨向第二及更高的道心時，它被稱為「淨

化」（vodāna），而不是「更改種姓」，因為禪修者其時已屬

於聖者的種姓。 

道：道心（maggacitta）同時執行與四聖諦有關的四種

作用。在此所提及的這四種作用是遍知苦、斷除渴愛（苦

之因）、證悟涅槃（苦之滅盡）及開展八聖道。於利根者沒

有遍作心生起，所以在道心之後有三個果心生起；於鈍根

者則有遍作心生起，所以在道心之後只有兩個果心生起。 

省察智（（（（paccavekkhaañāa）：）：）：）：在四出世間道每一者

之後，聲聞弟子通常都會省察道、果與涅槃，但並不一定

會省察已斷除及還剩下的煩惱。如是最多有十九種省察

智：首三道每一者都有五種，而第四道則只有四種。這是

因為已完全解脫的阿羅漢已沒有可省察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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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之分析 
（vimokkhabheda） 

節卅五：三解脫門 
Tattha anattānupassanā attābhinivesa> muñcantī 

suññatānupassanā nāma vimokkhamukha> hoti. Aniccānu- 
passanā vipallāsanimitta> muñcantī animittānupassanā nāma. 
Dukkhānupassanā ta.hāpa.idhi> muñcantī appa.ihitānu- 
passanā nāma. 

其中，去除我執的無我隨觀名為空解脫門；去除顛倒

相的無常隨觀名為無相解脫門；去除愛欲的苦隨觀名為無

願解脫門。 

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當觀智到達頂點時，它即會依禪修者的傾向而平靜地

只觀照三相之一，即無常，或苦，或無我。根據註疏，信

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觀照無常；定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

地觀照苦；慧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觀照無我。由於這最

後階段的隨觀是禪修者即將體驗出世間道的管道，所以稱

它為「解脫門」（vimokkhamukha）。於此，被稱為解脫的是

聖道，而導向該道的隨觀即被稱為解脫門。 

無我隨觀被稱為空隨觀，因為它透視諸行為無我、無

有情及無人。無常隨觀被稱為無相隨觀，因為它去除「顛

倒相」（vipallāsanimitta），即由於顛倒想而呈現的欺人的常

相與穩定相。苦隨觀被稱為無願隨觀，因為它通過去除對

諸行錯誤的樂想而斷除了欲。 

節卅六：道與果的解脫 
Tasmā yadi vu**hānagāminīvipassanā anattato vipassati, 

suññato vimokkho nāma hoti maggo; yadi aniccato vipas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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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itto vimokkho nāma; yadi dukkhato vipassati, appa.ihito 
vimokkho nāmā ti ca. Maggo vipassanā-gamanavasena tī.i 
nāmāni labhati. Tathā phalañ ca maggāgamanavasena 
maggavīthiya>. 

由此，若人以導向出起之觀觀照無我，其道即名為空

解脫；若是觀照無常，其道即名為無相解脫；若是觀照苦，

其道即名為無願解脫。如是道根據觀照的方式而得三種名

稱。同樣地，在道心路過程裡的果也依道的方式而得三種

名稱。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當禪修者通過無我隨觀證得道時，該道從空而無我的

一面緣取涅槃為目標，所以它被稱為空解脫。當他通過無

常隨觀證得道時，該道從無相（無行相）的一面緣取涅槃

為目標，所以它被稱為無相解脫。當他通過苦隨觀證得道

時，該道從無願（脫離渴愛）的一面緣取涅槃為目標，所

以它被稱為無願解脫。果也依在它之前生起的道而得該些

名稱。 

節卅七：果定之解脫 
Phalasamāpattivīthiya> pana yathāvuttanayena vipassantāna> 

yathāsaka> phalam uppajjamānam pi vipassanāgamana- 
vasen'eva suññatādivimokkho ti ca pavuccati. Ālambanavasena 
pana sarasavasena ca nāmattaya> sabbattha sabbesam pi samam eva. 

然而，在果定心路過程裡，對於以上述的方式觀照（行

法）者，在每一種情況生起的果只依觀照的方式而被稱為

空解脫等。但依所緣與各自的素質，這三種名稱都可應用

於一切（道與果）。 

Ayam ettha vimokkhabhedo. 

於此，這是解脫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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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當聖弟子證入其果定時，該果依導向證入果定的觀智

種類而得其名，而不是依道心路過程裡的道而命名。這即

是說，若他通過觀照無我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空解脫；

若是通過觀照無常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無相解脫；若

是通過觀照苦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無願解脫。但更廣

泛言之則可以上述三種名稱稱呼一切道與果，因為它們都

緣取無相、無願與空的涅槃為目標，也因為它們都擁有無

相、無願與空的素質。 

人之分析 
（puggalabheda） 

節卅八：須陀洹 
Ettha pana sotāpattimagga> bhāvetvā di**hivicikicchāpahānena 

pahīnāpāyagamano sattakkhattuparamo sotāpanno nāma hoti. 

於此，培育了須陀洹道之後而斷除邪見與疑，他成為

了須陀洹。他已解脫了惡道輪迴，以及最多會再投生七次。 

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須陀洹（入流者）已進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即八聖

道。須陀洹已斷除了最粗的三結：身見、疑與戒禁取見（執

取儀式）；他對佛法僧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也已解脫了任何

惡道輪迴。於四漏（āsava），他已斷除了邪見漏；於十四不

善心所，他已斷除了邪見與疑心所，而根據註疏，他也已

經斷除了嫉與慳心所。他也解脫了一切強得足以導致惡道

輪迴的煩惱。他的行為的特徵是堅守五戒：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淫、不妄語與不服用麻醉品。 

須陀洹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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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極七返有者（sattakkhattuparama）；最多會再投生

於人間與天界七次的須陀洹。 

二、 家家者（kola�kola）；在證得阿羅漢果之前再投

生於良善家庭兩或三次的須陀洹。 

三、 一種子者（ekabījī）；只會再投生一次即證得阿

羅漢果的須陀洹。 

節卅九：斯陀含 
Sakadāgāmimagga> bhāvetvā rāgadosamohāna> tanukarattā 

sakadāgāmī nāma hoti, sakid eva ima> loka> āgantā. 

培育了斯陀含道之後而減輕了欲、瞋與痴，他成為了

斯陀含，即最多只會再回到這世間一次的人。 

節卅九之助讀說明 
斯陀含（一還者）已斷除了較粗的欲、瞋與痴。因此，

雖然這一些較輕的煩惱還會生起，但並不時常發生，而且

它們的困擾力也很弱。 

列迪長老指出諸註疏對斯陀含會再回到的「這世間」

（ima> loka>）一詞提供了兩種互相衝突的解釋。其中一

種解釋說那是人間，即是說他會從天界回來人間一次；另

一種解釋說那是欲界世間，即是說他會從梵天界回到欲界

世間一次。列迪長老認為雖然第一種解釋受到諸註疏支

持，但看來第二種解釋較受到經典支持。110 

根據對《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i）的註釋，斯陀含

有五種： 

一、 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人間，及於其

地證入般涅槃。 

                                               
110 譯按：尊敬的帕奧禪師說，如果聖者投生到梵天界，即使他們

只是初果須陀洹或二果斯陀含，他們都不會再投生到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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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天界，及於其

地證入般涅槃。 

三、 他在天界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天界，及於其

地證入般涅槃。 

四、 他在天界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人間，及於其

地證入般涅槃。 

五、 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然後投生於天界，直至

壽元盡時再投生於人間，及於人間證入般涅槃。 

 

當知一種子須陀洹只會再投生一次，但第五種斯陀含

則會再投生兩次。然而後者還是被稱為「一還者」，因為他

只會再回到人間一次。 

節四十：阿那含 
Anāgāmimagga> bhāvetvā kāmarāgavyāpādāna> 

anavasesappahānena anāgāmī nāma hoti, anāgantā itthatta>. 

培育了阿那含道之後而斷除了欲欲與瞋恨，他成為阿

那含；他不會再回到這（欲）界。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阿那含（不還者）已完全斷除了繫縛有情於欲界的欲

欲與瞋恨兩結。他也斷除了欲漏，以及瞋、惡作兩個不善

心所，而取欲所緣為目標的一切貪也不會再生起。因此他

（死後）會化生到色界天，及在其地證入般涅槃。當知投

生於淨居天的只有阿那含聖者，但並不是所有的阿那含都

投生於該處。 

聖典提及五種阿那含： 

一、 化生到色界天之後，在還未活到其壽元的一半

時，他即證得了阿羅漢道（antarā-parinibbāy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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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活了超過其壽元的一半之後，或甚至在臨死

時，他才證得了阿羅漢道（upahacca-parinibbāyī）。 

三、 他 不 須 奮 鬥 即 能 證 得 阿 羅 漢 道 （ asa�khāra- 

parinibbāyī）。 

四、 他必須經過奮鬥才能證得阿羅漢道（sasa�khāra- 

parinibbāyī）。 

五、 他從一界投生至更高的界地，直至色究竟天，即

最 高 的 淨 居 天 ， 然 後 在 其 地 證 得 阿 羅 漢 道

（uddha>soto akani**hagāmī）。 

節四十一：阿羅漢 
Arahattamagga> bhāvetvā anavasesakilesappahānena arahā 

nāma hoti khī.āsavo loke aggadakkhi.eyyo. 

培育了阿羅漢道而完全斷除了一切煩惱之後，他成為

阿羅漢、漏盡者、世間至上應供者。 

Ayam ettha puggalabhedo. 

於此，這是人之分析。 

節四十一之助讀說明 
首三道所斷除的五結稱為「下分結」（orambhāgiya- 

sa>yojana），因為它們繫縛諸有情於下等世間，即：欲生

存地。已斷除它們的阿那含不會再投生到欲地，但還是被

五個「上分結」（uddhambhāgiya-sa>yojana）繫縛於生死輪

迴裡。通過證悟阿羅漢道，這五個上分結也被完全斷除；

它們是：對色界生命之欲（色界欲）、對無色界生命之欲（無

色界欲）、我慢、掉舉與無明。第四道也斷除了其餘兩個漏：

有漏與無明漏；這是為什麼阿羅漢被稱為「漏盡者」

（khī.āsava）的原因。阿羅漢道也斷除了其餘不善心所：

痴、無慚、無愧、掉舉、慢、昏沉與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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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分析 
（samāpattibheda） 

節四十二：可入之定 
Phalasamāpattiyo pan'ettha sabbesam pi yathāsaka- 

phalavasena sādhāra.ā'va. Nirodhasamāpattisamāpajjana> pana 
anāgāmīnañ c'eva arahantānañ ca labbhati. 

於此，一切（聖）人都能證入與各自所證得的果相等

的果定。但只有阿那含與阿羅漢才能證入滅盡定。 

節四十二之助讀說明 
果定（phalasamāpatti）是聖弟子才能證入的出世間安

止，而其所緣是涅槃。證入果定的目的是當下得以體驗涅

槃之樂。在這些安止裡生起的心是與聖弟子證悟的層次相

等的果心。如此四個階級的聖人都能證入各自的果定，意

即須陀洹能夠證入須陀洹果定；餘者亦可以此類推。在證

入果定之前，（聖弟子）先決意要證入果定，然後從生滅智

次第地培育諸觀智，（直至證入果定）（見《清淨道論》第

廿三章、段六至十五）。 

節四十三：滅盡定 
Tattha yathākkama> pa*hamajjhānādimahaggatasamāpatti> 

samāpajjitvā vu**hāya tattha gate sa�khāradhamme tattha 
tatth'eva vipassanto yāva ākiñcaññāyatana> gantvā tato para> 
adhi**heyyādika> pubbakicca> katvā n'evasaññā- 
nāsaññāyatana> samāpajjati. Tassa dvinna> appanājavanāna> 
parato vocchijjati cittasantati. Tato nirodhasamāpanno nāma hoti. 

於此，他從初禪起始次第地證入廣大定。出定後，他

以觀智觀照每一定裡的行法。 

如此修習直至無所有處之後，他再實行事先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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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決意等，然後證入非想非非想處。在兩個安止速行生滅

之後，心之相續流即被中斷。其時他即已證入了滅盡定。 

節四十三之助讀說明 
在滅盡定裡，心與心所之流完全暫時被中止。只有已

證得一切色禪與無色禪（即八定）的阿那含與阿羅漢才能

證得滅盡定。而且只有在欲生存地與色生存地裡才能證得

該定。在無色地裡並不能證得該定，因為在其地並不可能

證得屬於證入滅盡定的先決條件的四色禪。 

若要證入滅盡定，禪修者必須次第地證入每一個禪

那。在從每一禪出定之後，他觀照該禪的名法為無常、苦、

無我。他如此修習直至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禪出定之後，

禪修者作出以下三項決意：一、決意他所擁有的必需品不

會遭受毀壞；二、決意若僧團需要他的服務，他就出定；

三、（在佛陀還活著的時候）決意若佛陀要見他，他就出定。

此外（若他想要入滅盡定七天）他必須觀察自己所剩下的

壽命不會少過七天。 

在作完這些事先任務之後，他即證入第四無色禪，而

此禪的禪心只生滅兩次，隨後他即證入了心流暫時被中斷

的滅盡定。 

節四十四：自滅盡定出定 
Vu**hānakāle pana anāgāmino anāgāmiphalacitta> arahato 

arahattaphalacitta> ekavāram eva pavattitvā bhava�gapāto hoti. 
Tato para> paccavekkha.añā.a> pavattati. 

於（滅盡定）出定時，於阿那含，阿那含果心生滅一

次；於阿羅漢，阿羅漢果心生滅一次，隨後即沉入有分。

在這之後生起了省察智。 

Ayam ettha samāpattibh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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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ito ca vipassanākamma**hānanayo. 

於此，這是定之分析。 

修習觀業處之法至此完畢。 

節四十五：結論 
Bhāvetabba> pan'icc'eva> bhāvanādvayam uttama> 
Pa*ipattirasassāda> patthayantena sāsane. 

若人欲體驗，佛教修行味， 

當修此二禪，至上之修習。 

節四十五之助讀說明 
「二禪」是指止禪與觀禪。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Kamma**hānasa�gahavibhāgo nāma 
navam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業處之概要」的 

第九章至此完畢。 

後話 
Cārittasobhitavisālakulodayena 
Saddhābhivuddhaparisuddhagu.odayena 
Nambavhayena pa.idhāya parānukampa> 
Ya> patthita> pakara.a> parini**hita> ta> 
Puññena tena vipulena tu mūlasoma> 
Dhaññādhivāsamuditoditamāyuganta> 
Paññāvadātagu.asobhitalajjibhikkhū 
Maññantu puññavibhavodayama�galāya. 

在性格純良、貴族出身、充滿信心、品德高尚的南巴

（Namba）誠邀之下所寫的這部著作至此已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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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廣大的福業，願直至世界之末，謙虛、受到智慧

淨化、戒行聞名於世的諸比丘都能夠記得舉世聞名的幸運

住處──母拉蘇瑪寺（Mūlasoma），以便他們能夠獲取福業

及快樂。 

後話之助讀說明 
諸阿毗達摩導師對阿耨樓陀尊者在著作《阿毗達摩概

要》時所住的寺院的名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其中一派認

為那是杜母拉蘇瑪寺（Tumūlasoma Vihāra），把「杜母拉」

（tumūla）視為是意為「大」的「摩訶」（mahā）的同義詞。

然而在巴利文及梵文裡都沒有「杜母拉」這一詞。這兩種

語文裡都有在詞源方面有關連的 tumula一詞，但其義並不

是「大」，而是喧嘩或騷動。通常這一詞的用法與戰爭有關；

在《維山達拉本生經》（Vessantara Jātaka）裡有這麼一行：

Ath'ettha vattatī saddo tumulo bheravo mahā──「其時發出

一聲極大的聲響、一聲極為可怕的怒吼」。 

另一派則認為該寺的名稱是母拉蘇瑪寺（Mūlasoma 

Vihāra），視「杜」（tu）這一個音節為一個不能變易的連接

質詞，在此的用法純粹只是為了讓音調更為順暢。由於阿

耨樓陀尊者在這部著作裡的其他地方也有如此運用「杜」

（見第一章、節卅二；第八章、節十二），所以看來他可能

在此也如此用它。所以我們應視該寺為母拉蘇瑪寺。一般

上，斯里蘭卡的傳承相信該寺是位於 Chilaw（機羅）縣裡，

而且是如今 Munnessaram Kovil的所在地。 

 
Iti Anuruddhācariyena racita> 
Abhidhammatthasa�gaha> nāma 

pakara.a> ni**hita>.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348 

阿耨樓陀尊者 

所著的《阿毗達摩概要》 

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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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及一百廿一心 

之聖典出處 

 
註：《法聚論》的參照號碼是段落號碼；《清淨道論》的參

照號碼是第十四章的段落號碼；《殊勝義註》的參照號碼是

英文版的頁碼。 

 
 
      法聚論 清淨道論 殊勝義註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不不不不

善善善善

心心心心 

貪

根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 365 90-91 336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 399 ‥ 339-340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 400 ‥ 340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 402 ‥ 341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 403 ‥ ‥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 409 ‥ ‥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 410 ‥ ‥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 412 ‥ ‥ 

瞋

根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 413 92 341-344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 421 ‥ 344 

痴

根 
捨俱疑相應 422 93 344-345 

捨俱掉舉相應 427 ‥ 346 

十十十十

八八八八

無無無無

因因因因

心心心心 

不

善

果

報 

眼識 556 101 384-385 

耳識等 ‥ ‥ ‥ 

領受 562 ‥ ‥ 

推度 564 ‥ ‥ 

善

果

報 

眼識 431 96 348-349 

耳識等 443 ‥ 349-350 

領受 455 97 350 

悅俱推度 469 97-98 351-352 

捨俱推度 484 97-98 ‥ 

唯

作 

五門轉向 566 107 385-386 

意門轉向 574 108 388 

生笑心 568 108 38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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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聚論 清淨道論 殊勝義註 

二二二二

十十十十

四四四四

欲欲欲欲

界界界界

美美美美

心心心心 

善 

悅俱智相應無行 1 83-85 141-207 

悅俱智相應有行 146 ‥ 207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 147 ‥ 208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 149 ‥ ‥ 

捨俱智相應無行 150 ‥ ‥ 

捨俱智相應有行 156 ‥ ‥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 157 ‥ ‥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 159 ‥ ‥ 

果

報 
第一至第八 498 100 353-379 

唯

作 
第一至第八 576 109 388 

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色色色色

界界界界

心心心心 

善 

初禪 160,167 86 216-225 

第二禪 161,168 ‥ 239-243 

第三禪 163,170 ‥ 225 

第四禪 165,172 ‥ 228-234 

第五禪 174 ‥ 235-239 

果

報 
初禪 499 103 379-380 

第二至第五禪 500 ‥ ‥ 

唯

作 
初禪 577 109 388-389 

第二至第五禪 578 ‥ ‥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無無無無

色色色色

界界界界

心心心心 

善 

第一 265 87 270 

第二 266 ‥ 275 

第三 267 ‥ 276 

第四 268 ‥ 277-283 

果

報 

第一 501 104 379-380 

第二 502 ‥ ‥ 

第三 503 ‥ ‥ 

第四 504 ‥ ‥ 

唯

作 

第一 579 109 388-389 

第二 580 ‥ ‥ 

第三 581 ‥ ‥ 

第四 5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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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聚論 清淨道論 殊勝義註 

善善善善 

須陀洹道 277 88 289-319 

須陀洹道初禪 ‥  307-310 

須陀洹道第二至第五禪 342  ‥ 

斯陀含道 361 88 319-320 

阿那含道 362 ‥ 320 

阿羅漢道 363 ‥ 320-329 

果果果果

報報報報 

須陀洹果 505 105 380-384 

須陀洹果初禪 ‥   

須陀洹果第二至第五禪 508   

上三果 553 105 38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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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心所之聖典出處 

 
註：參照的方法與附錄（一）相同。對於《清淨道論》加

上（*）的參照號碼是代表第四章的段落號碼。 

 

 法聚論 清淨道論 殊勝義註 

遍

一

切

心

心

所 

1 觸 2 134 144 

2 受 3 125-128 145 

3 想 4 129-130 146 

4 思 5 135 147 

5 一境性 11 139 156 

6 命根 19 138 163 

7 作意  152 175 

通

一

切

心

所 

8 尋 7 88-98* 151 

9 伺 8 ‥ 152 

10 勝解  151 175 

11 精進 13 137 158 

12 喜 9 94-100* 153 

13 欲  150 175 

不

善

心

所 

14 痴 390 163 332 

15 無慚 387 160 331 

16 無愧 388 ‥ ‥ 

17 掉舉 429 165 346 

18 貪 389 162 332 

19 邪見 381 164 331 

20 慢 1116 168 340 

21 瞋 418 171 342 

22 嫉 1121 172 ‥ 

23 慳 1122 173 343 

24 惡作 1161 174 ‥ 

25 昏沉 1156 167 340 

26 睡眠 1157 ‥ ‥ 

27 疑 425 177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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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聚論 清淨道論 殊勝義註 

美

心

所 

28 信 12 140 157 

29 念 14 141 159 

30 慚 30 142 164 

31 愧 31 ‥ ‥ 

32 無貪 32 143 167 

33 無瞋 33 ‥ ‥ 

34 中捨性 153 153 176 

35 身輕安 40 144 171 

36 心輕安 41 ‥ ‥ 

37 身輕快性 42 145 172 

38 心輕快性 43 ‥ ‥ 

39 身柔軟性 44 146 ‥ 

40 心柔軟性 45 ‥ ‥ 

41 身適業性 46 147 ‥ 

42 心適業性 47 ‥ ‥ 

43 身練達性 48 148 ‥ 

44 心練達性 49 ‥ ‥ 

45 身正直性 50 149 173 

46 心正直性 51 ‥ ‥ 

47 正語 299 155 296 

48 正業 300 ‥ 297 

49 正命 301 ‥ 298 

50 悲愍  154 176 

51 隨喜  ‥ ‥ 

52 慧根 16 14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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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索索索    引引引引 
 
對於索引的號碼，羅馬數字

是指第幾章，阿拉伯數字是

指第幾節（包括其助讀說

明）。 

 
 
一畫 
一境性 I 18-20; II 2 

二畫 
八聖道 I 26-28; II 15; VII 

30, 38, 40; IX 34 
十隨念 IX 8 
人 III 9, 13; VI 24-26;  

V 5, 11, IX 38-41 
力 VII 19, 22, 23, 28 

三畫 
三十三天 V 5, 12 
三相 IX 23, 32, 33, 35, 36, 

37 
凡夫 I 13, 18; III 13, 18; 

IV 16, 25, 26; V 40; VI 
11; IX 34 

女根 VI 3, 24 
小龍長老 V 30 
大護法長老 V 30 

四畫 
五門轉向 I 10; II 28; III 

9, 10, 21; IV 6 

五門心路過程 I 10; IV 4, 
5, 6-11 

五識 I 8, 9, 11, 28; III 4, 9, 
10, 14, 21; IV 17; VIII 
22, 24 

不淨 IX 7 
不相應緣 VIII 25 
不分離色 V 17, 14 
不完成色 VI 2, 4 
不善心 I 3, 4-7; II 18, 

26-27; III 18, 21; V 23 
不善業 V 22, 27 
不善因 I 3; III 5-7; VIII 

14 
不善心所  II 4, 13-14; IX 

38-41 
不善果報 I 8; IV 17; V 

27 
不善之概要 VII 3-14 
不離去緣 VIII 26 
止 I 18-20; IX 1, 2-21 
水界 III 16; VI 3 
火界 III 16; VI 3, 12 
天神 V 5, 11, 12; IX 8 
世間 I 3, 25; II 15; VI 6 
心 I 2, 3-32; II 1, 5; III 1, 

8-11, 16; V 2; VII 1 
心所 I 2; II 1-30; III 12, 

16, 20; VII 1, 14, 23, 
32-33 

心流 V 36, 41, 42 
心之地 I 3, 29 
心清淨 IX 29 
心的種類 I 3, 17, 29,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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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特相 I 3 
心路過程 III 8; IV 1-30; 

VIII 16 
心輕快性 II 5 
心柔軟性 II 5 
心適業性 II 5 
心所依處 III 20, 21; V 37; 

VI 3, 14; VIII 16, 20, 
21, 22, 25 

心所的特相 II 2-8 
天耳 IX 21 
天眼 IX 21 
中捨性 II 5, 7; VII 29; IX 

9 
分別論 V 12 

五畫 
四大元素 III 4, 16; VI 2, 

3; VIII 20, 21, 22; IX 
11 

四大天王 V 5, 12 
四成就之法（四神足）VII 

26 
未來 III 17; VIII 5 
生 VI 4; VIII 3, 7 
生笑心 I 10; II 28; III 17, 

18, 21; IV 27 
生命期（或轉起） V 27, 29; 

VI 23-24, 27, 28, 29; 
VIII 14, 25 

生命地 I 3; III 13; IV 
27-29; V 2, 3-8, 40 

生滅智 IX 32, 33 
正勤 VII 25, 31 
正語 II 6 

正業 II 6 
正命 II 6 
正見 VII 30 
正見經 VIII 10 
正思惟 VII 30 
正直性 II 5 
他心通 III 18; IX 21 
出世間 I 3, 26-28, 30-32; 

II 15, 18, 19, 25; III 17, 
18, 21; IV 14, 25; VI 
30; VII 38（參見：道、

果、涅槃） 
出世間禪 I 30-31, 32; II 

19; VII 32-33 
出世間善心  I 26, 28, 

30-32 
出世間果報  I 27, 28 

六畫 
老 VI 4 
老死 VIII 3, 7 
死 III 17; IV 21; V 34-40; 

VI 25-26; IX 8 
死亡心 III 8, 10, 13, 17, 

18; V 10, 11, 13, 15, 
17, 35, 37, 41 

耳 VI 3 
舌 VI 3 
有 VIII 3, 7, 8 
有行 I 4, 5, 6, 13, 14, 15, 

21; II 13, 26; V 30 
有緣 VIII 26, 27 
有分 III 8, 12, 13, 17, 18; 

IV 6, 12; V 10, 11, 13, 
15, 17, 38,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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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的作用 III 8, 9, 10 
有學聖者 I 13, 18; III 13, 

18; IV 16, 25, 26; V 40; 
VI 11 

安止 IV 14-16, 22; V 25- 
26; VI 11; IX 14, 34 

安止速行 IV 14, 15, 16, 
22, 23 

名 VIII 3, 13, 14, 15, 16, 
17, 29 

名色 I 3; VIII 3, 14, 17, 
18; IX 30-31 

名身 II 5 
名命根 II 2; VII 18 
色  I 2; II 1; IV 6; VI 1-29; 

VII 1; VIII 3, 15, 16 
色聚 VI 16-22 
色的起因 VI 9-15 
色地 I 3, 18-20; III 9, 20, 

22; IV 27, 28, 29; V 6, 
40 

色地壽元 V 14 
色地結生 V 13, 31 
色地的色法 VI 27-29 
色界心 I 3, 18-21; III 21 
色界業 V 25, 31 
色界禪 I 3, 18-20, 21, 25; 

II 21-22; IV 16;  V 6, 
25, 40 

色界善心 I 18; V 25, 31 
色界果報 I 19, 21; III 9, 

10; V 13, 31 
色界唯作 I 20, 21 
色的特相 VI 4 
地界 III 16; VI 3, 4 

地獄 V 4 
行 V 37; VIII 3, 7, 8 
行捨 IX 33, 34 
行道智見清淨 IX 33 
因（根） I 3, 4, 8, 13-16; III 

5-7; V 23, 29; VII 15; 
VIII 14 

因緣 VIII 14 
因與結生 IV 24-26; V 

28-30; V 40 
列迪長老 I 6, 21; III 13; 

IV 6, 12, 17; V 10-11, 
18, 38; VIII 2, 27; IX 
39 

七畫 
劫 V 14 
戒 V 24; IX 8, 28 
伺 I 18-20; II 3, 11 
身 III 4; VI 3; VIII 15, 23, 

25; IX 8 
身表 II 1; V 22, 24; VI 4, 

11, 14 
身繫 VII 6, 14 
身識 I 8, 9 
身輕快性 VI 4, 14 
身柔軟性 VI 4 
身適業性 VI 4 
作意 II 2; III 13 
佈施 V 24 
我論 VII 7 
邪見 I 4, 17; II 4, 13, 26; 

V 22; VII 13; VIII 3 
佛陀 I 1, 10, 15; IV 21; I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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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根色 VI 3; VIII 24 
完成色 VI 2, 3 
見清淨 IX 30 
究竟法 I 2; VI 32; VII 1 
芒果的譬喻 IV 6 

八畫 
定 I 18-20, 30-31; VII 33; 

IX 16-20 
門 III 12-15, 20; IV 2, 4; 

V 38; VI 7 
取 VII 7, 14, 35; VIII 3, 7, 

8 
受 I 2, 4, 5, 13, 16, 17;  

II 2; III 2-4; VIII 3 
念 II 5; VII 27-28, 29, 31, 

33 
念處 VII 24, 31 
近行 IV 14; IX 14, 18, 20, 

34 
昏沉 II 4, 13 
昏沉與睡眠  II 17, 26; 

VIII 8 
剎那 IV 6; VI 10, 11 
果 I 27, 28, 31-32; III 18; 

IV 14, 15, 16, 22; IX 
34, 36, 44 

果定 IV 22, IX 37, 42 
果報緣 VIII 14 
果報心 I 3, 14; III 18; IV 

17; V 27-33; VIII 3, 14 
果報輪轉 VIII 8 
阿闍世王 V 19 
阿那含 I 26-28, 31; IV 22, 

25, 26; V 6, 31; IX 40 

阿羅漢 I 10, 15, 18-20, 
26-28; II 23; III 13, 18; 
IV 16, 17, 22, 25, 26; 
V 20; VI 11; IX 41 

阿羅漢果 I 26-28, 31; IV 
15, 16 

阿修羅 V 4, 11, 12 
阿毗達摩義廣釋 I 6, 21; 

II 25; III 12, 17; IV 6; 
V 18, 38 

怖畏智 IX 33 
所緣（目標） I 25; II 1; 

III 13, 16-19; IV 17; V 
35-39, 41; VI 3; VIII 
16, 17, 19 

所緣緣 VIII 17, 27 
所造色 III 4, 16; VI 2 
依止緣 VIII 22 
彼所緣 III 8, 9, 10, 18; 

IV 6, 12, 17-20, 27 
法所緣 III 16, 17; VII 39 
法聚論 I 21; VIII 11 
夜摩天 V 5, 12 
性根色 VI 3 
命根色 V 34; VI 3; VII 

18; VIII 24 
空 VI 31; IX 35, 36, 37 
空無邊處 I 22-24; V 7; 

IX 19 
非想非非想處 I 22-24; V 

7; IX 19 
舍利弗尊者 VIII 10 

九畫 
苦 I 8; III 2-4; VII 38, 40; 

VIII 3; IX 23, 32,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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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I 3, VII 37, 40 
風界 III 16; VI 3, 4 
信 II 5; VII 33 
思 II 2; V 18, 22, 23, 24; 

VI 10; VIII 3, 14 
思惟智 IX 32 
相續 VI 4 
相續緣 VIII 13 
相應緣 VIII 13 
相互緣 VIII 21 
重複緣 VIII 13 
前生緣 VIII 16 
後生緣 VIII 15 
美心 I 12; II 15-16, 18, 

23-25 
美心所 II 5-8, 15-16 
威儀 VI 11 
省察 IV 21; IX 34 
段食 VI 3; VII 21; VIII 23 
食 VI 3, 9, 13, 14, 15, 21, 

22;  VII 21; VIII 23 
食厭想 IX 10 
度疑清淨 IX 31 

十畫 
悅 I 4, 9, 10, 13, 14, 15, 

18- 20; III 2-4; IV 
15-16, 17; VI 11 

笑 I 10; VI 11 
根 III 2; V 31; VI 7, 14; 

VII 18, 20, 22, 23, 27, 
28 

根緣 VII 24 
時節 VI 9, 12, 15, 19, 21, 

22 

涅槃 I 2, 3, 26-28; III 16, 
17, 18; VI 30-32; VII 1, 
39, 40; VIII 29; IX 34, 
36, 37, 42 

神通 III 17, 18; IV 22; VI 
11; XI 21 

神變通 IX 21 
畜生道 V 4 
俱生緣 VIII 20, 21, 22 
迷惑冰消 IV 17 

十一畫 
處 VII 36, 40; VIII 3, 16 
軛 VII 5, 14 
眼 III 12; IV 6; VI 3 
欲 II 3, 11, 26 
欲地 I 3; III 9, 20, 22; IV 

27, 29; V 3, 5, 10-12, 
40 

欲地的色法 VI 23-25, 29 
欲解脫 IX 33 
欲界心 I 3, 4-17; II 23- 

29; III 17; IV 6-13 
欲界業 V 22-24 
欲界速行 IV 6, 12-13, 17, 

18, 21, 23 
欲界結生 III 17 
欲界善心 I 13, 16; II 15, 

23-24; III 18; V 24, 
28-30 

欲界果報 I 16; III 9, 10, 
14; IV 17; V 11, 27-30 

欲界唯作 I 15, 16; II 15, 
23-24, 25; III 18, IV 17 

速行 III 8, 9, 10,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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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V 24-26, 27; V 20, 
38; VI 11; VIII 13 

捨受 I 4, 6, 8, 9, 10, 13, 
14, 15, 18-20; III 2-4; 
IV 15-17 

貪 I 4; II4, 13-14; III 5-7; 
 VIII 3 

貪婪 V 22 
貪根心 I 4, 7; II 13-14, 

26 
掉舉 I 6; II 4, 13, 26; V 27 
現在 III 17; V 38; VIII 5 
清淨 VII 33; IX 22, 28-34 
習行 IX 3, 13 
唯作 I 3, 10; IV 15-16 
推度 I 8, 9; II 28; III 8, 9, 

10, 14; IV 6, 17, 18 
推度與結生 III 9, 10;  V 

10, 11, 27, 28, 29 
推度與彼所緣 III 9, 10; 

IV 17 
宿住隨念 IX 21 
通一切心所 II 2-3, 11-12 
淨色 I 8; III 12, 16, 20, 21; 

IV 4, 6; VI 3, 7; VIII 
24 

淨居天 V 6, 8, 31; IX 40 
兜率天 V 5, 12 
梵住（參見：無量） 

十二畫 
悲 II 7, 15, 17, 19, 21; IX 

9 
喜 I 18-20; II 3, 11, 23, 25, 

26; VII 33 

集 VII 38, 40 
尋 I 18-20; II 2, 3, 11; IV 

14 
結 VII 10, 11, 14; IX 38, 

40, 41 
結生 III 8, 9, 10, 18; V 

9-17, 27, 28-32, 38-40; 
VIII 3, 20, 21, 22, 25 

結生心 II 28; III 8, 13, 17, 
18; V 37, 41 

結生時的色法 VI 23, 
27-29; VIII 3, 14 

智 I 13-17; II 25 
智見清淨 IX 34 
惡作 II 4, 17, 26 
惡趣（惡道）III 9; IV 24, 26; 

V 4, 8, 10, 12, 27 
虛空 VI 4; VIII 30 
無明 V 37; VIII 3, 7, 8, 9, 

10（參見：痴） 
無貪 II 5; III 5-7 
無瞋 II 5; III 5-7 
無痴 II 8; III 5-7 （參見：

智、慧） 
無量 II 7, 15, 19, 23, 25; 

III 18; IX 9 
無慚 II 4, 13 
無愧 II 4, 13 
無常 VI 4; IX 23, 32, 35, 

36 
無我 IX 23, 32, 35, 36 
無願 VI 31; IX 35, 36, 37 
無相 VI 31; IX 35, 36, 37 
無為 I 2; VI 31-32 
無記 I 3, 8, 12; III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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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 I 4-6, 13-15, 21; II 
26; V 30 

無有緣 VIII 13 
無間緣 VIII 13 
無間業 V 19 
無色地 I 3, 22-24; III 20, 

22; IV 27, 29; V 7, 40 
無色地壽元 V 16 
無色地結生 V 15, 32 
無色界心 I 3, 22-25, 32; 

III 18, 21 
無色界業 V 26, 32 
無色界禪 I 22-24, 25, 32; 

IV 16; V 7, 26, 40; IX 
12, 19 

無色界善心 I 22; V 25, 32 
無色界果報 I 23, 25; III 9, 

10, 14, 21, 32; V 15, 
32 

無色界唯作 I 24, 25 
無想有情 III 17; IV 28; V 

8, 13, 31, 39, 40; VI 28, 
29 

無所有處 I 22-24; V 7; 
IX 19 

勝解 II 3, 11,26 
須陀洹 I 26-28, 31; III 21; 

IV 26; IX 34, 38 
斯陀含 I 26-28, 31; IV 26, 

IX 39 
善心 I 3, 12; IV 15-16; V 

24 
善業 V 24-30 
善因 I 3; III 5-7; VIII 14 
善欲地  IV 24, 26; V 5, 11, 

28 

善果報 I 9, 14; II 23-24, 
25; IV 17; V 28-30 

菩提分 VII 24-33 
發趣法 III 20; VIII 2, 11- 

28 
最終智 VII 18, 22 
提婆達多 V 19 

十三畫 
愧 II 5 
慈 II 5, 7; IX 9 
愛 V 37; VI 30; VII 13; 

VIII 3, 7, 8, 9; IX 35 
想 I 2, 22-24; II 2 
嗅 III 8-9 
嫉 II 4, 13, 17, 26 
痴 I 4, 6; II 4, 13; III 5-7 
痴根心 I 4, 6, 7 
道 I 26, 28, 31-32; III 18; 

IV 14, 16, 22; VII 38; 
IX 34, 35, 36 

道緣 VIII 14 
道支 VII 17, 22, 23, 30, 

38; VIII 14 
道心路過程 IX 34 
道非道智見清淨 IX 32 
過去 III 17; V 38; VIII 5 
過患智 IX 33 
遍處 I 18-20, 22-24; VIII 

30; IX 6, 19 
遍作 IV 14, 22; IX 34 
解脫 IX 26, 27, 35-37 
煩惱 VII 12, 14; VIII 8 
概念 I 2, 18-20; III 16, 17, 

18; V 39; VIII 17,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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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者 I 1, 26-28; IV 25; V 
8, 40; IX 34, 38-41, 42 

聖諦 VII 38, 40; IX 34 
滅盡定 IV 22; IX 42-44 
微細色 III 16; VI 7 
業 I 3; II 2; III 17; IV 2, 
17;  V 2, 18-26, 34, 35, 36, 
38; VIII 3 
業門 V 22, 24 
業緣 VIII 14, 27 
業輪轉 VIII 8 
業的作用 V 18 
業及果報 V 27-33 
業為色之因 V 18; VI 9, 

10, 14, 15, 17, 22 
業成熟之地 V 21-26 
業成熟的時間 V 20 
業成熟的次序 V 19 
意處 VII 39; VIII 3 
意門 I 10; III 12, 13; IV 4, 

12; V 22, 24, 38 
意界 II 28; III 10, 14, 18, 

21 
意門轉向 I 10; III 8, 9, 

13, 18, 21 
意門心路過程 I 10; III 16, 

17; VI 4, 12-16 

十四畫 
慢 II 4, 13, 17, 26 
慳 II 4, 13, 17, 26 
疑 I 6; II 4, 13, 14 
蓋 I 18-20; VIII 8, 14 
福 V 24 
鼻 VI 3 

慚 II 5 
漏 VII 3, 13, 14; VIII 10; 

IX 38, 40, 41 
壽元 V 12, 14, 16, 34 
領受 I 8, 9; II 28; III 8, 9, 

10, 21; IV 6, 17 
僧伽 I 1 
種姓 III 18; IV 14; IX 34 
輕安 II 5; VII 29 
語表 II 1; V 22, 24; VI 4, 

11, 14 
精進 II 3, 11; VII 25, 33 
睡眠 II 4, 13 
厭離智 IX 33 

十五畫 
慧 I 26-28, 30-31; II 8, 

15-16; VII 29, 33（參

見： 智、無痴） 
憂 I 5; III 2-4; IV 18 
樂 I 9, 18-20; III 2-4 
瞋 I 4; II 4, 13-14, 26; III 

5- 7; V 23 
瞋恚 I 5; II 13, 26; III 3, 

21; IV 27 
瞋恨 V 22 
瞋根心 I 5, 7 
餓鬼 V 4 
確定 I 10; II 28; III 8, 9, 

10, 14, 18; IV 6, 8; VI 
11 

暴流 VII 4, 14 
練達 II 5 
慫恿 I 4, 16, 17 
輪轉 VIII 3, 8, 10 



 

 363 

廣大 I 25; II 15, 18, 21-22, 
25; III 10, 14, 17, 18; 
IV 14, 22 

趣相 III 17; IV 2; V 35, 38, 
39 

增上 VII 20, 22, 23; VIII 
19 

潛在傾向 VIII 9, 14 

十六畫 
緣 VIII 1, 2, 11-28 
緣起 VIII 2, 3-10 
隨喜 II 7, 15, 17, 19, 21; 

IX 9 
隨順 IV 14; IX 33, 34 
隨觀 IX 24, 35, 36 
親依止緣 VIII 17, 27 
導致出起之觀 IX 34, 36 

十七畫 
嚐 III 8-9 
聲 III 16, 17; VI 14 
禪那 I 3; IV 14; IX 15, 18 
禪那與結生  V 6, 31, 39, 

40 
禪支 I 18-20; II 25; VII 16, 

22, 23; VIII 14 
禪相 I 18-20; IX 5, 16, 17, 

18, 35 
額外有分 IV 18 
臨死速行心路過程 V 35- 

38 

十八畫 
轉向 I 10; III 8, 9, 10 

顏色 III 16, 17; IV 6; V 38 
雙論 IV 6 
雙神變 IV 21 

十九畫 
離 II 6, 15, 17, 21, 23, 25; 

V 24 
離門 III 13, 14, 17 
離去緣 VIII 13 
離心路過程 IV 2; V 1-42 
識 I 2; IV 3, 4; VIII 3 
識界 III 21-22; VII 37-39; 

VIII 22, 25 
識無邊處 I 22-24; V 7; 

IX 19 
壞滅智 IX 33 
 

二十畫 
蘊 I 2, 5, 18-20; VII  34, 

35, 40 
觸 II 2; III 8-9; VIII 3 
觸所緣 III 16; VI 3 
覺支 VII 29 

二十五畫 
觀禪 I 26-28, 30-31; IX 

22-44 
觀智 IX 25, 32-33 
觀之染 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