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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經》的義釋略述 
／ 林崇安 

一、前言 

今日南傳的《小部》，主要有《法句

經》、《經集》、《義釋》等經典。《經集》

內分五品：蛇品、小品、大品、義品、

彼岸道品。〈義品〉中的第十六經是《舍

利弗經》。《小部》中的《義釋》分《大

義釋》和《小義釋》。《大義釋》注釋了

〈義品〉所收的十六經，包含《舍利弗

經》的義釋。阿育王的小石崖法訓中，

鼓勵大眾讀誦的七本經典中，《舍利弗

經》也是其一，有其重要性，值得探究。

本文先列出《舍利弗經》的經文（摘自

《漢譯南傳大藏經‧小部》第 21 冊中的

《大義釋》，悟醒譯，少數詞句略作調

整），而後依據義釋，略述其中的要義。 

二、《舍利弗經》 

《舍利弗經》的組成可以分成前、

中、後三段，前段是舍利弗以八個偈頌

向釋尊問法，中段是釋尊以一個偈頌總

結舍利弗的問題，後段是釋尊以十二個

偈頌作回答。 

（一）《舍利弗經》的前段 

尊者舍利弗曰： 

【1】於我未曾見之事，又誰亦未聞之

事，眾主已來由兜率，而有如斯妙語師。 

【2】含天世界之人人，如能幸見具眼

者，除去一切之闇黑，獨一而為證得樂。 

【3】無依如如之彼佛，為眾主來無詭

詐，於此侍坐為多者，欲將問者我已來。 

【4】比丘厭惡世間苦，於樹下或於塚

墓，又在諸山洞窟中，親近無人斯坐所。      

【5】高低臥所住比丘，其處恐怖猛獸

吼，彼乃無音臥坐所，比丘不可怖畏此。 

【6】未到之域比丘行，世間危難有幾何？ 

彼有邊境臥坐所，比丘應去克服彼。 

【7】於彼有何語路耶？於彼有何行處

耶？自行精勤之比丘，應有如何戒與務？  

【8】有智具念有專一，彼為受持如何

學？除銀垢藏如鍛工，比丘自垢應除去。 

（二）《舍利弗經》的中段 

世尊宣示：舍利弗！ 

【9】厭惡世間眾苦者，受用無人坐臥

所，比丘如何安樂住，如何隨法有正覺？ 

隨其知解將語汝。 

（三）《舍利弗經》的後段 

【10】具念比丘周邊行，蛇與蚊虻爬行

類，人及四足之接觸，不可怖此五怖畏。 

【11】彼等多由他法者，不應戰慄見恐

怖，又對其他諸危難，追求善者應克服。 

【12】宜忍罹疾頻饑餓，寒冷酷熱亦忍

耐，其等種種觸無餘，精進發勤應堅行。 

【13】不語虛妄不為盜，弱強有情以慈

觸，當意混濁應須識，黑魔之分應除去。 

【14】勿為忿慢所左右，彼等之根應拔

掘，又復勝者愛不愛，一向完全應克服。 

【15】重視慧者善巧喜，彼之危難應鎮

伏，邊境臥所克不樂，四悲泣法亦應克。 

【16】我得何食何處食？今實苦臥何處

臥？此等諸尋導悲泣，有學無家應調伏。 

【17】食物衣服有時得，少許滿足應知

量，自護衣服慎村行，雖受侮辱無麤語。 

【18】眼向下視勿彷徨，多有警寤應勵

禪，勤行平捨自等持，斷絕諸尋意樂悔。 

【19】具念歡喜受叱責，同梵行者破心

栽，善發時語非非時，不思誹謗諸人眾。 

【20】又因世間有五塵，念者應學調伏

彼，此即色聲香味觸，對諸貪欲應克服。 

【21】比丘具念善解脫，對此諸法調伏

欲，彼時時善遍觀法，彼成專一破闇黑。 

世尊如斯宣說已。 

三、舍利弗經的義釋和說明 

《大義釋》〈義品〉中，對《舍利弗

經》所作的「義釋」，是順著經頌的詞句

給予解釋，有時碰到重要的「佛法術

語」，則以較長的篇幅解說，以下摘引義

釋，作重點式的說明。 

（一）舍利弗提問的緣起和問題 

此經的緣起是開始於第一頌： 

尊者舍利弗曰：a 於我未曾見之事，b 又

誰亦未聞之事。 

義釋：「曰」者，是此句之接續，句之相

合、句之圓滿、字之合體、文之接

著、句之次第。「尊者」，此是敬語、

敬重語、尊重語、尊敬語。「舍利弗」

者，是彼長老之名稱、名稱、施設、

言說、名、名業、命名，詞、文、

稱呼。此是「尊者舍利弗曰」之義。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直接注釋「曰」、「舍 

    利弗」二詞。 

a 義釋：「於我未曾見之事」者，是我未

曾以此眼、以此身體見如此之世

尊。即，世尊於三十三天晝度樹下

寶石之帝釋座為佛母摩耶夫人及諸

天眾將說法而於雨安居後，為降人

界受天眾所圍繞，由黃金造、白銀

造、寶珠造之三階梯中之中央寶珠

造之階梯降於僧伽施市。如斯光景

為我未曾見之事。 

說明：此處的義釋指出，頌中的「我未

曾見之事」是指釋尊於三十三天說

法結束後從階梯下降人間的稀奇之

事，目的在於讚嘆佛陀。 

b 義釋：「又誰亦未聞之事」之句中：「未」

者，是否定。「又」者，是此句之接

續句之相合、句之圓滿、字之合體、

文之接著、句之次第。「誰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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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剎帝利、婆羅門、毘舍、首

陀、在家者、出家者、天、人。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直接注釋「又」、「誰 

    亦」、「未」三詞。 

以上解釋了第一頌的緣起二句。以

下為第八頌舍利弗向佛陀所問的重要問

題和義釋： 

a有智具念有專一，b彼為受持如何學？ 

a 義釋：「有智具念有專一」之句中：「專

一」者，是一境心、不散心、不亂

意。此是「專一」。「有智」者，是

智者、賢者、具慧者、覺慧者、有

智者、辨知者、有慧者。「具念」者，

是由四原因而具念，即對身修習身

隨觀念處而具念，對受、心、法修

習受、心、法隨觀念處而具念。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有智」、「具 

    念」「專一」三詞。 

b 義釋：「彼為受持如何學」者，是彼受

如何之學，受持、取、執、執取、

住著。「專一」者，是問增上心學。

「有智」者，是問增上慧學。「具念」

者，是問念之遍淨。「彼為受持如何

學」是問增上戒學。 

說明：此處的義釋中，舍利弗的重要提

問是：如何學習三學。 

（二）佛陀先總結舍利弗的問題 

以下第九頌是佛陀的回應： 

a世尊宣示舍利弗！b厭惡世間眾苦者， 

c受用無人坐臥所，d比丘如何安樂住， 

e如何隨法有正覺？f隨其知解將語汝。  

a 義釋：「世尊宣示舍利弗」者，是世尊

由名而言彼長老。「世尊」者，是尊

重之同義語。又貪之破壞者故是世

尊，瞋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癡之破

壞者故是世尊，見之破壞者故是世

尊，棘之破壞者故是世尊，煩惱之

破壞者故是世尊。頒與、頒布法寶

故是世尊。諸有之終熄者故是世

尊。修習身，修習戒，修習心，修

息慧故是世尊。或世尊於阿練若、

森林之邊鄙而為無人聲，無騷音，

無諸人之景象，隱人而住，適當之

禪思，受用臥坐所故是世尊。又世

尊受用衣服、食物、臥坐所、病者

之資具藥品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

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

上心、增上慧故是世尊。又世尊受

用四禪、四無量、四無色定故是世

尊。又世尊受用八解脫、八勝處、

九次第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十

想修習、十遍定、安般念定、不淨

定故是世尊。又世尊受用四念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力、七

覺支、八支聖道故是世尊。又世尊

受用十如來力、四無畏、四無礙解、

六神通、六佛法故是世尊。世尊此

名非由母作，非由父作，非由兄弟

作，非由姊妹作，非由朋友、同僚

作，非由親戚、緣者作，非由沙門、

婆羅門作，非由天神作。此世尊是

諸佛世尊於菩提樹下解脫之後與一

切知智之獲得作證共同施設者。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詳細注釋「世尊」 

     一詞。 

b 義釋：「厭惡世間眾苦者」者，是厭惡

生、老、病、死、愁、悲、苦、憂

惱……乃至失正見厭惡苦、忌、嫌

忌而且有厭者。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頌意。 

c 義釋：「受用無人坐臥所」之句中：「坐

所」者，是坐之處所，即是床、椅

子、座蒲團、蓆、皮革、草蓐、柴

蓐、床蓐。「臥所」者，乃臥坐所，

即是精舍、單屋頂家、臺觀、平屋、

洞窟。其臥坐所，免見不適當之色、

離、遠離，免聞成為不適當之聲……

乃至免不適當之五種欲、離、遠離。

謂之「受用無人坐臥所」之義。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坐所」、「臥 

    所」以及頌意。 

d 義釋：「如何安樂住」者，是所有安樂

有安樂住，我將語彼。安樂住者云

何？是正行道、隨順之行道、無害

敵之行道、法隨法之行道、諸戒之

完成、諸根之守護、對食知量、向

警寤之努力、念正知、四念處、四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力、七覺

支、八支聖道、涅槃、至涅槃道。

此謂安樂住。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安樂住」一 

    詞。 

e 義釋：「如何隨法有正覺」之句中：「正

覺」者，是四沙門道之智、慧、慧

根、慧力……乃至擇法覺支、觀慧、

觀(毘缽舍那)、正見。此是欲覺其

覺，欲隨覺，欲別覺，欲正覺，欲

證達，欲觸達，欲作證。「如何隨法

有正覺」者，是向覺有如何隨法耶？

1.向覺之「隨法」，是正行道、隨順

之行道、無害敵之行道、隨義之行

道、法隨法之行道、諸戒之完成、

諸根之守護、對食知量、向警寤之

努力、念正知。此等謂向覺之隨法。

2.或又於四沙門道之前分觀(毘缽舍

那)此等謂向覺之「隨法」。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正覺」以及 

    頌意。 

f 義釋：「隨其知解將語汝」之句中：「將

語」者，將說、將語、告、示、施

設、確立、開顯、分別、顯示、說

明。「隨其知解」者，是隨於知解、

知解、了知、識知、別知、通達、

不受賣、不依傳說、不依傳承、不

依藏經之說，不依思擇不依推論，

不依行相之審思，不依見、省、思、

忍、自己自知通，自已現見法，以

說彼。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隨其知解」、 

   「將語」以及頌意。 

以上一頌釋尊總結舍利弗的問題，

接著是釋尊以多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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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陀對舍利弗問題的回答 

以下是佛陀回答中最核心的最後一

頌： 

a比丘具念善解脫，b對此諸法調伏欲， 

c彼時時善遍觀法，d彼成專一破闇黑。 

世尊如斯宣說已。 

a 義釋：「比丘具念善解脫」之句中：「比

丘」者，是善凡夫比丘，又有學比

丘。「念」者，是所有念、隨念、現

念、念、憶念、憶持、沈潛、不忘

失、念、念根、念力、正念、念覺

支、一行道，此謂為「念」。具此念、

正具、達、正達、成、正成具備者，

謂之「具念」。「善解脫」者，是於

初禪入定者之心由五蓋而脫、解

脫、善解脫。於第二禪入定者之心

由尋、伺而脫、解脫、善解脫。於

第三禪入定者之心由喜而脫、解

脫、善解脫。於第四禪入定者之心

由樂苦而脫、解脫、善解脫。於空

無邊處入定者之心由色想、有對

想、種種想而脫、解脫、善解脫。

於識無邊處入定者之心由空無邊處

想、於無所有處入定者之心由識無

邊處想、於非想非非想處入定者之

心由無所有處想而脫、解脫、善解

脫。1.須陀含之心由有身見、疑、

戒業取、見隨眠、疑隨眠及彼之一

同諸煩惱而脫、解脫、善解脫。2.

斯陀含之心由麤之欲貪結、瞋恚

結、麤欲貪隨眠、瞋恚隨眠及彼之

一同諸煩惱而脫、解脫、善解脫。

3.阿那含之心由微俱之欲貪結、瞋

恚結、微俱之欲貪隨眠、瞋恚隨眠

及與彼一同之諸煩惱而脫、解脫、

善解脫。4.阿羅漢之心由色貪、無

色貪、慢、掉舉、無明、慢隨眠、

有貪隨眠、無明隨眠及彼之一同煩

惱及外之一切相而脫、解脫、善解

脫。此是「比丘具念善解脫」之義。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比丘」、「念」、 

   「具念」、「善解脫」以及頌意。 

b 義釋：「對此諸法調伏欲」之句中：「對

此諸法」者，是對色、聲、香、味、

觸。「欲」者，是對五種欲，所有欲

欲、欲貪、欲喜、欲愛、欲愛情、

欲熱惱、欲昏迷、欲縛著、欲暴流、

欲軛、欲取……乃至欲貪蓋。「對此

諸法調伏欲」者，是對此等諸法，

應與調伏欲、折伏、捨斷、除去、

滅除、令之滅無。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對此諸法」 

    以及頌意。 

c 義釋：「彼時時善遍觀法」之句中：「時

時」者，是心如掉舉應修止時，心

如等持應修觀時。時而策勵心，又

更抑制心，時而心喜悅，時而心等

持。瑜伽者明察，時而捨置心，如

何時策勵，如何時抑制。云何喜悅

時，云何修止時，瑜伽者捨心，云

何以示時。心沈應策勵，掉舉應抑

制，心如不安樂，斯時使喜悅。喜

悅心不沈，於無掉舉時，此應修止

時，令內意安樂。由此之方法，心

為等持時，為等持之心，以慧常捨

置。如斯之賢者，知時明察者，時

時心之相，應為細觀察。「善遍觀法」

者，是「一切行無常」善遍觀法，「一

切行是苦」善遍觀法，「一切法無我」

善遍觀法，乃至「所有集之法皆是

滅法」善遍觀法。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時時」、「善

遍觀法」以及頌意，此中教導止觀

的修習。 

d 義釋：「彼成專一破闇黑。世尊如斯宣

說已。」之句中：「成專一」者，是

一境心、不散心、不亂意。「破闇黑」

者，是令貪闇、瞋闇、癡闇、慢闇、

見闇、煩惱闇、惡行闇、暗黑者、

無眼者、無智者、滅慧者、害敵黨、

破不至涅槃者，應害破之、捨斷、

除去、滅除、令之滅無。 

說明：此處的義釋是注釋「成專一」、「破

闇黑」以及頌意。釋尊的回答到此

圓滿結束。 

四、結語 

《舍利弗經》的性質是歸屬九分教

中的「諷頌」。《舍利弗經》的義釋，是

直接解釋頌文的詞義，其中許多解釋值

得參考。南傳的《義釋》是舍利弗尊者

所作，北傳的《法蘊足論》是目揵連尊

者所作，我們可以看出佛陀二大弟子的

釋經風格都很類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