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2） 
 

《摩訶僧祇律》所記載的第一結集 
 

說明：此處為《摩訶僧祇律》卷 32,33,40 之重要記載。東晉佛陀跋陀羅

共法顯譯出，林崇安編。法顯於摩竭提國華氏城阿育王塔得到《摩訶僧

祇律》。大眾部(摩訶僧祇)是屬於佛滅百年後第二結集的會外大眾，此時

優波離的大弟子尊者陀娑婆羅已卒，因此卷 33 所說由尊者陀娑婆羅舉

行第二結集，顯然是後代所增，只有卷 32 對第一結集保留了正確的記

載。全文依次標號，以便掌握段落。 

 

 

【第一結集過程】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T22,489c] 

五百比丘集法藏者： 

 
【大迦葉與摩訶羅比丘】 
 

（1）佛住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毘舍離有怨，如《大泥

洹經》中廣說。乃至世尊在毘舍離於放弓杖塔邊捨壽，向拘尸那城熙連

禪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中雙樹間般泥洹，於天冠塔邊闍維，乃至諸天使

火不然，待尊者大迦葉故。 

（2）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山窟中坐禪。 

時，尊者大迦葉作是念：世尊已捨壽，欲何處般泥洹？今在何處？少病

少惱安樂住不？作是念已，即入正受三昧，以天眼觀一切世界，見世尊

在拘尸那竭城熙連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中雙樹間天冠塔邊闍維，乃至火

不然，見已慘然不悅。 

復作是念：及世尊舍利未散，當往禮敬。 

尋復念言：我今往見世尊最後身，不宜乘神足往，宜應步詣。 

（3）時，尊者大迦葉語諸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已般泥洹，各持衣鉢

 2



共詣拘尸那竭，禮覲世尊。 

諸比丘聞已皆言：善哉！ 

（4）時，尊者摩訶迦葉即與眾多比丘俱詣拘尸那竭。路經一聚落，聚

落中有一摩訶羅比丘，先在中住。 

（5）尊者摩訶迦葉告摩訶羅言：持衣鉢來，共汝詣拘尸那竭城禮覲世

尊。 

摩訶羅言：長老大迦葉！且待前食後食訖，然後當去。 

迦葉答言：不宜待食。 

摩訶羅勤勤至三，迦葉故言不宜待。 

時摩訶羅恚言：沙門有何急事怱怱乃爾，如死烏不直一錢，且待須臾，

食已當去。 

尊者大迦葉復言：宜且置食，世尊今已泥洹，及未闍維宜應速往。 

（6）時，摩訶羅聞佛已般泥洹，語尊者摩訶迦葉言：我今永得解脫，

所以者何？彼阿羅訶在時常言：是應行！是不應行！今已泥洹，應行、

不應行自在隨意。 

（7）時，大迦葉聞此語已慘然不悅，即彈右指火出，右足蹈地。 

摩訶羅見已大怖而走。 

（8）乃至大迦葉往詣佛所，世尊即現兩足，從棺雙出，時尊者大迦葉

見佛足已，偏袒右肩頭面作禮，說此偈言： 

 如來足踝滿，千輻相輪現，指纖長柔軟，合縵網文成。 

 是故我今日，頂禮最勝足，最勝柔軟足，曾遊行世間。 

 大悲濟群生，從今永不會，是故我今日，稽首如來足。 

 如來救濟我，解脫得應真，我今最後見，永已不復覲。 

斷世眾疑惑，離欲中最上，利益一切眾，無不得歡喜。 

是故我今日，頂禮最勝足，佛有如是德，善答決眾疑。 

今日時已過，慈慧光永滅，是故我今日，稽首最勝足。 

我證四真諦，說佛功德寶，偈讚禮敬訖，還攝雙足入。 

[T22,490b]  

（9）諸比丘各議言：誰應闍維？ 

時，尊者大迦葉言：我是世尊長子，我應闍維。 

是時大眾皆言：善哉！ 

即便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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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闍維已，迦葉憶聚落中摩訶羅比丘語，乃至欲行便行、不行則止，

即語諸比丘言：長老！世尊舍利非我等事，國王長者婆羅門居士眾求福

之人自當供養，我等事者宜應先結集法藏，勿令佛法速滅。 

 

【結集地點與施主】 

 

（1）尋復議言：我等宜應何處結集法藏？ 

（2）時，有言：向舍衛者。有言：向沙祇。有言：向瞻婆。有言：向

毘舍離。有言：向迦維羅衛。 

（3）時，大迦葉作是言：應向王舍城結集法藏，所以者何？世尊記王

舍城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聲聞優婆塞無根信中最為第一。又彼王有五百人

床臥供具，應當詣彼。 

皆言爾。 

（4）世尊先語尊者阿那律言：如來般泥洹，汝應守舍利，勿使諸天持

去，所以然者，過去世時如來般泥洹，諸天持舍利去，世人不能得往，

失諸功德，諸天能來人間供養，世人不能往彼，除其神足，是故好守護。 

（5）侍者阿難復以供養故不去。 

（6）時大迦葉即與千比丘俱，詣王舍城至剎帝山窟，敷置床褥莊嚴世

尊座，世尊座左面敷尊者舍利弗座，右面敷尊者大目連座，次敷大迦葉

座。 

如是次第安置床褥已，辦四月供具，結集法藏故悉斷外緣。 

 

【召集阿羅漢】 

 

（1）大眾集已，中有三明六通德力自在者，於中，有從世尊面受誦一

部比尼者，有從聲聞受誦一部比尼者，有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比尼者，有

從聲聞受誦二部比尼者。 

眾共論言：此中應集三明六通德力自在，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比尼者，從

聲聞受二部比尼者，集已，數少二人，不滿五百。 

（2）復議言：應滿五百，長老阿那律後到，猶少一人。 

時，尊者大迦葉為第一上座，第二上座名那頭盧，第三上座名優波那頭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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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尊者大迦葉自昇己座，唯留尊者舍利弗、目連、阿難座已，諸比丘

各隨次而坐。 

（3）時，尊者大迦葉告尊者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汝至三十三天

呼[口*束]提那比丘來，世尊已般涅槃，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 

即受命往三十三天白：長老！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

相呼。 

比丘聞已，慘然不悅：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 

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當往，世尊已般泥洹世間眼滅。 

即以神足上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見已即還，來入僧中具說上

事，乃至言入火光三昧。 

（4）復遣至三十三天尸利沙翅宮，呼憍梵波提；次長老善見在香山，

長老頗頭洗那在遊戲山，長老拔佉梨在瞻婆山；復有長老欝多羅在淨

山，尊者目連弟子名大光在光山，尊者舍利弗弟子摩藪盧在慢陀山，尊

者羅杜在摩羅山，如是等乃至聞喚，皆般泥洹。 

（5）復遣使往毘沙門天宮，喚修蜜哆，使至已作是言：長老！世尊已

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相喚。 

比丘聞已慘然不悅言：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 

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我當詣彼，世尊般泥洹後世間眼滅。即以神足上

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入於般泥洹。 

使還僧中，具白僧如上。 

（6）大迦葉言：諸長老！且止，勿復喚餘，諸聞喚者便自泥洹；若更

喚者復當般泥洹，如是世間便空無有福田。 

 

【阿難的證果與加入】 
 

（1）有比丘言：諸長老！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親受法教，又復世尊記

阿難有三事第一，宜應喚來。 

大迦葉言：不爾，如此學人，入無學德力自在眾中，猶如疥[癈-(弓*殳)+

虫]野干入師子群中。 

（2）時，尊者阿難料理供養訖，來到一聚落中作是言：我今此中宿，

明日當往王舍城。 

（3）時有天來語阿難言：大迦葉言尊者是疥[癈-(弓*殳)+虫]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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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作是念：世尊已泥洹，我今正欲依附，云何持我作疥[癈-(弓*殳)+

虫]野干？ 

心生不悅，復作是念：是大迦葉，足知我眷屬姓字，正當以我結使未盡

故作是言耳。 

（4）時，尊者阿難勤加精進，經行不懈，欲盡有漏。 

（5）時，尊者阿難以行道疲苦，又復世尊泥洹憂惱纏心，先所聞持不

復通徹，尋作是念：世尊記我，於現法中心不放逸，得盡有漏，用太苦

為？心不捨定，傾身欲臥，頭未至枕得盡有漏，三明六通德力自在。 

（6）即以神足，乘空而去，到剎帝窟戶外，而說偈言： 

 多聞有辯才，給侍世尊者，瞿曇子阿難，今在門外立。 

由不與開門，[T22,491b]又復說偈言： 

 多聞利辯才，給侍世尊者，已捨結使擔，瞿曇子在外。 

（7）爾時，大迦葉而說偈言： 

 汝捨煩惱擔，自說言得證，未入瞿曇子，來入瞿曇子。 

（8）阿難入已，禮世尊座訖，次禮上座，到己座處便坐。 

（9）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我不自高，亦不輕慢於汝，故作是言：但

汝求道不進，欲使精勤盡諸有漏故，說此言耳。 

（10）阿難言：我亦知，但以我結使未盡，欲使勤進，斷諸有漏。 

 

【先結集經藏】 

 

（1）時，尊者大迦葉問眾坐言：今欲先集何藏？ 

眾人咸言：先集法藏。 

（2）復問言：誰應集者？ 

比丘言：長老阿難。 

（3）阿難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 

又言：雖有餘長老比丘，但世尊記汝多聞第一，汝應結集。 

（4）阿難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

相應應遮，勿見尊重而不遮，是義、非義願見告語。 

眾皆言：長老阿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 

（5）時，尊者阿難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法藏？ 

作是思惟已，便說經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毘羅尼連河側菩提曼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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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尊者阿難適說是語，五百阿羅漢德力自在者，上昇虛空，咸皆喟歎：我

等目見世尊，今已言聞。悉稱南無佛已，還復本座。 

（6）爾時，阿難說此偈言： 

 勤修習正受，見諸法生滅，知法從緣起，離癡滅煩惱。 

 勤修習正受，見諸法生滅，知法從緣起，證諸法滅盡。 

 勤修習正受，見諸法生滅，知法從緣起，摧伏諸魔軍。 

 勤修習正受，見諸法生滅，知法從緣起，如日除眾冥。 

[T22,491c] 

（7）尊者阿難誦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長者集為長阿含。文句中者集

為中阿含。文句雜者集為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

比等名為雜。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隨其數類相從，集為增一阿

含。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

名雜藏。 

（8）爾時，長老阿難說此偈言： 

 所有八萬諸法藏，如是等法從佛聞， 

 所有八萬諸法藏，如是等法從他聞， 

 如是等法我盡持，是佛所說趣泥洹。 

是名：撰集諸法藏。 

[T22,491c] 

 

【次結集律藏：五淨法】 
 

（1）次問：誰復應集比尼藏者？ 

有言：長老優波離。 

（2）優波離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 

有言：雖有長老比丘，但世尊記長老成就十四法，除如來應供正遍知，

持律第一。 

（3）優波離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

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是義、非義願見告示。 

皆言：長老優波離但集，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 

（4）尊者優波離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律藏？五淨法，如法如律隨

 7



喜，不如法律者應遮。何等五？一制限淨，二方法淨，三戒行淨，四長

老淨，五風俗淨。 

制限淨者，諸比丘住處作制限，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

制限淨。 

方法淨者，國土法爾，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方法淨。 

戒行淨者，我見某持戒比丘行是法，若與四大教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

捨，是名戒行淨。 

長老淨者，我見長老比丘尊者舍利弗、目連行此法，與四大教相應者用，

不相應者捨，是名長老淨。 

風俗淨者，不得如本俗法，非時食飲酒行婬，如是一切本是俗淨，非出

家淨，是名風俗淨。 

如是諸長老，若如法者隨喜，若不如法應遮。 

諸比丘答言：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臨時應當遮。 

 

【阿難之越比尼罪】 
 
（1）時，尊者優波離語阿難：長老有罪，清淨眾中應當悔過。 

阿難言：有何等罪？ 

（2）答言：世尊乃至三制不聽度女人出家，而汝三請，是越比尼罪。 

時，尊者大迦葉擲籌置地言：是第一籌。 

即時震動三千大千世界。 

（3）復次，佛在毘舍離，佛告阿難：毘舍離般樂放弓杖塔可樂，若得

四神足者可住，壽一劫一劫有餘，若佛在世世人得見。汝言：如是世尊，

如是修伽陀。汝不請佛住世，越比尼罪。 

次擲第二籌。 

（4）復次，汝右脚指躡世尊僧伽梨衣縫而汝不知是僧伽梨，是諸天世

人塔應恭敬耶，是越比尼罪。 

次下第三籌。 

（5）復次，佛告阿難：取水來，如是至三汝不與世尊取水，是越比尼

罪。 

下第四籌。 

（6）復次，佛告阿難：我臨般泥洹時當語我，我當為諸比丘捨細微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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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汝不白，越比尼罪。 

下第五籌。 

（7）復次，佛般泥洹，而汝以佛陰馬藏示比丘尼，是越比尼罪。 

下第六籌。 

（8）復次，佛般泥洹已，力士諸老母臨世尊足上啼，淚墮足上，汝為

侍者不遮，是越比尼罪。 

下第七籌。 

（9）爾時，阿難不受二罪，作是言：長老！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是故

三請度比丘尼。佛在毘舍離，三告不請佛住世者，我爾時是學人，為魔

所蔽，是故不請。 

是中，犯五越比尼罪，長老如法作已。 

 

【結集律藏：九法序、五事記、五比尼】 
 

（1）時，尊者優波離作是言：諸長老！是九法序，何等九？一波羅夷，

二僧伽婆尸沙，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薩耆，五九十二波夜提，六四波

羅提提舍尼，七眾學法，八七滅諍法，九法隨順法，世尊在某處為某甲

比丘制此戒不？ 

皆言：如是！優波離如是！ 

（2）優波離復言：比尼有五事記，何等五？一者修多羅，二比尼，三

義，四教，五輕重。 

修多羅者，五修多羅。 

比尼者，二部比尼略廣。 

義者，句句有義。 

教者，如世尊為剎利、婆羅門、居士說四大教法。 

輕重者，盜滿五重，減五偷蘭遮。 

是名五事記比尼，長老如是應學。 

（3）復有五比尼，何等五？一者略比尼，二者廣比尼，三者方面比尼，

四者堅固比尼，五者應法比尼。 

略比尼者，五篇戒。 

廣比尼者，二部比尼。 

方面比尼者，輸奴，邊地聽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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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比尼者，受迦絺那衣捨五罪別眾食乃至不白離同食。 

應法比尼者，是中法羯磨和合羯磨，是名應法比尼。 

餘者非羯磨。 

（4）如是集比尼藏竟，喚外千比丘入，語言：諸長老！如是集法藏，

如是集比尼藏。 

 

【細微戒之爭議】 
 

（1）有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先語阿難，欲為諸比丘捨細微戒，為捨

何等？ 

有比丘言：世尊若捨細微戒者，正當捨威儀。 

有言：不正捨威儀亦當捨眾學。 

有言：亦捨四波羅提提舍尼。 

有言：亦應捨九十二波夜提。 

有言：亦應捨三十尼薩耆波夜提。 

有言：亦應捨二不定法。 

時，六群比丘言：諸長老！若世尊在者一切盡捨。 

（2）大迦葉威德嚴峻猶如世尊，作是言：咄咄！莫作是聲。 

即時一切咸皆默然。 

（3）大迦葉言：諸長老！若已制復開者，當致外人言：瞿曇在世儀法

熾盛，今日泥洹法用頹毀。諸長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當隨順學。 

 

【摩訶僧祇律傳承】 

 
（1）此法從何處聞？從尊者道力聞比尼、阿毘曇、雜阿含、增一阿含、

中阿含、長阿含。 

（2）道力復從誰聞？從尊者弗沙婆陀羅聞。 

尊者弗沙婆陀羅復從誰聞？從尊者法勝聞。 

法勝從誰聞？從尊者僧伽提婆聞。 

僧伽提婆從誰聞？從尊者龍覺聞。 

龍覺從誰聞？從尊者法錢聞。 

法錢從誰聞？從尊者提那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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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那伽從誰聞？從尊者法護聞。 

法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婆伽聞。 

耆婆伽從誰聞？從尊者弗提羅聞。 

弗提羅從誰聞？從尊者耶舍聞。 

耶舍從誰聞？從尊者差陀聞。 

差陀從誰聞？從尊者護命聞。 

護命從誰聞？從尊者善護聞。 

善護從誰聞？從尊者牛護聞。 

牛護從誰聞，從尊者巨舍羅聞。 

巨舍羅從誰聞？從尊者摩求哆聞。 

摩求哆從誰聞？從尊者摩訶那聞。 

摩訶那從誰聞？從尊者能護聞。 

能護從誰聞？從尊者目哆聞。 

目哆從誰聞？從尊者巨醯聞。 

巨醯從誰聞？從尊者法高聞。 

法高從誰聞？從尊者根護聞。 

根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哆聞。 

耆哆從誰聞？從尊者樹提陀娑聞。 

樹提陀娑從誰聞？從尊者陀娑婆羅聞。 

陀娑婆羅從誰聞？從尊者優波離聞。 

優波離從誰聞？從佛聞。 

佛從誰聞？無師自悟更不從他聞。 

（3）佛有無量智慧，為饒益諸眾生故授優波離，優波離授陀娑婆羅，

陀娑婆羅授樹提陀娑，樹提陀娑如是乃至授尊者道力，道力授我及餘人。 

 我等因師教，從無上尊聞，聞持誦比尼，賢聖所行法， 

 世尊內法藏，紹繼釋迦後，各各共護持，令法得久住。 

[T22,493a] 

（4）是名五百結集法藏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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