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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希尊者

1904年生於謝昆村（Seikkhun），位於歷史上知

名的上緬甸雪布區（Shwebo）內，這是一個繁榮的

村莊，以手搖紡織業聞名。梭巴納（Sobhana，意思

是具足優雅和莊嚴）長老（Bhadanta），即大眾所熟

知的馬哈希尊者，由於戒（Sīla）、定（Samādhi）、

慧（Paññā）卓越非凡，被公認為緬甸國內外內觀禪

（Vipassanā Meditation）的卓越導師。

馬哈希尊者、長老（Maha-thera）、最高巴利佛

學博士（Sāsāna-dhaja-siri-pavara dhammacariya）、最

高大哲士（Agga Mahā Panḍita）、三藏大結集的提問

者（Chattha-sangiti-pucchaka）1，在十二歲成為沙彌之

後，經由不斷的修學與堅定不懈，他成為一位內觀禪的

卓越導師，尊者費盡苦心撰寫通俗易懂的文章，來解釋

深奧的經文，特別側重於內觀禪修法，使信眾們知道如

1  1954至1956年期間，南傳上座部佛教於緬甸舉行「第六次聖典結集」
時，馬哈希尊者擔任相當於「第一次結集」時大迦葉尊者的「提問

者」角色，以巴利語和當時擔任如阿難尊者「答覆者」角色的明昆持

三藏法師（1911-1992），進行佛典結集問答。

序 文

本書最初由馬哈希尊者寫於緬甸，是一部廣為流傳

的經典，後來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譯者鄔昂沛（U Ohn 

Pe；筆名 Tet Toe），是知名英語作家和學者，也是馬

哈希禪修中心（Mahāsī Sāsana Yeiktha）翻譯委員會的

成員。

經藏（Sutta Piṭaka）主要的部分為，佛陀在不同場

合的應機說法，形成三藏（Tipiṭaka）的一部分，類似

作為處世的準則，其中包含佛陀在各種場合，對不同根

性人的開示。

馬哈希尊者除了講述一系列經典中佛陀的教義與教

法外，特別為了利益一般對佛學有興趣的人，選了一些

經典譯為英文。本講記由佛法弘揚協會（Buddha Sāsana 

Nuggaha organization）的翻譯委員會選擇翻譯，並附上

馬哈希尊者最後的祝福，其它著名經典的英譯也將陸續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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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抵禦世間法的打擊。無知的人不曾擁有真知與平靜的

心靈；然而，在人生浮沉的任何情況下，智者守護心念

並清除心中的邪念。

願你們都能依照佛法約束自己，並能得到幸福自

在。

敏瑞（Min Swe）秘書長

佛法弘揚協會

馬哈希禪修中心，仰光

何開始修學及逐步達到智慧的彼岸。

翻譯委員會在將其所選擇的經典翻譯成英文時，盡

最大努力保持經文的原意、正確性，並且以容易閱讀的

形式翻譯。這些關於佛法的書籍，措詞上盡量通俗、平

易，這是為了利益尚未修學佛法的普羅大眾，使他們能

領會及理解佛法。

這本《世法經講記》提供實用的指導與指引方向，

希望能從生命的無常中解脫，得到真正的自在。書中

指出一種容易的方法，可以抑制無明的欲望與盲目的

欲求，透過簡單的禪修，使人得到必需的安定心靈。

我們所說的生命本質是由業（Kamma）帶來的心與物

質（名色，Nāma-Rūpa）所構成。生命如是傾向敗壞、

老、病、死。凡人的生命充滿痛苦、煎熬與無常，為了

解這絕不可避免的世間法，並能禁得起人們所遭受的痛

苦和減少怒氣、傷心、挫折、欲望與困惑，這本書的教

法（dhamma）應能證明是有益的。

馬哈希尊者舉出一些例子並從佛陀的教法中引用一

些相關的故事，來說服讀者：不依戀名色的人沒有痛

苦；可以控制情緒與心念的智者，能在迭宕起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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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zaungmon）的滿月日，通常在十一月的上旬。你

們都清楚歐洲的曆法是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年的結

束，這是一個固定的日子，不像緬甸一年結束的日子必

須由占星家們算出來，由他們宣布潑水節開始的日子，

通常會延長至三天。

當這個節慶結束，就是緬甸新年的開始。緬甸的佛

教徒通常藉這個時機齋戒（Sabbath），2要是無法這麼

做，有些人不守齋戒，他們保持心靈清淨，要以清淨心

迎接新年，並盡可能的在元旦也保持如此，這比在潑水

節期間守齋戒的緬甸人好。齋戒和維持一個人的心靈清

淨，就像是送走一位老朋友，並高興地歡迎一位新朋友

來訪。保持心清淨，不僅是可取的；而且應該布施和禪

修，這也是明智的選擇。如此將獲得更美好的清淨，這

樣的心態可以抵禦新的一年裡，可能會帶來的邪惡與

災難。在新的一年開始為自己也為整個世界的福祉與

和平祈福，是值得讚許的。至於我們，在這個吉祥的

時刻，貢獻大家這場演講，我們一直在每個齋戒日講

道，我已經為你們講述過《帝釋所問經》“Sakka Pañha 

2 sabbath字面上的翻譯是安息日，按緬甸傳統是指持守齋戒的日子。

1. 潑水節

今天是潑水節（The Thingyan Festival）的開始，

標示了一年的改變，從緬甸紀元1326年到1327年，

Thingyan是緬甸語的說法，起源於梵語Sankranta，意思

是改變或轉換，太陽在十二個月期間的終點轉換它的路

線，緬甸人在這時慶祝一年的開始。這個節慶標明了從

緬曆的最後一個月Tabaung轉換到第一個月Tagu。

潑水節是由古代婆羅門所創，他們每年都會預測一

年的吉凶，這樣的預言通常會頒布公告，緬甸語稱為

Thingyansa，它陳述天帝（Thagyamin）將騎公牛或其

他動物降臨人間，事實上天帝從未降臨人間，所以說這

是婆羅門捏造的。根據傳說，太陽繞著我們的世界運

行，這只是傳說的假想，根據現代科學，我們現在相信

地球繞太陽公轉，每一年繞一圈；不管怎麼說，今天是

緬甸潑水節的開始，這表示舊的一年結束，新的一年開

始。

在佛陀時代的中印度，一年終了的時間是緬曆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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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是世間法？

緬語Lokadhamma是衍生於巴利文Lokadhamma。世

間（Loka）包含三部分：有情世間（Sattaloka）、行法

世間（Sankhāraloka）及器世間（Okāsaloka）。有情世

間意謂「所有的有情（sattāva）或人」，每個人確實是

一個世間，也就是說，每個男人、女人或動物即是一個

世間。

器世間意謂眾生的住所，因此，有人的世間、天

（deva）的世間、梵（brahmā）的世間、地獄的世間、

畜生的世間、餓鬼的世間。畜生與惡鬼的世間在地界，

天與梵的世間在天界。

行法世間意謂眾生的物質與心理層面的連續活動以

及無生命的東西如大地、樹木、森林、山嶺、住所、

水、氣、火等的變遷及行動。總之，行法世間構成所有

名色的演化過程。

我今天的演講是關於有情眾生的世間，即有情的

世間。所以，loka在這個背景下意謂人，dhamma意謂

Sutta”，然而，今天我將會給你們一個主題，這是與每

一個人、每個生命，大家應該理解和實踐的有關講述。

這是一個關於「世間法」“Lokadhamma”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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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太陽下，他的影子總是跟隨著他，他不能阻止影

子跟著他。所以就像影子一樣，世間法總是跟隨著人，

同樣的，人總是跟隨著世間法。

法，Lokadhamma或Lokadham意謂每個人必定要接受並

且與之抗衡的自然結果。佛陀對世間法的解說有兩種經

文：短的經文與長的，我現在引述的是巴利原典中的長

經文。

《世法經》的巴利原文：

Atthime bhikkhave lokadhammā lokam anupari 

vuttanti; lokosa ime attha lokadhamme anu pari 

vuttati.

比丘，有八種形式的世間法經常跟隨著有情眾

生；並且所有的有情眾生也跟隨著世間法。3

有八種形式的世間法，總是跟隨著人，假如一個人

3  以下列舉世間八法在經典中的幾個出處：(1).《雜阿含經》卷7，148：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世八法世間轉？」。

(2).《增壹阿含經》卷39，8：「有世八法隨世迴轉。云何為八？一者
利，二者衰，三者毀，四者譽，五者稱，六者譏，七者苦，八者樂。

是謂──比丘！──有此八法隨世迴轉。諸比丘！當求方便，除此

八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3).《長阿含經》卷8，9：「諸
比丘！如來說八正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

樂。」(4).《摩訶僧祇律》卷4：「世間八法，常隨世人。世人亦常隨
世八法。何等為八：一、利，二、不利，三、稱，四、不稱，五、

譽，六、毀，七、樂，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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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個人嘗試去獲取財富而失敗，這是令人遺憾的，

他可能會怨嘆其他人可以獲得財富而自己為什麼不能！

更可悲的是失去了既有的東西。生活中有五種危害或破

壞力量，4因為這些危害，可能讓你失去或毀壞你的財

物。

在第一組中的情形是，大家喜歡獲得財富，不管獲

得財富是以正當的方式或不擇手段，愚痴的人不在意以

不正當的手段獲得財富，好了！沒有人喜歡所渴望的東

西被剝奪，古今皆然！每個人都不喜歡窮困。

名聲指有配偶、朋友和同伴、信徒和隨從，很多人

在他們之中可以發揮個人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譏嫌指被剝奪了這些擁護。

在第二組中，每個人喜歡充斥著同伴與隨從的恭維

聲，起先，一個人單身、結婚，然後有了孩子。人在社

會闖蕩，會有許多朋友、同事和隨從，個人可以在他們

中發揮影響力，人喜歡這種境遇，並且歡迎更多人圍繞

著他；假如被剝奪了這些境遇，人會覺得沮喪。當一個

人沒有贏得他希望要的結交者之友誼，或失去僕人、隨

4 危害財物有五：水、火、盜賊、王、不肖子孫。

3. 世間八法

什麼是世間八法？即：利得（ lābha）、損失

（alābha）、名聲（yāsa）、譏嫌（ayāsa）、

指責（ n i n d ā）、稱讚（ p a s a m s a）、快樂

（sukha）、痛苦（dukkha）。

其中，四種是好的，其它四種是壞的。當然，人喜

歡四種好的，不喜歡四種壞的。

現在，什麼是利得？這是獲得使人愉悅和滿意的東

西，也就是有用的東西，對人來說，就是黃金、白銀、

鑽石、珠寶、家畜、象、馬的飼料、衣服、車輛、房

子、土地等等。不管有沒有努力工作而獲得這些東西，

都被認為是好事，而且是越多越好；在商業或其他生計

中獲得成功，將被賦予利得或財富。對於比丘，即得到

四種必需品，那就是食物、袈裟、寺院（住所）、藥

品，這是好的。

相反的，損失意味被剝奪了這些東西或經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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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富和快樂是重要的

第四組是富裕與窮困。其中，富裕分兩種：一種是

物質上的富裕，一種是精神上的富裕。換個說法是榮

華（prosperity）與快樂（happiness），這兩種都是重要

的。假如一個人被賦予這兩者，那他不再需要任何東

西。人們總是努力去獲得榮華與快樂，因此，一位古時

的智者說：「所有你周圍的人都渴望得到財富，從而延

長遇險（distress）的機會，因為沒有人能真正達到這個

目的。」他的話是貼切的。物質上的富裕與精神上的富

裕，加在一起為榮華，這是人們所渴望及煞費苦心所要

得到的。

擺脫身體的痛苦與不適，並得到生活上的好東西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人們總是不斷的努力去獲得榮華；擺

脫種種的不快樂，並且隨時都能自由自在也是很重要

的，因此人們總是努力爭取榮華。

讓我們看看這個問題，什麼是物質富裕與精神富

裕？讓我們把兩者結合起來叫作榮華，甚麼是人間的榮

從時，無疑地，他一定覺得不快樂。

再來是指責，意味受到攻擊、批評和嘲笑；稱讚，

意味被讚美及高度尊敬。這第三組也是，人不喜歡被辱

罵、嘲笑或批評。一個人可能不會受到這種批評，但，

無疑地，無論如何不喜歡被批評，他更不能忍受嘲笑。

假如一個沒有容忍及寬容心的人，他將覺得很受傷，尤

其是當批評是他應得的，這就像棍子打在傷口一樣，這

傷害非常大，被批評的人覺得嚴重受傷，是在於他覺得

已經被公然成為嘲笑的對象了。

至於那些有好性情的人，假如批評是應得的，他們

會竭盡所能地忍耐，並且平靜的反省自己的過錯；然

而，沒有人喜歡被批評或嘲笑，既不是年輕人，也不是

老年人，而是沒有人喜歡！至於稱讚，這意味獲得讚

美，每個人都喜歡，即使讚美是不應得的，而且是多麼

的諂媚阿諛，人們還是會微笑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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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喜歡他們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世間八法的描述，正如已經說過

的，每個人都喜歡好的四種，不喜歡壞的四種，但不管

是喜歡的或不喜歡的，每個人都必須接受世間八法，沒

有人能遠離他們，沒有人可以逃離他們。

好的和壞的相伴

人有時可以擁有自己想擁有的，人可以達到自己的

目的；人有時也可能無法得到自己想擁有的，或人可能

失去自己已經擁有的。即使有些東西屬於人一輩子所擁

有，但當人死亡時，還是必須離開他們，因此，當一個

人擁有利得，他將也會有損失，損失跟隨著利得的尾巴

而來。 

人在某一段時間可能有配偶、朋友、同伴和追隨

者；在另一段時間，可能喪失他們。即使是有大批追隨

者的佛陀，在結夏安居期間，有時也不得不獨自生活。

所有其他人不能指望總是被忠誠伺候，最後當一個人死

亡時，必須離開所有隨侍。因此，名聲總是伴隨著譏

華？甚麼是天界的榮華？它們是同類，為了能夠實現

它，必須有幾個支撐的因素：一個人必須有榮華、各種

優勢、良好的食物、舒適的家及隨從等。如果一個人完

全具備所有這些條件，他可能會富裕和快樂；如果有什

麼不足，然後某種困擾可能發生。但是，任何人都能被

「完全賦予」所有這些東西嗎？世界上沒有人是如此被

賦予。努力得到這些東西，一個人必須歷經種種煩惱，

以及總是不斷擴大「遇險」（sea of distress）的機率。

苦惱包括身體不適和不快樂，身體不適包含了痛

苦、疾病、毆打、折磨、意外等，而這些都是像灼人的

太陽或火，沒有人喜歡他們，當然，每個人都害怕他

們，然後是各種心理不快樂，比如：煩惱、焦慮、沮

喪、悲傷和各類心理不安。當然，沒有人喜歡它們，每

個人都感到害怕。有時謾罵、嘲笑、被別人譴責也使你

不高興。但在某些情況，當人們被剝奪了東西或他們愛

不釋手的物品時，這種剝奪都讓他們不快樂。沒有人願

意有這樣的不愉快，他們害怕這些，因此人們必須警

覺，以避免發生這種狀況。



24 25

風動石《世法經》講記 Lokadhamma 財富和快樂是重要的

在世間法的示現中，人苦惱於受到不好的遭遇。如

果ㄧ個人無法得到生活中的餽贈，或失去已經擁有的東

西；如果一個人獨居而沒有隨從；如果人被批評或嘲

笑；如果人患有疾病且貧困，將會感到易怒和悲傷。此

乃世間之常情。

在一些例子中，人們淪落為貧窮而導致發瘋或死

亡，因為他們受到財富損失的嚴重影響。根據耆那教的

說法，財產是人生命的一部分。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殘害

生命，當財產形成生命的一部分時，剝奪一個人的財產

而害死人，則是一個嚴重的罪過。根據耆那教，財產是

生命的主要支撐因素，所以如果一個人被剝奪財產，最

終可能死於糧食缺乏。根據數據資料，說財產是生命的

一部分，是頗合乎邏輯的。損失可以殺死一個人。

假如一個人被剝奪了伴侶和隨從，他不會快樂。當

一個人受到批評或嘲笑，他心情感覺很糟，而且不快樂

的程度，可由批評的嚴重性和嘲笑的深度及廣度來衡

量。身體稍為不舒服可以忽視，但疾病以及各種醫療處

理往往是無法忍受的，而且通常令人很不愉快。

嫌。

人受稱讚是因為他值得讚揚，得到好評是好事，但

人們必須努力去贏得它。只有經過艱苦努力的人，才能

得到稱讚──真正的稱讚，不是阿諛之辭，並且人必須

繼續努力以保持這尊重。儘管如此，如果有人誤解或憎

恨，或者如果出了事而招惹了批評或嘲笑，人將損失如

此努力保持的自尊，即使是如此完美的佛陀，也免不了

遭受某些人的嘲諷，更別說是一般人了。因此，讚揚總

是伴隨著嘲諷。

快樂和痛苦也是相伴。如果情勢有利，人就找到快

樂和榮華；情勢不利，人就會煩惱。就好比走路，當走

路時，人一次只用一隻腳站立，同時另一隻腳也正在舉

起。因此，快樂和痛苦也像這樣交替出現。

人樂意遇到好事

人們應該以耐心和理解來接納世間法的遭遇，那些

沒有耐心和理解的人，當他們遇到好事時是極端的高興

和激動；並且當他們處在困境時總是非常沮喪，只因為

壞情勢世間法的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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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受到影響，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自己感官

的貪愛或焦慮與憤怒。這就是為什麼富有的給孤獨長

者（Anathapindika）要為失去年輕的女兒蘇摩娜夫人

（Sumana Davi）而哭泣；毘舍佉（Visākhā）失去一個

年輕的孫女時也是如此。然而，他們認識佛法，在一定

程度上，是有能力抵禦命運的衝擊。不說他們，即使是

普通的人或凡夫（puthujjana），當然，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抵禦衝擊，如果他願意思惟於佛法，除了思惟佛法

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護衛我們免於世間法的不利影

響，況且佛法是我們都必須皈依的。當然，人們應該嘗

試所有最好的、實際可行的方法去迎戰世間法的侵襲；

如果這些都失敗了，應該在佛法中尋求庇護。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妥善處理世間法甚至佛法（即

禪修），應該盡可能設法以其最好的平捨心，接受這挑

戰。人們應該以耐心和寬容，視其為當然的事，我們必

須思考這明顯事實：即世間法的示現，甚至如尊貴的佛

陀和阿羅漢也必定要遭遇和接受，這些聖者以耐心和忍

辱承擔這攻擊，我們必須跟隨他們的腳步，培養這種態

度是真正重要的。

5. 佛陀和阿羅漢也受到世間法的支配

對於普通人，世間法是常有的經歷。阿羅漢是斷除

了煩惱（kilesā）污染的，也會遭遇到世間法，雖然他

們能以中捨心（eguanimity）接納好的和壞的情況。所

以《吉祥經》（Mangala Sutta）中佛陀說：

Phutthassa lokadhammehi cittam yassa na kampati, 

asokam virajam khemam etam manglamuttamam.

阿羅漢的心被世間八法侵擾而不動搖，對他來說

沒有焦慮或沮喪，連一點點的煩惱也沒有，對他

而言沒有威脅。這的確是最高境界的吉祥。

佛陀說所有阿羅漢是清淨無雜染的，但當他們仍

在這個世界上，也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世間法，直到

涅槃為止。當人生的浮沉如此襲擊他們時，在精神上

卻不受影響，因為他們有能力保持穩定的心：榮華時

不大喜，逆境時不大悲；不止阿羅漢，阿那含也禁得

起世間法的考驗；至於須陀洹和斯陀含，他們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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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者能耐心的接受世間法的襲擊。然而，沒有禪修的

人會把所有的現象當作是永恆的，當作是取悅他的；他

也認為他的身體就是自己，就是自我。當生活中的好事

降臨，他因此高興和激動；當不好的事情隨之而來時，

他即沮喪和鬱悶。為了區分誰知道佛法及誰不知道，佛

提出以下問題。

6. 最崇高的吉祥

遭受世間法打擊時，阿羅漢內心並非被石化成毫無

反應，但是，當他們已經清除所有的雜染，並且不怕危

險和災難，非常平靜地接受這衝擊，這是最好的或最崇

高的吉祥。當然，所有的吉祥都是最好的，因為它們都

是幸福的事。但是，這個特殊的吉祥是最高等級的，因

為這是阿羅漢所完全擁有的特質。這些聖者永遠不會受

到世間法攻擊的影響，他們保持平靜和安定的心；他們

總是有穩定的心，為其帶來自在。在佛陀所宣講的《吉

祥經》中，把這個作為最後的吉祥，因為它是最崇高

的。

現在正修學的行者應努力實現這吉祥。這吉祥與禪

修密切相關，因為隨著禪修者注意不斷的生起和壞滅的

現象，並且思惟於無常（anicca）、苦（dukkha）與無

我（anatta）的本質。當禪修者了解畢竟沒有活人、死

人這回事，因為無論是活著的和死去的，都受制於無

常、苦與無我，且由地、水、火、風所組成的。於是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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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丘的回答

世尊！所有正法起源於佛陀，大家都在佛陀的庇

護之下，並且要靠佛陀來解釋正法。因此，佛陀

給我們的開示，我們將聽取並一輩子珍惜。

比丘如此回答。這意味著，比丘要求佛陀由他自己

提供問題的答案。

7. 問題

比丘，我們說，一個無知凡夫經歷世間八法，並

且多聞聖弟子也同樣如此時，他們會有什麼不同

的反應？誰的成就（承受衝擊）比較傑出？

現在，有兩種多聞或智慧，也就是說，有兩種

「聞」（suta），他們是：聖教之聞（āgama suta）與

證悟之聞（adhigama suta）。前者是從佛陀的開示中獲

得的見聞。，在此的例子是：這類見聞包含：了知世間

八法無論是誰都會遇到的，而且無人能豁免。然而，在

觀照名色當下所有的生起，如同論及其他行為及動作一

樣，都受縛於無常、苦、無我。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獲

取，叫作聖教之聞（理論上的智慧）；證悟之聞（實修

上的智慧）是深刻領悟真理，即以內觀洞察四聖諦。這

樣的了悟和僅只知識的獲取，對承受世間法襲擊的人是

有必要的。佛陀問道完全具備這兩種「聞」的人，他的

反應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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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義。

在損失財富和財產的例子中，未被充分教育的人無

法理解事物是短暫的，因為這個原因而遭受苦。佛繼續

解釋說，無知的人得到一份餽贈，然後喪失了清淨善良

的心境，而且餽贈被剝奪時也一樣。財富和榮華帶來的

禮物是無常短暫的，不能領悟這實相的人們，當擁有它

時會感覺喜悅。這種擁有的感覺不能讓人心裏平穩，也

不會有機會讓人去聆聽一場宗教開示或禪修，因為他們

太忙著賺錢。這樣的人不能忍受失去財富，也不能不持

續試圖獲得更多一些。如果不能得到財富，他們會感到

失望，如果失去了已經擁有的，他們會感到沮喪，他們

沒有機會使自己的心靈處在平穩的狀態，卻讓生命與時

間消逝在哀悼損失上。

當然，他們在財富得失的悲喜程度，取決於財富多

寡，因此，佛繼續解釋說，擁有財富的人當獲得與失去

財富時，將會感到喜樂與悲傷，此悲喜程度有多大，在

於他衡量財富的價值有多少。當得到財富，他很高興；

失去它，就生氣，並持續為失去感到悲傷。

這種喜歡獲利而哀傷損失的凡夫將無法解脫輪迴

9. 佛陀的解說

佛陀說凡夫，即無知的俗人，在接受榮華的餽贈

時，並沒有意識到榮華將會依循無常的法則而變遷，

導致受苦；並且他不屬於自己，沒有自我這回事（無

我）。凡夫接受這榮華的禮物滿懷喜悅，以為它是「我

所有」、屬於「我」，他不知道真正的實相。

這種無知的、未轉化的人，無論是薪資所得還是沒

有真正努力而獲得財富與房產。他們以為獲得財富是成

功的。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他們的，這些屬於他們，他們

沒有意識到這些東西畢竟不是永久的，它們將因盜竊或

火災而丟失或破壞，或由於不利的情勢下，將逐漸衰頹

或瓦解，最終將會失去。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自己不是長

生不老，因為那是由名和色所組成，是會死的。他們沒

有意識到，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和房產是他們種種焦慮、

擔心和麻煩的原因。這些人是無知的。在佛教未蓬勃發

展的地方，人們也得不到這樣的訊息；即使是在緬甸，

還有人沒有這樣的教育，並因此不了解人生無常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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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聲與譏嫌

凡夫喜歡被夥伴和侍從包圍，當一個人結婚生子，

會覺得滿足，得到僕人和門徒也是。有人會認為，有這

樣完整的結合是個永久狀態，忘記了這樣的事情，和所

有的事情，都是無常的。永久性或愉悅感畢竟是一種錯

覺。人往往不能意識到這點。有些丈夫、妻子、孩子分

離或死亡的例子，於是人們陷入痛苦，有時哀慟之深，

令人死亡。人沒有建立平穩心的機會，因為當人獲利，

心中即貪婪；損失時，心中即憤怒和悲哀，而這些是經

常發生的心理狀態，一個接一個，並沒有獲得真正好處

的機會，因此不斷地出現生、老、死和憂慮，並為它們

痛苦著。

（亦即還要出來再生），因此，他不會從老和死、焦

慮、懊悔、悲傷和各種不幸的痛苦中解脫。佛陀如此

說。這是很清楚的，獲利即大喜；損失即哀傷，一個人

將沒有時間做善事和保持平穩的精神狀態，因為他花了

所有的時間在伺候貪婪和嗔恚。他沒有時間為解脫輪迴

而努力，所以他不能擺脫再生、老、死的苦，焦慮、悲

傷和沮喪的現象屢見不鮮。誰有這些情緒都將是輸家。

保有財產完整無損是件麻煩事，為了防範敵人，他們因

此失去睡眠和食欲。這些都是近在身邊的煩惱，如果人

可以忽略這些煩惱，將會有些緩解。這些言論可以被應

用到其他三組世間法的例子上，不過，我會簡要的提

及。



36 37

風動石《世法經》講記 Lokadhamma 快樂與痛苦

12. 快樂與痛苦

當人得到想要的，並且可以使用它，他因此滿意和

高興。當人欣然得意時，往往看不到生命的狀態是無

常，因此促成了苦。快樂或世俗上使人滿足快樂的事，

事實上，人們一直在到處遊走、努力辦事情，都只是為

了獲得這一類的快樂。而且它又是確實的。這就是為什

麼有個天神曾經說過：

在歡喜園（Nandawun）5的天堂花園，享受天堂

節慶的那種快樂，對尚未拜訪過歡喜園的人們來

說，的確還不知道快樂的意義。

他說這天堂花園是極樂的所在。當人面對痛苦，即

快樂的反面時，他聯想到樂極生悲，但人們不會那麼有

能力觀察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於是這促成了苦。這種

人當他痛苦時，通常感覺「我很痛苦」；當他享樂時，

覺得「我很享受」。因此，當人有快樂，他被貪婪所淹

5 Nandawun：屬忉利天，三十三天的園林，稱歡喜園。

11. 責備與稱讚

人受到讚美時，喜出望外；當受到批評和誹謗，覺

得徹底垂頭喪氣。這因為人們沒有意識到，讚美和批評

只是暫時的，絕非永恆。當人因讚美而歡樂，是被貪婪

所征服；因批評而苦惱，是被嗔恚所淹沒。沒有機會產

生平穩的心態。當缺乏善根（kusala），人將無法擺脫

生、老和死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煩惱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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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智者的特質

對於那些多聞和明智的人，即聖人，如果得到餽贈

及利得，他們思惟無常、苦與無我，及不斷變化和毀壞

的本質，並不為所動。他們有正確的思惟，所以當餽贈

和利得丟失或毀壞時，他們有正確的了解。這是凡夫和

聖人之間反應的差異，聖人完全具備佛學知識（聖教之

聞），同時透過禪修，他已經自己領悟到無常、苦與

無我整個現象的本質。這種領悟是因為他在實修上的

智慧，不要說聖人，甚至善知識（kalyāna puthujjana）

（虔誠的人）也具備聖教之聞及證悟的智慧，事實上，

那些虔誠及尊貴的善知識屬於由聖人所領導的團體，且

即使是一個剛剛聽聞和接受佛陀教誨的人，都應該被稱

為佛弟子。

沒；面對苦，他被嗔恚所征服。這些人將無法從再生及

其後果中解脫。總之，他們不會擺脫輪迴。

上述言論涉及無知及不皈依的人，面對世間八法時

的心態，但以聖人為例，他們是佛陀的信徒，可以容忍

世間法的攻擊，並有充分的機會做功德，因此能從輪迴

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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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利而沾沾自喜。「有正確思惟的人，喜悅感很快就

會消失，不會長期存留。」佛陀如是說。同樣的，正確

思惟的人，心中的悲哀將是短暫的。這樣人們會說，利

得來就來，去就去。情況有利，更多的事物可能會來。

他們會想：

我生不帶來什麼，現在無論我有什麼，我已足

夠。他們也會思考的一切事物終究敗壞的本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當陶鍋掉到地下時會碎裂，但

金屬鍋則不會。人們應考慮到事物的本質，用平靜心去

接受結果。然而，有這種例子，老年人氣年輕人打破東

西，這些老人們往往沒有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即使哀悼

它，破碎的東西也不能再成為一個整體。因此，我們應

始終思考事物無常和易敗壞的性質，並以包容的態度接

受其後果，巴利文叫作：明智作意或正思惟（yoniso-

manasikāra）。

當事情發生時，人們可以懷著領受及包容的態度，

他們將不會因損失而遭受很多痛苦。如此凡夫的痛苦會

減少；須陀洹和斯陀含的痛苦是更少的，對阿羅漢而言

14. 思惟於利得與損失

因此，佛陀的弟子應該思惟餽贈及利得的無常，以

及財富與榮華所伴隨的煩惱。在這裡，煩惱不涉及身體

的不適和病苦，乃涉及從享樂所造成的錯覺，和分別

從利得與損失中所引發的痛苦與悲傷。這裡所說的苦

有三種：行苦（sankhāra dukkha）、壞苦（viparināma 

dukkha）、間接的苦（pāriyāya dukkha）。行苦是無

常、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以及人完全無助的結果，利得是

容易被毀壞的，這樣易毀壞性是令人不愉快的、不可意

的。這就是苦，或行苦。第二類，壞苦，是人已經獲得

的東西，由它的改變與毀壞所引起。如果不繼續得到這

事物，或如果已經得到或獲利的事物丟失或毀壞，也會

發生這樣的苦。間接的苦，事實上列入第二類，因為它

涉及到苦的原因。因此，獲取事物的人應該思考事物的

無常和敗壞，並思考這些事物的主人也是會死的。這才

是正確的思惟。

如果一個人這麼做，他將不會被歡樂淹沒，不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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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遠離苦難

「喜悅和悲傷都一律驅逐的佛弟子，將免於再生、

老、死。」佛陀如是說。

佛陀教導的是：如果一個人沒有讓他的情緒放縱

於，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利得與損失，將能夠把他

的時間專注在覺察物質與心理層面上的無常、苦和無

我，如此最終將能夠達到涅槃。一旦他已經達到那個

境界，他將不受後有，因而他就能從老和死的痛苦中

解脫出來。如果一個人已達到須陀洹道智（sotapanna 

meggañāna），在第四個果位前，人將經歷不超過七

世，即不再受生，緣取涅槃──輪迴的結束。在達到涅

槃前，斯陀含至多兩世，阿那含只有一世。如果一個人

現生得阿羅漢，即不受新生。

對利得或損失不為所動的人免於悲傷、沮喪和痛

苦，事實上，免受各種苦難。「這點我肯定地說。」佛

陀如是說。甚至當生即能從各種苦難中解脫，獲得心的

一點也沒有痛苦。可以控制心靈超越財富的得與失，這

樣的人會有充裕的時間來獲得平穩的精神狀態。當人們

獲利時，藉著那心理狀態，他可以驅逐欣喜與占有的

心。以同樣的方式，當一個人面對損失時，他可以覺知

到沮喪並驅逐它，在所有這些沮喪出現時，它會很快消

逝，而且將會有平和的心情。佛陀說，一個人不為利得

而高興，且不為失敗而悲傷，他將不會貪圖利得或因損

失而感到垂頭喪氣，這樣的人會做自己該做的事─禪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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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排除焦慮的最好方法

「擺脫焦慮、憂傷、沮喪和悲痛的方法是遵循四念

處的步驟，這是消除痛苦的唯一途徑。」佛陀說。

因此，這是擺脫苦難最好的辦法，因為這是達到阿

羅漢果位的唯一方式，從而能在各種苦難中獲得完全的

自由，這是佛陀給的保證。

目前為止，這僅涉及第一組世間法，即利得與損

失，涉及其他三組世法的念處修學結果也相同，所以我

會簡略地談談他們。

平靜。思惟一切事物得與失的無常、苦與無我的本質，

人將不會為悲傷所動搖，從而獲得心的平靜安詳，如果

一個人是如此不為所動，當生就能獲得平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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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表彰和譴責

此外，當一個人的讚譽從四面八方而來，他必須思

考歡呼的無常性質。人必須考慮的事實是：稱讚是給

「我」，這畢竟是色和名的聚合，沒有真「我」，並很

快地，「我」將被帶著譴責和蔑視而遭唾棄。一個人必

須無動於衷，從而找到安心，人必須考慮過一個清清白

白的生活，從而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樣他將不會因

任何別人的批評或譴責而感到失落。如果能做到這一

點，人就不會受到太多別人意見的影響，將有時間從事

禪修，從而尋求個別的方式來擺脫各種苦難。

17. 有或沒有伴侶

當有教養的佛弟子有很多同伴和僕人時，他思考一

切事物，注意無常、苦與無我的本質，他知道，他不會

總是如此被供給一切，同時也還有家庭、僕人和隨從事

務的麻煩。他們可能會因為一個或其它原因而與他分

離，如果他能思惟這種情況的無常本質，當實際的別離

發生時，他不會遭受苦，他可以控制他的心，從而找到

慰藉，他會意識到獨居是比較好的，因為這樣人可以免

於負擔與拖累。因此，如果一個人獨居，人將不會感到

遺憾，與此相反，甚至會感到高興，他不會被匱乏所影

響，因此一個人不會痛不欲生，他將有時間投入禪修，

實現從各種苦難中解脫。



48 49

風動石《世法經》講記 Lokadhamma 樂與苦之間的連接

你想一想這些，苦難的刺痛就不會那麼尖銳，你會如釋

重負，如果你堅持不懈專注於發生在你身上的苦，你的

禪定（samādhi）得以開發，並且悲傷和沮喪將逐漸消

失，你會感到幸福。

19. 樂與苦之間的連接

我們必須思考榮華和幸福，並以這種方式為準則：

雖然我現在享受任何我想擁有的事物，但我不會

總是得到他們，當不利的狀況來臨，所有這些理

想的東西會消失，我就會遇到麻煩。現在我健康

和舒適，畢竟這快樂隸屬於變化，所以當快樂變

成苦，我一定會受害，即使是現在，我享受生活

的好東西，我洞悉所有的東西，包括我自己在

內，都是無常、苦和無我的性質。

因此，當遭受不利的情況，快樂變成苦時，如果你

有準備，你會受苦輕一點。以同樣的方式，當苦來的時

候，你必須思考事物無常、苦和無我的性質，以及對自

己說，苦將不會在所有的時間普遍存在，而當變化時，

情勢逆轉，快樂將會來臨。如果它不在此生前來，必在

來生降臨，因為所有事物以壞滅為本質，即使在此生，

由於做好事的緣故，將驅使你朝較好的方面改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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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們沒有精神上的痛苦。所以禪修是對治身體疼痛和

苦難最好的療法。通過這種方法，已有獲得有效紓解的

實例，尤其對於那些遭受有如臨死前一般痛苦掙扎的

人。

多聞聖弟子，當快樂時，可以思惟快樂真正的本

質，從而解救自己避免被喜悅沖昏頭；當苦難來臨時，

拯救自己避免被鋪天蓋地而來的苦難折磨，從而維持中

捨的心。只有這種方法可以克服生活中世間法的變化。

當一個人的心冷靜和穩定，儘管世間法襲擊，仍持續

觀照身體上六根門發生的變化且思惟無常、苦、無我

的本質，他有機會保持高尚的心理狀態。持續禪修將

開發人心，也就是內觀智慧，並逐步證得聖道的（ariya 

magga）的四個果位。因此，他將從苦難的羅網中解

脫，這是佛陀的保證。

世間法的變數普遍存在於所有眾生的世界，沒有

人，甚至佛陀，能從中豁免。然而，佛陀能以極大的耐

心和穩定的心接受這打擊，我們應以他為榜樣並努力奮

鬥。人們自然希望獲得生活中美好事物，並且竭盡所能

得到它們，同時，盡量避免不好的東西、痛苦和苦難，

20. 非常有效的治療

如果你遭受病痛，因為個人因素、疾病或氣候條

件，如果沒有其它治療措施減輕你的疼痛和苦惱，那麼

禪修對於疾病的痛苦，即使不能給你一個完整的治療，

至少可以給予一些舒緩，如果疼痛和苦惱仍留在體內，

禪修可以幫助紓解你的心。但若身體的痛苦讓你生氣或

激怒你，於是你的心也會跟著受苦。佛陀把這雙重痛苦

比喻為同時被兩根刺戳穿。

我們說，一個人的肉中有刺，他試圖戳入另一根刺

到他的肉中以剔除這根刺。第二根刺入肉中而不能取出

第一根。那該人則同時患有兩個刺的痛苦。禪修時不能

觀照身體疼痛的人也是如此，將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

苦。但如果他能徹底思惟並觀照肉體上的痛苦，他將只

遭受該疼痛而不會受到精神上的痛苦。

這種痛苦只是身體上的疼痛，就像佛陀和阿羅漢也

會受到身體的疼痛。他們遭受的熱、冷、蟲蚤咬傷和其

他各種不適。他們遭受身體的苦，但心中保持穩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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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損失與佛陀

佛陀曾經居住在一個婆羅門村叫五裟羅村

（Pañcasāla）附近，停留的原因是他預見五百少女將達

到須陀洹果位。祭祀行星盛典的當天，年輕的少女被允

許走出村莊，到河邊洗澡，沐浴後她們回到村裡，當時

佛陀也到了五裟羅村托缽。

五裟羅村是指「五間房屋」，此村裡開始建設只有

五戶人家，後來發展成為一個較大的村落。由於有五百

少女，村里的人口必不低於兩千人，自然會有許多房

子，大約有一百間左右。

在邪惡之神摩羅（Māra）的蠱惑下，村民們因此

無法供養佛陀食物。所以佛陀甚至沒有收到一勺米飯。

在他回來後，摩羅問佛陀：「比丘，你得到供養食物

嗎？」佛陀接著說：「摩羅，你阻止村民提供我食物，

是不是？」摩羅接著說：「請你再回村子去，然後四處

走動托缽。」他的意思是讓村民嘲笑佛陀。

當五百少女從河邊回來，在那一刻剛好到達了村

但無人能從其打擊中逃脫。剛才已說過，即使是佛陀也

無法遠離它們。因此我們必須對自己說：

即使是佛陀也無法從世間法的打擊中脫身，像我

這樣一個普通人，如何能期望脫身呢？

思考面對這襲擊時，佛陀的耐心和沉著，我們應該

盡量以他為榜樣，現在我將會告訴你有關佛陀所遭受到

的世法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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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們都在受苦，因為這些劣跡將促使他們下地獄。即

使以誠實的方法營生，也不能說他贏得快樂的生活，除

非這樣的追求沒有欲望和焦慮。

至於佛陀，沒有來自欲望的貪愛，也沒有因想要

（the wants）遭拒而失望所產生的焦慮嗔恚，或者對什

麼是善的（what is good）而沒有正見的無明。佛陀解脫

煩惱同時維持平穩寧靜的心。儘管當天他沒有獲得任何

食物供養。這事件是真實發生而記錄在佛經中，因此，

儘管遭遇逆境，我們的佛陀幸福地生活著。

然而，有人也許會問：佛陀是否可以在這天不

進食而仍能快樂生活，欲界的所有眾生以四種需

求：業（kamma）、心（citta）、熱能（utu）、食物

（āhāra）來維持生存，這些是維持肉體生存所必需

的。有前三者，人類每天必須進食兩次或三次，動物必

須出外覓食。生命的三要素，即食物、衣服和住所，食

物是最重要的。要出外覓食是最大的麻煩，所有眾生都

經常在尋找食物。螞蟻是勤勞的，它們日夜走動尋找食

物，沒有食物，它們不能保持平靜和穩定。接著，問及

食物，佛陀回答說，就像光音天的梵天神，喜悅是食

門。她們向佛陀頂禮，並在適當的距離坐了下來。摩

羅問佛陀：「如果你沒有得到食物，你不會覺得悲哀

嗎？」佛陀已經到了這個村莊，得到這個機會，他可以

對五百少女開示。所以佛陀說：「嘿！摩羅，即使今天

我沒有得到東西吃，我將會如同光音天的大梵一樣仍然

滿懷喜悅之情。」佛陀特別為五百少女，說了以下的偈

語：

Susukham vata jivāma , yesam no natthi Kiñcanam. 

Pitibhakkhā bhavissāma, devā abhassarā yathā.

我們沒有任何想要擁有的欲望，也沒有源自於貪

愛（ragā）與煩惱（kilesā）而有的焦慮，我們快

樂地生活。今天我們以喜悅為食，如同光音天的

梵天神般。6

以殺生、搶劫、偷竊謀生，以撒謊和欺騙經商，這

樣的人認為經由享受自己惡行的果實達到快樂，但實際

6  《法句經》，第十五品樂品，偈頌次200，了參法師譯：「我等實樂
生，我等無物障，我等樂為食，如光音天人。」；敬法法師譯：「我

們的確很安樂地活著，無憂無慮地活著。如同光音天的梵天神般，我

們以喜悅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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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些少女只是聽到佛陀簡單答覆摩羅的問

題，就成為須陀洹？原因在於事實上這些少女曾有過殊

勝的波羅蜜（pārami，完美的德行）。她們有機會親自

見到佛陀，禮敬，還聽到開示。因此她們充滿喜悅，也

對佛陀生起信心。那是佛陀煩惱滅盡的清淨以及當日儘

管被剝奪食物而依然喜悅，在在顯示佛陀的尊貴莊嚴，

令她們對佛陀的信心堅定。她們思惟佛陀的喜悅，其無

常、苦和無我的本質，由此獲得的洞察力，引領到達須

陀洹果位。

現在參加這場演講的聽眾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洞察力

和果證，只要你們可以清楚設想在五裟羅村大門當時的

場景，思惟佛陀回答摩羅的問題。你們也可以擁有喜

悅，如果你們思惟禪悅（pīti meditationally），你們能

夠獲得類似五裟羅村五百少女的成就。

物。

梵天不吃食物，他們總是在禪定狀態，而其帶來的

喜樂（pīti sukha），即是他們賴以維生的食物。他們從

不飢餓，經常處在喜樂，這是已達到二禪（the second 

stage of jhāna）時，禪定極致發展的結果。已達二禪階

段光音天中的梵天，擁有最殊勝的喜樂。這就是為什麼

佛陀說，雖然那天沒有食物吃，他仍然可以像光音天中

的梵天一樣快樂。

喜悅可替代糧食，在世俗與精神世界，這事實已被

清楚確認，有些人對他們辛辛苦苦實現的成功樂不可

支，當這狂喜持續，他們沒有食欲或不想睡，有些人為

了能完成值得稱讚的美德而感到歡欣鼓舞，也能一、兩

頓飯不吃。那些深入禪定的人維持坐著一、兩天無須起

床進食或大小便溺，當他進入果定（phala samāpatti）

或滅盡定（niroda samāpatti）時，能夠保持平靜地結跏

趺坐一整個星期，透過進入內觀（vipassanā），他能很

容易地持續一天沒有進食。所以他說喜悅對他來說是那

一天的食物。這是佛陀對摩羅提問的答覆，但五百少女

聽到這樣的開示都達到了須陀洹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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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那先的回答

彌蘭陀王，佛陀獲得充足的供養是正確的說法。

佛在五裟羅村甚至沒有托到一勺米飯，這也是正

確的說法。但事實上在五裟羅村沒有得到供養食

物，並不能證明佛陀陷入苦境。比喻說，有村民

帶一罐蜂蜜的貢品到皇宮來，王宮守衛對村民

說：『這不是陛下的會客時間，滾開否則你要被

拘押！』村民被嚇壞而打退堂鼓，帶走他想要進

貢皇帝的禮物。皇帝被剝奪了這份禮物，但這是

否意味著皇帝陷入窮困？

同樣地，我們可說佛陀擁有充足的供養。但在該

實例中，摩羅的角色就像皇宮的守衛，阻礙了村

民供養佛陀食物，這是否證明佛陀處在窮困？你

不應該這樣解釋，除了那個特別的日子，佛陀有

四十五個夏安居，即超過一萬六千四百天，每天

都得到充足的供養。因此，正確地說，佛陀曾擁

22. 彌蘭陀的問題

引用五裟羅村事件，彌蘭陀王把這個問題向尊者那

先請教：

你說佛陀已收到充足的供養，袈裟、食物、寺院

和藥品，是對一位出家人適當的四種資具，後來

你說，佛陀在五裟羅村托缽，甚至沒有得到一匙

的米飯。這兩句話是矛盾的，如果佛陀有充足的

供養，他應該不會被說：「甚至沒有收到一勺米

飯！」如果是這樣，不應該說佛陀曾經有過充足

的供養。尊者那伽斯那，請解釋這個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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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佛陀不得不吃馬麥

成佛後十二年，有一次佛陀前往印度西部一個稱為

毘蘭若（Verañjā）的小鎮。他坐在鎮上附近名為那鄰羅

（Naleru）的楝樹下面，這樹如此命名是因曾有夜叉附

身，正如我們在緬甸的某些樹木，已被一些神靈附身，

因此就以這種神靈名之。跟隨佛陀的是五百比丘。當時

有位婆羅門是該鎮的居民，他出來指責佛陀，佛陀給這

位指責的婆羅門開示，然後這位婆羅門達到須陀洹果

位。所以婆羅門請求佛陀在這個夏安居停留在小鎮，佛

陀同意這一請求，他和五百的弟子在這裡度過夏安居。

毘蘭若的婆羅門請求佛陀在這個夏安居留下來，但

他沒有為佛陀建立寺院，五百弟子不得不尋求在該樹附

近作為庇護的地方，他們的庇護所可能就是大楝樹周遭

的小楝樹。由於這一年乾旱，比丘沒有被雨淋的困擾。

逗留期間摩羅做了邪惡勾當，他使住在半徑一由旬

（yujanā大約六英里）內的人對佛陀、僧伽、佛教一無

所悉。此外，當時有飢荒，老百姓的財富來自配給制

有過充足的供養。

所以尊者那先這樣回答國王的問題。

我們必須知道，鑑於在過去生歷經四劫及十萬世

界，佛陀曾經實踐布施波羅蜜，他曾經有過大量的贈與

物。然而由於摩羅的陰謀，至少有一天陷入苦境：他遭

遇損失的世間法，僅僅短暫的一天。至於我們普通人，

世間法襲擊我們從沒有失敗，如果我們能以極大的信心

遵循佛陀的腳步，並培養忍辱承受逆境的打擊，因痛苦

而難過的心情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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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果定（phala samāpatti）。所有比丘除了阿難之外都

是阿羅漢。尊者阿難當時只是須陀洹。因此，所有其他

比丘也整天各自坐在楝樹下進入果定。在這種方式下，

佛和五百阿羅漢花了整個夏安居在這飽受飢荒折磨的地

方。這實例，使我們不得不欽佩佛陀和他的弟子。

對普通人，這個情節是不會太滿意的。他可能會

問，佛陀過去多生以來曾經做了許多崇高的功德，為什

麼還是應該被迫吃這種低劣食物。並且他的弟子都是阿

羅漢，還是要吃這麼簡陋的一頓飯，為什麼？答案很簡

單，佛和阿羅漢也不能從世間法中得到豁免，這應該是

個簡潔又令人滿意的答案。在巴利語本的答案（在《譬

喻經》（Apadāna）巴利語本）如下：

Phussassāham Pāvacane, sāvake pribhāsayim. 

Yavam khādatha bhuñjatha, mā ca bhuñja tha sālayo. 

Tena kammavipakena, temāsam khāditam yavam. 

Nimantito brāhmanena, veriñjāyam vasim tadā.

在弗沙佛（Phussa Buddha）時代，我告訴弗沙

佛的弟子吃馬麥，而不是更軟、更細的那種米飯

度，那時的通訊如此糟糕，所以物品配送非常困難。人

在挨餓，鎮上沒有人可以提供食物給比丘。

當時五百馬販從印度北部的克什米爾趕到那個小

鎮，由於飢荒，沒有人來買馬，但雨已經降到他們家

鄉，他們不得不留在那個小鎮。這些馬販願意提供食

物給佛陀和他的弟子，但他們僅僅是旅人，沒有設備

來烹煮每天的供養。他們給佛陀ㄧ行人大量的普拉卡

（pulaka），一種餵養他們馬匹的硬小麥。這可能是

生的，必須水煮來吃，pulaka常常被譯為馬麥（mayaw 

rice）。馬販餵養他們的馬，改成每天只有一次，而不

是往常的兩次，因為他們提供馬的糧食給佛陀和比丘。

由於他們只是旅人，不能承擔烹煮任務並提供煮熟的小

麥佈施，比丘們必須親自烹煮那些施主給的馬麥。

這小麥必須煮熟，再放置在陽光下曬乾，然後曬乾

的小麥必須被壓碎或搗碎，加水濕潤後可當作膳食。這

工作每次必須由八或十個比丘為一組才能完成。馬販也

佈施奶油與蜂蜜，尊者阿難以奶油及蜂蜜混合小麥給佛

陀用餐。據說天神把天上的食物放入這混合物中，佛陀

接受這食物並食用後，花了整整一天，坐在大楝樹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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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生說粗惡語的代價。那麼他的弟子，五百比丘呢？我

們可以解釋，如果這樣一個將要成佛的人格造這樣的口

業，那這些五百阿羅漢必定在他們前生的某一世曾犯下

類似罪過。

我們將不得不思考的是：如果一個如同佛陀一樣的

人格，必須付出托空缽或得不到利益的報應，我們一般

人有一天必將面臨這樣的逆境，所有我們必須做的是遵

循佛陀的腳步並忍受拮据。在深深地尊崇佛陀的耐心與

忍辱的同時，我們應該思考和實踐像他一樣的耐心和忍

辱。我們還應該關注五百佛弟子的耐心與忍辱，並讚歎

他們，他們不得不搗碎堅硬的馬麥並吃它，這種飯遠遠

遜於我們現在最差的米飯。

所以佛陀說：「阿難，你這位好人，已經達到成功

的境界。你已征服貪婪和鄙陋的欲望。」佛陀能克服糧

食短缺，在於他有無限耐心與忍辱。毘蘭若村遭受飢荒

但附近的村莊相當富裕。佛陀的弟子並沒有責怪佛陀在

毘蘭若村停留，他們都忍耐著。這就是為什麼佛陀對他

的侍者阿難說，他的弟子們已經達到成功的境界。

戰勝貪婪乃基於此事實：這些比丘只到保證當天返

（salay rice）。我是以威脅的口吻說的。為了講

粗言惡語的報應，我接受了毘蘭若婆羅門的要

求，在毘蘭若夏安居，並被迫吃粗糙的馬食。7

這可能被問到，如果佛陀避免待在這個被摩羅蠱惑

的小鎮，而到另一個地方去度夏安居，是否比較好？佛

陀所到之處報應亦將跟隨，所以是否停留在毘蘭若度過

夏安居，或到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區別。摩羅會跟隨佛

陀，施展他的詭計，蠱惑供養佛陀和他弟子的居民。他

停留在毘蘭若會好一些，因為有馬販駐留，至少提供馬

麥給他們。

然後，這也可能會被問到，為什麼摩羅沒有蠱惑

馬販？唔！他有點慢了。他已蠱惑鎮民，而在那時馬

販已經提供馬麥給佛陀和他的弟子。凡是已提供給佛

陀的東西，任何人都不能酌減。這是《彌蘭陀問經》

（Milinda Paññhā）與其《注釋書》（Atthakathā）所曾

記述的。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佛陀不得不付出，他在過

7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佛說食馬麥宿緣經第九，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
譯：「在毘葉佛世，我罵諸比丘：不應食粳糧，正應食馬麥；汝等童

子說，實如師所道；并及此等師，亦應食馬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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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阿育王與半醋栗

許多人都知道尊貴的正法阿育王（K i n g  S i r i 

Dhammāsoka）多麼有權勢又富有，為了佛教慈善的用

途，他可以花他那個時代的貨幣十億盧比。然而，到最

後，這位富有和威權的國王只有半醋栗，根據《清淨道

論》（Visuddhi Magga）：

Sakalam medinim bhutva, datva kotisatam sukhi 

andamalakamatassa, ante issaratam gato.

阿育王極為富有，擁有巨大的收入，花了十億盧

比，但最後他只剩下擁有半醋栗。於是他被褫奪

了權力和財富。

國王年老體衰，所以他的大臣們將國庫轉移給他的

孫子，即皇太子。國王是如此熱衷布施，連盛裝他日常

食物的黃金杯盤也捐作慈善之用。大臣目睹一切，於是

他的食物改用銀杯盤盛裝，他也一樣布施出去。然後用

回的距離托缽，也沒有前往到另一個地方，從而打破了

結夏安居的戒律。或想要以低劣的方式，吹噓他們高尚

的人品，向人家宣告他們是阿羅漢，以便獲得眾人的供

養；這些比丘透過克制上述的行為，征服了他們想得到

布施的欲望。

佛陀稱讚五百比丘戰勝貪婪與惡劣的欲望之後，他

預言未來的比丘將變得貪婪。他說：「未來許多的比丘

會對提供給他們的供養物太挑剔。他們會說，某些米飯

過於堅硬，或太軟；特定的咖哩太鹹、太淡、太酸或太

冷。」今天你們可以找到這樣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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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佛陀沒有追隨者

佛陀身邊通常有數百位追隨者，有一次佛陀沒有任

何追隨者。有一天當佛陀正在旅行，由他的侍者那伽沙

蔓羅（Nagāsamāla）尊者陪同，侍者請求佛陀帶著自己

的缽和袈裟，並表示他將離開佛陀，佛陀被迫帶著自己

的缽和袈裟，獨自走他的路。但是，過了不久，那伽沙

蔓羅尊者被壞人搶奪了缽和袈裟，並且頭部遭到毆打，

所以他回到佛陀的身邊。

接著又有一次，佛陀前往健屠村（Jantu）由彌醯

（Meghiya）比丘伴隨。當他們步行通過芒果林時，彌

醯對佛陀說，他想要在林中禪修，請求佛陀自己持自己

的缽和袈裟。佛陀發現這是不如法的，並要求彌醯等待

另一比丘一起走，但彌醯態度十分堅決。所以佛陀接過

缽和袈裟，並獨自行走，佛陀獨行後沒有很久，彌醯進

入芒果園，坐在一塊岩石上，開始他的禪修。當他這樣

做時，不合時宜的想法和欲念困擾著他。其中的原因是

在那塊岩石上，他的一百個前世，彌醯曾與舞者和侍女

銅杯盤盛裝，他一樣布施，直到最後只有半醋栗用陶杯

裝給他。國王問他的隨從：「誰管轄這片土地？」隨從

說是他，王說：「不是這樣的，我已經失去國王的地

位，我只擁有半醋栗！」不久，他離開了人世，所以

《天譬喻》（Divyāvadāna）這麼記載，《清淨道論》

也是如此說。我們應該思考阿育王的故事，並實踐知足

常樂，如此從苦難中尋得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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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理想，但平和的心對佛陀而言，是真正的幸福生

活。

我們都應該思考，處在這種不利生活條件下佛陀的

心境，並且培養平靜的心來尋求真正的幸福。

世俗派的人不喜歡獨處，並會因獨自留下來生活而

感到難過。誰會曾想要沒有同伴？誰可以曾經避免這種

情況呢？每個人都將必會經歷這種失伴的情況，因為世

間法是世間的法則，佛陀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有一段時

間是獨自一人，就在他進入般涅槃之前，佛陀停留在名

為彌婁離（Medalupa）的大村莊，大約離舍衛城二十四

英里遠。憍薩羅國波斯匿王（King Pasenadī Kosala）前

來禮敬佛陀。在他進入佛陀的起居室之前，國王摘下

了象徵王權的徽章，並委託長作（Digha Kārāyana）班

都拉（Bandoola）將軍的侄子保管，也是軍隊的高級將

領，然後國王單獨進入。他禮敬佛陀並交談有關佛教的

事宜。

與此同時，長作把象徵王權的徽章交給國王的兒

子毘琉璃太子（Viḍūḍabha），並擁戴他作國王。他

們把老國王留在寺院，只給一匹馬和一位女僕，而

同樂；在那些前世，他是國王，因為這是他過去同樂的

遺跡烙印在這岩石上，所以他不知不覺由於這些而喚起

了他的思緒。他忘記自己是一位比丘，並認為自己是正

在石頭上享樂的國王。在這磐石上，他作為國王，也曾

判處一位搶劫犯死刑，而另一個相同的嫌犯，處以有期

徒刑。

彌醯驚訝於當他正在禪修時，會有意想不到的不合

時宜的思想侵襲他。然後他才明白佛陀禁止他進入樹林

禪修的原因，所以他回到佛陀身邊。

然後再一次，在憍賞彌城（Kosambi）的公廁，在

洗滌缽時留下一些水在缽裡的事件後，比丘之間產生爭

議。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爭議發展開來，僧伽分

裂成兩派，佛陀試圖修補這分歧，但是徒勞無功，所以

他離開那個城市的美音精舍（Ghositārāma），走進帕

勒勒（Palele）叢林並待在那裡獨自一人結夏安居。阿

難尊者應伴隨著佛陀，但他知道佛陀想獨自停留。在帕

勒勒叢林有一隻巨象照料佛陀的需求。佛陀又進入帕勒

勒村接受齋飯。村民蓋一間小茅屋，以樹葉覆蓋屋頂供

佛陀居住。從世俗觀點來看，佛陀在那個時期的生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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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誹謗與佛陀

佛陀有高貴和神聖的所有特質，在「佛陀的九種偉

大德行」（the Nine Great Attributes of the Buddha）中有

明白的闡述。因此，他是清淨無雜染，也無任何過失。

應該沒有任何詆毀或批評的藉口；相反地，有很多原因

和理由對佛陀致上最崇高的敬意。所有的眾生、人和天

人，一直不懈於他們的讚揚、敬意和崇拜；不信佛的人

堅決反對佛陀，竭盡所能製造機會，捏造誹謗和中傷佛

陀的藉口。這些反對者從來沒有捨棄一切可能的機會，

誹謗和辱罵佛陀及其教導。

回到首都舍衛城。當老國王退出佛陀的寢室，侍女將

此事報告他，老國王決定去找他的侄子─阿闍世王

（Ajatassattu），尋求幫助，跟篡位者開戰。但其間的

距離是四十五由旬（超過三百英里）遠，所以，當老國

王到了王舍城（Rajagaha）郊區的別墅，他因疾病及精

疲力盡而逝。

在那個時代，波斯匿王是中印度一個非常有權勢的

國王，但當命中注定的懲罰降臨，他死在外國首都郊區

的別墅，只有一位婢女和馬作伴。這是個悲哀的故事，

但它說明了逆境的運作，依據的是世間法。所以，當思

考這位偉大國王的命運，若其中有世間法的打擊所引起

的痛苦，我們便能找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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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趕出精舍。當她離開了佛陀的視線，邪惡的女外道被

大地吞噬，直接下了最底層的地獄。28. 辛迦摩娜的控訴

外道（titthis）說服名為辛迦摩娜（Ciñcamāna）

的女隱士指控佛陀，辛迦摩娜精心打扮妥善，在夜間

前往祇樹給孤獨園，並睡在精舍附近的外道會所。清

晨她匆匆走向城市，彷彿她從祇樹給孤獨園出來。當

路人問她為什麼很著急以及她曾睡在哪裡時，她羞怯

地反問：「知道我曾一直在做什麼，你能獲得什麼好

處？」

辛迦摩娜這樣做已經一個月左右了，然後，當人們

詢問關於她的事情，她承認：「我去給孤獨園陪喬達摩

（Gotama）過夜。」三、四個月後，她將肚子擺上布

包，並綁在腰部，再用外衣覆蓋，讓人看起來好像懷

孕。然後有一天，在給孤獨園的弘法集會，辛迦摩娜走

向大眾，並指責說：「哦！大和尚，你一直在說法，卻

忽視是你讓我懷孕，並對於分娩的事不聞不問！」這是

要讓佛陀羞愧的最卑鄙企圖，但很快地，由於佛陀強大

的神通力，假的大肚子滑下。群眾很生氣，將辛迦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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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喬達摩的弟子殺害了女孩，以隱瞞女孩與他們的大

師有染。許多凡夫誤解佛陀的弟子並污衊他們。弟子黯

然向佛陀報告此事。在回答這個控訴時，佛陀開示如

下：

Abhutavādi nirayam upeti,yo vāpi katvā na karomi 

caha.Ubhopi to pecca samā bhavanti,nihinakamma 

manujā parattha.

對不實指控他人者將墮入地獄；否認自己曾做過

的事，這樣的人也會墮入地獄。這兩種人，同樣

得到其惡業的果報─墮入地獄。8

比丘重複對人說佛陀的偈語，那些背後中傷的人嚇

壞了。他們彼此說：「作不實指控的人會下地獄！我們

沒有看到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這些人指控的事是否

曾發生。他們可能誣告。然後如果他們否認已經做過的

8  《法句經》，第二十二品地獄品，偈頌次306，了參法師譯：「說妄
語者墮地獄，或已作言『我無作』。此二惡業者死後，他世同受（地

獄）苦。」；敬法法師譯：「說妄語者墮入地獄；造惡後說「我沒有

做」的人也墮入地獄。他們兩者都是造惡者，死後來世同樣在（地

獄）裡受苦。」

29. 孫陀利的控訴

類似的情況發生了，孫陀利（Sundari）是一群反

對佛陀的異教徒中，一位美麗的女外道，恰好也做了和

辛迦摩娜一樣的事，她在給孤獨園附近閒逛，好像已經

從精舍出來。當被人問起，她說：「我去喬達摩的房間

和他過夜。」外道中的歹徒付錢，令暴徒殺死女孩，屍

體扔在精舍附近的垃圾筒中。然後，他們造謠說：孫陀

利失踪了！並將報告憍薩羅（Kosala）國王。當國王問

他們：是否想到可能的犯罪地點時，他們說：「最近孫

陀利一直居住在給孤獨園，我們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

事。」歹徒假裝搜索精舍周圍，然後他們指向垃圾筒，

並驚呼說這是女孩的屍體！他們把屍體放在吊床裡，在

街道遊行，讓市民看到。然後，他們報告國王：喬達摩

的弟子殺害女孩，因為他們不想讓她與佛陀的戀情公諸

於世。國王沒有正確判斷，就下令將此事公告。

對於反對佛陀的外道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趁這次的事件從中牟利。他們到城市四處走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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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摩犍提的故事

一次佛陀和比丘前往憍賞彌城，其中ㄧ位攝政王優

填王（Utena）的妻子摩犍提（Māgandi），買通惡棍，

讓他們當佛陀和他的弟子進城時，去辱罵他們。這個舉

動的部分原因是摩犍提對佛陀懷恨在心，她是位非常美

麗的年輕女子，所以她的婆羅門父親，推掉了所有高社

經階層男子的提親。他告訴他們，不夠格向他女兒求

親，他正在尋找一個合適的新郎。佛陀預知婆羅門和他

的妻子將成為阿那含，所以前往婆羅門舉行燈節附近的

地方。

一見到佛陀，婆羅門摩犍提自言自語地說：「這個

人高人一等，世界上沒有人比得上他！這個人或這個和

尚，值得我的女兒許配給他。」於是，他向佛陀說：

「尊者，我有一個漂亮的女兒，我想把她許配給您，請

您在這個地方等待。」並急忙回家。當他趕回他家，他

對妻子說：「太太，我剛才發現一名男子適合作我們女

兒的丈夫，帶著你的女兒，適當的打扮一下，就跟著我

事，他們將下地獄。而且事情似乎並沒有如這些外道所

指控的那樣。」因此人們不再說任何損害僧伽的話。謗

佛謠言在一個星期內偃旗息鼓。

在這種情況下，憍薩羅國王派出特務和探子想找出

真相。殺害孫陀利的刺客用教唆者給付的錢，舉行飲酒

派對。當他們喝醉時，其中一人對另一人說：「嘿！夥

伴，是不是你一棒打死孫陀利？所以你現在用你殺死女

孩所得的報酬來飲酒作樂，是不是？」「好吧！是的！

就是這樣。」警探聽到這句話後，撲向刺客並把他們抓

到國王那裡去。國王審理這個案子，刺客和外道的歹徒

都供認不諱。然後，國王下令他們到城市四處遊行並向

公眾招認。他們被命令公開宣布：他們殺了孫陀利，喬

達摩和他的弟子是無辜的。如是公諸於世使案情真相大

白，也證明了佛陀和弟子的清白，人民也澄清了自己的

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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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夫婦讓他們明白，他是清心無欲的，他還希望婆

羅門夫婦能洞悉佛法，所以他給了以下的答覆：

Disvāna tanham, aratim, ragiñca,nāhosi chando api 

methunasmin.Kimevidam muttakarisapunnan,pādāpi 

nam samphusitum na icche.

縱使我已經見到摩羅的三個女兒：渴愛

（Taṇhā）、厭棄（Arati）和貪欲（Ragā），也

毫無淫欲。更不要說，看到這個女孩，摩犍提的

身體幾乎塞滿尿液和糞便，有什麼值得貪戀。我

甚至不願用腳碰她一下。9

婆羅門和他的妻子聽到這個答覆就成為阿那含。

他們把自己的女兒委託弟弟摩犍提（Cula Māgandī）照

顧，進入僧團，並很快成為阿羅漢。但當她聽到佛陀的

回答，女兒摩犍提很生氣，她被觸怒了，因為佛陀說她

的身體是尿液和糞便的倉庫。她對自己說：「好吧！如

9  《經集》第四品八頌經品第九章摩根提耶經，835，郭良鋆譯：「縱然
見了貪愛、厭棄和貪欲，也毫無淫欲，何況這個充滿污穢的東西（指

摩根提耶的女兒），我甚至不願用腳碰它一下。」

走。」當他們三人來到佛陀被要求等待的地方，他們只

有發現佛陀的足跡，這是刻意留下讓他們看到的。

只有當佛陀願意，才把他的足跡銘印在地上，由於

他的旨意，足跡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被消除，而且只有

所旨意的人才能看得到。婆羅門的妻子轉向她的丈夫並

問道：「你的新郎在哪裡？」婆羅門說：「正是在這

裡，我已要求他等待，他到哪裡了呢？」環顧四周，並

指出足跡說：「啊，這裡有他足跡！」

婆羅門的妻子精通占卜算命之術，她看著足跡說：

「這個足跡的主人是清心無欲的人。」為抑住她的發

言，婆羅門說她的吠陀道行（命理占卜之術）淺薄，並

急忙追上佛陀。當他發現佛陀時，婆羅門對佛陀說：

「尊貴的比丘，在此獻上我的女兒供您差遣！」

佛陀沒有直接回答婆羅門，他說：「婆羅門摩犍

提，我將告訴你一些事情。」然後他告訴婆羅門自己那

克己清淨生活的故事，還有他所實現的了悟，以及花

五十天待在七個地方，直到他來坐在白楊樹（Ajapāla 

banyan tree）下，還有與摩羅的奮戰，摩羅女兒的誘

惑，他們並以失敗收場，且使摩羅失望。這是佛陀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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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皇后問她為什麼有這麼多花朵？庫祖達拉當時已成

為一位須陀洹，於是她說以往每天從八元中偷出四元，

購買只值四元的花，但是從那一天開始，她已經停止偷

竊了。當她被問及為何會這樣？庫祖達拉說，在花販家

中有幸得到聽聞佛陀開示的機會，因而認識了佛法，所

以她停止了從每日的買花津貼中偷取一些錢的做法。

在這裡，如果王妃是邪見的女人，她可能會責罵這

婢女，並要求她交出贓款。但王妃沙瑪瓦帝是心地善

良、具有波羅密美德的人。所以她很體諒。她思索庫祖

達拉態度和性格的轉變。王妃反思，這婢女說她已經領

悟佛法，停止偷竊並坦誠表白，而毫無畏懼。所以庫祖

達拉已經領悟的佛法，必定是神聖的，認識佛法將是一

件好事。王妃沙瑪瓦帝心裡這麼想，於是她對庫祖達拉

說：「大姐，請讓我們分享你已經領悟的正法！」婢女

說，如果她必須詳述佛陀的法教，首先必須使自己潔

淨。因此，她請求允許沐浴並合宜地粧扮自己。她將懷

著敬意的心依次敘述神聖的佛法。

沐浴和適當的打扮後，庫祖達拉坐在講道者的座位

上，並正確且完整地詳述佛陀的教法。沙瑪瓦帝王妃和

果他不想要我，他應該直說，為什麼他說，我充滿了排

泄物（糞便）和尿液呢？這是徹頭徹尾的損人！」接

著，她繼續對自己說：「好了，讓事情過去吧！我能得

到一個好丈夫，然後我將給喬達摩好看！」

她的叔叔把她獻給優填王—憍賞彌國王，國王滿

意摩犍提的美麗，並讓她成為王妃。他已經有兩個

王妃，她們是瓦蘇拉達塔（Vasuladattā）—康卓拉佩

悠塔（Chandrapejjota）國王的女兒，以及沙瑪瓦帝

（Sāmāvati）—富人瞿沙伽（Ghosaka）的養女。三個

王妃每人各有五百侍女。

國王每天給沙瑪瓦帝八元買花，這筆錢交給她的婢

女庫祖達拉（Khujjutarā）每天出門買花。一天在賣花

的蘇曼那（Sumaṇa）家，有供養佛陀和比丘的儀式，

花販邀請庫祖達拉停留比往常更久些，得以在飯後聽佛

陀開示。庫祖達拉聽過開示後，成為一位須陀洹。

作為一位須陀洹，嚴格遵守五戒，所以庫祖達拉停

止每天從八元中偷取四元，並買了價值八元的花。當王

妃看到比平常多的花，她問這個婢女：「庫祖達拉姊

姊，國王給你兩倍於平時的錢嗎？」庫祖達拉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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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也會對她們製造一些事端！」於是她向國王中傷

沙瑪瓦帝，但她的苦心無濟於事。順便一提，這僅僅是

兩位王妃故事的一部分。10

摩犍提給她的奴隸和僕人錢，並要求他們去辱罵佛

陀並驅趕他出城。那些不相信佛法的人，依照邪惡王妃

的吩咐行事。當佛陀和他的追隨者走進城市，這些人在

路旁跟隨著他們並大聲發出各種辱罵。例如他們說：

「你是個小偷、壞人、駱駝、牛、驢、畜生、將會入地

獄的人。對於你，沒有天堂，只有地獄。」這是可怕

的！一旦偏離正道，惡行劣跡倍增。這些人正因為惡行

而正在買進惡報；事實上，他們一無所獲。經過這麼多

次毀謗，尊者阿難對佛陀說：「世尊，這個城市充滿了

未開化的人。他們一直在辱罵我們卻沒有明顯的理由。

讓我們到另一個城市去。」佛陀問：「當你去到另一個

城市，那裡也有人辱罵我們，你該怎麼辦？你將往何處

去呢？」阿難回答說：「既然這樣，佛陀，我們繼續前

往另一個城市。」

10   達摩難陀上座編著，周金言譯，《法句經故事集》，第二品不放逸
品，2-1，摩醯提利陰謀陷害珊蔓娣皇后。

她的五百侍女聽聞開示後成為須陀洹。

從那天起，庫祖達拉被提升到教母或導師的地位，

並允許去參加佛陀的法會，庫祖達拉再回來講述她聽到

的法。就這樣，庫祖達拉成為最知悉三藏的人，後來佛

陀誇讚她是在家女弟子中最深入法藏的人。

經常聽庫祖達拉轉述佛陀的開示，沙瑪瓦帝王妃和

她的侍女們有強烈願望，想親自見佛陀並向佛陀頂禮。

於是，她請求庫祖達拉帶她們去見佛陀。庫祖達拉說：

「女士們！可以這樣說，大家都走出宮殿（未經國王的

許可），這幾乎是不可能！因為這是國王的家。所以請

在道路對面的牆上鑽小孔，在他們受邀前往一些富有人

家赴宴的途中，妳們也許都可以看見佛陀和他的弟子，

並向他們頂禮。」王妃和侍女在牆上鑽孔、遙望，並向

佛陀和僧伽頂禮膜拜。一天摩犍提參觀沙瑪瓦帝的房

間，看到牆上的洞，然後問及此事。沙瑪瓦帝不知道摩

犍提對佛陀懷恨在心，於是告訴她，佛陀當時在憍賞

彌，她們從皇宮內遙望佛陀及其弟子，並向他們頂禮。

摩犍提被激怒了，對自己說：「現在佛陀在城裡，我將

會做我一直想給他好看的事；這些女人是喬達摩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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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阿難說：「阿難，不用擔心，他們將只能夠辱罵七

天，他們將在第八天停止，情況將會變得平靜祥和。」

就這樣，如同佛陀所說的一樣，對佛陀的謾罵行為最後

總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有一個緬甸的諺語針對這事件

說：「誹謗為期七天，讚譽也是如此！」

就誹謗、控訴和辱罵的三個例子，辛迦摩娜毀謗

的原因起源於久遠的過去，在遙遠的過去，成佛前的

喬達摩誣告名為難陀（Nanda）的阿羅漢，一位過去

佛阿毗浮（Abhibhu），這是《譬喻經》巴利文本所記

載的。12至於有關孫陀利的指控，成佛前的喬達摩對名

蘇拉比（Surabhi）的辟支佛不當指責，在孫陀利的案

中，（五百比丘被告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涉入未成佛的

師父，喬達摩，13誣告一位曾達到禪定的德高隱士毘瑪

（Bhima）的事件中，沒有文獻提及遭摩犍提辱罵的原

因。總之，因為過去辱罵不應該懷恨的人而有罪過，令

佛陀不得不忍受摩犍提的辱罵行為。14

罪過是可怕的，任何罪的報應會跟隨著人，即使他

12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佛說婆羅門女栴沙謗佛緣經第八。
13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14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佛陀說：「阿難，每當我們被辱罵，就遷移到另一

個地方，這是不明智的。任何騷擾的不當行為問題應該

在它出現的地方得到解決。然後，我們才要前往到另一

個地方。」佛陀說，他有勇氣承受惡人的辱罵。因此，

他說：

Aham nāgova sangāme,cāpato patitam saram, 

Ativākyam titikkhissam,dussilo hi bahujjano.

正如戰場前線的大象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箭矢，

我，佛陀，將會忍受所有的言語辱罵而無怨言。

許多人的言行都是邪惡的，並且是粗陋而鹵莽

的。11

很多人都不能克制他們的行動和言論，而其中大部

分是粗魯的。只有可以容忍他們的行為不端，一個人才

可以生活在這些人當中。因此，佛陀說：「正如戰場前

線大象忍受來自各方的箭矢，我會承受辱罵。」他繼續

11    《法句經》，第二十三品象品，偈頌次320，了參法師譯：「如象在
戰陣，（堪忍）弓箭射，我忍謗（亦爾）。世多破戒者。」；敬法法

師譯：「如同在戰場上的象忍受箭射，我亦應忍受（他人的）毀謗。

誠然，多數人是無戒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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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身苦與佛陀

痛苦分兩種，身體的和心理的。至於心理上的痛

苦，佛陀是完全清淨的。當面臨失望、沮喪、悲傷，甚

至死亡的危險，佛陀都能免除心理上的痛苦。他的心總

是清澈明白的，這與阿羅漢相同；即使是已免於瞋恚和

雜染的阿那含，也沒有心理上的痛苦。但阿那含還殘存

無明愛有（avijjā bhava taṇha）與驕慢（māna）的習氣

所形成的煩惱，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心理的痛

苦。至於阿羅漢，則是清淨無煩惱的，因此能免除心理

的痛苦。但說到身體的痛苦，沒有人可以例外。

佛陀經常被迫承受身體的痛苦。這可由佛陀有時提

及他的背部疼痛而得到證明。根據《譬喻經》巴利文

本，佛陀遭受身體的痛苦，因為過去生，他曾是一個拳

擊手，並造成對手的疼痛。15此外，他曾是一位漁民的

兒子，看到魚的頭部被敲打卻很高興。所以佛陀常常會

15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即將成佛，到達輪迴的止息。因此，我們應該非常小心

避免任何程度的罪過，當一個人面對誣衊指控和辱罵

時，應該記得連佛陀也不得不面臨著類似的誹謗，並忍

受它，所以應該嘗試練習能夠耐心地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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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行內禪觀修的話，則無法活下來。如此他避開了不

測事件。因為他看到這不是進入涅槃的適當時間。根據

《注釋書》（Atthakathā）巴利語本，佛陀這麼說，如

同當年成佛前夕那般精力旺盛地實踐內觀禪修，從而身

體得以康復。今天，有些實例，行者精進禪修，也能躲

過重病導致的慘痛後果。我們可以說，這些實例與大迦

葉尊者（Maha Kassapa）、其他阿羅漢與佛陀聽誦《七

覺支經》以及內觀禪修而克服疾病的情況相同。

即使佛陀也必須面對身苦的世間法，從這一個事

實，我們能找到痛苦的緩解和安慰。特別是嚴重及曠日

持久的疾病很難治癒時，患者應思考：「即使是佛陀無

法避免這類的世間法。那麼，有什麼好說的呢？然而佛

陀遭受身體痛苦，但從來沒有心理的痛苦。所以我也將

安忍，以化解心理的痛苦。」如果你能撐得住禪修。你

應該思惟苦受（dukkha vedanā），藉由當下生起的這

些感受作為所緣而如實觀照，不讓瞋恚及其它惡行不知

不覺地潛入。對於禪修經驗豐富的修行者，身苦可以安

忍，舒緩也可以實現。

當病患明白來日不多了，或者即使康復的話，他將

頭痛。16

有一次，佛陀在靈鷲山（Gijjhakuta）的露台上漫

步，提婆達多（Devadatta）滾下巨石撞擊他，石頭擊

中山脊而彈跳開來，但碎片擊中他的腿，引起劇烈的疼

痛。這種災難的原因，是尚未成佛前有一世，因為繼

承糾紛用石頭打死他的表弟。17還有，當他是一位國王

時，讓罪犯被人刺死。18再來，罹患腹瀉的原因，是他

曾是一名醫生，開給一位富人的兒子一劑藥，造成腹瀉

和出血。19

然後，根據《相應部》巴利語本，有一次迦葉尊

者、大目犍連尊者罹患一種急性疾病，連佛陀也遭殃，

但當他們聆聽《七覺支經》（Bojjhaṅga Dhamma），之

後這種疾病消失。

於是再一次，佛陀在毘舍離附近的薜魯婆村

（Veluva）度過他的第四十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結夏安

居。當時他罹患有足以令他致死的嚴重疾病，如果他沒

16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17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18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木槍刺腳因緣經第六。
19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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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消失了，即使身苦不消失，它可能還會令當事者相當

能夠堪忍。

一個人不會因世間法的好事而覺得得意洋洋，也不

會因壞事而悲傷；因此，一個人沒有隨順（anurodha）

或喜悅，障礙（virodha）或失望和悲傷。所以佛陀說：

如是將世間法的喜悅或悲傷排除了，佛陀的聲聞

弟子免於再生、老和死。

這種禪修可以獲得內觀洞察力，並達到四種聖道

智（ariya magga ñāṇa），當一個人達到阿羅漢道果

（arahatta magga phala）階段，成為阿羅漢，並於適當

時機進入涅槃的狀態，然後沒有新的生命，也沒有老，

也沒有死。此外，如佛陀所說：

「人得以免除焦慮、悲痛和哀傷，也無有身體痛

苦、心理痛苦和極度苦惱。」

可能會無法自理生活而讓生命變得無用；此時，藉由

內觀禪修得以排除那些非常哀痛所引起的感受（心苦

受），就顯得非常重要。正法是醫治這種悲痛最好的良

藥。

假設有一個人長久以來為頭痛所苦，因為沒有特效

藥物。然而，如果可得到藥，服藥之後，頭痛不久會去

除。同樣地，如果你沒有禪修的法藥，你將遭受很多且

長期的心理痛苦。因此，佛陀這樣思惟：

現在生起的痛苦不是永久性的，它終將消失。所

謂的「我」，畢竟是「名」與「色」的聚合體，

並不是永恆的，它會不停地變化，而且此聚合物

既不迷人也不可靠：它全部是苦的。因為這聚合

體有不斷變化的現象，所以它有「無我」的性

質。

換言之，佛弟子觀照名色中生起與消失的現象，並

思惟它們那些無常、苦及無我的性質，於是如實明白事

實的真相。當他正在這樣做時，心苦就無有機會生起，

而且即使生起也不會持續很久。隨著心苦的消失，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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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據《吉祥經》

根據《吉祥經》（Maṅgala Sutta），見聞佛法的人

不為世間法的襲擊所動搖；但是，另一方面，沒有聽聞

佛法的人卻是極為激動，這是顯著的的區別。所以佛陀

說：

Phutthassa lokadhammei,cittam yassa na kampati.

Asokam virajam khemam,etam maṅgalāmuttaman.

雖然遭受依於世間法而來的，人生浮沉榮枯之打

擊，阿羅漢或佛陀聲聞弟子的心不被動搖。沒有

悲傷、沒有煩惱的迷惘（雜染）、沒有危險或恐

懼，如此解脫了悲傷、煩惱或恐懼的心，即被賦

予了神聖幸運的吉祥。20

我們都應該如同阿羅漢一樣，以安穩的心面對世間

20    這部經典出自《小部‧經集，Ⅱ.4》法舫法師譯：「接觸世間法，心
寂不為動，無憂離貪欲，此事勝吉祥。」。MBSC出版，溫宗堃所譯
《護衛經》頁31：「世事雖觸擾，不動心無憂，安穩離塵垢，這是至
上的吉祥。」

32. 免除所有苦難

以上所講述的，是關於現生各種苦難的解脫，當一

個人成為阿羅漢並進入涅槃狀態，各種苦難將消失，安

寧將得以確保。總之，佛陀作出這樣的保證。

未曾見聞佛法的凡夫，沒有領悟到所有世間法無

常、苦、無我的本質，所以當世間法好的部分來臨時，

他變得興高采烈；遇到壞的部分就黯然神傷。在這種逆

境的時候，他不勝貪婪和瞋恚，犯下罪過，從而不能脫

離痛苦。至於見聞佛法的人，無論如何，他察覺世事滄

桑變幻無常，以正見並觀照它們那無常、苦及無我的本

質。他不對生活中好的變化大喜，不會對壞的變化黯然

神傷，也不被貪婪和瞋恚壓倒。他有好機會做善事並因

而獲得功德，特別是禪修的功德。因此，在當下的生

活，他免於心理的痛苦，當他達到阿羅漢果位和涅槃的

狀態，他將完全免除各種苦難。多聞佛法的人有這樣的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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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ṅkhārupekkhañāna）。然後禪修者將會習得寧靜並

保持對世間法的獎懲都無動於衷。對他（她）來說，沒

有歡樂或悲傷的時刻。行者以如如不動的心，將能夠忍

受好或壞的世間法攻擊。於是他將擁有阿羅漢的平靜與

安祥，如果不能完全如阿羅漢一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等同。如果禪修者致力於進一步發展他（她）的內觀

智，他（她）將達到最終階段的阿羅漢道智，而成為阿

羅漢，隨之被賦予神聖幸運的吉祥。我們都應該努力達

到這種心完全穩定的最終階段。

現在，我們即將結束《世法經》的講述，這是給你

們慶祝新年的祝福，本次法會的聽眾已經恭敬地聆聽這

場演講，但願你們將能耐心實踐並堪忍世間法的打擊，

如此它們將完全給滅除，而涅槃寧靜的幸福將得以普

及！

善哉！善哉！善哉！（Sadhu! Sadhu! Sadhu!）

《世法經》（Lokadhamma）的講述結束。

（29-5-1970）

法的打擊。如果一個人必得像阿羅漢一樣忍耐，他就必

須努力成為阿羅漢。如果不能到達這階段，他應努力達

到阿那含、斯陀含或須陀洹果位。在這三個階段，不能

完全不為世間法所動，心也不能安穩，因為尚未徹底免

除貪婪和瞋恚。然而，當一個人達到須陀洹階段，他充

分了解佛法，這樣可以修學內觀，好好思惟事物的無

常、苦和無我的本質，於是能忍受世間法的攻擊。

即使一個行者還沒有達到須陀洹階段，透過禪修他

或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忍受攻擊。禪修者如果能進一步

發展他或她的定力，能了了分明地察覺名與色現象的本

質，並確信這些現象沒有什麼吸引力，如此行者將更能

夠承受世間法的攻擊。如果行者進一步開發了他或她的

定力，各別地察覺不同的現象，而且從無常、苦和無我

的角度來看，則耐受力將進一步增強，痛苦的減輕就會

越明顯。

倘若還要更進一步發展定智（samādhiñāna），那

是可以達成的，並且行者秉持著中捨心（equanimity）

能覺察到當下存在的身與心，所生起的相續活動，

都是不斷地在變化，他（她）將會獲得行捨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