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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聖軒

人世的無常變遷，四苦的折磨，加深了人類對預測

疾病能力的渴望。《楞嚴經》中描述具足六神通的阿羅

漢，其宿命通可回憶起數千年前之因緣及未來將發生的

災難劫數；自古以來深受疾病老衰之苦的芸芸眾生，對

於這項能夠預測何時罹患疾病，以及消災延壽的能力，

莫不好奇嚮往。

中國古代疾病預測模型
早在數千年前，華夏文明對於疾病災難發生的預

測，早有系統性的發展。黃帝內經中，「天元紀大論」

便詳細記載對星象的觀測與天地間五運六氣的主客變

化，來推斷疾病流行的症狀及治療方向。東漢醫聖張仲

景，也因其宗族在數年之間「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

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

古訓，博采眾方」後，完成了對疾病預防、治療兼具的

曠世鉅作《傷寒雜病論》。上述這兩篇鉅作，對於各種

外感病症在不同階段的症狀描述、治療方針、以及「不

治已病治未病」的核心概念，與現今公共衞生學者提倡

的三段五級以及預防醫學的觀念不謀而合。然而中醫對

於疾病起源，大多歸因於「外感六淫」，亦即天地之間

不平衡的風寒暑濕燥火之氣所導致。這與西方醫學之父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在其著作《空氣、水及地點》
(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中，將疾病歸因於自然環
境；以及命相學及堪輿學，將人的一生吉凶禍福、健康

事業興旺與否，歸因於出生時辰以及住所的地理風水，

如出一轍。這套歸因系統，體現了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

哲學思維，同時也反映出先民對於預知疾病的深切渴望

及問天無語的無助。

流行病學及公共衛生的發展

相較之下，西方對於掌控疾病的模型，在十八世

紀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起步。由於密集居住的城市

開始形成，為了控制感染病的流行與傳播，1850年成
立的全世界第一個流行病學學會—「英國倫敦流行

病學學會」，以及於同年成立，負責霍亂流行資訊發

佈的「倫敦流行病學中心」的出現，象徵著流行病學

(Epidemiology)的發展。不同於自然界節氣變化的歸因
系統，現代流行病學在結合統計學，現代科學與生物醫

學知識之後，革命性的改變了醫學界和普羅大眾對於疾

病起源的認識。近幾十年發表了上千篇科學論文的弗明

漢（Framingham）研究，是其中代表：在長期追蹤觀
察特定族群的生活習慣，以及健康狀況之後，成功的確

定了心臟病、中風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致病因子。

以中風為例：中醫認為中風肇因於肝氣鬱結，不得適時

疏洩而肝陽上亢、最後導致肝風內動而引發中風；亦或

如《張仲景．金匱要略》所言，認為絡脈空虛，風邪乘

虛而入所致。現在則明確瞭解中風乃是腦血管的阻塞或

出血，再進一步透過上述的流行病學研究歸納出肥胖、

抽菸、高血壓、少運動…等危險因子，因而更能夠對症

治療並有效預防中風的發生。

回歸內在生活
拜生物醫學及公共衞生發展所賜，以往一死上千萬

人的傳染病，逐漸消聲匿跡，人類對於無常到來的病

苦，不再聽天由命，而能夠更積極的事先預防與介入治

療。在平均壽命延至古稀之年的同時，醫學發展上，也

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以癌症治療為例，癌末患者，

往往為了延長數個月的生命，受到手術與化療等侵入性

醫療所帶來極大的痛苦；呼吸照護病房中，每位毫無

意識而完全仰賴呼吸器維生的病人，一年都會耗去數十

萬的健保資源。這些例子，不禁讓人重新思考這些延長

生命的醫療科技與醫學知識的真正價值為何，同時也開

始注重生活品質，以及心靈層面的健康狀態。傳統以「

發病率」、「死亡率」為主要結果的流行病學研究，如

今已轉型成「品質調整存活人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為主要測量目標。宗教的各種修持方式，開始被
引用成為轉化心靈層級的良藥：許多心理治療採用正念

(mindfulness)以及禪定的諸多技巧，來提升喜悅及滿足
感；對於癌末病人，日益興起的安寧照護，引用宗教師

制度，使用念佛、懺悔等方便法門，消除病人及家屬對

病情惡化的恐懼與無助；許多研究結果顯示，這種以提

升心靈為主的療程，不但使病人擁有更佳的生活品質，

其平均剩餘壽命相較於傳統以延長生命為主的侵入性醫

療，甚至不減反增。

佛陀在《金剛經》中曾開示須菩提說：「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

其福勝彼（即福報功德勝過佈施三千大千世界的珍寶）

」。又說：「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

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佛陀

對於四句偈的重視，彰顯了內心法喜的重要性遠大於

肉身的舒適享受。現代醫學提倡的生理-心靈-社會(bio-
psycho-social)模型，再度凸顯出過往一味注重治療預防
疾病的研究，以及對於整體健康提升的不足，而令人不

禁讚嘆，東方許多宗教哲學智慧，以及對於心靈層面的

諸多修持法門，確實是得到健康安樂不可或缺的元素。

本文作者林聖軒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系，現於美
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攻讀博士。自學生時期對禪
修、中醫皆有深入涉獵。曾榮獲臺灣醫學發展基金會論
文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獎學金、台大醫學院優秀青
年、哈佛台灣校友會及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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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優婆塞戒經
講座

每月第一、三
個星期日上午
09:00至11:00

台北
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
「優婆塞戒經講錄
」（太虛大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靈山講
   堂（台北市忠孝
   西路一段21號
   七樓）
   

002
禪坐健身班
第287期開
課

2013.3.7每星
期四下午
07:00~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梁皇寶懺報
恩法會

2013.3.24(日)
～3.30(六)

台北
講堂

1.禮拜梁皇寶懺
2.圓滿日（2013.3.30
  ）施放大蒙山一堂

004
禪坐健身班
第288期開
課

2013.5.2 每星
期四下午
07:00~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5
佛誕節浴佛
法會

2013.5.2 (日)
靈山禪
林寺

1.法師開示2.浴佛

006
端午社區關
懷

2013.6.1 (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
老人及貧苦感恩戶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3月-6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
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午上09：00

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專題論述／佛教大藏經

梁皇寶懺報恩法會  通啟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習入出息念，行住坐臥皆正知之，往返屈伸等皆正

知之；以及觀察髮、毛等三十二身分的不淨，觀察

地水火風四界（四界差別觀），以及九種墓地觀。

修習身念處，諸善法即在其中。修習身至念者有十

種功德：克服不樂，克服怖畏，能忍耐冷熱、饑

渴、虻、蚊、風、熱、蛇觸，以及諸苦受，易得四

禪，得現法樂住，得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

眼通，諸漏滅盡。

120. 行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8
經《意行經》(T.1,P.700)。本經敘述具足信、戒、
聞、施、慧的比丘思惟身壞命終，當生剎帝利、婆

羅門中，或六欲天，以及色界、無色界諸天；若諸

漏滅盡，將不再生。

第三品：空品
121. 空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90

經《小空經》(T.1,P.736)。本經乃佛陀為阿難尊者
說明空定。所要空的是色想、人想、地想、四無色

    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
處）、六處身想等，最後由諸漏解脫。 

122. 空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91
經《大空經》(T.1,P.738)。本經乃世尊對比丘等說
明遠離獨住的功德，若比丘獨居，則能獲得出離之

樂、離群索居之樂、寂靜之樂，可暫時獲得（色界

及無色界）心解脫，或安住於（出世間）心解脫。

若貪戀無常變異的色法，必會產生愁、悲、苦、

憂、惱。世俗的談論－王論、盜賊論等三十二種畜

牲論，不能導向厭離、離欲、滅盡、寂靜涅槃。能

導向厭離、離欲、滅盡、寂靜涅槃的言論有十種：

    一、少欲論；二、知足論；三、離群隱居論；四、
遠離社群論；五、精進事論；六、持戒論；七、定

論；八、慧論；九、解脫論；十、解脫智見論。

123. 希有未曾有法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第

32經《未曾有法經》(T.1,P.469)。本經乃阿難奉世
尊命宣說佛陀的希有未曾有法。希有未曾有者，指

佛生於兜率天，入母胎，降誕等不可思議之事，本

經為後來佛傳之先驅。

124. 薄拘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第34經《
薄拘羅經》(T.1,P.475)。本經為薄拘羅及其友人阿
支羅迦葉的問答。阿支羅迦葉說：薄拘羅出家八十

年間，未曾起欲想、恚想、害想；未曾起欲尋，

未曾短暫生病，未曾寢臥，在第八天即證得阿羅漢

果，薄拘羅尊者坐在比丘眾中而般涅槃。

125. 調御地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二，第

198經《調御地經》(T.1,P.757)。本經敘述奢耶闍那
王子請沙彌阿東羅和提說法，王子不信其所說而請

問佛陀。佛陀以譬喻說明：如調御野象，示其修行

之次第──持戒、衣食知足，守護六根，正知正

念，遠離獨處，去除五蓋，修四念處，證入四禪，

證三明，究竟解脫。

126. 浮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173
經《浮彌經》(T.1,P.709)。本經敘述奢耶闍那王子
請問浮彌尊者，浮彌尊者回答後，請世尊評論，世

尊依其所答以譬喻詳細解說之。 
127. 阿那律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九，第79

經《有勝天經》(T.1,P.549)。本經敘述工匠般奢康
伽請阿那律說明「無量心解脫與廣大心解脫」的差

異，真迦旃延復問阿那律「有關生天者的清淨與雜

染的差異」。阿那律加以解說：比丘若止息粗重，

不善於斷除惛沈、睡眠，不善於去除掉舉、惡作，

身壞命終，生於雜染光天。

128. 隨煩惱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七，第72經
《長壽王本起經》(T.1,P.532)；《增一阿含》卷十
六，第8經(T.2,P.626)。本經敘述世尊在憍賞彌時，
諸比丘互相諍論，世尊前往處理，諸比丘言將自行

解決，世尊只教誡數偈而去。又阿那律等三人住在

牛角娑羅林，世尊前往探視，他們不起隨煩惱，和

合無諍，不放逸，精進而住，並敘述他們修行的經

驗。

129. 賢愚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三，第

199經《癡慧地經》(T.1,P.759)，《佛說泥犁經》
(T.1,P.907)。本經乃世尊解說賢者和愚者的果報，
愚者於現世有三種苦，死後生惡趣，並說明地獄

畜生的種種相狀。雖由惡趣沒，生於人中，也是生

在貧賤之家。其次敘述賢者現世有三種喜樂，來世

生天。又說天上之樂非地上的轉輪聖王之樂所能比

擬。賢者由天上沒而生於人中時，生於富貴之家。

130. 天使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二，第64經《
天使經》(T.1,P.503)；《鐵城泥梨經》(T.1,P.826)；
《閻羅王五使者經》(T.1,P.828)；《增一阿含》卷
二十四，第4經(T.2,P.674)。本經敘述墮地獄者，獄
卒捉其腕來見閻羅（Yama）王，閻羅王問他們生
前是否見過「生、老、病、刑罰、死」五天使?眾
生無法脫離生老病死；而犯罪者在現世受種種刑

罰，何況他世，又敘述在地獄受苦的種種狀況。
 
第四品：分別品
131. 一夜賢者經：北傳無此經。一夜賢者乃真正精進之

賢者。本經有一夜賢者偈，相當有名，即：「勿追

念過去，莫盼望未來；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至；

現在所生法，當下即覺知，了知修習彼，不動亦不

搖。熱衷今日事，誰知明日死？不遇死大軍，此事

絕無有！如此熱誠住，日夜不懈怠，此一夜賢善，

寂靜牟尼說。」以下三經（至134經）皆與此偈有
關。本經說此偈已，接著解說分別之。

132. 阿難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

三，第167經《阿難說經》(T.1,P.699)。本經乃阿難
為諸比丘解說一夜賢者偈，而後佛陀復為阿難解

說。

133. 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

十三，第165經《溫泉林天經》(T.1,P.696)。本經敘
述三彌提比丘住溫泉精舍時，一天神來問他一夜

賢者之說，他不知道，於是以此問佛。佛陀只說該

偈，沒有解釋。諸比丘不知此偈之義，因而請大迦

旃延解說，大迦旃延為諸比丘詳細解說，諸比丘以

此向佛陀報告，佛陀稱許大迦旃延的解說。

134. 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

四十三，第166經《釋中禪室尊經》(T.1,P.698)，《
尊上經》(T.1,P.886)。本經敘述栴檀天子至盧夷強
耆比丘處問一夜賢者之說，盧夷強耆比丘請佛陀解

釋，佛陀為之詳細解說。

135. 小業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

第170經《鸚鵡經》(T.1,P.703)；《分別善惡報應
經》(T.1,P.895)；《兜調經》(T.1,P.887)；《鸚鵡
經》(T.1,P.888)；《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
(T.1,P.891)。本經乃世尊因婆羅門耆婆之問而為他
說明人的短壽、長壽、多病、無病、美醜、權勢之

有無、貧富貴賤、聰慧魯鈍的原因。

136 大業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四，第

171經《分別大業經》(T.1,P.706)。本經乃三彌提比
丘與一外道的問答，三彌提比丘將此事告知世尊，

佛為他說明業與果報的關係，即行善業，來世有受

生善趣和受惡趣之苦。雖作惡業而有受生善趣和墮

惡趣，其中因果關係如何，世尊予以一一說明。

137. 六處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

第163經《分別六處經》(T.1,P.692)。本經顧名思義
是分別六處等。即六內處、六外處、六識身、六

觸身、十八意行、三念住等，本經對此一一詳細解

說。

138. 總說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第

164經《分別觀法經》(T.1,P.694)。本經敘述佛對諸
比丘略說內外持心之法，諸比丘欲知其詳而請問大

迦旃延。大迦旃延予以一一解說，諸比丘聽聞後往

詣世尊，以此告知世尊，世尊稱讚大迦旃延之解

說。

139. 無諍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

169經《拘樓瘦無諍經》(T.1,P.701)。本經乃佛陀說
不起諍論及種種修行的方法：出家人不應習行此二

邊：隨行欲樂，是卑劣、粗俗、凡夫、非聖、無利

益；自我苦行，是苦、非聖、無利益者，當避此二

邊而行於中道。

140. 界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第

162經《分別六界經》(T.1,P.690)。本經敘述佛陀於
陶師家過夜，弗區沙提也在該處過夜，弗區沙提

未曾見佛，雖佛進來亦不知是佛。佛陀與他一起坐

禪，因弗區沙提求法心切，佛陀為他詳細解說六

界、六觸處、十八意行、四念處等。弗區沙提因此

得知對方是佛陀。

141. 諦 分 別 經 ：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

31經《分別聖諦經》 (T.1,P.467)；《佛說四諦
經》 (T. 1 , P. 467 )；《增一阿含》卷十九，第1
經，(T.2,P.643)。本經敘述佛陀略說四聖諦，之後
離去，舍利弗為諸比丘詳細解說四聖諦。

142. 施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

180經《瞿曇彌經》(T.1,P.721)。本經敘述佛陀的姨
母摩訶波闍波提，以親手織的新衣施佛，佛陀說應

施予僧伽。阿難憐愍佛陀姨母，勸應接受。因此事

世尊對阿難說十四種對人施，即上施佛，下至施畜

生類等十四種布施功德極大。又說明七種對僧伽的

布施，布施僧伽比布施前述的十四種人功德更大。

最後說明四種布施的淨化。 
   
第五品：六處品
143. 教給孤獨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第28

經《教化病經》(T.1,P.458)；《增一阿含》卷四十
九，第8經(T.2, P.819)；《雜阿含》卷三十七，1032
經(T.2,P.269)。本經敘述給孤獨長者病篤，請舍利
弗說法。舍利弗教以不應執著六根、六境、六識、

六觸、六受、六界、五蘊、四無色處、此世、他

世、見聞覺知等。長者不久去世，往生兜率天。

144. 教闡陀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四十七，1266
經(T.2,P.347)。本經敘述闡陀比丘因病苦欲自殺，
舍利弗和大周那前往探視，舍利弗教闡陀觀察六    
根六識的無我，在大周那說法後，二人離去後，

闡陀自殺。舍利弗以此白佛，佛說闡陀比丘不再受

生。

145. 教富樓那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三，311
經(T.2,P.89)；《佛說滿願子經》前半(T.2,P.502)；
《雜阿含》卷八，215經(T.2,P.54)。本經敘述富樓
那比丘請世尊教導，世尊為他說執著六境，故苦惱

生，不執著即無苦。佛陀問富樓那欲往何處教化，

彼答：欲往西方教化輸那國人。佛陀說輸那國人非

常兇暴，若加害於你，將如何應付。富樓那答：任

何危險均能忍耐。於是前往輸那國，一個夏天即得

五百信者，自達三明，其後般涅槃。諸比丘以此事

白佛，佛因此讚歎富樓那。

146. 教難陀迦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76
經(T.2,P.73下)。本經敘述難陀迦為比丘尼詳說六
根、六境、六識的苦、無常、無我；又以譬喻教導

修習七覺支，比丘尼當得漏盡解脫。世尊對難陀迦

說：今天和明天亦應前往教導比丘尼。難陀迦翌日

亦如前前往。世尊說：五百比丘尼中，最魯鈍者亦

得預流果。

147. 教羅睺羅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八，200
經(T.2,P.51下)。本經敘述世尊為羅睺羅說六根、六

境、六識、五蘊的苦、無常、無我，由厭離而得解

脫。羅睺羅依此教誡而漏盡解脫，在場聽聞的諸天

亦遠塵離垢。

148. 六六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86經《
說處經》(T.1,P.562)；《雜阿含》卷十三，304經
(T.2,P.86下)。本經敘述六內處、六外處、六識、六
觸、六受、六受等六六。先說明六六非我，次說隨

眠煩惱如何生起、如何滅去而離欲解脫。

149. 大六處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三，305經
(T.2,P.87)。本經敘述不如實知六內處、六外處、六
識、六觸、六受，故產生執著，身心苦惱；若如實

知此等，不愛著，則身心無有苦惱，如是如實知，

並由修習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覺支，修習止觀，而得明、解脫。

150. 頻頭城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80經
(T.2,P.76)。本經敘述世尊對拘薩羅國的頻頭城婆羅
門長者等說「應恭敬尊重的沙門、婆羅門與不應

恭敬的沙門、婆羅門的理由」。彼等聽聞佛陀說法

後，歸依三寶成為優婆塞。

151. 乞食清淨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九，236
經(T.2,P.57）；《增一阿含》卷四十一，第6經
(T.2,P.773）。本經乃世尊對舍利弗解說要注意乞
食者之行乞，以及應修習的內容。本經和《大六處

經》雷同。

152. 根修習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82經
(T.2,P.78）。本經敘述世尊問鬱多羅其師教導的根
(感官)修習法。彼答以眼不見色、耳不聞聲為乃師
之教。佛說：若然，則盲聾者應是最上之根修習

者。鬱多羅詞窮無言。之後，佛為阿難說佛陀所教

導的根修習法。

(全文完)

專題論述

佛教大藏經

本文作者果儒法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及法光佛
研所畢業，後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獲kelaniya大學
之文學碩士及哲學碩士學位，著有《佛國之旅—斯
里蘭卡見聞記》及譯有《觀禪手冊》、《內觀禪修
之旅》、《不存在的阿姜查》、《阿姜查的內觀禪
修》等十餘種書籍。

壽者相—疾病的預測與預防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運用智慧來抒解生活的
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
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生。
一、時　　間：2013年3月7日(四)起  每週四晚上7：00~9：00（為期二個月）

二、地　　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三、內　　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五、電　　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287期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南傳大藏經導讀 之二

─以《中部》經典為主（下） ■ 果儒

（上接第三版）

主壇法師：上淨下行 上人
緣　　起：梁皇寶懺肇因於梁武帝元配郗氏，生前善妒，口出惡言，死後墮莽蛇
身，後因梁武帝懇請寶誌禪師作懺文十卷，為郗氏作懺悔，才得脫莽蛇身，而上
升忉利天。可見懺悔功德不可思議，若能真心懺悔，必能消災增福。歡迎大眾共
襄盛舉，祈願身心安康，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人間早日成為淨土。
法會時間：102年3月24日（星期日）【上午8:30至下午17:30】
　　　　　102年3月25日（星期一）～102年3月29日（星期五）
　　　　　【上午9:00至晚上21:00】  
　　　　　102年3月30日（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17:30】 
法會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三樓
報名時間：即日起受理報名（電話、通訊、傳真、劃撥或親臨皆可）
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七樓
電　　話：（02）2361-3015～6　傳　真：（02）23141049
郵政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　戶：靈山禪林寺

壽者相—疾病的預測與預防
28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梁皇寶懺報恩法會  通啟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3月-
　6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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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人的信仰，善人的思量，善人之語，善人之

業，善人之見，有施與善人的布施。

第二品 不斷品
111. 不斷經：北傳無此經。世尊於本經讚歎舍利弗是賢

者、大慧者、廣慧者、疾慧者、速慧者、捷慧者、

抉擇慧者，所以舍利弗被稱為是世尊的法嗣。舍

利弗尊者在半個月內，從初禪修到滅盡定（九次第

定），並觀察各個禪定的名法（心法），以及觸、

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

等。

112. 六淨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87
經《說智經》(T.1, P.732)。本經敘述有比丘自稱：
「我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因此不再

精進修行：比丘們當從見、聞、覺、知來驗證此人

是否證果。比丘若對五取蘊無取，從諸漏中解脫；

對六界無取，對內六處、外六處無取，從諸漏中解

脫；又能「圓滿持戒，衣食知足，守護六根，正知

正念，遠離獨處，去除五蓋，證入四禪，從諸漏中

解脫。」如此才是真正的「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

113. 善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一，第85經
《真人經》(T.1,P.561)，《是法非法經》(T.1,P.837)
。本經敘述有從貴族出家，從豪門出家者，由於有

名聲，多聞、持律、說法，行頭陀行者，因而自

誇，並輕蔑他人，此非善士法，不得解脫；不自讚

毀他，真正行道者，是為善士法。比丘思惟若未滅

盡貪法、未滅盡瞋法、癡法，則尚未達到目的，即

使不是從貴族豪門出家，若行「法隨法行」則當恭

敬尊重；由得初禪、二禪、三禪、第四禪、空無邊

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

定，得滅受想定，諸漏滅盡，是為善士。

114. 應習不應習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世尊略說應

習行與不應習行，世尊說完後，舍利弗尊者在世尊

前詳細解說其義理。

115. 多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181
經《多界經》(T.1,P.723)，《佛說四品法門經》
，(T.17,P.712)。本經敘述界善巧、處善巧、處非處
善巧。界指十八界、六界(地、水、火、風、空、
識)、六界(樂、苦、喜、憂、捨、無明)、六界(欲
之出離、恚、無恚、害、無害)、三界(欲、色、無
色)、二界(有為、無為)；處指內六處，外六處。

116. 仙吞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二，第7
經《仙人崛經》(T.2,P.723)。本經敘述世尊住在仙
吞山時，為諸比丘說：過去曾有五百獨覺入此山，

人們看見他們進入此山即消失，因此說此山吞了這

些仙人，而有「仙吞」之名，世尊說了這些辟支佛

的名字，並稱讚其德。

117. 大四十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

189經《聖道經》(T.1,P.735)。本經敘述無學者（阿
羅漢）的十法（八正道和正知、正解脫），並說明

正定的七種資助（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此七支可以資助心一境

性。如第一的正見，有正見，依正見而邪見滅，惡

不善法亦隨滅，善法生起等四門，同樣的其他九法

亦各有四門，如是十法即有四十法門，故以此為經

名。

118. 入出息念經：本經相當於北傳的《佛說治意經》

(T.1,P.919)。在本經世尊說道：比丘中有阿羅漢、
不還者、一來者、預流者，以及精勤修習四念處

者、修四正勤者、修四神足者、修習五根、五力、

七覺支、八聖道支者，修習慈、悲、喜、捨、不

淨、無常想者，以及精勤修習入出息念者；修習多

修習入出息念者，則能圓滿四念處；修習多修習四

念處者，則能圓滿七覺支；修習多修習七覺支者，

則能圓滿明與解脫。修習念覺支時，依遠離、離

貪、滅而導致捨遣；修習擇法覺支……修習捨覺支

時，依遠離、離貪、滅而導致捨遣。

119. 身行念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第81
經《念身經》(T.1,P.554)。身行念即身至念、身念
處。本經說明身念處的修習法和功德，身念處即修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趙釗鐶

1,000元 冷新銘、孫秀蓮

10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3,000元 陳楷捷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徐慧德閤家、陳純
英、朱明緯、邱碧
玉、余周秀玲

10,000元 朱秀英

5,000元

呂詹好、薛昀軒、
薛育山、呂玉茹、
呂怡瑩、呂青坤、
呂旻璁、黃騰輝、
蘇家卉、江佳蓉、
梁潔冰

1,000元 呂信雄、潘陳錦秀

﹝護法﹞

6,000元 鄭文達

4,800元 施秀英

1,200元
黃素娥、施林森、
黃麗花、施泳輝、
施皓翔

1,000元 曾淑珠、黃立瑋

800元 黃英雄

500元 黃姝渝、黃立昌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

500元 郭瑞年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白錦源、許杜金

500元
蔡欽終、胡紹芬、
余玉泉

375元 林嘉菁

300元 黃進忠

152元 簡仲良

﹝供養上人﹞

3,500元 施秀英

2,000元 李淑惠、江碧玲

1,000元 梁福栓

﹝供養常住﹞

3,000元 江碧玲

2,000元 徐天德

1,000元
鄭本立、吳德美、
胡文豪

﹝供養常住-越南僧服﹞

20,000元 林佩穎

10,000元
嚴虎台、( 陳信
綸.陳彥廷.陳彥濡 )

﹝供養三寶﹞

1,000元 孫秀蓮

520元 段銘宗

﹝供養三寶-油香﹞

1,200元 沈振榮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許董秀英

1,000元 胡玉欣

﹝放生﹞

1,000元 胡紹芬、胡玉欣

﹝譯經﹞

55,000元 朱明緯

36,000元 紀金枝

33,000元 張文菘

30,000元 陳廷昱

20,000元 陳廷曜、朱莉宇

12,000元 鄭本立

6,000元
李彩燕、方建禎、
方嘉慶、方新婷、
林紜安、劉宗勇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3,000元
張能聰、林淑瑜、
吳德美、薛安秀、
吳德慧、胡玉欣

2,000元
申素月、沈榮欣、
黃彥智、黃祺雯

1,586元 梁潔冰

1,200元 李淑惠

1,000元

李高青崴、黃素娥
葉靜、馬紹章、
林春鳳、洪曼只、
洪渥仁

600元 趙子淵

500元
郝政道、賴毅庭、
黃麗淑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陳越鳳

300元 李虹慧

2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李冉來
李佳紘、李岱瑾、
林佑聲、呂詹好、
呂玉茹、薛昀軒、
呂怡瑩、黃騰輝、
張秉筑、陳正喜、
陳韻如、吳文淑、
楊裕隆、楊皓丞

100元

柯茂全、林素珍、
陳聰明、林阿抱、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許雪、
李榮森、李偉翔、
許來傳、許卓碧雲
李冠廷、李宜馨、
(亡者)蔡義達、
杜素月、蔡秋玉、
蔡秋琴、黃姿穎、
黃奕晴

50元 吳承憲、吳雨馨

﹝譯經-台中講堂﹞

1,000元 陳麗華閤家

300元 詹凱焱、詹珮甄

﹝隨喜﹞

500元
丁權福、張宇、藍
章華、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0元 尤江雲瑾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男眾觀音像﹞

10,000元
林玫伶、林玫秀、
林川內

﹝隨喜-歲末聚餐﹞

2,000元 朱明緯

1,000元 梁潔冰

500元
張婉齡、吳阿素、
黃祺雯、張文菘

300元 吳阿蝦、張玟琪

200元 張秉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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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淨行
淨行上人
開示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一、至高無上的道德精神—慈悲

(三)慈悲心的涵養

2.智情交融的慈悲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初期以聲聞行為主的發展

中，慈悲的意義，卻被忽略了。聲聞乘面對世間，是

超越了世間的一切。遠離貪愛染著，便連同自他之間

的關懷也一併漠視，認為這些不過是世俗中事，生死

間事，不出有漏，不與無為空性相應。修習四無量

定，與依三法印之無常、無我、寂滅而取觀來相較，

便似無法契入無為空性，也就只被視作修定生天的福

業，與解脫無關（詳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八

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四分律」卷五十四等）。

聲聞的證慧解脫，特重理智，避開了自他關係的情

誼，乃至避開了自他關係的建立與發展，「逮得己

利」，求得一己之解脫，便算了事。

本來，緣眾生相而起與樂、拔苦之心，一開始的

確是依貪愛而生，就如世間一切自他關係的建立，總

是依我見、貪欲而成就（詳下一課相關部份）。然

而，四無量定的重點，就在無量二字，普緣無量眾

生，即完全沒有限制於特定的對象，一切都與我相

關，成就我之一部份，自然能契入一切相待相恃的無

我性；慈悲普緣無量眾生，對一切眾生，不起壓迫、

加害之意，尊重普遍的、相同的存在價值，即能契入

自他一如普遍的平等性。所以「大智度論」說：「取

眾生相而成觀，固然不出世間有漏法；然而取眾生相

後契入諸法實相，就是出世間無漏法了。」 （註四）

因此，慈悲心本是順應於緣起法，二者不相違背，修

習四無量定，同樣可以證慧解脫（見「雜阿含經〕 卷
廿一質多羅長者為那伽達多所說）。只可惜聲聞乘在

厭離心過盛之下，遺忘了慈悲的智慧。

無我無私、沒有分別而平等關懷一切眾生的慈悲

精神，唯有菩薩世間無礙出世間的大智慧，才能徹底

加以體現；反過來說，也唯有悲心深徹，急于利他的

菩薩，才能了達一切法空的智慧，而在生生世世的利

他行中，在圓滿自他關係的努力裏，成就至高無上的

道德理想，究竟佛果。所以「大智度論」說：「大悲

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羅蜜之母，諸

佛之祖母；菩薩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羅蜜，得般若

波羅蜜故，得作佛。」（註五）

3.三種層次的慈悲

因此，以智慧的深淺而論，慈悲可分為三種層次

（參見「大智度論」卷廿）：

(1)眾生緣慈悲：一般凡夫的層次。一般人不明白

緣起、空的真相，見眾生受苦而起慈悲心，只是向善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家文學
博士，創辦台北靈山講堂、靈山禪林寺及靈山現代
佛教月刊等。目前擔任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及世界
靈山大學創辦人。

「佛教倫理」專輯 第四課 佛教重視倫理（下）之3
人性的流露，而依舊是執著自我、

眾生為實有，所以稱為眾生緣慈

悲。

(2)法緣慈悲：阿羅漢、辟支佛

的層次。聲聞、緣覺乘的聖者徹見

緣起，了知人性向善的背後，其實

是眾生一如的緣起空性在催發平等

相待之心。聖者深一層體會到無常

故苦的意義，見到眾生沈淪於生死輪迴而生慈悲心。

二乘聖者已證無我，破我執，是因徹見緣起而生慈

悲；所緣之眾生，是緣起假合的眾生，不同於凡夫見

實有眾生，故名法緣慈悲。

(3)無緣慈悲：佛的層次。佛證一切法空，不但眾

生是空，緣起法亦空。佛念眾生而生慈悲心，不會執

著眾生是實有，也不執著法是實有，見，是見如幻如

化的眾生，緣，是緣如幻如化的法性，不可得而無所

安立，所以稱之無緣慈悲。【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四：「大智度論」卷廿：「取眾生相故有漏，取相已

入諸法實相故無漏。」

註五：出處同上。

．專題論述／佛教大藏經

第二篇：中分五十經

第四品：王品
81. 陶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二，第63經《

鞞鞞婆陵耆經》(T.1,P.499)。本經敘述阿難因世尊
微笑而請問世尊何故微笑，世尊乃說他前世為陶師

的本生故事。

82. 賴吒惒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一，第

132經《賴吒惒羅經》(T.1,P.623)。本經敘述良家子
賴吒惒羅聞世尊說法而出家之因緣。

83. 大天捺林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四，第67
經《大天捺林經》(T.1,P.511)。本經乃世尊對阿難
說本生故事，世尊所說的相續正法，即八聖道分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能導致厭離、離貪、寂靜、正覺、涅

槃。

84. 摩偷羅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十，第548
經《摩偷羅經》(T.2,P.142上)。本經乃大迦旃延對
摩偷羅王阿翁提子說法，說明婆羅門並非最高種姓

之理由，並解說四姓平等。 
85. 菩提王子經：本經乃世尊對菩提王詳述當時的苦行

者的錯誤修行方式(和中部第26經同文)。其次敘述
善男子須具備五種精勤支才能達到梵行的目標──

現法作證。

86. 鴦掘摩經：本經相當於《佛說鴦掘摩經》(T.2, 
P.508)，《別譯雜阿含》卷一，第16經(T.2,P.378)
；《增一阿含》卷三十一，第6經(T.2,P.719)。本經
敘述鴦掘摩(指鬘)持刀追殺世尊，因世尊示現神通
力，並為他說法而歸依世尊。鴦掘摩出家後為阿蘭

若住者、持糞掃衣者，因勤修梵行而成為阿羅漢。

漢譯之《佛說鴦掘摩經》最接近巴利文。

87. 愛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216經《
愛生經》(T.1,P.800)。本經敘述有一梵志為其愛子
之死而悲泣，世尊為他解說憂悲苦惱乃由愛而生，

若所愛之人或事物壞滅時，即會生起悲、苦、憂、

惱。 
88. 鞞訶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九，214

經《鞞訶提經》(T.1,P.797)。本經乃阿難為波斯匿
王說法，阿難詳細解說身口意三行，波斯匿王聞之

歡喜，於是把鞞提訶衣(外衣)布施給阿難。
89. 法莊嚴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九，213

經《法莊嚴經》(T.1,P.795)。本經敘述波斯匿王稱
讚佛陀為正等覺者，法為世尊所善說，僧伽是善行

道者。

90. 普 棘 刺 林 經 ：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

九，212經《一切智經》(T.1,P.792)。本經敘述波斯
匿王向世尊請問有關一切智、四姓差別等問題，世

尊答其所問，其中有阿難與鞞留羅將軍之問答。 

第五品：婆羅門品
91. 梵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一，161經

《梵摩經》(T.1,P.685)。本經敘述婆羅門梵摩從其
弟子優多羅處得知世尊的三十二相和行、住、坐、

食等威儀，並去拜訪世尊，世尊為他說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欲的過患，出離的功德，四諦法，

梵摩因而歸依三寶，成為優婆塞。 
92. 施羅經：本經與《小部‧經集》中的「大品」第7

經《施羅集》是同一經。《增一阿含》卷四十六，

第6經(T.2,P.798)與本經有若干情節類似，但大部分
不同。

93. 阿攝惒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七，161
經《阿攝惒經》(T.1,P.663)。本經敘述婆羅門主張
四姓差別，而世尊則說四姓無差別。

94. 瞿哆牟伽經：本經與《中部》第51經相同。
95. 商伽經：漢譯無此經。本經敘述商伽婆羅門於世尊

處，聽世尊回答迦婆提伽婆羅門所問，之後迦婆提

伽婆羅門歸依三寶。  
96. 鬱 瘦 歌 邏 經 ：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

七，150經《鬱瘦歌邏經》(T.1,P.660)。本經敘述世
尊闡明四姓平等而非婆羅門最上。在世尊的法與

律，四姓若出家都可以成就善法，皆能修習無怨、

無瞋、慈心。

97. 陀然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27經《陀然
梵志經》(T.1,P.456)。本經敘述舍利弗聞陀然婆羅
門放逸，無慚愧心，為陀然婆羅門說去除非法行、

非正行，當行法行正行。之後，陀然婆羅門生重

病，陀然婆羅門以梵天為勝，以愛著故，舍利弗為

說至梵天之道與修習四無量心。不久，陀然婆羅門

去世，生於梵天界。

98. 婆私吒經：本經與《經集》的《婆私吒經》為同一

經。原本省略，故此處亦省略。

99. 須婆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八，152經
《鸚鵡經》(T.1,P.666)。本經敘述須婆童子向世尊
說明在家與出家之優劣，世尊指出其錯誤，並解說

四無量心，最後須婆童子歸依三寶為優婆塞。

100. 傷歌邏經：請參考《中部》第26和36經。傷歌童子
向世尊說名為陀那奢尼的婆羅門女，因聽聞世尊苦

行時之精進狀況而感歎，並歸依三寶為優婆塞。

第三篇：後分五十經

初品：天臂品
101. 天臂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19經《尼乾

經》(T.1,P.442)。本經敘述世尊指出尼乾主張的由
苦行到一切苦滅之說的矛盾，尼乾的苦行是無意義

的；又說持戒、守護諸根、正念正知、修習禪定 (
參閱《中部》第27經)，才是有益於解脫的精進。

102. 五三經：本經敘述某些沙門婆羅門的五三法：1.我
有想，死後無病；2.我無想，死後無病；3.我非有
想非無想，死後無病；4.有情（在死時）斷滅、消
失、空無；5.現法涅槃。這五法各乘三：即：1.我
死後無病；2.有情（在死時）斷滅、消失；3.現法
涅槃。以五說乘三說，故有此經名。本經與《長

部》第一經《梵網經》同樣敘述有關過去、未來諸

說。

103. 如何經：本經是世尊開示自證之法：四念處、四正

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比丘

們當和合無諍，歡喜修學世尊所說的三十七道品。

104. 舍彌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二，196
經《周那經》(T.1,P.752)。本經敘述尼乾子死後，
尼乾子的弟子因諍論而分裂，沙彌周那告訴阿難此

事。阿難和周那擔心世尊滅後僧伽會產生論諍，故

往詣世尊而白世尊。對此，世尊教以六諍根、四諍

事，又當有諍論時，應以七法滅諍，並應奉行六和

敬。

105. 善星經：本經相當於《佛說身毛喜堅經》(T.17, 
P.591)。本經敘述有些比丘在世尊前宣稱自己所
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再有。

善星離車子聽後去問世尊那些比丘所說的是否屬

實，世尊答其所問，並為他說法。

106. 不動利益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八，第75
經《淨不動道經》(T.1,P.542)。本經乃世尊對諸比
丘說「三種不動利益行道」與「三種無所有處利益

行道」。世尊教導弟子們：當到樹下、空閑處禪

修，慎勿放逸，以免後悔。

107. 算數家目犍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

五，第144經《算數目犍連經》(T.1,P.652)，《數
經》(T.1,P.875)。本經敘述世尊所教導的修行次
第，即(1)持戒，(2)守護六根門，(3)飲食知量，(4)
警寤精勤，(5)正念正知，(6)於林中、樹下、山上
等處靜坐修行，(7)遠離五蓋，(8)證入四禪，（9）
證阿羅漢。

108. 瞿默目犍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六，

第145經《瞿默目犍連經》(T.1,P.653)。本經是阿闍
世王的大臣禹舍和阿難尊者的問答。阿難說：世

尊教導諸比丘十可喜法：(1)持戒；(2)多聞；(3）
滿足衣食、住處，醫藥；(4)容易、無苦的證入四
禪；(5)得神變通；(6)得天耳通；(7)得他心通；(8)
得宿命通；(9)得天眼通；(10)滅盡諸漏。世尊所不
稱讚的禪定，即被欲貪等五蓋所纏而修的禪定；世

尊所稱讚的禪定是初禪至第四禪。阿難說佛陀是禪

修者，善於斷除五蓋，並勸禹舍修習四禪定。 
109. 滿月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第58經

(T.2,P.14)。本經敘述世尊解說五取蘊和取的關係（
五取蘊以欲為根，因為有欲貪而有取），以及五蘊

的味（作用）、過患、出離。六十位比丘聽了此經

後，得以解脫諸漏。  
110. 滿月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第26經

(T.2,P.14)。世尊於本經中說明善人具有正法（有
信，有慚有愧，多聞，發勤精進，有正念，有慧）

南傳大藏經導讀 之二

─以《中部》經典為主（下）

專題論述

佛教大藏經
102年1月功德錄

■ 果儒

（下接第四版）

台北靈山講堂

春節社區關懷 彌陀法會
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赴石
碇地區探訪獨居老人及貧苦感恩戶。
(圖1～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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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1年12月29日在臺北靈山講堂舉行彌
陀法會實況。（圖5～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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