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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舍利弗學習（2）〜～
中阿含29經／中部9經
《⼤大拘絺羅經》



「正⾒見」有何重要性？ 

佛法深廣，學佛之⼈人究竟應該掌握哪⽅方⾯面的內
容，才能給⾃自⼰己建⽴立「正⾒見」？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Right View? 

How to cultivate Right View? 

如理思惟



緣起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
蘭哆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至
尊者⼤大拘絺羅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語尊者⼤大拘絺羅：「我欲有所
問，聽我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尊者舍梨⼦子！欲問
便問，我聞已當思。」



知不善、不善根（2-1）

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有
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
得不壞淨，⼊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
不善、知不善根。

云何知不善？謂⾝身惡⾏行不善，⼝口、意惡⾏行
不善，是謂知不善。



云何知不善根？謂貪不善根，恚、癡不善
根，是謂知不善根。

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不善及不善
根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
不壞淨，⼊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
賢者⼤大拘絺羅。」

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 

知不善、不善根（2-2）



知善、善根（2-1）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頗
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
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

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
善、知善根。

云何知善？謂⾝身妙⾏行善，⼝口、意妙⾏行善，
是謂知善。



知善、善根（2-2）

云何知善根？謂無貪善根，無恚、無癡善
根，是謂知善根。

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善，知善根
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
壞淨，⼊入正法中。」 

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
賢者⼤大拘絺羅。」

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 



每段內容的啟問與結尾

［⋯(啟)⋯］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
⼤大拘絺羅！頗更有事因此事，⽐比丘成就⾒見，
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耶？」⋯
⋯

［⋯(結)⋯］⋯⋯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
⾒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 尊者
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
⼤大拘絺羅。」尊者舍梨⼦子歎已，歡喜奉⾏行！



知⾷食、集、滅、滅道如真（2-1）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
⼦子！謂有⽐比丘知⾷食如真，知⾷食習、知⾷食滅、
知⾷食滅道如真。

云何知⾷食如真？謂有四⾷食，⼀一者摶⾷食麁、
細，⼆二者更樂⾷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識
⾷食，是謂知⾷食如真。



知⾷食、集、滅、滅道如真（2-2）

云何知⾷食習如真？謂因愛便有⾷食，是謂知
⾷食習如真。

云何知⾷食滅如真？謂愛滅⾷食便滅，是謂知
⾷食滅如真。

云何知⾷食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
(結)⋯］。



知漏、集、滅、滅道如真（2-1）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
⼦子！謂有⽐比丘知漏如真，知漏習、知漏滅、
知漏滅道如真。

云何知漏如真？謂有三漏──欲漏、有
漏、無明漏，是謂知漏如真。



知漏、集、滅、滅道如真（2-2）

云何知漏習如真？謂因無明便有漏，是謂
知漏集如真。

云何知漏滅如真？謂無明滅漏便滅，是謂
知漏滅如真。

云何知漏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
(結)⋯］。



知苦、集、滅、滅道如真（2-1）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
⼦子！謂有⽐比丘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
知苦滅道如真。

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
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真。



知苦、集、滅、滅道如真（2-2）

云何知苦習如真？謂因⽼老死便有苦，是謂
知苦習如真。

云何知苦滅如真？謂⽼老死滅苦便滅，是謂
知苦滅如真。

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
(結)⋯］



知⽼老死、集、滅、滅道如真
（2-1）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
有⽐比丘知⽼老死如真，知⽼老死習、知⽼老死滅、知
⽼老死滅道如真。

云何知⽼老？謂彼⽼老耄頭⽩白⿒齒落，盛壯⽇日衰，⾝身
曲腳戾，體重氣上，柱杖⽽而⾏行，肌縮⽪皮緩，皺
如⿇麻⼦子，諸根毀熟，顏⾊色醜惡，是名⽼老也。



知⽼老死、集、滅、滅道如真
（2-2）

云何知死？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命終無
常，死喪散滅，壽盡破壞，命根閉塞，是名死也。
此說死前說⽼老，是名⽼老死，是謂知⽼老死如真。

云何知⽼老死習如真？謂因⽣生便有⽼老死，是謂知⽼老
死習如真。

云何知⽼老死滅如真？謂⽣生滅⽼老死便滅，是謂知⽼老
死滅如真。

云何知⽼老死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



知⽣生、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
知⽣生如真，知⽣生習、知⽣生滅、知⽣生滅道如真。

云何知⽣生如真？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生則⽣生，
出則出，成則成，興起五陰，  已得命根，是謂知⽣生
如真。

云何知⽣生習如真？謂因有便有⽣生，是謂知⽣生習如真。

云何知⽣生滅如真？謂有滅⽣生便滅，是謂知⽣生滅如真。

云何知⽣生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有、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
知有如真，知有習、知有滅、知有滅道如真。

云何知有如真？謂有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是謂知有如真。

云何知有習如真？謂因受便有有，是謂知有習如真。

云何知有滅如真？謂受滅有便滅，是謂知有滅如真。

云何知有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受(取)、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
知受如真，知受習*、知受滅、知受滅道如真。

云何知受(取)如真？謂有四受──欲受、戒受、⾒見受、
我受，是謂知受如真。

云何知受習如真？謂因愛便有受(取)，是謂知受習如
真。

云何知受滅如真？謂愛滅受便滅，是謂知受滅如真。

云何知受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愛、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
知愛如真，知愛習*、知愛滅、知愛滅道如真。

云何知愛如真？謂有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是謂知愛如真。

云何知愛習如真？謂因覺(受)便有愛，是謂知愛習如
真。

云何知愛滅如真？謂覺滅愛便滅，是謂知愛滅如真。

云何知愛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覺(受)、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
覺如真，知覺習*、知覺滅、知覺滅道如真。

云何知覺如真？謂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
覺，是謂知覺如真。

云何知覺習如真？謂因更樂(觸)便有覺(受)，是謂知覺
習如真。

云何知覺滅如真？謂更樂滅覺便滅，是謂知覺滅如真。

云何知覺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更樂(觸)、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
更樂如真，知更樂習*、知更樂滅、知更樂滅道如真。

云何知更樂(觸)如真？謂有三更樂──樂更樂、苦更樂、
不苦不樂更樂，是謂知更樂如真。

云何知更樂習如真？謂因六處便有更樂(觸)，是謂知更
樂習如真。

云何知更樂滅如真？謂六處滅更樂便滅，是謂知更樂滅
如真。

云何知更樂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六處、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
六處如真，知六處習、知六處滅、知六處滅道如真。
云何知六處如真？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
是謂知六處如真。
云何知六處習如真？謂因名⾊色便有六處，是謂知六處
習如真。
云何知六處滅如真？謂名⾊色滅六處便滅，是謂知六處
滅如真。

云何知六處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名⾊色、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知名
⾊色如真，知名⾊色習、知名⾊色滅、知名⾊色滅道如真。
云何知名？謂四⾮非⾊色陰為名。
云何知⾊色？謂四⼤大及四⼤大造為⾊色。此說⾊色，前說名，是為
名⾊色，是謂知名⾊色如真。
云何知名⾊色習如真？謂因識便有名⾊色，是謂知名⾊色習如
真。
云何知名⾊色滅如真？謂識滅名⾊色便滅，是謂知名⾊色滅如
真。

云何知名⾊色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識、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丘
知識如真，知識習*、知識滅、知識滅道如真。

云何知識如真？謂有六識──眼識，⽿耳、鼻、⾆舌、
⾝身、意識，是謂知識如真。

云何知識習如真？謂因⾏行便有識，是謂知識習如真。

云何知識滅如真？謂⾏行滅識便滅，是謂知識滅如真。

云何知識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知⾏行、集、滅、滅道如真
［⋯(啟)⋯］答⽈曰：「有也，尊者舍梨⼦子！謂有⽐比
丘知⾏行如真，知⾏行習、知⾏行滅、知⾏行滅道如真。

云何知⾏行如真？謂有三⾏行──⾝身⾏行、⼝口⾏行、意⾏行，
是謂知⾏行如真。

云何知⾏行習如真？謂因無明便有⾏行，是謂知⾏行習如
真。

云何知⾏行滅如真？謂無明滅⾏行便滅，是謂知⾏行滅如
真。

云何知⾏行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結)⋯］



總結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大拘絺羅！若有⽐比
丘無明已盡，明已⽣生，復作何等？」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
無明已盡，明已⽣生，無所復作。」

尊者舍梨⼦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
⼤大拘絺羅。」

如是，彼⼆二尊更互說義，各歡喜奉⾏行，從坐起
去。



第29經要義

本經敍說尊者舍梨⼦子問尊者⼤大拘絺羅得正
⾒見、⼊入正法的法。
⼤大拘絺羅答以：知不善、不善根、善、善
根，以及知⾷食、漏、苦、⽼老死、⽣生、有、
受(取)、愛、覺、更樂(觸)、六處、名⾊色、
識、⾏行等四諦之⽐比丘，得成就正⾒見，得⼊入
正法。



無明 ⾏行
識

名
⾊色

六
⼊入

觸
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解釋「業」與「報」的問題⋯⋯
需要

三世兩重因果

現
世
果現

世
因

過去因
來世
果



無明 ⾏行
識

名
⾊色

六
⼊入

觸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解開「輪迴」之迷⋯⋯
探討⽣生命流轉的本質（⽣生死本源）

只需要
三⽀支緣起

惑
業

苦
三輪轉



惑

苦

業

調整
認知／觀念

修正
⾏行為習慣

觀
感受



無明 ⾏行
識

名
⾊色

六
⼊入

觸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認識⽣生命的本質（⽣生命依持）⋯⋯
需要

⼆二⽀支緣起

識緣名⾊色
名⾊色緣識



識

名
⾊色

六
⼊入

觸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整理今⽣生的問題（認識⾃自⼰己）⋯⋯
需要

了解「觸境繫⼼心」及「逐物流轉」
⼗十⽀支緣起

觸
境
繫
⼼心逐

物
流
轉



觸「境」繫「⼼心」 • 逐「物」流轉

1. 「⼼心」被甚麼「境」給「繫縛」了？

2. ⾝身⼼心為何「物（⼈人事物境界）」⽽而不停流
轉？



修⾏行法⾨門的安⽴立（修⾏行著⼒力點）

1. 觀「名⾊色」無常、空等。 

2. 守護六根（六⼊入）。 

3. 觀「感受」、「⼼心識」。 

4. 將「無明觸」轉為「明觸」。



總結

世間正⾒見：善惡、業報、三世、凡聖。

出世間正⾒見：四諦、緣起（⼗十⼆二⽀支、⼆二⽀支、
三⽀支、五⽀支、⼗十⽀支）



反思過去 • 展望未來

過去 修學佛法 未來

建⽴立正⾒見

培養正信

引發正⾏行

護持正法



以此功德種善根    累世冤親同沾恩
由斯解脫諸苦惱    共證菩提度有情



不壞淨

不壞淨(abhejjapasāda)(巴)，不可破壞地
堅信佛、法、僧及聖戒。⼜又名avecca-
pasāda(不消失的淨信)。 

BACK



如何作到真正的護持正法？

⋯⋯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
⋯

印順導師：「深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依
正⾒見⽽而起正信，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佛
道，⾃自利利⼈人，護持正法。」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