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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　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三皈依】

南無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稱）

【發菩提心】

我今發心　不為自求　人天福報　聲聞緣覺　乃至權乘　

諸位菩薩　唯依最上乘　發菩提心　願與法界眾生　

一時同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歸命本師】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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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現行譯文凡例

v 1 . 1

2 0 2 0 年 1 0 月 2 2 日

壹、通則

一、讀者與譯文類型界定

本翻譯計畫所設定的目標讀者為一般信眾，而非學術界。在考證與

文字的運用方面，固然會盡力參考文獻學、佛學研究等相關學科的研究

取徑與成果，但因本計畫所著眼者，在於盡可能的正確傳達佛法義理，

促進經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顧前述學科研究目的與學科規範

之處，箇中有所取捨，在所難免。望識者諒察。

二、關於譯文品質

1.「信達雅兼備」是人們對於各領域翻譯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實

務上，本計畫所公告的譯文是以「信實」和「通達」為務，至於「典雅」

的目標，則有待譯文公告後，廣徵諸家見解，再逐漸修潤，方能更趨近

理想。

2. 線上版公告後，僅以「暫行電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三、關於格式

1. 譯文標有 [sic.] 註記處，表示該處存疑、待考，或有訛誤，但仍依

原文錄入。

2. 凡遇有［］符號處，表示在［］內的文字乃原文所無，但為便利

讀者理解與行文流暢，由譯者或編輯部補上。至於轉寫為現代書面語的

版本當中，則不另行標註。

四、藏文原典選用與版本校勘

1. 本計畫選用原典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爾》與《丹珠爾》，漢藏

對照本的藏文版本來源，係根據德格木刻版的圖檔，經電腦運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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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辨識 (OCR) 後所輸出的藏文文字檔。電腦檔案來源為 https://github.

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漢藏對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 <> 符號並以上標

方式註記處，表示該處在不同刻版間存在著差異。校勘對照本的依據，

是以中國藏學中心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校勘本為主。校勘仍容有未盡

理想之處，凡遇未及校勘之處，則由譯者或編輯部另於腳註中附帶說明。

3. 為避免造成在腳註中存在過多的版本校勘說明，因此讀者若欲詳

知版本間的差異，請逕行參考 <> 內的校勘文字，擬不於經文中另行說明。

貳、關於翻譯《甘珠爾》（佛說部）

一、《甘珠爾》的譯文，以傳統佛經語文體呈現，並另行製作現代

語文體版本，俾令不同閱讀偏好的讀者自行擇其所好。

二、《甘珠爾》的名相、一般詞彙使用與表述形式方面，以盡可能

承繼、沿用漢文大藏經中既有的古譯為原則，亦即：譯詞以正確表達藏

文原意為前提，但在譯詞的選用方面，則對照藏文原典文本與既有漢譯

古本，盡可能準用或參考古代漢譯本的表述方式。

叁、關於將佛經語文體改寫為現代語文體

一、關於既有語彙的使用，採用保留原譯的原則。

1. 凡遇慣用語、成語或類似成語的陳述句處，在保留原狀不至於造

成讀者閱讀障礙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寫為現代語體文，以免反而造成文

句生澀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稱、非專有名詞的術語等缺乏具體文獻佐證者，或為

孤例者，則保留原譯，不進行改寫。

二、為令行文暢達，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詞重複時，將酌情刪除重複處；

若遇文句順序需更動，以令文義表述符合漢文使用習慣者，或者需添加

主詞以凸顯文義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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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昧最上妙經

題　解

本經透過層遞比較，說明禪定三昧，是為最上，應當受持、修習。

一開始，佛在王舍城於三萬比丘、五千菩薩及人天眷屬大眾之中，默然

入定，引發眾人疑惑，後來文殊師利法王子請求佛陀出定，阿難遂向佛

陀請教「多聞智敏卻仍難成菩提」的原因，以及為何佛於一切契經中，

皆盛讚三昧與最上智。應阿難所請，佛陀以引導問答的方式，開示了相

關的法義。

在漢傳佛教中，本經曾有古譯，名為《最妙勝定經》，但在唐代之

後即未再收載於大藏經中，故而較少受到漢地佛教徒所關注。雖然如此，

漢傳佛教天台宗祖師慧思禪師（515-577）早年曾受此經啟發，深入聞思

修行。其弟子智顗的《修習止觀坐禪法要》、《法華玄義》、《釋禪波

羅蜜次第法門》等著作中，亦有援引本經之例。故知本經在漢傳佛教中

曾發揮重大影響。

至於藏傳佛教方面，敦煌版寫本應係本經最早的藏文譯本，其用詞、

內文與其他刻版皆有著較大的差異，但與漢譯《最妙勝定經》則相當接近。

在敦煌版中，出現了後弘期第三度釐訂譯詞期間（約在 11 世紀上半葉）

所採用的罕見拼寫方式，但該拼寫方式已不見於後期木刻本之中，因此

推估本經譯成藏文的時間應係後弘期早期。

至於本經在藏地的流傳方面，岡波巴大師（1079-1153）、龍欽巴尊

者（1308-1364）等人的著作中，也常引用本經。可見其受重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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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昧最上妙經
現代書面語文體版

{T137}༄༅༅། །རྒྱ་གར་སྐད་དུ། ཨཱརྱ་ས་མཱ་དིྷ་ཨ་གྲ་ཨུཏྟ་མ།*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ཏིང་ངེ་འཛིན་

མཆོག་དམ་པ།** བམ་པོ་གཅིག་གོ། །

梵語：Āryasamādhiagrottama.

藏譯： ’phags-pa ting-gne-‘dzin mchog-dam-pa/

漢譯：聖三昧最上妙 *** 經 **** 一卷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與約莫三萬多名大比丘僧、

五千名菩薩大士，以及天龍八部、天人、人等許多眷屬同在一處。

除此之外，還有四方的護世者、羅剎、餓鬼等四部，都來

集會，在眷屬的行列之中。

當時，世尊安住於「光明三昧」之中，靜默不語而安住，

許多眷屬因而心生疑惑。

之後，法王子文殊師利童子菩薩起身，轉繞佛陀三圈後，

接著以此偈頌盛讚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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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甚善哉！寂然住三昧；

　周圍眷屬眾，由是皆生疑。

　甚善日月光，歛照默然住；

　甚善珍寶藏，不施貧乏眾；

　甚善人中王，請從三昧出。

　甚善龍王者，請降甘露雨。

　甚善天中尊，請速演諸法。

　甚善為有情，請演一乘義。」

極為善妙呀！您為佛法之主。寂然安住於三昧之中。

周遭的諸多眷屬，都已經生起了疑惑。

極為善妙呀！您為日月光。您卻默然不語，不放光照徹。

極為善妙呀！珍妙寶藏！您卻未布施貧困者。

極為善妙呀！人中之王！請您從三昧中出定。

極為善妙呀！［人中］龍王。請您澍降甘露妙雨。

極為善妙呀！天人之尊。請您速疾暢演諸法。

極為善妙呀！請您為有情眾生，演說究竟一乘的法義。

世尊於是從三昧中起，向諸多眷屬說道：「我有許多無上

珍寶之智，能令諸位獲得利益、安樂，遠離貧乏。因此，毋庸

起疑，有任何欲問之事，便發問吧！」

於是，阿難從座上起身，向佛陀稟告：「世尊！我以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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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便能迅速獲得無上菩提。然而，根據聽聞到的經典所言，多

聞且具有敏銳慧根者，將會因為出現八種魔羅，而難以證得菩

提。若是如此，我當如何取證無上菩提呢？」

世尊對阿難說：「阿難！多聞者有二種心。何謂二種心？即：

三昧之心與迷亂心。心若安住於三昧，那麼，即使多聞也無妨；

心若處於迷亂之中，則多聞無益。任何充分具足三昧與智慧之

人，將速證無上菩提。」

阿難問：「世尊！為何於所有經典中，皆稱讚三昧與智慧

為真正最上呢？」

世尊答阿難：「阿難！具足三昧與智慧，就如同獅子是百

獸之中最優越的，太陽是一切光明之中最上的，須彌山則是一

切山中最勝。那麼，若問：『為何呢？』這是因為具足三昧與

智慧的力量，乃是真正最上的。」

世尊問阿難：「阿難，假使有人用栴檀木修造遍布三千大

千世界的精舍；另有一人，以七寶修建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精

舍。這二人的福德相等嗎？」

阿難回道：「在這二人當中，以七寶修造者，福德是最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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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問阿難：「又有一人，以普通的黃金修造遍滿三千大

千世界的精舍；另有一人，以純金修造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精

舍。這二人的福德相等嗎？」

阿難答道：「在這二人當中，以純金修造者，福德是最上的。」

佛陀問阿難：「假使有人，以栴檀木及其他香木修造遍布

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像，並行供養、禮拜；另有一人，以純金、

七寶修造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像，並行供養、禮拜。這二人

的福德可有差異？」

阿難答道：「以七寶以及純金修造佛像者，福德較大。」

佛陀問阿難：「假使有人，發心作大布施，將七寶庫藏、

妻妾、兒子都布施出去；另有一人，則將五體之最—頭，以

及眼睛、身體，還有難得的七寶庫藏，都布施了出去。這二人

的福德可有差異？」

阿難答道：「包括七寶、身體、妻妾以及兒子在內的布施，

福德較大。」

佛陀問阿難：「假使有人，能為遍布於三千大千世界的眾

人，宣揚十二部經，也就是透過閱覽經典、讓人讀誦經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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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流佈於世間：另有一人，能為遍布於三千大千世界的眾人，

依照文句念誦經典，並能演說、通達文義。這二人的福德，何

者為大？」

阿難答道：「依照文字念誦並通達的人，福德較大。」

佛陀問阿難：「假使有人，能夠無礙地念誦十二部經，但

並不知解箇中深義；而且［他］還奉持約莫遍布三千大千世界

的經典書函；此相對，另一人能夠純熟地念誦十二部經，並解

悟箇中深義，並同樣奉持約莫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經典書函。

這二人的福德，何者為上？」

阿難答道：「既能念誦，也能解義，此外還能為他人宣揚

演說者，福德最上。」

佛陀問阿難：「假使有人，能夠詮釋、演說十二部經，但

卻不奉行布施、持戒、安忍以及慈悲喜捨；假使另有一人，也

能詮釋、演說十二部經，並且廣大行持布施、持戒、安忍、慈

悲喜捨，以平等心看待眾生，如同看待獨子一般。這二人的福

德，何者較大？」

阿難答道：「能夠奉行慈悲喜捨，以及持戒、安忍，並能

布施有情，其福德既大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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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問阿難：「假使有人能夠詮釋、演說十二部經，並能

純熟地演說、理解十五部論，弘揚於世間。另有一人，能詮釋、

解說、理解十二部經，並理解引趣論、決定論、五蘊論、十二

緣起論、十八界論、大空論、日月論、日月雲論、莊嚴經論、

勝義性論、金剛藏論、一切相智論、三解脫門論等十五部論，

也能行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捨；平等看待壞戒與護戒者，

不起二心，如同虛空；不見有情的一切過失，平等看待一切有情，

如同對待獨子；於心懷瞋恚的怨敵，也能平等相待，如同虛空。

相對於此，有人不毀謗方廣十二部經。此二人 1 的福德，何者為

大？」

阿難答道：「不毀謗方廣十二部經之人，其福德無量無數，

不可思議。」

世尊告訴阿難：「此外，如果有人能將我於前所述的一切

福德，遍布三千大千世界，並能念誦、詮釋、講說十二部經、

十五部論，奉行持戒、安忍、慈心等，還作布施，多聞也已臻

於第一，能夠演說諸法性空寂靜之義，令聽聞者得五種神通，

如此這般，也能作利益與安樂之事。然而這樣的人，甚至連在

一日或一夜之中安住於三昧，都無法做到。若問：『這是為何

呢？』［因為］多聞之人，有著如同高山、大海般的強盛我慢心

呀！如此我慢強盛之人，將會於無量劫中，在惡趣受苦。從地獄

解脫之後，又會生為飛禽鳥類。如此看來，多聞又有何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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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具有禪定三昧者，便能淨除生死輪迴的嚴重罪業。

多聞就如草芥，三昧則如火焰；多聞如鐵，禪定三昧則如黃金：

多聞如同藥草粉末，禪定三昧則如藥樹；多聞如同江河，禪定

三昧則如大海。因此，我若講述禪定三昧之福德與功德，即便

以長劫稱說，也無法窮盡。」

世尊對阿難說：「我現前憶起於過去世，我曾為一名多聞者。

當時，文殊師利與我二人，就『有無』起了爭論，文殊說『有』，

我則說『無』，對於有無二者，何者為真理，各執一詞，無法斷定。

最終，［我］轉生於惡趣，於無量劫中，口吞鐵丸。從該地獄

解脫之後，值遇迦葉佛，迦葉佛方為［我倆］解說了有諦與無諦：

『一切萬法的自性，並無法決定為一端。也就是說，究竟真義，

並非如你［們］所說的有或無。若問：這是為何？一切萬法皆

因性空而寂靜，也就是說，這二種真諦（有諦與無諦）［的究

竟真義］，既不是有，也不是無。你［們］所懂得的，僅是字

義而已，並未懂得甚深真義。因此，你對此真義［的認識］，

就像是盲聾之人，豈能理解、了悟如此這般甚深真義呢？』聽

了這番話，我便前往靜僻的山中，作意思惟，趣入禪定三昧之

中。過了七日，對於四禪之三昧、三三昧、智三昧、大空、勝

義空、空空等，皆能了悟通達，也能夠了悟到，由於一切諸法

本性為空，因此寂靜，畢竟無有。這是為何呢？因為一切萬法

從體性而言，即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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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當了解：修習禪定，乃是真正最上。假使有人，

在一日一夜中，或者於七日中修習禪定三昧，則能逐漸淨除過

去無量劫所造的嚴重罪業。此外，［今生的］重罪也將得以淨除。

「若問：『怎麼說呢？』殺害父母，殺害阿羅漢，毀壞佛塔、

精舍，焚毀僧舍，犯四波羅夷罪、八波羅夷罪、五重罪、六種

自性重罪，或者毀謗方廣經典，說他人過失、缺陷，不行奉事，

無論生於何處，皆為我慢強盛，且自然而然便造作重罪。若修

習禪定三昧，這些罪業都將息滅、淨除─這也是仰仗禪定三

昧的勢力而淨除的，並非依靠其他力量［所致］。

「僅憑七日，就能得到這般無量功德與福德，那麼，終其

一生在僻靜處，在山間、樹下，作意修持尋觀分別 2、遣除、趨

入以及正斷，［其福德］更不待言。

「若問這是為何呢？心就如同江河，剎那也不住留；心跟

獼猴一樣，才放了一個，又抓了一個。總而言之，由於三昧，

心不動搖。

「假使心動搖了，便會對一切法生起迷亂之想。若是安住

於三昧，則會知道、了悟世間當中生住滅的有為造作，也就是

了悟：一切法是本性空的，因此寂靜；是無常且會遷變的，是

空而無我的，如同幻術，如同化現，如同雷電，如風，如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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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如水泡，如陽焰，如回聲，如同空中的鳥跡。

「若懂得存在於世上的群山、園林、江河、池沼、大海等

一切水，到了大火劫時，都會被焚燒殆盡，除了四禪、四無色

定之外，諸法都歸為空。因此，應當了知禪定的威力極為不可

思議。

「心如果安住於三昧，則能見到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日月、

星辰、江河、大海、群山、山林、峽谷、谷地，就像［看見］

掌中的菴摩勒果一般 3。

「若安住於禪定三昧之中，便能以神變前往盡恆河沙數的

十方世界，並能以神變力，變化十方世界的風、火、地、水、

日月、星宿、群山、園林、河水、樹木、天人宮殿、龍宮。因此，

應當了知禪定的威力極為不可思議。

「即便是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也能以禪定三昧的力量，變

化而出。阿難！由於大目犍連入三昧，因此能夠現起各種變化，

甚至因三昧之故，而能夠像旋火輪般運行於此大地。應當了知，

多聞是不能如此的。」

世尊命令阿難道：「你振動大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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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回道：「我沒有禪定三昧，所以振動不了［大地］。」

世尊對阿難說道：「修習禪定三昧，即便尚未獲得沙門四

果，也勝過多聞百千萬倍。」

當時，約莫有五百名居住在竹林的比丘，都以多聞感到自

豪。他們聽聞世尊說：「阿難！目犍連的神變、三昧乃是最上的。」

便來到佛所在之處，以頭頂禮世尊雙足，接著稟告道：「世尊！

由於我等修學多聞，亦能通達十二部經，所以十六大國全都如

同對待佛陀一般，恭敬、承事我等。為何世尊會說多聞永遠無

法證得菩提呢？」

語畢，五百比丘異口同聲地向世尊表示：「我等將要捨棄

多聞，改學禪定三昧。」

世尊告訴諸比丘：「比丘！你們別說『將要捨棄多聞，趨

學禪定三昧』。依我看，你們的智慧就像企圖以蚊子的翅膀遮

蔽日月，像是眼盲之人企圖攀登須彌山，像是沒有船筏卻想渡

過大海，也像折翼之鳥想要飛向虛空一般。你們也正像是這樣

呀！」

諸比丘因而心生怖畏恐懼，彷彿將要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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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世尊對諸比丘說：「比丘！你們不要驚恐，讓心入

定吧！」

諸比丘回道：「我等連禪定之威力都還不具備，哪能有三

昧呢？」

世尊說道：「我有妙藥，你們將能證得三昧。」

眾比丘稟告世尊：「請世尊開示，我等將會如是奉行。」

世尊便說：「所謂妙藥，就是：尋觀分別、遣除、趨入、正斷。」

眾比丘稟告道：「什麼是尋觀分別、遣除、趨入、正斷呀？

我等不能知解，請世尊開示。」

於是，佛又說道：「［發起］第一心稱為尋觀分別；出現

第二心，稱為遣除；出現第三心，稱為趨入；出現第四心，稱

為正斷。」

「此外，還有：初禪稱為尋觀分別，二禪稱為遣除，三禪稱

為趨入，四禪稱為正斷。另外，所謂禪定，是指身念住、心念住、

法念住、受念住，乃至［證得］四種神通；還有像這樣的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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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四正斷、四神足、四諦、四種三昧、四種無相、四菩提。

比丘！你連初禪尚且未能明了，何況四禪乃至一切法？諸比丘！

應當透過種種方便，趨入禪定三昧。

「若對尋觀不淨，應當見身的四大─皮膚、骨骼、關節、

滲滴的膿血，就如同有九個孔洞的器皿，將水注入其中，便會

滲漏；同樣地，不淨物如大小便等，既汙穢不堪，還會反覆漏

泄。透過三昧，則能見種種物，如是個別見到動靜、青相、黃相、

白相、黑相，於是心不錯亂。見到那些實事法［的狀態 ] 時，

便會轉向［而不再耽著］。作白骨觀、數息觀呼吸進出，也與

此相同。

「假使［比丘］犯四根本戒，比丘尼犯八根本罪，優婆夷

犯五根本罪，沙彌犯十戒，式叉摩尼犯六種罪，或者盜竊佛法

僧全體的信財，或者盜用和尚、阿闍梨、上師、父母、僧侶的

錢財，毀謗方廣經典，諸如此類的補特伽羅，當他要趨入禪定

三昧時，自己會見到身口就像狂風一般，血液如同熊熊燃燒的

火焰，骨骼就像山丘與巖壁般，脈像是樹木，五臟則如蛇或蜥

蜴：也會見到手持大火，在風中奔馳，頭頂著大山，雖要起身，

但卻步履踉蹌；口中出現獅子，眼中出現毘舍闍 4，鼻子出現大

蛇，耳朵出現豺狼，大小便如同降雨般落下，並多如大海；或

是見到十方諸佛示現多種神變。在見到如此徵兆時，便應從禪

定起，前往山間、園林或僻靜處，念誦方廣經典，並作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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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悔除先前的罪業，應該進行七天、十四天、廿一天、

廿八天、卅五天、四十二天乃至四十九天的發露懺悔。

「應當如此淨除罪業，接著再修習禪定。其中罪業較輕者，

將會見到身體宛如吠琉璃山。

「若有人未犯四根本罪，乃至未犯五種自性重罪，當其入

三昧時，將會見到十方諸佛同時說法，所說之法包括：四諦、

四正斷、四神足、苦法、忍法、頂法、世第一法，或者宣說七

覺支、四禪、八大人覺、四空、三三昧、八解脫。或在三昧中

見到黑暗、光明，則從該三昧中起，並應生起妙喜之心。」

［世尊這麼］說完之後，諸比丘便返回所居的園林之中，

修習禪定三昧七日，因此都證得了阿羅漢果。證果後，前往佛

陀所在之處，稟告佛陀：「世尊！我等依照佛陀所開示，已從

輪迴中解脫，並已證得無上果位。」

佛陀說道：「［諸位］若已有這般證悟，那麼，示現神變

的時機已經到來。」這麼說了之後，五百比丘便飛騰入上方空中，

或臥或坐，或行或住，有的則身上出現火或水，大顯十八般神變。

當時，多聞比丘眾由於修習禪定，因而如同大目犍連般，能起

各式各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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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阿難請教佛陀：「世尊！如來入涅槃後，此法將能

住世到什麼時候呢？在惡世時，會有多少眾生因為修習此法而

證得沙門四果呢？」

世尊向阿難說道：「之後，我將在春季的第二個月，於拘

尸那城涅槃。

「我涅槃後八十年間，會出現許多奉行佛法的有情，他們

住在墳場，或者住在樹下，心中作意此法：尋觀分別、遣除、趨入、

正斷，這樣的修行者，一萬人之中，將有九千人證得沙門四果。

後三百年間，共有一萬人證得沙門四果。」

後三百年，到五百年間，我的近住弟子眾將逐漸奉行不善

法，由於嫉妬心，而以邪命過活。五十萬人中，將有一萬人證

得沙門果。

「後五百年，到八百年之間，我的近住弟子眾之中，有人

專著在家人的衣服，畜養牛、羊、貓、驢、馬，囤積許多穀物，

自己耕種自己食用，也會蓄養男女僕役。到那時候，一百萬人

中，有一千人將會證得沙門四果。」

「後八百年，到一千年之間，我的近住弟子眾之中，有人

修學罪惡之法，親近、結交國王、王子、大臣、長者，彼此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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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書信，說著糜爛的話；有人耕田掘地，擁有許多穀粉，積攢

金銀、七寶，食肉飲酒，滋養四大之身；如同妓女般穿著色彩

鮮豔［的衣服］，做著欺騙迷惑［他人］之事。其中，十億人

當中，僅有百人將證得沙門四果。

「後一千年，到［一千］三百年之間，動盪嚴重：我的近

住弟子眾雖然身著法衣，卻像是在田邊插上舊旗幡，連威嚴也

不存。在家人見到［此等佛弟子］，並不會加以奉事，視之如

同屠夫。

「屆時，國內將會紛亂，世人彼此結怨，互相殺害，於是，

王臣、父子、兄弟之間也彼此結怨；甚至沒有慈悲心，為了飲

食而起煩惱。沒有家庭者、沒有妻妾者、沒有子女者、視盲者、

耳聾者、瘖啞者、根不健全者、男女僕役，都紛紛逃離該國，

使該國遭殃。

「無法養活自身者，便紛紛進入我的教法之中，在家人都

將之視如獵人，就好比是天界的牛、野馬、瘋象，難以調伏，

隨心所欲。師徒如同殘暴的野人般，放縱地受用著貪欲，既沒

有尊卑的次第，也沒有好壞的辨別，就如同傍生、牲畜一般。

此輩會造許多惡業，對惡趣無所恐懼。無論去到何處，都親近

並結交酒販、屠夫、獵人、妓女，口中所說的，也都是語言的

罪業，心中所想也都是罪惡。有人親近官員，用種種手段，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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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行善之人，奪其財物，蓄養女人；有人手持獵具、魚筌等，

捕捉魚等［動物］，接著親自宰殺、烹調。每月十五日以及月

底之時，不做布薩，自以為是。舉行戒律羯磨事者，會互相爭論，

尊卑之間互起瞋心，朋友之間也互起瞋心，生起惡毒之心。師

徒也彼此揭發過失，說著譏譭、揚惡的言論，猶如許多蜥蜴聚

集在一個孔穴之中，勾結黨派，彼此惡口、辱罵，也沒有尊卑

倫理，如同凶暴的野人，不願行善，對於搶奪感到自豪，貪著

利益聲名，不知饜足。在那樣的時代，十二部經也會隱沒，不

再有人閱讀、念誦。我的眾弟子遂學習、奉行兵法、訓詁、文字、

遊戲、騎術、禳祭、棋奕、歌舞、聚眾、驅離、射箭、賽等非法。

「由於如此奉行不善之法，［此等眾人］死後立即墮入惡趣，

於無量劫中感受著惡趣的痛苦。從中解脫之後，又轉生為傍生，

被飢渴痛苦所折磨，還要背負沉重的馱物。

「後來即便是修學杜多功德者，也會做許多非法之事，不

住在山間、園林間、墳場、樹下，卻常漫遊於城市之中，妄念

紛紛，謀求利潤與名望，貪著財物與受用，心不知足。就算是

說法者，能悟入佛陀所宣說之法的人，連萬分之一都不到。［此

等眾人］與諸多眷屬結伴遊城，進到俗家之後，向在家人說法，

其目的也是為了牟利與博得名聲。［此等眾人］累積許多享受，

就如同屠夫一般。不受用酒肉者對其感到厭離，訶責道：『諸

位比丘！你是持戒尊者，既然捨俗出家，成為無家者，卻連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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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沒有，還像這樣做許多非法之事，你就像是屠夫呀！』

「那些比丘聽到這樣責罵，都反過來［對呵責他們的人］

加以毆打、責罵、呵叱。彼此這麼說道：『如來在世的時候，

曾說：我不開許吃肉、飲酒。但現在如來涅槃了，什麼都開許

了，所以我吃肉、喝酒。』離開在家人之後，他們便彼此開玩笑，

說道：『我們所懂得的，就像是佛陀親口所說呀！』這樣說著

無意義的話、爭強好勝的話以及迷亂的話。就像是盲人豎起兩

隻手指，評論起天上太陽的大小與廣狹。又像是聾者宣稱：『我

聽到在天上說法的聲音。』如同盲人集會的世間。就算文殊師

利與大迦葉等應化住世，也會遭到所有人毆打、責罵，予以驅擯，

不令其安身。

「此外，就像獅子居住在香山之中，鹿等野獸便不敢靠近

該處。等到獅子離開那座山之後，各種野獸、包括兇殘的猛獸，

才彼此呼喚，進入香山之中，食用甜美的果實，並啜飲泉水。

這麼吃著、喝著，一切飲食都會枯竭告罄，居於香山的眾天人

也無法予以庇護。於是毒草蔓生，若吃下這些毒草，當下就會

殞命。

「我涅槃之後，雖然一切比丘仍會念誦、閱讀我所宣說的

十二部經，但卻會讓上者變成中者，讓中者變成下者，讓下者

變成上者，或讓中者變成下者、最末者。也就是說，［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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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那些並非真義者，說為真義；而將真義說為非真義，就如同

外道般，各自主張『我的經典』［才］是真實的。

「屆時，雖然十二部經仍然行於世間，但已經沒有威嚴與

勢力了。有些人或許會念誦、閱讀經典，但連一個證得沙門四

果的人都沒有。我的眾弟子就像是失去政權的國王，又像是失

去雙翼的鳥；精舍與佛塔都將荒蕪，無人加以修復；雖然有佛

像、旛旗、寶傘，但卻像是破損的兵器一般（無用）。於是鴿子、

鳥雀、豬、狗、羊等，便以此築巢居住。諸比丘所居住的場所，

倒是精心灑掃，務求莊嚴。」

世尊告訴阿難：「這還只是向你大致說說而已。」

阿難聽到佛陀所言，便流淚哭泣了起來。

為了不讓阿難憂傷哭泣，世尊向阿難說道：「你不要如此

哭泣，應當受持此經典，將之弘揚於世間。」

隨後，阿難拭去臉龐的淚水，向世尊稟告：「我當會受持。」

帝釋、人與天人大眾，也向阿難說道：「尊者！我等也會

護持［此經］。假使有人住於山間、園林、樹下、曠野，念誦、

閱讀此經，我等將會偕同人天眷屬以及非人大眾，前往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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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一偈或一句，都會受持，而不遺忘、退失。」

說此經時，有一千位比丘證得沙門四果，一千五百位比丘

尼證得須陀洹果，五百位優婆塞獲得圓滿清淨。於是人與天人

以及阿修羅等乃頂禮離去。

聖三昧最上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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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法藏敦煌版（Pel.tib.0102，以下簡稱《敦》或《敦》版）中，並無梵文經題。

**   《敦》寫做 ཏིང་ངེ་འཛིན་མཆོག་དམ་པའི་མདོ，義為《三昧最上妙經》（無「聖」字）。

***   最上妙：原文寫做 མཆོག་དམ་པ，義為「真正最上」。《月燈三昧經》、《大般涅槃經》

當中譯為「最上」，《妙法蓮華經》翻為「最上」與「上妙」，今參考諸家古譯，

譯為「最上妙」。

**** 德格版（以下簡稱《སྡེ》或《སྡེ》版）原文無「經」（sūtra/མདོ）字。若依據藏

文語法，即便未言明此篇為經，亦不影響讀者理解，然而，由於本經收錄於《甘

珠爾》的諸經部，屬於經藏，因此在翻譯時，乃按漢文傳統，補譯「經」一字。

特此說明。又，《敦》原來即有「經」字。

1　二人：原文雖寫做二人，但從文義觀之，應為三人；《最》本的行文，則將第二、

第三種人同列入第二種人。此處按原文譯出，望識者知之。

 此外，由於佛陀所舉例的三種人之中，第二種人顯然已經具足第一種人的功德，

二者可謂高下立判，所以佛陀所問「如是二人，何者福大」一語，顯然是在比

較第二與第三種人。若按此理解，則說為「二人」亦無不妥。

2　尋觀分別：原文寫做 རྟོག་པ་，義為分別、尋求推度，舊譯為覺，義為「對事物的

粗略分別」。《最》本譯做「觀」。古譯的「觀」，往往是指「對事物的細微分別」，

唐譯為「伺」。從藏本與《最》的用詞比對可知，此處的「尋」或「觀」（伺）

係同義，泛指「對事物的分別」，既包括了尋，也包括了伺。因此在書面語中，

譯為「尋觀分別」。

3　本句若採直譯，可譯為「就像是將菴摩勒果置於掌中一般」。為令語意更易於

 理解，因此稍做調整。

4　毘舍闍：原文寫做 འབར་བ་མ，梵文為 piśācā，為食肉、吸血的餓鬼道眾生，最

早的漢譯為意譯，譯為癲鬼；其他音譯尚有：臂奢柘、毘舍闍、毘舍遮、毘舍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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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佛滅罪真言】（三遍）

離婆離婆地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

          【補闕真言】（三遍）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問訊）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問訊）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領大眾　一切無礙（問訊）

【迴向文】

（一）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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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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