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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漢譯佛典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研究 

 
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4-043 

執行期限：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機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持人：丁敏 

 

一、摘要 

本計畫擬以漢譯佛典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為研究主題。作為筆者未來一系

列有計畫整理研究漢譯大、小乘經律中僧人及佛菩薩等之神通形象；及再進一步

研究中國各類僧傳、感應錄，乃至中國古典小說中僧人神通形象的基礎研究。在

原始、部派佛教時期，真正的佛教徒是出家的僧人，他們是佛教的精英份子，佛

法主要的承載者。而佛、法、僧又號稱佛教的三寶，其中佛和僧的神通形象是自

阿含經以來各大、小乘經律中常有的描述。因此，有關僧人的神通形象是一個值   
得關注研究的主題。 

      本計畫視四阿含中有關描述僧人神通形象之經文為佛教經典文學的表現，擬

對此部分經文進行全面性、系統性的整理與研究。在宗教性的敘事方面，由性

別/身份、神通的類型、聖與俗的屬性、神通修練的操作儀式、敘事立場等觀察
點，分析僧人神通形象的建構與樣態。從文學性的敘事角度，由人物敘事、空

間敘事，敘事話語風格等，分析其建構僧人神通形象的經典文學筆法。期望能

釐清佛陀及其出家弟子神通形象的原始面貌及其定位、釐清四阿含中僧人神通

敘事和佛教具有神異性格走向之互動關係、分析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所展現

的經典文學特色、並企盼能提供社會對形形色色「神通形象」，有關佛教經典文

獻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四阿含、僧人、神通形象、宗教性敘事、文學性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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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計畫擬以漢譯佛典四阿含1（《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

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為研究主題。視有關描述僧人形象的四阿含經文，為佛教

經典文學的表現形式。運用敘事學方法，從宗教性敘事與文學性敘事兩個角度

進行研究。以作為筆者未來一系列循序漸進有計畫整理、勾勒、詮釋漢譯大、

小乘經律中僧人及佛菩薩等之神通形象；以及未來更進一步研究中國各類僧

傳、感應錄，乃至中國古典說中僧人神通形象的研究開端。 

神通在原始佛教思想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釋迦牟尼的正覺成佛，是來自深邃

的冥想實踐。（柳田聖山，1992），在深邃的冥想中進行禪定式的思維，由初禪、
二禪、三禪次第進入四禪後，一一發起六種神通作用，展現種種超人能力，而在

證入第六神通「漏盡通」後，無明煩惱斷盡，心得解脫的大智慧，生命達到三明

六通的明通狀態，了知宇宙人生的實相，開悟成佛。 
因此，神通在佛教中具有二項重要特色：（1）是佛陀在達到開悟成佛過程中

的重要指標；（2）具有神異的超人能力，帶來具有奇蹟的魅力。阿含經典中明確
記載神通的理論、種類、內容、修習神通的方法，以及神通的能力與作用，也記

載許多佛陀及比丘/比丘尼們行使神通的事蹟。 
而歷來研究神通的論文，多著重於神通與禪思的關係、神通的種類、內容、

修習的方法及神通的作用力等方面的研究。（陳兵，1992；郭良鋆，1997；楊惠
南，1997；蔡耀明，2002）筆者個人也曾撰述一篇〈佛教經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
及其語言特色〉論文，此論文是以宏觀角度鳥瞰式的對神通故事在大、小乘經典

中的作用，作一爬梳與詮釋。（丁敏，1998）整體而言，針對僧人神通形象在大、
小乘經律中的面貌樣態，似乎尚未被當為主題來研究。 
    在原始、部派佛教時期，真正的佛教徒是出家的僧人，他們是佛教的精英份
子，佛法主要的承載者。（E. J. D. Conze(孔滋)著；胡國堅譯，1984）而佛、法、
僧又號稱佛教的三寶，其中佛和僧的神通形象是自現存最早佛教聖典阿含經以來

各大、小乘經律中常有的描述。因此，有關僧人的神通形象，是一個值得關注研

究的主題。究竟在各大、小乘經律中僧人神通形象究竟是什麼樣的樣態？又給予

什麼樣的定位？而各大、小乘經律對僧人神通形象的描述樣態，及定位的高低，

是否可以做為觀察有關佛教神通性格這部分，在歷史發展走向中，一個重要的象

徵性指標？例如筆者在閱讀中國高僧傳記時，發現佛教自傳入中國後，記載僧人

典範形象的歷代高僧傳，由梁‧慧皎的《高僧傳》開始，繼之唐‧道宣的《續高

僧傳》、宋‧贊寧的《宋高僧傳》，以及明‧如惺的《明高僧傳》，都列有〈習禪〉、

〈神異〉或〈感通〉等篇，專門記載顯揚僧人的神異靈通事蹟，甚至如〈譯經〉、

〈義解〉等側重理性思維的篇章，也不乏僧人神異靈通行蹟的書寫。明代由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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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主導編成的《神僧傳》更是彙編、整理專記歷代僧傳中僧人神異的事蹟。（李

豐懋，1978；柳田聖山，1992；陳士強，1992；曹仕邦，1998；柯嘉豪，1997）
可見在中國佛教對僧人典範的型塑與認同中，「神僧」是被認可為「高僧」的標

誌之一。這固然和佛教傳入中國時的社會背景，如神仙方術思想的流行等等有

關。但是回溯至印度佛教本身，甚至是在原始、部派佛教中僧人的形象就具有神

通的特質，是否也潛在深層地影響到中國佛教一開始對「神僧」形象認可的態度？

如果「示現神通」在印度是禁忌、犯大戒或被嚴格禁止的，那麼幾本由中國律師

撰著而成的高僧傳（曹仕邦，1960、1961、1962），怎會堂而皇之大書特書的將
「神僧」歸為「高僧」的類型之一？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的科學、數位資訊化時

代，社會上仍有部分人士對神通形象有崇拜的傾向，各種「附佛異象」2屢見不

鮮。放光、本尊、分身等神通傳說，紛紛擾擾，真假莫辨。而有關神通靈異故事

的小說；前世今生的論述報導，均可見於各大出版社。（例如張老師、聯經等出

版社）3可見形形色色的「神通形象」，在現今社會，仍有其市場魅力與迷思。 

此外，日本學者柳田聖山認為在做禪學的研究時，首先要把握原始佛教中的

「樂道」和「神通信仰」兩方面特質，並指出很多西方學者研究原始佛教思想時，

往往多偏重於研究原始佛教所具有的強烈倫理性和邏輯性，而有忽視神通的嚴重

傾向（柳田聖山，1992）。而大陸學者郭良鋆也指出在佛教研究學界，學者們常
常故意迴避佛教中的神通問題，甚至佛教界自身也自覺性地對神通問題進行淡化

處理。因為按照近代科學標準，佛教的神通觀類乎神話傳說。但在事實上，在佛

教發展過程中，對神通的重視與渲染是有增無減。（郭良鋆，1997） 
由以上種種因素激發筆者想由「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研究角度，來勾勒整

理印度佛教中僧人神通形象的原始及後來的發展面貌及其影響作用。由於佛教僧

人的原始面貌，可說是存於阿含與律藏等早期佛教的聖典中。因此本計畫先以漢

文四部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為研究主題，作為系列研究的起點。 

（二）、研究目的 

1.彙整出四阿含中所有關於神通理論及僧人神通形象的經文資料。 

2.探究漢譯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的原始樣態及其定位。 

3.釐清佛教在本質上是否一開始就具有重人文理性，又承認神通靈異，如此弔詭

的雙重面向？其輕重比例及定位如何？ 

4.釐清四阿含中對僧人神通敘事和佛教具有神異性格走向之互動關係。 

5. 探究僧人神通形象的文學敘事筆法，分析其特重共時性空間敘事架構的獨特
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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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有關佛教神通方面的文章與書籍，多半是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介紹，較少由

學術的方面進行研究，至於專文探討四部《阿含》中的神通觀者，則更不多見。

以下便針對國內外現有的、與神通相關的研究成果提出評述。 
就筆者的考察，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關注在以下的幾個課題上。一類

是探討對於神通的認識，其中包含了從歷史現象的變化來觀察神通面貌的轉移，

亦即神通隨著佛教發展過程而開展出來的不同面貌，以及吾人應該如何來認識神

通、正視神通，並給予神通一個恰如其分的定位，提醒吾人神通不能脫離佛教的

覺悟，需導向正向涅槃的終極目標。這類的研究，要算是目前少見的神通研究成

果中的大宗。如楊惠南在〈「實相」與「方便」：佛教的神通觀〉中，便是以思想

史的方式，分期探討佛教神通觀的演變和類型，從中得出佛教面對神通時的基本

態度。依楊氏的研究，原始佛教對神通是採取批判的態度，到了部派佛教的大眾

部，才出現主張神化的佛身觀，而這一帶有神祕色彩的主張，不僅為後來的大乘

佛教所承繼，而且，越到後期出現的經典，此一神秘色彩愈加濃厚。至於中國佛

教，則是在一開始便對神通抱持著寬容的態度。不過，部派佛教裡矛盾的神通觀

也進入了中國佛教，因此，中國佛教對待神通所呈現出來的態度，是一方面極盡

能事地描寫佛陀與弟子的神通事蹟，卻又同時禁止向在家居士顯現神通。此外，

楊氏還藉由神通在實相與方便兩個概念中，其意涵的對比，來突顯楊氏反對將視

神通為實相，而應視為方便的主張。這種對於神通帶有批判性的主張，在羅正心

〈遠離邪命非法：《阿含經》裡釋迦牟尼佛對出家眾所示占相、咒術的態度--兼
論他對神通的看法〉一文中，也可以看到。羅氏該文對於神通的課題雖是兼論性

質，不過，其考察的成果卻仍值得重視。羅氏指出，在《阿含經》中雖論及神通，

卻是以「持戒離欲」為本，而強調導向涅槃智慧，這種態度，正顯示出在釋迦的

教理中，視智慧為法中第一義的特色。而在筆者〈佛教經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及

其語言特色〉一文中，也透露出這樣的訊息。雖然拙作的觀察視角主要是從文學

性的角度切入，不過，得出的研究成果，在神通隨著時代推演而開展出的不同面

貌部分，以及各時期對於神通的認識，可以與楊、羅二氏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

特別是筆者還指出，到了大乘佛教時的神通故事，已不再是神通觀念的印證、神

通力的宣傳、法力無邊的例證，而是作為某種奧義的載體。 

另一類的研究，則將焦點集中在神通故事的文學性上。除了上文所提及的、

拙作所探討的神通故事的作用外，筆者還同時考察了神通故事的語言特色。關於

這方面，筆者指出，其語言特色在於「似真非真」的朦朧性。而從文學的角度來

看，神通故事中，藉由神奇魔術的語言所開展出的神奇妙幻的虛構空間，則使人

的想像力得以肆意盡情地馳騁。 

    除此之外，值得重視的研究，則是以巴利三藏為探討文獻的研究。這方面，

有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一書。該書是直接利用巴利語文獻所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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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著，其中概要式地介紹了巴利語五部《阿含》中所論述的神通觀念及神通

故事。特別應予表出的，是作者對於研究神通的態度。郭氏在研究一開始即指出，

神通在原始佛教思想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自近代以來，隨著科學實證主義的興

盛，在佛教研究界，學者們常常故意迴避佛教中的神通問題。所幸，在二十世紀

人體科學的研究興起後，一些學者開始對佛教神通另眼相看，將它納入了人體特

異功能的領域。而就巴利三藏而言，佛陀本人是肯定神通的，所反對的是濫用神

通，並強調具有神通並不等於獲得佛法智慧。這部分的研究成果，正可與以漢譯

四《阿含》為文本的研究相呼應，並可做為筆者研究漢譯四部《阿含》的參考對

照。 

其他的研究，則探究的焦點都並非關注在神通，而是兼論性地提及。如蔡耀

明〈《阿含經》的禪修在解脫道的多重功能〉，該文指出在《阿含經》中，引發神

通的憑藉其實是相當多元的，而神通在佛法的位置，則可以因吾人觀看的側面而

各有差異。又如Mukherjee, Biswadeb（穆克紀）〈A Pre-Buddhist Meditation System 
and its Early Modifications by Gotama the Bodhisattva ( I )（II）〉（論四禪---喬達摩
菩薩如何改定此一佛教前已有的法門(上)(下)）一文，則提到喬達摩超越了當時

沙門們走過的四禪階段，並且革新了沙門的精神世界。此外，柳田聖山在《禪與

中國》一書中，則從歷代《高僧傳》中所記載的神異事跡，來指出中國佛教已開

始意識到佛教的神異與純世俗的奇蹟和靈怪現象之間的區別，並提醒讀者，最初

的奇蹟，實際上是最深邃智慧的具體表現。 
由以上的評述可知，歷來研究神通的論文，多著重於神通與禪思的關係、對

於神通的認識、神通的種類、內容、修習的方法及其作用力等方面的研究。至於

僧人神通形象在大、小乘經律中的面貌樣態，則似乎尚未被當為主題來探討，因

此，本計畫擬以此主題進行研究。 
  （四）、研究方法 

對於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分析，此處的「敘事」是運用敘事學（Narrtology）
中對敘事的界定：所謂「敘事」是對一個或一個以上真實或虛構事件的敘述。而

所謂「事件」必須是一個過程，一種變化，或一種行動。（羅鋼，1994）因此有
關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乃指透過有關僧人神通事件的敘述來形塑其形象。由於

佛教的神通是一種心靈/身體的修練技術，有固定化的程式進程，非描述性的靜
止狀態，因此可用敘事的觀點來進行詮釋。僧尼的神通敘事，既是宗教性的敘事

闡釋，也富有文學性的意象描繪。本研究計畫擬採敘事學的方法，從敘事的立場

（敘述者、受敘者、潛在讀者、敘事觀點視角、聲調口吻等）、敘事模式（敘事

的情節、結構、人物、時空場景等）、以及敘事的話語風格及修辭特色等角度，

來進行分析四阿含中僧人所呈現的各式神通形象，及其所指涉的宗教意涵。 

（五）、結果與討論 

 本人於此研究計畫期間發表二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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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12）＜小乘經律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佛學與文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外審正式出版。 

2. （2004.7.3）＜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發

表於台灣宗教學會「台灣的宗教研究---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在＜小乘經律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的論文中以漢譯佛典小乘經律

為依據，試圖分析、勾勒出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特性。阿羅漢果是小乘佛教沙門

四果中的第四果，也是佛陀賢聖弟子中修得最高果位，獲得「聖解脫」的弟子，

除了慧解脫阿羅漢外，經典中記載許多得六神通的阿羅漢，他們有許許多多的神

通事蹟。本文欲探討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特性。嘗試由聖/俗空間的角度，作為

論文切入點，就「出世間」部分，分析阿羅漢在「行不著世間法」的面向上，如

何建構他們的「聖妙空間」而呈現他們的聖妙性；而在世間部分，就阿羅漢在「生

於世間，長於世間」的面向上，分析那些是生而為人的人間性。由此二方面，以

歸結勾勒出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特性。指出「坐禪念定」是走出「世間」，進入

「出世間」的分節點，提供一條進入「出世間」的途徑，而這途徑最基本的模式

就是「九次第定」禪思空間的開啟，由逐層開啟「四禪八定」的天界行旅，乃至

最後進入「滅盡定」，證得聖解脫的最高果位阿羅漢。特別指出阿羅漢的神通空

間是連結聖俗兩界的空間 ：並分析這是因為（1）阿羅漢的神通空間宛若凡俗世

間的魔術舞台（2）阿羅漢的神通共相展示，指出阿羅漢們有著各式各樣展示神

通能力的行跡，然最大的神通共相，便是佛陀的幾個阿羅漢大弟子，如目連、舍

利弗、大愛道比丘尼等在入涅槃前的神通展示。最後總結由於阿羅漢在世間又出

世間，因此其生命具有聖妙性與人間性的雙重面向。這雙重面向的結合，構成小

乘佛典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 
＊在（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論文中，嘗試

由敘事學來研究在阿含與律部的經文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

事方式，以探究經典的文學表達形式，在詮釋與傳播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由敘事

的「事件」、「位置」、「地點」、「時空」等面向，分析在《阿含經》中「禪定與神

通」敘述本文的特色。指出在《阿含經》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的自述經文中，已

具備許多「禪定與神通」的故事事件，由於各經文所選的成道事件之不同，因而

形成了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故事的不同本文。但都是以個別片段的事件敘述

散見阿含中，尚未建構成完整的敘事結構，及定型的敘事模式。此外，最值得關

注的是「樹下降魔」在《阿含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是以單獨事件的「插話」

形式被敘述，降魔事件非位於該則經文主要的「位置」。這似乎意味著在《阿含

經》中「樹下降魔」在成道歷程中並非必要的一環。證道「地點」的敘事方面則

可看出由《中阿含經》到《增壹阿含經》，是從「凡俗地點空間」的描述，轉換

成「神聖地點空間」的描述。證道故事，也由《中阿含》中純粹的歷史事件，轉

為染上帶有神話性色彩的事件。  

其次，釋尊成道歷程完整的定型結構，在律部中唯一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

破僧事》，和各單經佛傳的結構模式大體相似，最不同的部分在「降魔」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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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本論文由敘述視角、空間分節與分節點的敘事作用、以及戲幕式的敘事方

式等，來分析《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各「禪定與神通」空間場景的敘事特

色；並特別分析其中 「降魔」空間場景的獨特性。「降魔」除了正式納入釋尊證

道歷程的系列敘事中，並且是貫穿釋尊證道成佛的整體歷程；釋尊發起神通的整

個過程，也都和降魔息息相關。此外，由敘事話語的風格，來比較分析阿含與律

部對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不同詮釋面向。在《阿含經》中是以「講

述」（telling）為主，是人間佛陀「教誨性」的敘事話語，展現樸實簡約的話語

風格。但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是以「展演」（showing）為主，「展

演」一生補處菩薩最後下生人間成佛歷程的「神話禮儀」。所以採取的敘事策略

是將其中一切本是平凡人間的人事物，都渲染轉化成具有神聖性的人事物，如「聖

女」、「聖粥」、「輪相」「菩提甘露之粥」、「寶缽聖物」等，在加上「盲龍目明」、

「草自右旋」等奇蹟徵兆、以及天空眾神、風神雨神的介入等等，有意味的將釋

尊成道歷程的敘事，變成神話性質的敘事話語，展現充滿想像力、驚奇瑰麗鋪敘

排比、魔幻寫實的話語風格。以「故事佛學」的形式，激發熱切的宗教信仰情感，

達到宗教傳播的功效。                                                               

三、參考文獻 

藏經類： 

《雜阿含經》（五十卷），劉宋‧求那跋陀羅於435-443年譯（T2/99） 

《中阿含經》（五十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於397-398年譯（T1/26） 

《增壹阿含經》（五十一卷），東瞿曇僧伽提婆於385或197年譯（T2/125）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於413年譯（T1/1） 
卷號 律部名稱 卷數 譯者 

No. 1421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30卷 劉宋 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No. 1425 摩訶僧祇律 40卷 東晉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No. 1428 四分律 60卷 姚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No. 1435 十誦律 61卷 後秦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No. 144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50卷 唐 義淨譯 

No. 1443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

毘奈耶 

20卷 唐 義淨譯 

No. 144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出家事 

4卷 唐 義淨譯 

No. 144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安居事 

1卷 唐 義淨譯 

No. 144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隨意事 

1卷 唐 義淨譯 

No. 144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皮革事 

2卷 唐 義淨譯 

No. 144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藥事 

18卷 唐 義淨譯 

No. 144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羯恥那衣事 
1卷  

唐 義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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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5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破僧事 

20卷 
唐 義淨譯  

No. 145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雜事  

40卷 唐 義淨譯 

專書類： 

1. 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編集 《佛典入門事典》，日本東京：永田文昌堂印行，

2001年。 

2. 威廉．詹姆斯 著；蔡怡佳、劉宏信 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

2001。 

3. 伊利亞德(Nircea Eliade) 著；楊素娥 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

桂冠，2001。 

4. 鄧殿臣譯《長老偈、長老尼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5. 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6. 奧托(Rudolf otto)著；成周邦譯《論神聖》，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7. 陳  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二版。 

8. 陳士強《佛典精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台北：桂冠，1992。 

10.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阿含藏附錄上冊下冊》，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11.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1988。 

12. 杜普瑞(Louis Dupre)著；傅佩榮 譯《人的宗教向度》，台北：幼獅，1988。 

13. 德‧孔滋(E. J. D. Conze) 著；胡國堅 譯《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收於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2冊，台北：華宇，1986。 

14.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日本京都：山喜房佛書林，1965。 

15. 董小英 《敘述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6. 劉世劍 《小說敘事藝術》，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17. 浦安迪 《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二刷。 

18. 申  丹 《敘事學與小說文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9. 胡亞敏 《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4。 

20. 羅  鋼 《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21. 王文融 譯；熱拉爾‧熱奈特 著《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0。 

22. 伍曉明譯；馬丁（Wallace Martin） 《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89。 

期刊論文類： 

1. 郭忠生〈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二）--試論彌勒信仰與菩薩思想發展的幾



 9

個面向〉，《正觀》第23期，2002年12月。 

2. 郭忠生〈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一）--試論彌勒信仰與菩薩思想發展的幾
個面向〉，《正觀》第21期，2002年6月。 

3. 蔡耀明〈《阿含經》的禪修在解脫道的多重功能〉，收於《正觀》第20期，

2002年3月。 

4. 丁  敏〈佛教經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及其語言特色〉，收於《佛教文學與藝

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台北：法鼓，1998，頁23-57。 

5. 楊惠南〈「實相」與「方便」：佛教的神通觀〉，收於《「宗教、靈異、科學與

社會」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12月。 

6. Mukherjee, Biswadeb（穆克紀）〈A Pre-Buddhist Meditation System and 

its Early odifications by Gotama the Bodhisattva ( I )（II）〉（論四

禪---喬達摩菩薩如何改定此一佛教前已有的法門(上)(下)），收於《中華佛

學報》第8、9期，1995、1996年。 

7. 羅正心〈遠離邪命非法：阿含經裡釋迦牟尼佛對出家眾所示占相、咒術的態
度-兼論他對神通的看法〉，收於《東方宗教研究》第3期，1993年10月，
頁9-28。 

8. 村上 嘉实〈神通力の思想〉，收於《佛教史佛教學論集：野村耀昌博士古稀

記念論集》，東京：春秋社，1987。 

9. 山口 益等著；一平譯〈印度聖典的成立及其傳播〉，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
佛學名著譯叢」第 27冊，台北：華宇，1984。 

10. 今津洪嶽 著；印海 譯〈阿含經解題〉，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
叢」第 27冊，台北：華宇，1984。 

11. 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 (上)〉，《新亞學報》，1960年

8月。〈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 (中)〉，《新亞學報》，1961

年8月。 〈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 (下)〉，《新亞學報》，

1962年2月。  

四、計畫成果自評 

1. 彙整出四阿含中所有關於神通理論及僧人神通形象的經文資料。 

2. 本人於此研究計畫期間發表二篇論文：＜小乘經律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

＞、＜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應已對本研究計

畫的主題「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研究」，運用敘事學的分析方法，從敘

事觀點視角、聲調口吻、敘事的情節、結構、人物、時空場景等、以及敘事的話

語風格等角度，進行了對僧人神通形象的基本勾勒。神通在佛教中重要特色之一

是：「神通」是佛陀在達到開悟成佛過程中的重要指標；是以本人從跟本著手先

研究＜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其次探討佛陀的阿羅漢弟子

們的原始形象與特性，以及神通在他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二篇論文可以

釐清佛教在本質上是一開始就具有重人文理性，又承認神通靈異的雙重面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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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顯現僧人的神聖性及宗教的傳播有很大的關係。 

3.本人二篇論文的研究範圍已跨越《阿含經》，到94年的國科會計畫的五部廣律 

，對於神通其他相關主題，亦會就阿含、律部做整體觀察，繼續從事研究撰述。 

五、附錄 
茲附錄貳篇已發表論文的電子檔如下： 
1. ＜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 

2. ＜小乘經律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 
關於發表於「台灣宗教學會」研討會＜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

通」的敘事分析＞已投稿於政大中文學報第二期，目前正在審稿中。至於＜小乘

經律中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一文則是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佛學與文學」研

討會發表後，刊登於外審通過的論文集正式發表。 

 
 
 

台灣宗教學會主辨「台灣的宗教研究---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發表於2004.07.03】 

 

 

小乘經律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 

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丁敏 

 

 

＊本篇論文為92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份研究成果 

「漢譯佛典四阿含中僧人神通形象的敘事研究」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4-043 

 

 

【論文提要】 
本論文嘗試由敘事學來研究在阿含與律部的經文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

定與神通」的敘事方式，以探究經典的文學表達形式，在傳播與詮釋佛法上所起

的作用。由敘事的「事件」、「位置」、「地點」、「時空」等面向，分析在《阿含經》

中「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的特色。指出在《阿含經》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的自

述經文中，已具備許多「禪定與神通」的故事事件，由於各經文所選的成道事件

之不同，因而形成了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故事的不同本文。但都是以個別片

段的事件敘述散見阿含中，尚未建構成完整的敘事結構，及定型的敘事模式。此

外，最值得關注的是「樹下降魔」在《阿含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是以單獨事

件的「插話」形式被敘述，降魔事件非位於該則經文主要的「位置」。這似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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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在《阿含經》中「樹下降魔」在成道歷程中並非必要的一環。證道「地點」

的敘事方面則可看出由《中阿含經》到《增壹阿含經》，是從「凡俗地點空間」

的描述，轉換成「神聖地點空間」的描述。證道故事，也由《中阿含》中純粹的

歷史事件，轉為染上帶有神話性色彩的事件。  

其次，釋尊成道歷程完整的定型結構，在律部中唯一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

破僧事》，和各單經佛傳的結構模式大體相似，最不同的部分在「降魔」的結構

安排。本論文由敘述視角、空間分節與分節點的敘事作用、以及戲幕式的敘事方

式等，來分析《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各「禪定與神通」空間場景的敘事特

色；並特別分析其中 「降魔」空間場景的獨特性。「降魔」除了正式納入釋尊證

道歷程的系列敘事中，並且是貫穿釋尊證道成佛的整體歷程；釋尊發起神通的整

個過程，也都和降魔息息相關。此外，由敘事話語的風格，來比較分析阿含與律

部對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不同詮釋面向。在《阿含經》中是以「講

述」（telling）為主，是人間佛陀「教誨性」的敘事話語，展現樸實簡約的話語風

格。但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是以「展演」（showing）為主，「展演」

一生補處菩薩最後下生人間成佛歷程的「神話禮儀」。所以採取的敘事策略是將

其中一切本是平凡人間的人事物，都渲染轉化成具有神聖性的人事物，如「聖

女」、「聖粥」、「輪相」「菩提甘露之粥」、「寶缽聖物」等，在加上「盲龍目明」、

「草自右旋」等奇蹟徵兆、以及天空眾神、風神雨神的介入等等，有意味的將釋

尊成道歷程的敘事，變成神話性質的敘事話語，展現充滿想像力、驚奇瑰麗鋪敘

排比、魔幻寫實的話語風格。以「故事佛學」的形式，激發熱切的宗教信仰情感，

達到宗教傳播的功效。 
 

 

【目錄】 

壹、前言 

貳、四阿含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 

（一）組成「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的「事件」分析 

（二）組成「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的事件「位置」分析 

（三）「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中證道「地點」的敘事分析 

（四）「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中的「時空」敘事分析 

（1）「樹下禪定」的四禪空間敘事 

（2）神通開啟的時間敘事 

參、《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釋尊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敘事分析 

一、釋尊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敘事結構的定型 

二、阿含律部中釋尊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述視角(perspective)分析 

（一）《阿含經》中「禪定與神通」的敘述視角 

（二）《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禪定與神通」的敘述視角 

三、「禪定與神通」的空間分節與戲幕式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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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習仙人禪定到放棄仙人禪定空間場景之分析 

（二）、由棄仙人禪定到修習苦行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1）行無息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2）行少食禪法、穢食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三）、由否定苦行禪法到忽憶少時四禪的空間場景之分析 

（四）、 行動空間場景「插入式分節」的敘事分析 

（1）受粥供養的敘事分析 

（2）河中沐浴的敘事分析 

（3）尋找金剛地的敘事分析 

（五）、降魔、神通與證道的空間場景的敘事分析 

（A）、釋尊降魔禪定空間中「魔」的意象敘事 

（1）魔宮憂幢忽動的意象 

（2）魔王化身為小使的意象 

（3）.佛魔校量功德，地神作證的意象 

（4）魔女色誘的意象 

（5）魔軍來襲的意象 

（6）魔王以菩提樹葉聲相擾的意象 

（B）、釋尊發起神通與降魔的互動敘事 

（1）.魔軍消退，釋尊初夜證「神足通」 

（2）.魔軍復來，以聲擾釋尊，釋尊證「天耳通」 

（3）.釋尊欲知魔軍心念，中夜證「他心智」 

（4）釋尊欲知魔軍宿命，中夜證「宿命智」 

（5）釋尊為一切有情尋找出離輪迴之道，證「無漏智通」，獲「覺分菩提」 

（6）釋尊最後降魔，證「無上智」 

肆、結論 

 

 

壹、前言 

釋迦牟尼的正覺成佛是來自深邃的冥想實踐。4在深邃的禪思冥想中，

進行禪定式的思惟，發起三明六通，了知宇宙人生的實相，開悟成佛。因此

「禪定思惟」貫穿釋尊尋求開悟成道的整個歷程，而發起神通則是趨向正覺

成佛的重要指標。5可以說「禪定與神通」是釋尊個人深刻的宗教體驗。而

這深刻的宗教體驗，一旦以語言、文字的形式被僧團會誦，紀錄結集成經典

的形式存在，它就不再是宗教經驗的本身，而是宗教語言的論述、變成經典

的文本世界。自《阿含》、《律部》至各專經形式佛傳中，紛紛記載關於釋尊

                                                 
4 柳田聖山著 毛丹青譯：《禪與中國》，（台北：桂冠，1992 年初版），頁 17 
5 《雜阿含經》卷四十三中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當受持無漏法經，廣為人說。所以者何？

義具足故，法具足故，梵行具足故，開發神通，正向涅槃。」T2/99,p3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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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證道的歷程，因為這是佛教成立開展的根髓之始。但這些不同的經典文

本，無論敘述的或簡或繁，都不是以「佛學理論」的哲學思辯形式來論述求

道證道的歷程。以「禪定與神通」為核心，描述釋尊求道證道的歷程，各經

典本文都是以經典文學的形式，以故事情節來進行敘述。因此就表達形式而

言，在內容形式、組織結構、敘事視角、方式等各方面，就會呈現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各有特色各擅勝場的局面。這意謂各經典本文把釋尊求道證道歷

程的理解與詮釋，包含在故事裡面，表達了不同時空的編纂者，與釋尊成道

歷程此種神聖經驗相遇的經驗，以及對此神聖經驗自我認信的表達。6由於

「禪定與神通」是佛陀成道歷程的兩項重要指標，本論文試圖以敘事學的方

法，來分析阿含與律部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模式之演進。 

 

貳、《阿含經》中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分析 

(一) 組成「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的「事件」分析 

所謂敘述本文（narrative text）是敘述代言人，用特定的媒介諸如語言

等，敘述（講）故事的本文。而所謂的「故事」（story）是以特定的方式表

現出來的素材（fabula）。而被編入故事中的「素材」，則被界定為一系列的

「事件」（event）。而所謂「事件」是從一種狀況到另一種狀況的轉變。也

就是說：敘述本文是故事在其中被講述的本文。這一主張表明本文並不等

同於故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本文，其中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換句話說：

同一故事，可有各種不同的本文。這是牽涉到組成故事的事件。事件數量

的多寡，描述方式的異同，及事件順序的先後安排等，以及用什麼視角看

待事件，以什麼聲調敘述事件；都在在影響到敘述文本的彼此相異，即使

講述的故事相同。7 

由以上敘述學對故事與本文關係的分析，吾人可知同樣在敘述釋尊成

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的故事，卻產生不同經典敘述本文的原因，就是

在於組成「禪定與神通」故事素材的不同，也就是一系列事件的不同。因

此，以下在《阿含經》中，就有關「釋尊求道證道故事」中組成素材的事

件來分析各文本的異同。 

 

（一）《增壹阿含經.卷 39》中的降魔事件 

有關釋尊在未成道前，先坐於萻提樹下，於禪定中降魔的敘事，檢閱四

阿含的經文，似乎僅在《增壹阿含》中被敘述過一次。8 

此段降魔的經文，並非該品經文的主旨，而是做為釋尊為比丘們講解「船筏

之喻」時的例證，以「插話」的形式被敘述，且這「插話」在降魔敘述後即

                                                 
6 參考崔默（Willam Calloley Tremmel）著 賴妙淨譯：《宗教學導論》，（台北：桂冠，2000 年初

版），頁 248-258「故事神學論」 
7 【荷】米克‧巴爾著 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初版），〈導言〉，頁 3-8 
8 見《增一阿含.卷 39》，T2/125，p.759c-7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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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之前、之後都沒有連結任何其他的成道歷程。降魔事件的敘述約如下： 

(1)未成道前，主動降魔： 

釋尊未成道前，坐於樹下，主動升起「降魔」的念頭，「降魔」主要是降服魔

王的「憍慢之心」，因為弊魔波旬是「欲界魔王」，是欲界最豪貴的生命，降

伏祂則「一切憍慢之天，無不靡伏。」 

(2)魔王不知「成佛」的威力 

魔王並不知道釋尊即將成佛對祂的威脅性，只因釋尊的笑聲讓魔宮震動，干

擾了祂令祂不快，慢心大起，要前往看看釋尊是何等人物？是不是祂的對手？

這和後來律部佛傳及諸本佛傳專書中，描述當魔王得知釋尊即將成佛，而祂

的魔界子民會被釋尊帶走，魔宮空虛，因而憂心忡忡，欲主動擊敗釋尊不同。 

(3)魔軍來襲，佛以慈悲、智慧對應 

魔王帶了各種奇形怪狀的魔軍大隊，對釋尊「誘之以名位」、「脅之以畏怖」，

此中並沒有出現「魔女」以女色誘佛的內容。釋尊則「著仁慈之鎧，手執三

昧之弓，智慧之箭以應對」。 

(4)佛魔較量功德，地神作證，魔王承認自己所做功德不及釋尊於萬一，懷著

憂愁苦惱而消失退隱。 

 

（二）《中阿含.卷 40(157)梵志品》中的「入四禪起三明神通成道」的事件。9事

件的敘述約如下 

  1. 尋找成道地點 

   悟道歷程的經文以「我持蒿草，往詣覺樹，布草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

坐⋯⋯」開始。敘述是佛陀自己親自持草，至萻提樹下，敷草禪坐。 

  2. 宣示成道的決心 

   強調「我不破（可能是指不破無明），正坐，要至漏盡」，亦即宣誓自己不

成正覺不起禪坐的求道決心。 

  3. 四禪昇起的次第 

   敘述正坐入禪定，由初禪、二禪、三禪，入於四禪的身心覺受歷程，強調

在這過程中，心境是「安隱快樂」，是「令昇涅槃」的。 

  4. 依時間順序，發起三明神通正覺成道 

   敘述在四禪中，以定心清淨，住不動地，於初夜、中夜、後夜分別證得宿

命智證、生死智證、及漏盡智證三明達，解脫生死正悟成佛。因此，此則

經文集中於敘述釋尊入四禪起神通正覺成佛的事件。 

（三）《增壹阿含.卷 23(1)經》也有佛自述其入四禪於初、中、後夜分別證三明神

通的類似記載。10 

所不同的強調點在禪坐前先除「畏怖對象」的敘述。由於經文中佛自

敘其住於「大畏之林」，自思「設使畏怖來者，曾求方便，不復使來」。佛

                                                 
9 見《中阿含.卷 40》，T1/26，p.679c-680b 
10 見《增壹阿含卷 23(1) 》，T2/125，p.666a-6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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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若其經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若有「畏怖來者」，則佛就不禪坐，

先除去此令人畏怖的對象，然後才安心坐禪。因此令人畏怖的對象，暗指

外在環境中來干擾人的飛禽野獸之類。而非天魔波洵。因為在《阿含經》

中天魔並非都在佛禪坐中出現，有時是在佛講經說法時來擾亂11，但無論

是成道之初，或未成道時，在佛魔相遇的語境中，佛是從未有過「畏怖」

的。此段經文最重要的提示點應在：禪坐前，要先把外在的自然環境安頓

好，心無畏怖才能安心坐禪。 

（四）《中阿含.卷 56 羅摩經》中的「習外道禪定與正定入四禪漏盡通成道」12事

件的敘述約如下： 

 

1. 出家求道：釋尊自述其二十九歲出家求道，為求無生老病死憂戚愁苦

的無上安隱涅槃 

2. 學習外道仙人的禪定：釋尊自述向二外道仙人學習外道禪定：「無所有

處定」及「非有想非無想處定」13，但釋尊覺得此二定皆「不趣智、不趣

覺、不趣涅槃」，無法帶來真正的智慧、覺悟和解脫，因此釋尊都放棄了，

他還要繼續尋找真正的涅槃解脫之道。 

3. 選擇成佛地點：釋尊自述選擇了在自然環境優美的尼連禪河邊，在菩

提樹下持草敷坐。 

4. 立誓不得正覺不起於坐。 

釋尊自言就在菩提樹下禪坐中，他證得「無老無死無愁無憂戚無穢污無上

安隱涅槃」解脫生死輪迴，開悟成佛，禪定中證漏盡通成道。 

5. 釋尊成佛後，以清淨天眼尋找昔日追隨他的五比丘。 

在這則經文中，禪定的部分包括了外道禪定，以及菩提樹下正定得漏盡通

二部分。經文中沒有敘述在禪定中發起宿命、天眼二通，只在成佛後提及

釋尊有天眼。 

 

（五）《增壹阿含.卷 23（8）經》的「苦行無息禪與入四禪起三明神通成

道」14事件的敘述約如下： 

1. 指出在釋尊時代，苦行被認為是成道阿羅漢的做為，所謂「夫阿羅漢法，有

此苦行」。此則經文一開始即自述昔未成佛道時，住大畏山（雪山）修苦行斷

食的種種磨難經歷。 

2. 修習苦行式禪定：在苦行中修習「無息禪」法，釋尊行苦行式的禪定「無息

禪」在無息禪中數出入息，用強迫控制呼息的方法，閉塞氣息不使氣息流出體

                                                 
11 見《雜阿含.卷 39（1086-1103）經》，T2/99 
12 見《中阿含‧卷 56 羅摩經》，T1/26，p.776b-778a 
13 所謂「四禪八定」，是指（1）色界天的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2）無色界天的

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識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天、亦稱四空天。見《中阿含經．第 168
經．意行經》，T1/26,p700c. 
14 見《增壹阿含.卷 23（8）經》，T2/125，p.670c-6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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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讓氣息在體內不同部位竄動。但這種無息禪的修鍊方法，帶來身體如刀割

如火炙等等巨大的痛苦，身心都處於極端控制忍苦的狀態。得不到身心的輕安

寧靜。 

3. 放棄苦行：經過六年苦行，釋尊終於體認到在苦行中沒有任何成道的法門，

關於成道所需的「賢聖戒律，三昧、智慧、解脫」依舊是「難曉無知」。 

4. 曙光乍現的忽憶高峰經驗：四禪之路 

在覺悟到苦行非成道之本時，釋尊忽然憶起未出家為太子時，在父王林園

樹下，偶而由入初禪至四禪的身心安穩經驗，並忖思這或許是開悟成佛的正

道，所謂「此或能是道，我當求此道」。15 

5. 放棄苦行，河中澡浴，進食乳糜，恢復體力，重新尋找成道之路。 

6. 尋找成道的地點，思索成道的姿態。 

   釋尊於是在內心尋思：過去諸佛成佛的地方在那裡？以及過去諸佛成佛時

的姿態是坐？是立？這時他聽到虛空神天給他的指示，告訴他過去諸佛都是敷

草蓐坐於清涼的樹蔭下成佛。釋尊於是向在不遠處割草名為吉祥的梵志要草

蓐，吉祥梵志親自為釋尊將草蓐敷在「樹王」之下。 

7. 釋尊坐草蓐上，結跏趺坐，入禪定中，由初禪層層上升次第入四禪，在四禪

中發起宿命、天眼、漏盡三明神通、斷胞胎之根，生死永斷成正覺。 

  綜合上述，在《阿含經》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的自述經文中，可以發現各

經本文或述單一事件或敘述幾件事件，敘述的重點各有不同之處，也有相似之

處。例如有單一敘述「降魔」事件的；有單一敘述「入四禪起神通成道」的；

有敘述」外道禪定與四禪神通成道」的組合；也有強調苦行斷食，苦行禪定與

四禪神通成道的組合；由於各經文所選的成道事件之不同，因而形成了成道歷

程故事的不同本文。其中可以發現，沒有任何一則經文的內容，是涵蓋了其餘

經文的所有事件。這顯示在阿含經中，釋尊成道歷程的故事，都是以片段敘述

散見阿含中，尚未建構成一系列完整的敘事事件，及固定的敘事模式。 

(二) 組成「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的事件「位置」分析 

就敘述本文之整體結構而言，「位置」本身就是一種功能和意義的標誌，

一種只憑其位置；不需用語言說明，而比起用語言說明更為重要的功能和意

義的標誌。16以下試由「位置」結構的角度，來分析文本事件所指涉的意涵。 

（１）「樹下降魔」事件的「位置」意義 

「樹下降魔」和其他經文中的「樹下成道」是否有其先後次序的事件連續關

係，在《阿含經》中，只有「樹下」這地點的「位置」暗示而已；其次，佛

魔的「位置」應是「佛」高「魔」低，因為釋尊未成道前，是其主動降魔，

而魔並不清楚「成佛」對祂的威脅狀況有多大。此外，「樹下降魔」在《阿含

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是以單獨事件的「插話」形式被敘述，降魔事件非

位於該則經文主要的「位置」。 

                                                 
15 可參考羅耀明：〈「苦行」於佛陀成道所扮演的角色〉，（〈法光〉，第 165 期，92 年 6 月出刊） 
16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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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種種分析，似乎意味著在《阿含經》中「樹下降魔」在成道歷程中

並非必要的一環。 

（２）先學外道苦行禪法，再自悟成道的「位置」順序。 

將釋尊學外道二禪定及苦行無息禪的敘述次第，分別都安排在釋尊坐於樹下

正定悟道之先。究其如此安排應在指出苦行禪與外道禪，雖是釋尊時代流行

的禪風，然經由釋尊親身的體驗，此當代禪風並非真正的解脫禪法，釋尊在

當代流行的禪風中，已走到路的盡頭，他已盡所有可能去探索菩提之道17，這

個敘述時代流行的外道禪定與苦行無息禪法無效的「位置」，正足以突顯映襯

之後敘述釋尊所自悟的解脫之道，其「位置」的獨特性、唯一性與珍貴性。 

（３）忽憶少年四禪經驗的「位置」意義 

《增壹阿含》中記載釋尊在苦行的無息禪法失敗後，忽憶少年四禪經驗的敘

述，雖是簡短的「橋段」敘述，卻 居於銜接釋尊由受挫於苦行的迷途中，

轉入正道成佛的關鍵位置，突顯了山窮水盡之時，發現新道路的契機。少年

時偶獲的四禪高峰經驗，讓釋尊隱約覺得那是一條正確的成道之路。在此亦

突顯了「四禪」在禪修中轉捩點的位置。 
（４）敘述「結跏趺坐，不成正覺，終不起坐」的「位置」意涵 

《中阿含經》中兩則敘述佛陀成道歷程的故事本文，皆將此段敘述安排在「忽

憶少時四禪」的高峰經驗，和選擇「證道地點」之後以及「正定入四禪證道

成佛」之前。而因為這「我便不解（意指「離」也。）坐，至得漏盡」的徹

底決心，釋尊就於該夜證道成佛。因此這個宣誓決心的敘述「位置」安排，

強烈暗示了佛家「願力」的重要性。「願」的大決心，啟動了生命的大力量和

大智慧，得以粉碎魔軍解脫煩惱，把釋尊推上了「證悟成佛」的峰頂。 
（三）「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中證道「地點」的敘事分析 

   關於釋尊或證道的地點標誌，在阿含經佛陀成道歷程的各故事文本中，

都有或長或短的敘述。可見「證道地點」是成道歷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素

材意涵。誠如荷蘭的米克‧巴爾在《敘事學：敘事理論導論》中言，所謂的

場所或地點「指的是行為者所處和事件發生的地理位置。場所的對照和它們

之間的界線被視為強調素材的意義，甚至確定其意義的主要方式。一般說來，

地點可以標示出來。」18 

  這個可標示出來的地點，有些經文只以「覺樹」、「樹王」簡單標誌出地

點。有些經文則將地點的描述，擴大到場所的描寫，敘述「覺樹」所在的尼

連禪河，而這個地點場所，是釋尊未成道前，主動尋找選擇的證道場所。米

克‧巴爾說：「地點與特定的感知點相關聯。根據其感知中著眼的那些地點稱

為空間，這個感知點可以是一個人物，他位於一個房間中，觀察它對它作出

                                                 
17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 林宏濤譯：《眾生的導師佛陀：一個追尋菩提的凡

人》，（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85 
18 同註 5 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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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19 

  選擇地點的釋尊就是一個特定的感知點，藉由釋尊的感知與選擇，尼連

禪河畔的樹王（或覺樹），就以地點形成了場所空間。而這場所空間就蘊含著

素材要強調的意義。而這意義的指涉為何？ 

(1) 在《中阿含‧羅摩經》敘述佛陀選擇在尼連禪河畔，是因為自然環境的

優美，所謂「尼連禪河，清流盈岸。⋯⋯我今寧可於此中學，便持草指

往覺樹。」20其指涉的意義是釋尊的證道是在「凡俗雅境的空間」完成，

是歷史性事件的敘述。 

(2) 在《增壹阿含.卷 23(8)經》中，釋尊選擇證道的地點，其感知點是基於

尋覓「過去久遠恒沙諸佛成道之處為在何處？⋯⋯坐耶？立耶？」21這時

又加入了由虛空神天指引地點的敘述。於是這個證道地點「覺樹」的開

展，一方面是連接到過去諸佛和虛空神天的空間，一方面也是釋尊感知

到在世俗空間中的斷裂點與突破點。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聖

與俗─宗教的本質》一書，指出：「對宗教人而言，空間並非同質性的

（homogeneous），他會經驗到空間中存在著斷裂點（interrupption）與突

破點（breaks）；以質來說，空間的某些部分與其他不同的。⋯⋯因此，

聖地是一個強烈而有意義的空間，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是非神聖性的、不

具結構或一致性、是無特定的型態的。不僅如此，對宗教人來說，空間

的「非同質性」可從表達於神聖空間（唯一真實與實存的空間）與其他

空間（空間周圍毫無意義形式的延伸）之間對立關係的經驗中發現到。」
22因此，證道地點瞬間由「凡俗空間」，轉換成「神聖空間」。證道故事，

也由《中阿含》中純粹的歷史事件，轉為染上帶有「神話性色彩」23的

事件。可謂佛陀成道歷程的敘事，逐步朝向神話敘事的端倪徵兆。 

(3) 至於釋尊思考過去諸佛成道的姿態是「坐耶？立耶？」，而天神告以「坐

姿」，這簡短的敘述卻指涉著重要的意涵：暗示著在成道過程中，「坐禪

念」24的重要性，以及「坐禪念定」亦是從凡俗空間切換進入禪思這神聖

微妙空間的入門儀式。 

（四）「禪定與神通」敘述本文中「時空」敘事分析 

                                                 
19 同前註，頁 157 
20 同註 10，頁 779a 
21 同註 12  
22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 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2001 初版），頁 71-72 
23 關永中指出，神話是故事體裁的象徵、以寓意著超越境界的臨、並道出莊嚴深奧的訊息。見《神

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 年初版），頁 15；另見黃懷秋：〈耶穌基督的神話：神學與

宗教學的對話〉中有關於神話的界說。《輔仁宗教研究‧創刊號》，（台北：輔仁大學法學院，2000
年），頁 43-57 
24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 6 經》卷二十：「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此四事緣本，

先苦後樂，云何為四？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數出

入息先苦而後樂。是謂比丘，行此四事者，先苦而後樂也。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必應

沙門後得果報之樂。」（T2/125,p6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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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樹下禪定」的四禪空間敘事 

      《阿含經》中釋尊自述的各證道本文，關於四禪空間的次第開啟，

層層上升，都只用簡短的敘述： 

  如《中阿含經》言：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一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

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志。我覺．觀已息。內靜．一心。

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

樂  居。  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

室。逮第三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

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復次。梵志。我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

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25簡單描述由初禪逐層進昇到四禪身心的覺

受。貫通在這四禪一致感受的指標是「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

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經文描述的意涵，就是釋尊不再感到如往昔

在外道禪法中的困惑或身心痛苦。他在四禪的進路中，感到身心的安樂無

怖、安隱快樂，最重要的是「令昇涅槃」，他覺察到他走在正確的禪修之

道，這是可以「昇至涅槃」的禪思空間。 

  (2)神通開啟的時間敘事 

     以時間軸線「初夜、中夜、後夜」來標示「於第四禪中起三明神通，

證道成佛」的進行順序，在阿含經敘述釋尊成道歷程的經文中，似乎僅見

於《增壹阿含經》中的一則經文。經文中云： 

「梵志當知。我初夜時而得初明（指宿命通）。⋯⋯ 

梵志當知。若中夜時得第二明（指天眼通）。無復闇冥。而自覺知樂於閑居。我復以三

昧心清淨無瑕穢。亦無結使。心意得定。得無所畏。得盡漏心。亦知此苦如實不虛。當

我爾時得此心時。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以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  

是謂。梵志。我後夜時得第三明（指漏盡通）。無復闇冥。⋯⋯」
26 

如果借用「神話時間」所包涵的三個層面的時間敘事27，運用到此段經文對

「禪思空間」的敘事，則可知 

（1）此段經文的故事體裁時間，是限定在釋尊樹下坐禪，入於第四禪後，在

「一夜」的時間刻度內，進行的神通開啟與證道歷程。換言之，在限定為

「一夜」的故事體裁之時間敘述中，進行「普通意識之時間」與「非常意

識之時間」雙軸時間的並行敘述。 

                                                 
25 《中阿含經‧卷 40（157）》，T1/26， p0679c 
26 同註 12，p666c 
27 關永中指出，我們從神話時間可以得的提示是：神話時間乃：（1）故事體裁之時間。（2）普通

意識之時間。（3）非常意識之時間。三層面之結合。換言之，神話時間以故事體裁之起承轉合，

來象徵以下的一個訊息：人在普通時間與其所指向的普通領域之外或之內，尚有一非常時間所指

向的永恆境界。同註 21，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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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普通意識之時間」方面，將一夜分成「初夜、中夜、後夜」三個物

理時間刻度，但在此初、中、後夜的物理刻度對應的「非常意識之時間」，

也就是「第四禪中的時間刻度」，則劃分成「初夜的宿命通時間刻度」、「中

夜的天眼通時間刻度」、以及「後夜的漏盡通時間刻度」。 

（3）「初、中、後夜」的物理時間，只是「一夜」，但對應的「禪思時間」則

是巨大的時間跨度，一是「初夜宿命通」的時間跨度，把敘事時間倒轉，

追溯到釋尊所有過去累劫千生的整體時間跨度；另一則是「中夜天眼通」

的時間跨度，把時間敘事跳躍延伸到未來無窮盡的整體時間。此外，對於

「宿命通」和「天眼通」的巨大時間跨度的感知，經文都以「視覺意象」

呈現，是「看見」了過去與未來的整體時間跨度，也開啟了整體空間的架

構。 

（4）在「一夜」與「禪思時間」對比所形成的敘事時間的巨大速度差距中，

突顯了此差距產生的重要關鍵點是「初明的宿命智作證明達」與「第二明

的生死智作證明達」。此意謂在「初、中夜」短時間中，展開禪思的長時間

跨度，乃是運用在禪定中升起的「明達」智慧，親證親睹時間的大幅跨度。

於是在「後夜漏盡通」的時間跨度中，釋尊和全幅的宇宙時空晤面了，並

且在宇宙時空的全幅架構中，觀察、覺知、親證人在宇宙時空中輪轉不已

的十二因緣，以及四聖諦等真理。所謂「無智滅而智生」、「無明滅而明生」

親身驗證宇宙人生的全盤智慧，佛陀成為「正遍知」（Samma Sambuddha），

正覺成佛。 

  綜上所述可知，標明證道的物理時間軸線，對比證道的禪思時間巨大

跨度，正突顯了釋尊證道時，過去、現在、未來合而為一，為其在禪思中

悟得十二緣起、四聖諦等解脫之道，提供了時空背景的整體架構。 

  茲列表於下： 

普通意識之時間

（物理時間刻度）

 

非常意識之時間 

（第四禪中的時

間刻度） 

 

 

時間跨度 

 

 

 

 

視覺意象 

初夜 

 

vs. 

 

宿命智作證

明達 

↓ 

 

累劫千生的

過去世整體

時間之流 

↓ 

過去整體時

間之流的空

中夜 

 

vs. 

 

天眼智作證明達

↓ 

 

 

無窮無盡的未來

整體時間之流 

 

 

↓ 

未來整體時間之

後夜 

 

vs. 

 

漏盡智作證明

達 

 

 

 

↓ 

 

 

 

宇宙全幅時空

成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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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開啟（視覺

意象） 

流的空間開啟

（視覺意象） 

中的禪思：十二

緣起、四聖諦 

無漏智

生 

 

由上（一）至（四）的各項分析，可知《阿含經》中已具備許多釋尊成佛歷

程中「禪定與神通」的故事敘事，只是尚未組成完整的系列，而以不同經文文本

的敘述，散見四阿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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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釋尊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敘事分析 

一、釋尊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定型的敘事結構 

根據印順法師的研究指出，現存經律是部派所傳的。在原始聖典結集時經與

律是分別處理，所以演進為「經藏」與「律藏」的對立。但聖典的集成過程中，

經與律是同時進行的。但聖典的每一部類，都有他的主要部分；而在流傳中，也

有些附屬編入的部分，如律部的「本生」與「譬喻」。28因為律部的「本生」與「譬

喻」是屬於附屬的部分，因此被編寫入律部的佛傳年代是早或晚於各單經佛傳，

就很難斷定。例如《五分律》卷十五，簡單敘述釋尊的生平，其中有關釋尊「成

道歷程」也只是概括交代釋尊在告別瓶沙王後，來到菩提樹下，向名為吉安的刈

草人乞草敷座，結跏跌坐，入四禪起三明神通正悟成佛；如經文中言：「以上所

述如《瑞應本起》中說」29。可見《五分律》的釋尊傳記是依據《太子瑞應本起

經》的內容加以概括改寫的。至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的佛傳呢？ 

印順法師指出《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與《銅鍱律》的「破僧犍度」相當，

但內容增廣，與各部律有很多的出入。次第有點紊亂，內容也已有殘缺。印順法

師重為其整理成六部分，其中第一部份即是「佛傳」，從釋迦族起源，到佛還故

國，度釋種苾芻及優波離。印順法師認為這部分與《眾許摩訶帝經》相合（卷一

至卷九）。30檢視《眾許摩訶帝經》其中關於釋尊成道歷程的描述，和《根本說一

切有部破僧事》大致相同，但簡略許多。此外，降魔過程，則加入魔女色誘佛陀

的敘事。將魔女色誘納入降魔中的一環，在漢譯各單本佛傳如《修行本起經》、《太

子瑞應本起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

經》、《佛本行集經》、《眾許摩訶帝經》、《佛所行讚》、《佛本行經》31都有魔女色誘

的情節敘事。但《根本說一切有部》則和《增壹阿含經》中的降魔敘事一般，並

沒有魔女色誘佛陀的敘事情節。因此我們也很難斷定《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

的佛傳記載，和《眾許摩訶帝經》之間的關係。 

此外，《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的佛傳記載，應是屬於律部佛典中篇幅最

                                                 
28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8 修訂初版），頁 56、81、62 
29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卷 15) 》， T22/ 1442，p0102c 
30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同註 26，頁 318 
31 《修行本起經》2 卷，後漢 竺大力共康孟詳譯，T3/ 0184 

《太子瑞應本起經》2 卷，吳 支謙譯，T3/ 0185 

《普曜經》8 卷，西晉 竺法護譯，T3，No/0186 

《方廣大莊嚴經》12 卷，唐 地婆訶羅譯，T3/ 0187 

《異出菩薩本起經》1 卷，西晉 聶道真譯，T3/ 0188 

《過去現在因果經》4 卷，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T3/ 0189 

《佛本行集經》60 卷，隋 闍那崛多譯，T3/ 0190 

《眾許摩訶帝經》13 卷宋 法賢譯，T3/ 0191 

《佛所行讚》5 卷，馬鳴菩薩造 北涼 曇無讖譯，T4/ 0192 
《佛本行經》7 卷，宋 釋寶雲譯，T4/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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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與最完整的。32其中有關釋尊成道歷程的描述，已將在《阿含經》中是各個零

散成道事件，組成為一序列完整的敘述結構。對於成道歷程的情節序列敘述未見

於其他的廣律諸典，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祗律》等，也

未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其他律典如《藥事》、《皮革事》、《雜事》33等。 

結構可以說是以語言形式展示一個特殊的世界圖式，並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

體向世界發言。結構既內在地統攝著敘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體驗到的經

驗和哲學。34因此《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將散見於《阿含經》有關釋尊各個

零散成道事件，組成為一序列完整的敘述結構，自有其所要展示、詮釋的關於釋

尊成道歷程的特殊宗教意涵。《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釋尊成道歷程之「禪

定與神通」的敘事事件序列約為：向外道仙人學禪定→行苦行斷食→忽憶少時偶

入四禪的高峰經驗→放棄苦行於河中沐浴並受食乳糜→尋找成佛地點場所→樹

下坐禪與降魔→入正定由初禪次第入四禪→在四中繼續降魔→在降魔過程中陸

續發起三明六通→漏盡通後入「火界三摩地」，徹底降魔→正覺成佛。因此，釋

尊成道歷程中「禪定與神通」的敘事結構，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約

可分為「求道歷程」的學習外道禪定、「證道歷程」的正定入四禪起三明神通正

覺成佛，前後對比的兩大部份。也可以說釋尊成道歷程的定型結構，在律部中唯

一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和各單經佛傳的結構模式大體相似，最不同

的部分在「降魔」的結構安排。 

 

二、阿含律部中€釋尊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述視角(perspective)分析 

敘事的視角是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因此，敘事視

                                                 
32 Frauwallner, E. 著; 郭忠生譯，《原始律典〈犍度篇〉之研究》中指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典

係屬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含有大量的譬喻(阿波陀那) 。(南投：正觀出版社，1992 年初版)，
頁 30 
33  
卷號 律部名稱 卷數- 譯者 
No. 1421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30 卷 劉宋 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No. 1425 摩訶僧祇律 40 卷 東晉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No. 1428 四分律 60 卷 姚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No. 1435 十誦律 61 卷 後秦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No. 144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50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3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20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 4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 1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 1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 2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18 卷 唐 義淨譯 
No. 144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恥那衣事

1 卷  
唐 義淨譯 

No. 145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20 卷 
唐 義淨譯  

No. 145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40 卷 唐 義淨譯 

 
34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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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是一個敘事謀略的樞紐，它錯綜複雜地聯結著誰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

以及要給讀者何種「召喚視野」等。35這也意謂著觀察的角度不同，同一事件會

出現不同的結構和情趣。36 

那麼，《阿含經》中的敘事視角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有何異同?他們

各自要給受敘者、潛在讀者。37何種「召喚的視野」與不同的聲調？ 

(一) 《阿含經》中「禪定與神通」的敘事視角 

《阿含經》中敘述釋尊證道歷程之「禪定與神通」，多由「如是我聞」佛弟

子阿難限制性全知的視角展開，他既是在場的參與者，也是經典文本的敘述者，

對此部經典有著見證的作用。38接著再將視點移位給經文文本中的主角釋尊，由

釋尊以其主人翁的內視點，來講述其證道的歷程。也就是說佛陀用第一人稱的敘

事聲音，用「成佛的自己」現在的視角，來看過去求道、證道歷程中「未成佛的

自己」。此種「現在我」在敘述「過去我」，我在說我的故事，具有自傳的性質；

加之以《阿含經》主要是佛陀教誨弟子法義的經典，因此散見《阿含經》證道歷

程的經文，都明顯具有佛陀歷史性自傳的色彩，是人間的凡人喬達摩太子求道、

證道的「禪定與神通」故事，所召喚的視野是「人而成佛」的敘述視角。 

(二)《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的「禪定與神通」敘事視角 

《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的佛傳，大約包括了敘述釋尊一生中的幾個重

要事件，如「釋迦族族譜」、「佛母摩耶夫人的出生因緣」、「於覩史多天(即兜率

天)選擇投胎的五種觀察」、「入胎相」、「出胎相」、「出家相」、「成道相」、「說法

相」等。其敘事的視角在這敘述的系列中，主要也是採取局部的限知，組合成全

局的全知，此種流動性的視角39。經文開始並沒有如《阿含經》以「如是我聞」

為開端，而是以「爾時薄伽梵在劫比羅城尼俱律陀園中，與大苾芻眾俱」開始；

即敘述者以全知外視角展開經文的敘述，然而在進入「釋迦族族譜」的敘述中，

將敘述的視角從全局的全知轉換成限制性的全知視角，由經文文本中的人物目

連，以限知的外視角敘述「釋迦族的族譜歷史」，接著再將敘述的視角轉移到經

文文本中的主人公人物釋尊，由釋尊的內視角來敘述其生平事件。 

但釋尊並非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聲音來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是用「菩薩

/太子/喬達摩」等第三人稱來敘述自己的故事。這使得本來是「現在我」在說「過

去我」的故事，彷彿變成我在說「他」的故事，讓「我」由「經驗者」的角色頓

時變成「見證者」的角色，見證「他」所經驗的事，拉開了「我」和「他」的距

                                                 
35 同註 14，頁 208 
36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4 年初版），頁 19 
37 劉世劍指出：「每一部小說作品都有一定的接受者，他們（他）究竟是誰，有時是由作品指定

的，更多的時候並不確定，但是每個讀作品的人一般都會以接受者自居，這些人就是潛在讀者。」

《小說敘事藝術》，（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初版），頁 8 
38 周敏惠：《《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2 年），

頁 98 
39 楊義指出，「全知、限知是視角的靜態分類。但在動態操作中，中國敘事文學往往以局部的限

知，組合成全局的全知，⋯⋯它們把從限知到達全知，看作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過程的方式就是

視角的流動」，同註 14，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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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這被拉開的距離增加了敘述者對事件情節多所描繪和詮釋的空間。雖然「我」

和「他」都是「我」40，但說「他」比較有不那麼與自己貼近的感覺，而在描繪

和詮釋說明之際，可以避免落入予人「自吹自擂」的印象。 

那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以第三人稱的聲調來說「我」的故事，究

竟是要給讀者何種「召喚視野」呢? 《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由「釋迦族族譜」

的敘述內容開始，已進入神話敘述的氛圍；而由釋尊說「他」在「覩史多天選擇

投胎的五事」開始的敘述，也是敘述他是天上菩薩投胎轉世的「神人成佛」神話

性故事41，它變成了「啟示錄」的性質42。從此，佛陀傳記故事已不是採用「凡人

成佛」、人間佛陀「教誨性」的語言來敘述，而是用菩薩轉生為人，神人成佛「宣

示性」的語言來敘述。它宣示著一生補處菩薩最後下生人間成佛的歷程，而這歷

程是「諸菩薩有常法」，也就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定型模式的成道歷程，成

為一種「儀式的展演」。展演釋尊遵循過去諸佛成佛之路的歷程，而以「神話禮

儀」的故事形態敘述出來43。 

（三）「禪定與神通」的空間分節與劇幕式敘事 

當《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把散見在《阿含經》中個別有關釋尊成道歷程

的事件，組合成一系列因果相續的求道、證道歷程，就成了歷時性的情節敘事，

敘事的連續性也在時間建構中實現。然而整個釋尊求道、證道的歷程，是貫穿在

各式禪法的追尋與修鍊中。時間敘事多不明晰，常常只是起著敘事的框架作用，

主要是以各式禪法的空間敘事，使時間空間化來推動情節的進程。 

釋尊所經歷的「禪定與神通」的空間敘事，《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約可

分為外道仙人禪定、苦行禪法、少時四禪經驗、樹下正定等四類型禪定內在空間

場景，以及追尋各式禪法的外在行動場景空間。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空間場景的

轉換，在上一場景完成前與下一場景開始之初，都有一轉換的「分節點」，自然

形成了場景的空間分節。從敘事的角度來看，所謂「分節」(articulation)是指空間

場景自然而然，由然而生的停頓與轉換的現象。分節不僅有切換的特徵，還具有

分中有連的含義，而不是把事物截然分開、隔斷。分節具有很強的空間感，其在

敘事中的作用是擴大空間描寫的張力，延宕、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而空間敘事的

分節有其「分節點」，這個分節點是指在場景內外的轉換、過渡的臨界處有一個

明晰的點位，它形成上一場景向下一場景轉換的分界線和連接的媒介，我們稱之

                                                 
40 【荷】米克‧巴爾著 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同註 5，頁 22 

又羅鋼：《敘事學導論》中指出：「小說家可以通過改變人稱來調節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距

離，⋯⋯作家棄第一人稱而改取第三人稱，可以擴大敘述者與故事的距離，用小說家杜波依斯的

話說：『他就是一個隔著一段距離的“我”。』」，（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初版），頁 172 
41 參見李坤寅：《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探討—以八相成道為例—》關於以宗教神話詮釋釋迦

牟尼佛傳記的觀點。（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03 年） 
42 杜普瑞(Louis Dupre)著 傅佩榮譯：《人的宗教向度》指出：「啟示「之事」與日常知識的差異，

不僅在於它的「對象」，而且也在於它的知覺方法。⋯⋯啟示必須被視為與信仰的接受態度相關

聯的基本要素。⋯⋯同時，啟示又須具備一種持久的品質，使它的主要訊息抵抗得住歷史變遷的

洪流」，（台北：幼獅，1988 年初版），頁 268、295 
43 參考崔默：《宗教學導論‧第十三章 神話與禮儀》中指出：「與禮儀有密切關聯的，是伴隨著

禮儀的敘述—神話」。同註 4，頁 318 



 26

為「分節點」。44 

從空間分節的觀點來看，分節既可做為各式禪定空間場景的停頓與轉換現

象；也可以做為個別禪定空間場景中各不同小段落畫面的停頓與轉換現象，形成

一環扣一環、一個畫面連接一個畫面，系列劇式的空間場景敘事。以下將分析各

式禪定空間場景的空間分節；此外，從釋尊成道歷程成了一種「神話禮儀」的展

演敘事，這一視角來看，這展演必定包括追尋各式禪法的外在過程，以及修鍊各

式禪定的內在歷程。但「禪定」是一種內在空間的開展，在外在除了跏趺坐姿的

儀式外，幾乎看不到任其他儀式。45這種內在空間的場景要如何傳達給受敘者、

潛在讀者等，使其可以具體感知釋尊整個內在悟道的旅程光景?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藉由對「禪定與神通」戲劇式的空間場景

敘事，展演「禮儀是一齣神聖戲劇」的敘事46，敘述一幕又一幕場面盛大又充滿

神聖性的劇情，來描述釋尊在追尋各式禪法的外在行動場景空間，以及在禪定中

起神通與悟道的內在場景空間。以下則針對各個空間場景的分節與劇幕敘事進行

分析  

（一）、由習仙人禪定到放棄仙人禪定空間場景之分析 

釋尊習禪定的歷程開始於出家後漸次遊行，在遇到頻毘娑羅王時，釋尊向

其表明出家的目的是：「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對話完畢，比《中阿含‧羅

摩經》多增加一小節，敘述釋尊初入苦行仙人林中，因效法苦行仙人的各種苦行

動作如翹一足，或熱炙身等，都比苦行仙人持久，因此贏得「大沙門」的尊稱。

此外，敘述釋尊好奇苦行仙人行苦行的目的何在，紛紛答以願生天上做大梵天

王、或做帝釋天、或做欲界魔王等等。釋尊反思認為此是「垢穢道」、總在「天

上人間輪迴不絕」。因此他放棄苦行往詣仙人林下，追隨歌羅羅仙人和水獺端正

仙子(經典文本中特別說明：「舊云欎頭藍者此誤也」)，在先後跟隨二仙人學「無

想定」及「非非想定」後47，釋尊皆自念：「如是之道，非智慧非正見，不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垢穢道」，當釋尊如此內心省思後，就在心中決定「我今

辭去」，然後離開二仙人結束了此段禪法的修學，繼續他「遊行山林」的修道之

旅。 

此段經文的三小節都是以所學仙人禪定是「垢穢道」做為分節點，三次否

認外道的修行方法，做為轉折的分節點。 

 

（二）由棄仙人禪定到修習苦行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44 參考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初版），頁 109-110 
45 參考崔默：《宗教學導論‧第十三章 神話與禮儀》中指出：「反映喬達摩悉達多（佛陀）神話

的禮儀，配備了所以想像到的最詳盡的禮儀，不過，同時亦衍生一種幾乎沒有細節的禮儀—坐

禪」，同註 4，頁 339 
46參考崔默：《宗教學導論》，同註 4，頁 317 
47 林崇安：〈釋尊的禪修過程〉文中指出：「此中釋尊所修的禪定，依據南傳《中部》的《聖求

經》、《薩遮迦大經》以及藏文《破僧事》的記載，從羅羅仙學到「無所有處定」而不是「無想定」，

發表於台北：第四屆中華國際會議，（2002 年，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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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無息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承接釋尊放棄二仙人禪定的修習離開後，經文文本在描述進入另一個禪法修

習(即苦行禪法)之始，是敘述釋尊「往伽耶城南，詣烏留頻螺西那耶尼聚落，四

邊遊行於尼連禪河邊」。來到尼連河畔，因為自然風景的優美，使他選擇在此坐

禪，希望能夠「念諸寂定」、「斷諸煩惱」於是釋尊進行苦行的無息禪定。 

比起《增壹阿含》概括簡略式的描述釋尊行苦行無息禪定的過程，《根本說

一切有部破僧事》描寫詳盡，宛若親身經歷見證其過程細節般。整個無息禪的要

領就是在禪定中閉氣，不使體內的氣息經由口、鼻、耳而外洩註，於是氣息就在

體內不同的部分別處竄流，這個無息禪法，約下列幾個步驟與轉折：1.氣衝頭頂，

脹滿頭頂。2.氣充兩耳，脹滿兩耳。3.氣入五臟腹部，腹部脹滿氣。4.倍加閉氣，

氣再度衝向頭頂。5.更加閉氣，氣脹滿腹部。6.閉塞口、鼻氣，氣在全身竄動，

氣脹滿全身。以上六小節的敘述中，都描述釋尊在這禪法中，身體均承受巨大的

痛苦，雖然釋尊憑其意志力，調息身心，使身心轉向「輕安身」、「專定心」，但

每小節都以「心仍不能入於正定，何以故？由多時所薰習故」做為分節點，轉入

下一小節。也就是在敘述無息禪定中的種種狀況，都以「不能入於正定」來說明

狀況，做為轉折的分節點。 

 (2) 行少食禪法、穢食禪法空間場景之分析 

釋尊行無息禪法，雖然承受巨大痛苦，卻無法入於正定。因此釋尊放棄了

無息禪法，轉而尋求其他方法。釋尊本欲採取斷食禪法，但被天人勸阻，於是實

施少食禪法，由於吃的太少，身體瘦萎無肉，頭頂疼枯酸腫，衰老的有如八十歲

女人的枯萎憔悴，甚至頭昏眼花，乃至眼冒金星，但釋尊仍以極大意志力控制，

而得「輕安身」。但是經文接著敘述，釋尊仍是「不獲入於止定，何以故？由多

時所薰習故。」於是釋尊隱隱覺得這也不是一條獲得開悟之路，所謂「我所行非

正智非正見，不能至無上菩提」這時飢餒的釋尊已呈昏迷狀況，有三位天人，來

到釋尊身旁，看到釋尊身上的光色全部消褪了，而議論紛紛，釋尊沒有聽到，卻

對自己的少食苦行禪法有了譬喻性的體悟，體悟到：就像鑽木取火般，如果用濕

木和濕火鑽求火，或是用濕木乾火鑽求火，或朽欄之木和火鑽求火，這三種情況，

都不可能得出火苗。這就正像自己的苦行禪法，是針對使身體承受巨苦以離欲，

是控制身體的遠離欲望，並沒有修心，其結果是「身雖離欲，心猶愛染，受於苦

受，非正智非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釋尊雖有此領悟，但似乎仍不死心，

認為是自己實行苦行不夠徹底，於是再接再勵，實行更嚴格的「日食一麻、一米」

等。然而「飢火不息」，仍飽受飢餓之苦，釋尊再度承認「今為此法，非正智非

正見，不能得於無上正道。」終於放棄。 

釋尊雖放棄日食一麻、一米等之苦行，又轉行吃各種穢食的苦行禪法，當

釋尊食穢食住於死屍林中禪定，鄰近村民見其禪定之姿以為是「坌土之鬼」而對

釋尊丟擲瓦石，做各種戲弄。然釋尊忍受諸苦，得「輕安身」、「專心於定住三摩

地」。這時釋尊在禪定中思惟：沒有人能超越他所受的苦，但他還是沒有開悟，

因此穢食禪法也是以「非正道⋯⋯非能至於無上等覺。」做為轉折的分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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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釋尊所修習的苦行禪法，在經文文本中有無息禪法，少食

禪法，日食一米、一麻禪法，食穢食禪法等，這些歷程釋尊一一修習，又一一放

棄，每一放棄最大分節點的描述是以「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不能至無上菩提」

或類似句為上下場景轉換處。 

（三）、由否定苦行禪法到忽憶少時四禪的空間場景之分析 

在經過各式苦行的禪定試驗，釋尊終於徹底放下了苦行，也等於正式否定他

那個時代認為苦行可以獲致解脫的風潮。釋尊來到時代的盡頭，他不禁問自己：

「何為正道正智正見？」。忽然他憶起少時隨父王淨飯王「撿校田里」時，獨自

坐在樹下進入禪定，那種「捨離不善，離欲惡法，尋伺之中，生諸寂靜得安喜樂」，

獲得「初禪」的經驗。釋尊突然意會到「此應是道預流之行，是正智正見正等覺」

釋尊終於為自己找到另一個禪修開悟的機會，然後又問自己為什麼自己現在不能

善修成就此禪定呢？原來是因為苦行導致身體非羸弱的緣故，所以釋尊終於放棄

苦行少食，開始沐浴與飲食。 

（四）、 行動場景空間「插入式分節」的敘事分析 

「受粥供養」、「河中沐浴」、及「尋找成佛的金剛地」，此三小節敘事，成了

連接釋尊禪修劇幕，上半場苦行禪修空間場景，和下半場正覺禪修空間場景之間

的過場，扮演推動情節作用的「插入式分節」。所謂插入式分節，是當一個場景

描述完成時，作者安排一個場景外的人物插入進來，使場景切斷，就此轉入其他

場景描述。插入式分節不僅起切斷場景敘事的作用，有時也讓場外的人和事參與

場景敘事。它擴大了空間敘事的容量，用節外生枝和場景轉換來豐富情節。48而

由於是劇幕式的敘述呈現，我們可以發現「受粥供養」、「河中沐浴」、「尋找成佛

的金剛地」三小節多用對話與動作的敘事手法，也增添一些節外生枝的小插曲，

來使整個「行動場景」的劇幕敘述，更加生動。而在其中眾天神們扮演了推動小

節進行的分節點。 

(1) 受粥供養的敘事分析 

  放棄苦行的釋尊接受村民的施粥供養，恢愎體力坐於菩提樹下，展開他的悟

道禪修歷程。這本是極自然尋常的人間日常生活事件，但為突顯劇幕式的敘事效

果，不但施粥的村女，被刻畫成守貞十二年的二位「聖女」，「粥糜」也被描述為

二位聖女以守貞十二年的功德，做「十六轉牛乳粥，欲供養苦行仙人的「聖粥」。

而這「聖女」煮食的「聖粥」；又加入了被淨居天人發現，釋尊若食此聖粥必成

菩提道。於是淨居天人暗中將能迅速增強體力的最好上藥，滲入粥中，這乳粥，

立刻呈現種種「輪相」。因此淨居天人的介入，又將此乳粥的神聖性，提高到「菩

提之粥（成佛之粥）」的至高甘露※地位。為了突顯釋尊是唯一配食此菩提之粥

的聖者，敘述者展開層進式排比鋪敘手法，由乞食此粥的識貨外道先行登場，外

道見此聖粥有種種輪相，知道食此粥者必證菩提。於是向二女乞粥吃，卻被二女

當場拒絕：「我不與汝」而黯然離去。接著依著天上位階由低至高的順序，帝釋

天、梵天、淨居天依序出場，在和二女對話中又相繼謙讓婉拒食粥，最後由淨居

                                                 
48 參考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同註 42，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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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推薦二女施粥給位階比他還高的釋尊，所謂：「彼菩薩（指釋尊）今現在尼

連禪河洗浴，為無力故，不能得出，彼人勝我」。由於有天人的大力推薦，二女

遂被說服願意持此菩提甘露聖粥，供養釋尊。因此，加入宛若節外生枝的外道乞

粥卻被拒的敘述，除了暗喻外道不能成正覺外，更可映襯對比三位天人肯定釋尊

放棄苦行，走向正覺之路的珍貴性。而這碗由天人介入的乳糜聖粥，便由原本供

養「外道苦行仙人」的性質，轉化成奠定釋尊展開正悟成佛禪修之旅的關鍵性「菩

提甘露之粥」。 

(2)河中沐浴的敘事分析 

在「乳粥供養」的連續性敘述中，插入釋尊沐浴的敘事，切斷「乳粥供養」

的連續性，因此「釋尊沐浴」的敘事亦為「插入性分節」的敘事方式。在敘述二

聖女持粥前往尼連河畔供養釋尊途中，插入呼應先前淨居天告訴二女釋尊正在尼

連禪河沐浴的敘事。此節外生枝的敘事，不以尋常沐浴來寫釋尊，而加入釋尊和

女樹神的對話。敘述女樹神看到虛弱無力上岸的釋尊，就從樹叢中伸手要接釋尊

出河，釋尊問樹神「汝是何身？」樹神答曰「我是女人。」於是釋尊告訴樹神：

「我不能觸汝，可為我低一樹枝，我欲攀出」。於是女樹神就壓低一枝樹枝，讓

釋尊攀抓著上岸。此一釋尊沐浴的敘述，藉由女樹神的介入，除了增加故事情節

的生動性外，亦突顯律部重視比丘嚴防女色的戒律精神。此外，釋尊在上岸後，

飲用二女供養乳粥，投盛乳粥的寶缽入尼連河，被龍王拿回龍宮供奉，卻被天帝

釋化成金翅鳥，進入龍宮恐嚇龍王，奪走寶缽，在三十三天中建立一座缽塔供養。

因此「乳粥供養」中不但「乳粥」成為「聖食」，連盛乳粥的缽也成了「聖物」。

似乎在敘述筆法中隱約可見釋尊由人間佛陀，一步步被建構轉化成「神性」佛陀

的軌跡。 

(3) 尋找金剛地的敘事分析 

  在《增壹阿含經》中，雖也有天神指點釋尊尋找成佛的金剛地。但在《根本

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則又添加了許多事件。成為盛大的劇幕展演敘事，而在

這些事件中，天人仍扮演重要的分節點，他們一直在虛空中伴隨在釋尊身旁，隨

時予以指導，協助釋尊走上成佛的禪修之路。 

  釋尊在食畢乳粥後體力強健，便在尼連禪河畔尋找坐禪地點，他首先相中孤

石山的好風景，未料在山頂結跏趺坐時，山突然自動碎裂，釋尊不禁信心動搖，

懹疑是否是自己惡業未盡的緣故？就在此時，空中諸天立刻開口告訴釋尊「地自

裂碎」是吉祥的象徵，是所有菩薩成道的常法，象徵菩薩功德之大，是尋常地力

所不能負荷的。因此，諸天又指引釋尊前往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成正覺的「金

剛地」。諸天在這劇幕中，明顯的扮演幫襯的角色，祂們彷彿非常嫻熟所有通往

成佛之道的禪修儀式與地點，祂們傳誦這些重要的訊息，是信差，但本身卻不具

備成佛的資格，祂們熱心參與、協助並見證成佛之道。 

  當釋尊前往金剛地時，又插入二小項節外生枝，描述「徵兆」作用的敘事。

一是自然環境的瑞相感應：敘述釋尊前往金剛地時，舉足步步生蓮，四大海水成

蓮花池，來迎釋尊所履之地，大地震動如扣銅器，有吉祥鳥、鹿來遶釋尊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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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送來清涼吹走塵穢，雨神微酒甘霖，令塵埃不飛。這彷彿意謂著天地同歡，宇

宙同慶，共同期待釋尊的成道。另一則是尼連禪河，盲眼龍王雙目復明的奇蹟。

這似乎意謂著釋尊的成道，對眾生而言是「無明滅而明生」的大智慧啟示。在插

入這兩項添枝的徵兆後，回歸主軸敘述。經文敘述釋尊來到「金剛地」，具有分

節點作用的帝釋天，立即加入。當祂得知釋尊心意，立即持吉祥草供奉釋尊，當

釋尊將草敷在菩提樹下，「草自右旋」的奇蹟瑞相又發生了，面對接二連三的瑞

兆，經文敘述釋尊都以敏銳直覺感應到自己可能可以成佛的徵兆，所謂「今見此

相，我於今日必成正覺」。 

綜上所述，可知敘述釋尊受粥供養、沐浴尼連禪河、尋找金剛地，這些「行

動場景」的空間敘述中，是把釋尊成道的事件，步步向上推到超越人類歷史的事

件，而變成是全宇宙事件的崇高位置。是全宇宙各種形式的生命，引頸以待的神

聖事件。 

 

（五）、降魔、神通與證道的空間場景之分析 

 

「降魔」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因為情節內容的豐富性及完整性，

可以獨立形成一齣敘事劇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降魔」的敘事特色，

是在其之前的阿含，與在其之後的各本佛傳記所無的。「降魔」在《根本說一切

有部破僧事》中，除了正式納入釋尊證道歷程的系列敘事中，並且降魔的歷程，

是貫穿下半場釋尊證道成佛的整體歷程，可以說整個降魔的歷程，就是證道的歷

程。這有別於在《阿含經》中「降魔」是做為釋尊講道的舉例「插話」而出現，

在各本佛傳中，皆是敘述先降魔，再入四禪發起三明神通證道成佛，但在此《根

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降魔非但貫穿整個證道歷程，並且釋尊發起神通的整

個過程，也都和降魔息息相關，降魔推動著證道與六神通的敘事情節。因此，「降

魔」的敘事情節，約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著重魔化為種種角色形象，來干擾

釋尊禪定的意象敘事；後半部則為釋尊在禪定中發起六神通與降魔的互動敘事，

茲分析如下： 

（一）釋尊降魔禪定空間中「魔」的意象敘事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釋尊降魔的敘事中，對於「魔」的敘述，有著

豐富的意象刻畫。意象敘事和敘事結構、敘事時間意識、敘事視角等都是敘事文

學中重要的一環。意象往往借助於某個獨特的表象，蘊含著獨特的意義，成為形

象敘事過程中閃光的質點。它對意義的表達，不是借助議論，而是借助有意味的

表象的選擇，在暗示和聯想中把意義蘊含其間。意象是故事的眼睛，可以點醒故

事的精神49。 

                                                 
49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同註 14，頁 29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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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釋尊降魔的禪定空間場景敘事中，嘗試針對魔在證道歷程中，被形

塑的不同意象，來分析其在釋尊證道歷程中所指涉的意涵。釋尊降魔證道的歷

程，始於釋尊在金剛座結跏跌坐，並宣誓「我今於此不得盡諸漏者，不起此座」

開始。當釋尊一宣誓要除盡諸漏，魔宮就立刻起了反應，而從此展開釋尊在禪定，

一路降魔證道的歷程。以下按魔王出現的各色各樣意象來分析。 

（1） 魔宮憂幢忽動 

敘述釋尊坐於金剛座後，魔王魔宮憂喜二幢的憂幢忽然震動，魔王知道是

尚未成佛的「淨飯王子」坐於金剛座上，將會有損於己，於是生起各種想障礙佛

陀成道的念頭。 

這以「憂幢」作為魔王內心不安的象徵物，似乎意謂著釋尊內在潛伏著的

負面情緒、思想在騷動著。也可以暗喻釋尊要脫離魔宮管轄的欲界，猶如打開黑

暗牢房的重生之子，而宛如牢房總管的魔王，自然不悅而憂心忡忡。最關鍵性的

是在此之前，尚未有任何一個人、天眾生超出三界，脫離魔王的管轄，釋尊可謂

第一個指標性人物，一旦有人衝破魔界的藩籬，開出一條超越三界魔域之路來，

隨之而來的，就是可能有大批的跟隨者衝出魔界。何況釋尊已坐在「金剛座」上，

「金剛座」的意象，隱喻著釋尊證道成佛，已是不可動搖、逆轉的事實，魔界子

民將因此滅損。魔王的「憂幢忽動」，意謂著魔王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突然面

臨令祂憂心的嚴峻挑戰 

（2）   魔王化身為小使的意象 

接著，魔王化身為小使，騙釋尊釋迦國已被提婆達多佔領，而宮女都受其污

辱，釋迦族人也被他殺害。這時釋尊心中立刻生起了對耶輸陀羅及其王城的「愛

欲尋」，對提婆達多生起「殺害尋」，對跟隨提婆達多的人生起「毀損尋」。但釋

尊立即察覺到：「生此尋已，便察覺曰：我今何故，生此三種罪不善尋？」釋尊

緊接著觀察是發現是魔王來擾，當下生起了對治的出離尋、不殺害尋、不毀損尋。 

因此用魔王化為小使，前來欺騙釋尊，試圖挑起釋尊內心情緒的生動敘事，

可知所反映的是釋尊在禪定中生起的內在潛伏的不善念頭，所謂的「愛欲、殺害、

毀損尋」。而釋尊洞穿是魔王的偽裝，意謂著他沒有被不善的念頭牽著走，並且

昇起了對治不善念頭的善念。 

（3）   佛魔校量功德，地神作證的意象 

佛魔校量功德，地神從地湧出為釋尊作證，釋尊功德勝於魔無量百千萬倍。

魔王懊惱退敗消失。這校量功德的意象，指涉了一個重要的意涵，成佛非但要消

除惡業，還要增長善業（功德），而且這善業的力量，要百千萬倍大於惡業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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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才可以。因為生命的特質若是「魔」所代表的負面惡業力量為主，即使偶而在

惡中生起善念，開出惡中善果，如魔王曾一度祠會的功德，而做欲界自在天主，

有大權位大富豪。但生命的底色終究是淪為負面的權與欲。而釋尊生命的底色已

是無量千百劫中所累積的正向善業。因此，佛、魔校量功德，巨大的佛大魔小的

對比差距，正意謂著釋尊生命中不善惡業的力量，已愈來愈微小、淡薄。而地神

作證，可謂隱喻釋尊千百萬劫所累積的善業功德，如大地般豐厚、堅實、不可動

搖。 

（4）魔女色誘的意象 

魔王在校量功德失敗後，魔王復派他名之為貪、欲、愛著的三個女兒，以色

媚誘佛，釋尊將三個魔女均化成老母。在《增壹阿含經》中沒有魔女以色誘佛的

意象50，在此加入此一敘事，意謂著釋尊在證道的禪定中，要面對人性中本能色

欲的嚴峻考驗。「欲望」是佛教要面對的核心課題，整個佛教的哲學體系與實踐

體系，都以欲望及欲望的對治為中心。51而色欲又是欲望中的核心課題，色欲是

輪迴的根本，色戒是佛門的首要之戒。釋尊在此拔除了輪迴的無明之根。 

（5）魔軍來襲的意象 

魔女色誘失敗後，接下來是魔王派魔軍大舉來襲擊釋尊的意象。這三十六居

胝數量的魔軍，有象頭、馬頭、駝頭、豬頭等奇形怪狀的頭，手中拿著各式各樣

的兵器，攻向釋尊，魔王自己拿了弓箭欲射釋尊，這時釋尊入「大慈三摩地」，

將魔軍的兵刃化作各色蓮花，空中掀起的漫天塵土均化為檀香花朵。接著，魔王

放出無數的毒蜂，又丟擲金剛石如傾盆大雨，這時淨居天人加入了抗魔行動，將

自身化為樹葉蓋在釋尊身上，使釋尊不受損傷。魔軍恐怖的奇形怪異，以及毒蜂、

金剛石都意謂著釋尊在禪定中昇起的內在潛藏的恐懼。《心經》云：「心無掛礙，

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恐怖也是根深蒂固的本能無

明，釋尊面對撼山動地的恐懼一波波的來襲，對治之道是入「大慈三摩地」，用

慈悲化解根本恐懼。 

（6）魔王以菩提樹葉聲相擾的意象 

魔王了解聲音最能干擾禪定，於是使菩提樹葉，相互碰撞作響，釋尊聞聲果

受影響，不能專定，淨居天人皆來各握住樹葉不讓其搖動，但魔軍還是不肯散去。

這時淨居天人看到魔軍久久干擾禪定中的釋尊，就以神力將魔軍丟擲到地獄所在

的鐵園山上。 

                                                 
50 見《雜阿含經‧卷 39（1092）》中，有魔女色誘的情節。 
51 林鎮國：〈龍樹中觀學與比較宗教哲學〉，收錄於藍吉富主編：《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勳教授六

十大壽祝壽論文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初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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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釋尊在禪定中受到外在聲音的干擾而不能專定，可知在此階段其尚未入於

深定。《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曾敘述釋尊在禪定中「當時天大雷雨，雹殺四牛，

釋尊寤而不聞此大音聲。」52《長阿含經》中云：「若入初禪則聲刺滅」。入初禪

境界則聲滅，不受外界聲音的干擾53。 

「魔」在此處的意象，應是意謂外在環境聲音的干擾，是「外魔」的意象。

後釋尊尚未入於初禪，不能完全排除外魔聲音的干擾。釋尊在禪定中，由魔軍來

襲到魔聲干擾，到擲魔於鐵園山，都有淨居天人的介入協助。淨居天人位居四禪

天中，而釋尊未來即將在四禪中證道；因此，淨居天人的出現，意謂釋尊始終能

朝向四禪之路邁進。 

（B）釋尊發起神通與降魔的互動敘事 

（1）魔軍消退，釋尊初夜證「神足通」 

由於淨居天人的幫助，將魔軍丟擲到鐵園山上，魔軍的干擾終於暫時消褪。

於是坐在菩提樹下的釋尊，進入甚深禪定中，於初夜時，證得神足通。經典中云：

「於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坐於妙覺分法中，常不斷絕，修習加行而住。於初夜分

中，神境智見證通成就。」54 

（2）魔軍復來，以聲擾釋尊，釋尊證「天耳通」 

當釋尊證神足通之際，被丟擲在鐵園山上的魔王必是十分焦慮，經典敘述「爾

時，魔王復作是念：諸禪定中，唯聲能為障礙，我應作聲。」於是魔王又發動大

批的魔鬼神等大聲遙吼，試圖干擾在禪定中的釋尊，釋尊因為被濃密的樹林隔離

著，並沒有聽到。但隨即升起了應修習「天耳神證通」的心念，證得天耳通能知

曉、聽聞人、非人、若近、若遠的聲音。 

（3）釋尊欲知魔軍心念，中夜證「他心智」 

釋尊在禪定中，升起了想要知道魔王三萬六千拘胝眷屬中，誰對他起惡心，

而在中夜修習證得「他心智」，並能明瞭所有有情眾生的各種心念。 

（4）釋尊欲知魔軍宿命，中夜證「宿命智」 

釋尊在禪定中，繼續升起了觀察魔軍從久遠以來，他們的六親眷屬、冤親債

主各為誰？於是證得「宿命智」，能知魔軍千百萬劫宿命之事。釋尊欲知魔軍未

                                                 
52 《中阿含（卷 8）‧〈未曾有法經〉》，T1/26，p.471 
53 《長阿含經‧卷 9（10）十上經》，T1/1，p.56c 
54 《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T24/1450，p.1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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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輪迴之道，於中夜證得「天眼智證」並以天眼通能知所有眾生往生輪迴的善惡

之道。 

（5）釋尊為一切有情尋找出離輪迴之道，證「無漏智通」，獲「覺分菩提」 

釋尊在禪定空間中繼續思維，一切有情眾生因為欲漏、有漏、無明漏而輪轉

苦海，要如何得免？又了悟唯有證得「無漏智通」，才能斷絕生死輪迴。於是，

釋尊專心於「覺分法中而住」，即於四聖諦如實觀察了知，並從欲漏、有漏、無

明漏中心得解脫，既得解脫，證「諸漏盡智」永斷輪迴。也就是說釋尊證得覺分

菩提。 

（6）釋尊最後降魔，證「無上智」 

釋尊在證無漏智通斷生死輪迴之後，隨即進入「火界三摩地」，在「火界三

摩地」中以「慈器仗」降伏魔軍大隊，證「無上智」。當此之際，魔王弓箭自然

脫落，魔宮震動，憂幢倒地，魔王軍隊心生懊惱而懷悔恨，自然隱沒。至此，釋

尊才真正降魔完畢，證得無上智慧正覺悟成佛。 

在釋尊前自行消失隱沒的魔王，並不就此善罷甘休，魔王動搖不了成佛的釋

尊，就轉往劫比羅城，散播謠言欺騙釋迦族人：「釋迦牟尼菩薩，修諸苦行登金

剛座，於草敷上，今已捨命。」淨飯王及其諸宮人、群臣百僚聞此惡耗哀痛欲絕，

淨信天人見魔王欺妄，又知釋尊已成妙智，心生歡喜，就前來拆穿謊言，告知眾

人釋尊已正覺成佛，頓時舉國歡騰。 

由以上分析可知，整個降魔歷程，一直貫穿著釋尊的證道過程，而形成一場

高潮迭起的獨幕劇敘事，開場序幕由佛坐金剛座、魔宮憂幢忽震的徵兆敘事起

始，接著正式進入釋尊禪定空間中，敘述魔偽裝成小使、魔軍大舉來襲、魔王以

聲干擾釋尊禪定、淨居天人加入抗魔、擲魔鐵園山等等意象敘事，使證道歷程中

充滿對抗魔的場景；再來，敘述魔軍暫時隱退，釋尊得以入深定中證神足通，魔

軍復來干擾，釋尊因為想要明白魔軍的來龍去脈，而繼續修習證得天耳、宿命、

他心、天眼、漏盡等三明六通，斷生死輪迴。再入火界三摩地，以慈悲為武器降

魔完畢，證得無上智慧，正覺成佛。最後，尾幕收場則是敘述魔王不甘心又繼續

欺騙釋迦族人，被淨居天人拆穿。 

在這完整的降魔敘事中，「魔王」是主動出擊的角色，釋尊是被動還擊者。

這和《增壹阿含經》中，釋尊主動降魔，且降伏魔王所代表欲界眾生的憍慢之心，

有明顯的不同。而就內魔的層面而言，在《增壹阿含經》中，釋尊主動出擊，這

隱喻著「魔」象徵釋尊是「顯意識」，釋尊主動察覺顯意識中細微的「憍慢之心」。

做為王子出身的釋尊在禪定中，主動察覺自身的「驕慢」習氣，是很合乎情理，

而「驕慢」只是五毒之一。因此，此處「降魔」所隱喻的對象，是較單面向的「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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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和「恐懼」的內在情緒。 

但是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魔」的主動出擊，則象徵釋尊在禪

定中各種潛意識裡心理情緒變化的一一浮現，以及受聲音干擾不能專定的心情變

化，「魔」的意象豐富許多。就外魔層面而言，佛教的生命觀是承認有「魔眾」

這種生命形態存在的。《長阿含經》中云：「世有八眾，一剎帝利眾、二婆羅門眾、

三居士眾、四沙門眾、五四天王眾、六物利天眾、七魔眾、八梵天眾。」
55可見

魔眾、天眾都是其世界生命圖像的一環。 

因此，釋尊證道歷程中，有關「魔」之敘述，應是包括內魔、外魔兩種面向。
56如魔軍來襲、淨居天人相助、釋尊欲知魔眾的過去、未來之事，而發起三明六

通，乃至降魔盡魔也並不會被消滅，只是對釋尊不再起作用，魔又繼續對他人去

造謠生事，這些有關魔的敘事應指外魔而言。因此，降魔過程中的「魔」，不宜

只侷限在指涉釋尊內在負面的人性陰影；很多時候「魔」呼應佛教認為的三界是

「魔界」的意涵；解脫成佛則意謂脫離魔界這樣形態的生存空間，對於主管魔界

的魔王，當然會盡力阻止，主動出擊。 

《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的降魔敘事，意謂著整個證道歷程是一趟充滿內

魔外魔的降魔之旅。而入「火界三摩地」，則象徵將無始劫以來的煩惱燃燒殆盡，

這樣才能滋生真正無上的妙智、無上菩提智慧，才可謂正覺成佛。但是，即使正

覺成佛的釋尊，他的內心雖已沒有內魔的干擾攪動，仍時時有外魔前來干擾他，

對治之法就如《雜阿含經》中佛對魔所言：「隨汝（魔）變形色，我心不傾動，

覺汝為幻化，便可從此滅。」57因為心不傾動，就能以無上智慧覺察、洞穿魔的

各種偽裝形象（幻化），讓魔自動退隱，因此「火界三摩地」一方面也以火光的

明亮與熱力，象徵無上菩提智慧的覺察、照明與洞穿作用，使魔自行退隱。所以，

外魔並不會被消滅，他仍存在於宇宙間，只是對佛已不具有影響力。 

肆、結論 

本論文嘗試由敘事學來研究在阿含與律部的經文中，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

定與神通」的敘事方式，以探究經典的文學表達形式，在傳播與詮釋佛法上所起

的作用。首先從組成故事素材的不同「事件」，分析在《阿含經》中有關佛陀成

道歷程的自述經文中，已具備許多「禪定與神通」的故事事件，由於各經文所選

的成道事件之不同，因而形成了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故事的不同本文。但都

是以個別片段的事件敘述散見阿含中，尚未建構成完整的敘事結構，及定型的敘

                                                 
55 《長阿含經‧卷 3〈遊行經〉》，T1/1，p.16 
56 有關內魔與外魔的討論，可參考釋德範：〈《雜阿含經》中魔的探微〉，收錄於《宗教與心靈改

革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道德院），頁 147-178；以及黃慧禎：《《相應部‧魔相應》譯註

與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號抽印本，2003 年） 
57
《雜阿含‧卷 39》T2/99，頁 2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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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模式。 

其次從組成故事「事件」所處的「位置」分析，可知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樹

下降魔」在《阿含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是以單獨事件的「插話」形式被敘述，

降魔事件非位於該則經文主要的「位置」。這似乎意味著在《阿含經》中「樹下

降魔」在成道歷程中並非必要的一環。證道「地點」的敘事方面則可看出由《中

阿含經》到《增壹阿含經》，是從「凡俗地點空間」的描述，轉換成「神聖地點

空間」的描述。證道故事，也由《中阿含》中純粹的歷史事件，轉為染上帶有神

話性色彩的事件。可謂佛陀成道歷程的敘事，逐步朝向神話敘事的端倪徵兆。 

在以神通開啟的時空敘事中，標明證道的物理時間軸線，對比證道的禪思時

間巨大跨度，正突顯了釋尊證道時過去、現在、未來合而為一，為其在禪思中悟

得十二緣起、四聖諦等解脫之道，提供了時空背景的整體架構。 

釋尊成道歷程的定型結構，在律部中唯一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

和各單經佛傳的結構模式大體相似，最不同的部分在「降魔」的結構安排。 

從經典詮釋的視域而言，如果說「宗教經典的真理是通過語言和論述去顯現

的」58，那麼有關佛陀成道歷程「禪定與神通」的敘事，在《阿含經》中是以「講

述」（telling）為主，是佛陀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聲音來說自己的故事，因此散見《阿

含經》證道歷程的經文，都明顯具有佛陀歷史性自傳的色彩，是人間佛陀「教誨

性」的敘事話語，展現樸實簡約的話語風格。但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

是以「展演」（showing）為主，佛陀以第三人稱的聲調來說自己的的故事，擴大

敘述者與故事的距離，在這擴大的距離中「展演」一生補處菩薩最後下生人間成

佛歷程的「神話禮儀」。所以在情節方面採取的敘事策略是藉由對「禪定與神通」

劇幕式的空間場景敘事，展演「禮儀是一齣神聖戲劇」的敘事，敘述一幕又一幕

場面盛大又充滿神聖性的劇情，來描述釋尊在追尋各式禪法的外在行動場景空

間，以及在禪定中起神通與悟道的內在場景空間。將其中一切本是平凡人間的人

事物，都渲染轉化成具有神聖性的人事物，如「聖女」、「聖粥」、「輪相」「菩提

甘露之粥」、「寶缽聖物」等，在加上「盲龍目明」、「草自右旋」等奇蹟徵兆、以

及天空眾神、風神雨神的介入等等，有意味的將釋尊成道歷程的敘事，變成神話

性質的敘事話語，展現充滿想像力、驚奇瑰麗鋪敘排比、魔幻寫實的話語風格。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破僧事》中，最能充分展現宗教神話性質的敘事話語魅

力所在，就是有關「降魔」的敘事。「降魔」除了正式納入釋尊證道歷程的系列

敘事中，並且降魔的歷程，是貫穿下半場釋尊證道成佛的整體歷程，這有別於在

《阿含經》中「降魔」是做為釋尊講道的舉例「插話」而出現；也有別於在各本

佛傳中，皆是先降魔再入四禪發起三明神通證道成佛的敘述；此外，降魔非但貫

穿整個證道歷程，並且釋尊發起神通的整個過程，也都和降魔息息相關，降魔推

動著證道與六神通的敘事情節。可以說整個證道歷程就是一趟充滿內魔外魔的降

魔之旅。最特別唯一是其他佛傳所無的敘事，就是釋尊在證無漏智通斷生死輪迴

                                                 
58 黎志天添著：《宗教研究與詮釋學-宗教學建立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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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還要再進入「火界三摩地」最後降魔；至此，釋尊才真正降魔完畢，證得

無上智慧正覺成佛。因此在神話性質的敘事話語中，觀賞一幕幕充滿戲劇張力高

潮迭起的精彩降魔劇幕，敘述者所要引導受敘者、潛在讀者的並非佛教哲學義

理；而是屬於「故事佛學」的佛陀訊息，激發熱切的宗教信仰情感，達到宗教傳

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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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漢譯佛典小乘經律為依據，試圖分析、勾勒出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特

性。阿羅漢果是小乘佛教沙門四果中的第四果，也是佛陀賢聖弟子中修得最高果

位，獲得「聖解脫」的弟子。他們有著「行不著世間」的「出世間」形象，但另

一方面，他們仍是有血脈肉身、有情有感的人子。阿羅漢們「生於世間、長於世

間」的「世間」形象，也使他們仍具有人間性的面向。因此「世間」與「出世間」

是構成阿羅漢的雙重面向。 

本文嘗試由聖/俗空間的角度，作為論文切入點，就「出世間」部分，分析

阿羅漢在「行不著世間法」的面向上，如何建構他們的「聖妙空間」而呈現他們

的聖妙性；而在世間部分，就阿羅漢在「生於世間，長於世間」的面向上，分析

那些是生而為人的人間性。由此二方面，以歸結勾勒出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特

性。指出「坐禪念定」是走出「世間」，進入「出世間」的分節點，提供一條進

入「出世間」的途徑，而這途徑最基本的模式就是「九次第定」禪思空間的開啟，

由逐層開啟「四禪八定」的天界行旅，乃至最後進入「滅盡定」，證得聖解脫的

最高果位阿羅漢。走在這條路所感到的是喜樂、清淨、寂滅的殊妙覺受，所以說

是聖妙空間。但阿羅漢亦是生於人間，具有血脈肉身的人子，有情有感，有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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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有業當受，而不同的阿羅漢也有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習氣。由這些視角觀之，

可見阿羅漢在世間的人間性。 由於阿羅漢在世間又出世間，因此其生命具有聖

妙性與人間性的雙重面向。這雙重面向的結合，構成小乘佛典中阿羅漢生命空間

的特性。 

論文章節 

壹、 緒論 

貳、 「出世間」的空間：聖妙空間的建構與開啟 

  一、建立「空欲」的空間 

（一）入門的儀式：出家 

（二）出家的簡樸生活方式 

（三）莫論俗事，當論比丘正行之法 

（四）建立「空欲」的心理空間 

二、建立禪思的天界空間 

（一）入門的儀式：坐禪念定 

（二）開啟「四禪八定」的天界空間：度越此岸的天界行旅 

（1）天界行旅的方式 

（2）天界行旅是階段性的解脫 

（三）開啟人天相見，兩相往來的空間 

（1）開啟看見諸天形色的空間   

（2）開啟人天相往來的空間 

（四）越出天界，入「滅盡定」：「彼岸」解脫的空間 

（五）出「滅盡定」：開啟「行於無事」的空間 

三、建立「聖樂」的空間 

（一）莫求欲樂，修習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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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家與空欲的快樂 

（三）聽佛說法是快樂的事 

（四）遊於四禪天之樂 

（五）涅槃是最快樂的空間 

（六）阿羅漢日常生活中的快樂空間 

四、神通的空間：連結聖俗兩界的空間                                                

（一）神通空間宛若凡俗世間的魔術舞台 

（二）共相的神通展示：入涅槃前的神通展示 

參、「世間」空間：凡俗空間的人間面向 

一、阿羅漢的命運業報 

二、阿羅漢的個性與習性 

三、阿羅漢的有情面 

（1）「表現在不忍見佛陀入涅槃」，及紛紛追隨佛陀入涅槃。  

（2）四大阿羅漢弟子住世，是留給人間的深情大禮。 

四、阿羅漢的神通力要「入定」才能發起作用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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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論文以漢譯佛典小乘經律為依據，試圖分析、勾勒出阿羅漢的原始形象與

特性。在佛教早期的經典《阿含經》中，常將佛陀的教法形容為「賢聖之法」、「聖

道」、「聖教」59等，而將如實修習佛法有成的弟子，形容為「聖賢弟子」、「如來

聖眾」60、「多聞聖弟子」，以別於一般的弟子。何謂聖？在《中阿含經》中如是

界定： 

云何為聖？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汙，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死、

病死因，是謂聖61。 

 「聖」是佛教很重要的概念，它最低的標準是「遠離諸惡不善之法」，最高

的標準則應是欲漏、有漏、無明漏三漏解脫，了斷生死輪迴，涅槃寂滅。符合這

標準的賢聖弟子，應指「四雙八輩」之士，所謂： 

復次聖弟子念於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直向、誠向。行隨順法，有向

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洹得斯陀洹。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

羅漢，此是四雙八輩賢聖，是名世尊弟子。僧淨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

足、解脫知見具足，所應奉迎，承事供養，為良福田62。 

這「四雙八輩」之士，是得沙門四果之士，真正的世尊弟子，可以稱為「聖

弟子」，所謂的「沙門四果」，《雜阿含經》中云： 

有比丘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是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

究竟苦邊。有比丘三結盡，貪恚痴薄，得斯陀含。有比丘，五下分結盡，得阿那

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

生死智、漏盡智（指得阿羅漢果）63。 

 因此阿羅漢果是沙門四果中的第四果，也是賢聖弟子中修得最高果位，獲得

「聖解脫」的弟子。 

                                                 
59 《別譯雜阿含經．第 102 經》，T2/100,p410b. 
60 《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第 5 經》，T2/125,p574a-b. 
61 《中阿含經‧第 182 經》，T1/26,p725c. 
62 《雜阿含經‧第 931 經》，T2/99,p238a. 
63 《雜阿含經‧第 815 經》，T2/99,p2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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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經》中云： 

阿難問佛陀：「世尊云何聖解脫耶？」佛曰：「阿難，若有此法，一切盡滅，

無餘不復有者。彼則無生，無老病死。聖如是觀，若有者必是解脫法。若有無餘

涅槃者是名甘露。」64 

「聖解脫」即斷生死，入無餘涅槃，得如來甘露。前三果沙門都仍在學地，是「有

學」沙門，唯阿羅漢已得「聖解脫」，是「無學」沙門65。阿羅漢可謂如來「賢聖

中之賢聖」，他仍代表小乘佛教「聖解脫」的最高標誌。 

    阿羅漢正如佛陀般是「世間生、世間長、行不著世間法」，亦是「身生於人

間、長於人間、於世間得阿羅漢」66。在佛教的生命階位中，阿羅漢已來到「最

後生」人，因此阿羅漢是「比丘中之比丘」67，是「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68者。

這是他們「行不著世間」的「出世間」形象，也是他們聖妙性69的展現。 

    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後生」人，他們仍是有血脈肉身、有情有感的人子。

生而為人，和所有的芸芸眾生般，每個生命都有都有其獨特性，阿羅漢也有自己

的才華、個性、習氣；也有各自和有緣眾生的牽連互動，譜出不同的因緣果報、

命運組曲。這是阿羅漢們「生於世間、長於世間」的「世間」形象，也是他們仍

具有人間性的面向。因此「世間」與「出世間」是構成阿羅漢的雙重面向。 

世間/出世間在某種意義上，意謂著不同的空間向度與領域。它們可以指涉

物質、實體的空間，也可以是抽象、無形的空間。它們互有相通，卻不相屬。本

文嘗試由聖/俗空間的角度，作為論文切入點，就「出世間」部分，分析阿羅漢

在「行不著世間法」的面向上，如何建構他們的「聖妙空間」而呈現其他們的聖

妙性；而在世間部分，就阿羅漢在「生於世間，長於世間」的面向上，分析那些

是生而為人的人間性。由此二方面，以歸結勾勒出阿羅漢生命空間的特性。 

                                                 
64 《中阿含經‧第 75 經》，T1/26,p543b. 
65 《雜阿含經‧第 934 經》卷 33：「復於餘時盡諸有漏，無漏解脫，慧解脫，自知作證，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當爾時，成就無學戒，無學三昧，無學慧，無學解

脫。」（T2/99,p239a） 
66 《中阿含經．第 92 經》：「如來世間生、世間長、行不著世間法」（T1/26,p575a.）；《增壹阿含

經．聽法品第三十六．第 5 經》：「佛言：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T2/125,p705c.） 
67 《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第 5 經》，T2/125,p574c. 
68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 7 經》，T2/125,p653c-654a. 
69 「聖」指朝向解脫所展現之「出世間」特性；「妙」則是殊妙，為佛典常用之形容詞，本論文

試圖結合「聖」與「殊妙」之意涵，勾勒阿羅漢在「出世間」所展現的生命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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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世間」的空間：聖妙空間的建構與開啟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聖與俗─宗教的本質》一書，指出： 

對宗教人而言，空間並非同質性的(homogeneous)，他會經驗到空間中存在

著斷裂點(interrupption)與突破點(breaks)；以質來說，空間的某些部分

與其他不同的。⋯因此，聖地是一個強烈而有意義的空間，另外還有一些地

方是非神聖性的、不具結構或一致性、是無特定的形態的。不僅如此，對宗

教人來說，空間的「非同質性」可從表達於神聖空間(唯一真實與實存的空

間)與其他空間(空間周圍之毫無形式的延伸)之間對立關係的經驗中發現到
70。 

「神聖」（〈the divine〉是西方宗教的觀念與用語，佛典中只有「聖」（sanctity）

的觀念與用語，和西方的「神聖」有不同的意涵71。但是伊利亞德關於聖/俗的空

間概念，卻可借用於分析佛教世間/出世間的觀念。的確，對佛教修行人而言，

空間並非同質性的存在，他會在「世間」凡俗的空間中，經驗到存在的突破點，

這個突破點就是佛教「出世間」的空間。就質的部分而言，它的確是和「世間」

不同的空間，是「四雙八輩聖弟子」的空間。甚至某些空間還是「聖中之聖」，

唯有阿羅漢才能到達的空間。而對佛教聖弟子而言，這「出世間」的空間，是什

麼樣的性質呢？「聖」是在佛教聖道、聖諦、聖解脫、聖弟子、聖樂等的意義脈

絡下的解釋，「聖」意謂著朝向解脫、出世間的特性，以此特性名之為「聖」。而

「妙」則是「殊妙」之意，「殊妙」72亦是佛典中常用之詞。本論文試圖結合「聖」

與「殊妙」之意涵，以「聖妙」來形容勾勒阿羅漢的「出世間」空間的特性。這

個空間對於世間眾生或許是虛擬的、不存的空間，但對聖弟子而言，卻是唯一真

實而實存的空間，因為這「聖妙空間」的最高峰，即是「涅槃寂靜」的空間，也

是聖弟子修行的終極目標與棲止處。以下則分析聖弟子如何建構、開啟其「出世

間」的聖妙空間。 

 

                                                 
70 楊素娥譯；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2001，頁 71-72。 
71 參考成窮、周邦憲 譯；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 著《論「神聖」－對神聖觀念中的非理性

因素及其與理性關係之研究(Idea of the Holy)》，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72「殊妙」一詞為佛典常見形容詞，用以形容珍寶、容貌以及建築，例如見於《雜阿含經》

（T2/99,p165b）、《別譯雜阿含經》（T2/100,p388c.）、《增壹阿含經》（T2/125,p609b、p732a、p732b、
p746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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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空欲」的空間 

  佛陀的弟子們，要由日常生活世界中抽離出來，建立象徵「空欲」的空間。

《雜阿含經》中云： 

「云何名空欲？謂此五欲功德，離貪、離欲、離愛、離念、離渴，是名空

欲。」
73 

不論是外在生活形式，或內在心靈運作，都要建立空去貪、欲、愛、念、渴五欲

的空間。 

（一）入門的儀式：出家 

  「出家」是進入佛教修行世界的重要入門儀式，象徵告別世間欲望的纏縛，

踏入「空欲」空間的起始點。《阿含經》中常用：「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

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74。」的句子，來形容佛弟子出家後「改頭換面」，「遠

離家園」的特殊形象。 

（二）出家的簡樸生活方式 

  在生活的食、衣、住、行、坐、臥各層面上，實施最簡樸無欲的生活方式，

並和世間以追求滿足欲望的方式相區隔。如《中阿含經》中云： 

得糞掃衣為第一服，常乞食為第一饌，依止樹下為第一舍，草座葉座為第

一座
75。 

相對照於經文中所提及國王及王臣以華服、美食、豪宅、好床座為第一選擇，比

丘則以最能「空欲」的生活方式，為最佳、第一的生活方式，因此佛陀言其自身

「樂閑居之處，倍復喜悅76。」強調「空欲」的簡樸生活方式，是喜悅的泉源。 

 

（三）莫論俗事，當論比丘正行之法 

                                                 
73 《雜阿含經‧第 551 經》，T2/99,p.144c. 
74 《中阿含經‧第 76 經》，T1/26,p543c. 
75 《中阿含經‧第 74 經》，T1/26,p541a. 
76 《增壹阿含經‧增上品第三十一‧第 1 經》，T2/125,p66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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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壹阿含》中佛陀禁止比丘議論（1）衣裳服飾，飲食之論；（2）鄰國賊

寇，戰鬥之論；（3）飲酒淫泆，五樂之論；（4）歌舞戲笑，妓樂之論；（5）莫論

國事，譏稱王政等。而禁止比丘們評論的理由是：「汝等已出家學道，離於世俗」

77，既離世俗，便不該議論世俗事，因為論世俗之事，非沙門正行之法，也無法

使比丘修梵行得至涅槃之處，不是比丘的正業。 

接著佛陀告訴比丘，如果你們要議論當論十事：（1）少欲知足；（2）有勇猛

心；（3）多聞；（4）能與人說法；（5）無畏無恐；（6）戒律具足；（7）三昧成就；

（8）智慧成就；（9）解脫成就；（10）解脫見慧成就。因為這十事才是比丘的「正

行之法」78。很明顯的出家是離於世俗的空間，因此不宜再評論涉入世俗之事。

而是應該行出世之法，建立比丘「空欲」的空間。 

 

（四）建立「空欲」的心理空間 

除了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實行「空欲」的生活空間，在比丘的心理層面上，

亦要建立離貪、離欲等空欲的心理空間。即使是尚未得阿羅漢的比丘，亦應如此，

《中阿含》中記載，有一次已是大阿羅漢的舍利弗，問尚未成阿羅漢的阿難：「汝

奉侍如來二十五年，頗憶有時起欲心耶？」舍利弗好奇尚未證阿羅漢的阿難，還

會否起婬欲之心，阿難很謙遜的回答：「我是學人而不離欲」，因為即使是得二果

「斯陀洹」也尚未斷欲，只是「婬癡怒薄」。所以阿難就學理上的依據回答舍利

弗，自己還是「學人」，還沒到達「無學阿羅漢」，所以尚未離欲。但舍利弗並不

滿意這答案，他要阿難據實回答，阿難於是誠實的回答：「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

我初不憶曾起欲心，所以者何？我常向佛有慚愧心」79，阿難因為能常向佛起「慚

愧心」，所以雖尚未成阿羅漢，但他心已清淨，不起婬欲之心。 

此外，《中阿含》中亦記載尊者薄拘羅的一位少小好友異學外道，曾好奇地

問薄拘羅是否曾行婬欲事，曾起婬欲想？尊者薄拘羅回答他的朋友：「我於此正

法律中學道八十年來，未曾有欲想」，欲想都無，自然更不可能有婬欲之事80。

獨身的比丘，他們內心是否會有欲想？是引人好奇揣測，而由經文中阿難和薄拘

羅比丘的例子，可知斷欲、捨欲念的心理空間，是比丘所要建構的。又如已是大

阿羅漢的舍利弗，因被一比丘誣謗與諸比丘共諍而不懺，佛陀要舍利弗在大眾面

                                                 
77 《增壹阿含經‧善惡品第四十七‧第 4-6 經》，T2/125,p781c-782c. 
78  同上註。 
79 《中阿含經‧第 33 經‧侍者經》，T1/26,p473b-c. 
80 《中阿含經‧第 34 經‧薄拘羅經》，T1/26,p47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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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自我澄清辯解，舍利弗向佛陀自陳心境，言其「自出母胎，年向八十，未曾殺

生，亦不妄語」，而他的心意澄清無結無怨無恚無諍81。由此敘述可見舍利弗有

一「空欲」的心理空間。 

    又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記載，有一次阿那律在前往舍衛國的途中，

經過一村邑向人問借宿的地方，路人指示他一寡婦家，那寡婦見阿那律皮白面

淨，便動了欲心，不但讓阿那律住宿，並準備豐盛晚餐供養阿那律。阿那律婉拒

婦人，他只日中一食不吃晚餐，婦人自食畢，點燃油燈，就到床頭牽扯阿那律的

衣服，終夜騷擾勾引阿那律，阿那律告訴婦人「梵行淨，不得從汝意」，婦人見

阿那律不為所動，婬欲之心逐漸清淨下來。阿那律為其說法，婦人得須陀洹果。

後因阿那律向佛自陳此事，佛制戒禁止比丘與婦人共室宿82。 由此故事知道已得

阿羅漢的比丘，在其心中已建立了「空欲」的空間。 

二、建立禪思的天界空間 

  阿羅漢等「聖者」的形象，不但是在日常生活空間中建立起「空欲」的生活

空間，更重要的是阿羅漢等「聖者」，能建立起禪思的微妙空間。在《阿含經》

眾多的禪修法門中，系統最完整、層次最分明的就是「九次第定」。經典中多處

記載佛的聖弟子們修習「四禪八定」最後入「滅盡定」，成為阿羅漢的身心調御

歷程及各階段的成果。而要進入「九次第定」禪思的空間，一定要有入門的儀式，

那就是「坐禪念定」
83。 

（一）入門的儀式：坐禪念定 

  在凡俗空間中，要進入禪思的空間，是藉由「坐禪念定」的儀式，藉由「入

定」之點，做為打破凡俗空間，開啟禪思空間的「突破點」
84，乃至於各禪思空

間的開啟，也就是靠「坐」與「入」的不同突破點而開啟。例如《增壹阿含經》

中，以四種「坐」的高低不同切入點，來描述開啟的不同禪思空間，所謂 

坐者，四等之坐也。卑坐者，欲界之坐也。天坐者，色界之坐也。梵坐者，

                                                 
81 《增壹阿含經‧六重品第三十七‧第 6 經》，T2/125,p712b-713a.以及《中阿含經‧第 24 經‧

師子吼經》，T1/26,p453a-b. 
8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九，T24/1442,p889c-890a. 
83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 6 經》卷二十：「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此四事緣本，

先苦後樂，云何為四？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數出

入息先苦而後樂。是謂比丘，行此四事者，先苦而後樂也。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必應

沙門後得果報之樂。」（T2/125,p653b.） 
84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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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色界之坐。佛坐者，四神足之坐也85。 

也就說禪坐有四種。「卑坐」開啟是欲界定的空間，「天坐」開啟色界天的空間，

梵坐開啟無色界的空間，佛坐則有四神足的神通變化。因此不同的「坐」，開啟

不同的禪思空間。「禪坐念定」是開啟禪思空間的必要入門儀式。 

通常，坐禪者並不能直接進入「九次第定」的空間，坐禪者的入手處，或由

修習「四念處」開始，或由修習數息法、無常觀等入手，總之都要在能「離欲、

離惡不善之法」後，才能接續著進入修九次第定的各階段。 

（二）開啟「四禪八定」的天界空間：度越此岸的天界行旅 

（1）天界行旅的方式 

  藉由「四禪八定」的禪思空間，聖弟子們開啟了一個日常凡俗空間所不存在

的天界空間，他們要在禪思中，藉由層層向前、向上進入不同的天界，朝向解脫

生死輪迴的旅程邁進。而所謂「四禪八定」，是指（1）色界天的初禪天、二禪天、

三禪天、四禪天。（2）無色界天的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識無所有處天、非

想非非想天、亦稱四空天。當他們來到天界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時，他們已

站在跨越生死的解脫門檻處。 

那麼如何進入「四禪八定」的天界空間呢？《中阿含‧意行經》中，指出關鍵在

「意行生」。也就是說在禪定中，比丘用「意行生」的方式，向前向上層層出入，

跨越某一天界。若比丘能使意念入於、生於四禪天和四空天的某一天界，則比丘

活著的時候，在身心兩方面都可以覺受到和諸天相同的天樂（定樂）。並且若比

丘生前特別樂住於諸天中的某一天界，或其只修習至某一層天界，那他死後，必

定可以生於那一天界中。例如：樂於定住於初禪梵身天者，死後即生梵天，樂住

二禪者生晃昱天中，樂住三禪者，生遍淨天中。樂住四禪者，生果實天，乃至樂

住非想非非想天者，死後則生於非想非非想天中。《中阿含‧意行經》中云： 

佛言，云何意行生，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

樂，得初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

終生梵身天中，諸梵身天者，生彼住彼，受離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初禪。受離

生喜樂，此二離，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

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梵身天中，如是意行生。復次，比丘，

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

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晃昱天中。諸晃昱天者，生彼住

                                                 
85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 3 經》，T2/125,p6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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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受定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二禪，受定生喜樂。此二定生喜樂無有差別，

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

生晃昱天中，如是意行生。復次，比丘離於喜欲⋯86。 

由此可知，「四禪八定」的禪修之路，大致沿著「禪修／覺受天樂／生於諸

天／獲得階段式的解脫」的路徑前進。這天界行旅，對比丘來說是很重要的旅程，

因為並不是所有聖弟子都能在一輩子達到跨過天界入「滅盡定」的解脫地；也就

是預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這三果聖弟子，通通都是依靠於生前修定而在死後能

往生天道，取得修學的依託87。 

（2）天界行旅是階段性的解脫 

 如果把修學「四禪八定」的軸線單純化，則可看成像是搭火車，四禪八定是

各驛站，比丘可在這一條軸線上的任何一站下車停留、住進、也可一直繼續不斷

向前來到「四禪八定」的最後一站－「非想非非想天」，甚至越過此，進入「滅

盡定」，到達解脫的終點站88。總括而言，「四禪八定」的天界行旅是階段性的解

脫，這是因為「四禪八定」是佛教和外道都能達到的「世間禪定空間」。在這空

間的天界眾生仍有其微細的困惑不明之處，尚未得到「慧見諸漏盡斷智」。 

例如《別譯雜阿含經》中記赤馬天子問佛陀，他在過去生中，斷於欲結得五

神通，神力駿疾過於日月，他為了尋找「不生老死，不沒不出」的「眾生盡處」，

曾於百年內除了洗手、飲食及大小便等，其餘時間都在飛行，卻怎也飛不到「眾

生邊際」。於是他問世尊究竟有沒有一個地方是「眾生邊盡」處呢？佛陀告訴赤

馬天子，眾生邊際處即是涅槃，也就是盡苦際處。但這不是靠飛行能到達的，這

是要靠智慧來解脫的89。《雜譬喻經》中亦敘述有一女子聞婆羅門語，得無所有

定，雖行禪定無有智慧，經四十劫天壽天福盡後宿命罪至，墮入畜牲受豬形，無

法解脫生死，依舊在輪迴中90。另外，此經又記大梵天王壽命特長，歷見七十二

梵天壽盡而己壽未盡，遂執我常，以為宇宙萬有皆己所造，因此住大梵天仍有我

慢、我執之心91。 

（三）開啟人天相見，兩相往來的空間 

除了開啟「四禪八定」的天界空間，使人可覺受諸天之樂與生於諸天之外；

                                                 
86 《中阿含經．第 168 經．意行經》，T1/26,p700c. 
87 參考蔡耀明〈阿含經的禪修在解脫道的多重功能〉，收於《正觀》第 20 期，2002.25，頁 114-115。 
88  同上註，頁 115。 
89 《別譯雜阿含經‧第 306 經》，T2/100,p477c. 
90 《雜譬喻經》（一卷，比丘道略集）,第 15 則，T4/207,p525c-526a. 
91  同上註，第 37 則，T4/207,p5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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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專修「智見極大明淨」的「見色光明」92（亦即天眼通）。在眼得光明中見到

諸天形色，因而開啟了人天相見，兩相往來的空間。 

（1）開啟看見諸天形色的空間                                                         

在《中阿含經》中佛陀曾因阿那律請問其所修的「見色光明」，為何尋復滅

去？而告訴阿那律修「見色光明」，所要排除的過患，以及使「見色光明」能恆

常保住的方法。 

 佛陀告訴阿那律，他在未證得「無上正真道」前，也曾經歷過和阿那律相同

的，在得到「見色光明而見色」之後，又尋復滅失的經驗。佛陀告訴阿那律得而

復失的原因，是因為他掛心於某些過患，而失去定心定境。定境既失，「失定而

滅眼」，也就是他因眼得光明而見到諸天形色的「天眼通」也就跟著消失。那麼

如何才能「不失定」、「不滅眼之光明」呢？ 

佛陀告訴阿那律方法是，首先專心坐禪，得定一心，在禪思中觀照自己：「我

心中有何患？令我失定而滅眼。眼滅已，我本得光明而見色，彼見色光明尋復

滅？」 

然後佛陀逐一觀照自己，讓自己的心中「不生疑患，不生無念患，不生身病

想患，不生睡眠患，不生大精勤患，不生太懈怠患，不生恐怖患，不生喜悅患，

不生盲心患，亦不生若干想患，不生不觀色患」。由於心不生以上種種患，所以

「得心清淨」。於是在得「心清淨」上，繼續往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修最

後得「智見極明淨」，「趣向定住」得「漏盡通」證阿羅漢93，也就是說在證得阿

羅漢果位後，就可確保具有「智見極明淨」能力的「天眼通」不會退失，眼得光

明而見彼諸天形色的能力也就能穩住，不會乍見又乍失了。 

（2）開啟人天相往來的空間 

在《中阿含經》中，繼續阿那律提問之後，佛陀又自己描述他在得「智見極

大明淨」之後，如何一步步將此「智見極大明淨」的「天眼通」開發至極致。而

這開發的歷程，也就是開啟了人天相往來的空間。 

佛陀言：1首先，他因「見色光明」而看到諸天形色，但他無法和諸天打交

道、往來，所謂「然我未與彼天共同集會，未相慰勞，未有所論說，未有所對答」 

2於是他繼續坐禪念定，更進一步修練「智見極大明淨」的「天眼通」，於

                                                 
92 《中阿含經‧第 72 經‧長壽王本起經》，T1/26,p537a. 
93 《中阿含經‧第 72 經‧長壽王本起經》，T1/26,p538b-5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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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可以和諸天共同集會，互相寒暄，彼此往來論說對答。 

3更進一步的，在達到2的成就後，佛陀發現自己「然我不知彼天如是姓，

如是字，如是生」，於是他更上層極修習「天眼通」，於是他在定中也可以知道諸

天的姓名、字號，以及如何出生在諸天之中。 

4在佛陀在獲得3的成就後，又更進一步的問自己「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食，

如是受苦樂」，於是繼續開發他的「智見明淨」而得知了諸天如何飲食、以及如

何受樂、如何受苦。 

5接著，佛陀在獲得4的成就後，又進一步思惟「然我不知彼天如是長壽、

如是久住、如是命盡」，於是繼續開發「智見明淨」，而知道了諸天的壽命有多長，

能生存於諸天有多久？壽命是如何結束的。 

6更進一步，佛陀在獲得5成就之後，又思惟著「然我不知彼天作如是如是

業，已死此生彼」，於是繼續開發「智見明淨」，然後得知諸天活著時都做了那些

行業，而在天上死後都投生於何處？ 

7於是佛陀在獲得6之成就後，又更進一步發現自己「然我不知彼天，彼彼

天中」，於是繼續開發他的天眼，而知道諸天的組織層構，天中之天復有幾層。 

8最後，佛陀在得到7的成就之後，又更進一步的反問自己「然我不知彼天

上，我曾生中，未曾生中」，於是繼續開發「智見明淨」，終於佛陀知道了自己那

幾世曾生天上，哪 0 幾世未曾生天上的經歷。 

  經過了八個階段逐步一層層的開啟和天人交往的空間，由見到天人的形色，

到和天人打交道，互相往來論說，進一步的知道天人的姓名、生活飲食習慣，天

人的快樂與痛苦，壽命長短，乃至更進一步知道天人的行業及死後投生之處，並

且能夠完全清楚天中復有天的層層架構，最後還知道自己過去生中曾否生於天界

的經歷。 

佛陀等於對天界有了完整清晰的了解，並和天界有了深層往來互動的關係，

佛陀最做結論，認為要在他對天界有了此八層理解，他才是真正成阿羅漢，得「無

上正真之道」，其言： 

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亦不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

道。我亦於此間諸天魔、沙門、梵志，不能出過其上，我亦不得解脫種種

解脫，我亦未離諸顛倒。未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說得，亦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

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出過其上。我亦得解脫種種解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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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真如94。 

因此，阿羅漢們在禪定思惟中，開啟了天界行旅的空間，他們不僅能以「意

行生」覺受和天人相同的喜樂清淨；死後也能生天；此外他們還能以「智見極大

明淨」的天眼通光明，看見天人的形色，和天人互相交往。更重要的，開啟天界

行旅往來無礙的空間，也是佛陀認証其得道，超越一切天人之上的重要標誌之一。 

《阿含經》中記敍了許多人、天交往的例子，例如許多天界天人來到人間向

佛陀問法之事，又如舍利弗將入涅槃時，全身病苦，帝釋親自天上下來，至其處

所，為其清理大小便95。 

  又如《長阿含經》記敍曾有一比丘心中產生一個疑問：「地、水、火、風這

四大在何處滅盡？」於是，他沉思入定。在入定中，天路顯現。這位比丘到達四

大天王天，向四大天王請教這個問題，四大天回答不出。而後，這位比丘依次到

達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大梵天也回答不

了這個問題，勸這位比丘去問世尊佛陀。大梵天王偷偷將比丘拉到隱密處說：「諸

梵天都以為我智慧第一無所不知，所以我不能公開對你說：『我不知道。』你真

是愚昧，竟捨近求遠，放著如來不請問，跑到諸天中來到處問。」於是，倏忽之

間，猶如手臂伸屈，這位比丘從梵天消失，出現在佛陀面前，向佛陀請教這個問

題。佛陀為他作了解答：「識滅四大滅。」96可見比丘在禪思，中可以開啟人天

相見，兩相往來的空間。 

另外，在《別譯雜阿含經》記敘有一梵天，生起大邪見，在梵宮中心想：「很

少有能生於我梵宮中的眾生，更何況能超越我之上的眾生呢？」佛陀在三昧中得

知此梵天邪見，即在入定中從閻浮提沒，現身於此梵天梵宮屋頂的虛空中坐。佛

陀的弟子憍陳如、摩訶迦葉、目連、阿那律也都在入定中，追隨佛陀由閻浮提消

失，來到梵宮屋頂上虛空中。佛坐中間，四大弟子坐在東南西北四方虛空中把佛

陀圍住。佛陀和各大弟子分別為梵天說法，打破梵天的我慢我執。然後他們各個

再由入定中，「從彼梵沒，還於祇洹」97。 

由上述的幾個例子，可知佛及弟子在禪定中開啟人天相見、兩相往來的空間

中。而人間、天上往來的管道，所謂「此沒彼出」，應指在入定中以意行之的「此

沒彼出」，也就是說，在入定中以意念和天人打交道。 

                                                 
94 《中阿含經‧第 72 經‧長壽王本起經》，T1/26,p540c. 
95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二十六‧第 9 經》，T2/125,p640b-c. 
96 《長阿含經‧第 24 經‧堅固經》，T1/1,p102c. 
97 《別譯雜阿含．第 109 經》，T2/100,p4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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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出天界，入「滅盡定」：「彼岸」解脫的空間 

入於「滅盡定」比丘就度越了天界的頂峰「非想非非想天」，來到了解脫的

「彼岸」空間。《增壹阿含經》中云： 

此岸者，身邪也。彼岸者，滅身邪也。 

此岸者，波旬國界也。彼岸者，如來之境界也。98 

入「滅盡定」，首先就「知滅身觸」，斷了身邪見之執取。 

《中阿含‧大拘絺羅經》中，舍利弗問賢者拘絺羅：「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何

法？為身行？為口意行邪？」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身行，

次滅口行，後滅意行。」99言比丘在開啟、進入「滅盡定」時，先滅身行，徹底

破滅了「身見」，唯其滅了身行，才能真正止息身行於生死輪迴的流轉中。其次，

產生「慧見諸漏盡斷智」的解脫智慧，徹底斷除「欲漏、有漏、無明漏」三漏，

不再受生老病死苦，離開苦之邊際。《增壹阿含經》中云： 

「我弟子亦復如是，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於現法中以身作證，而自

遊化，度魔境界至無為處。」100 

因此，阿羅漢度越了魔法的境界，來到了彼岸「如來境界」，這個境界是「無為

處」，可以安止其中，所以佛陀強調此「滅盡定」是所有禪定中最大、最上、最

勝、最妙者101。比丘來到這「無為處」、「彼岸」的空間，是親自驗證到「身自作

證而自遊戲」，是清楚明白自身來到「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

受胎、如實知之」的解脫境界。知道自己已從生死輪迴的此岸空間，度越到如來

境界的彼岸空間。 

而得「滅盡定」並非意謂著生命的終結與死亡。《中阿含‧法樂比丘尼經》

中，有毘舍法優婆夷問法樂比丘尼： 

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壞。比丘入滅

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102 

                                                 
98 《增壹阿含．增上品第三十一．第 6 經》，T2/125,p670a. 
99 《中阿含‧第 211 經．大拘絺羅經》，T1/26,p792a. 
100 《增壹阿含經．馬血天子品．第 6 經》T2/125,p761c. 
101  同註 41。 
102 《中阿含經．第 210 經．法樂比丘尼經》，T1/26,p7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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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樂比丘解釋死者「入無餘涅槃」和入「滅盡定」是不一樣的。《長阿含經》中

記佛陀將入涅槃前，在進行「九次第定」時，阿難問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

阿那律回答：「未也，阿難、世尊今者在滅想定。」103由此經文亦可知「滅想定」

（或稱滅盡定）和涅槃是不一樣的，在滅盡定中，仍有生命存在，入無餘涅槃則

寿命已盡，沒有體溫，六根敗壞。 

（五）出「滅盡定」：開啟「行於無事」的空間 

「入滅盡定」者，因為壽命還在，還會自然的「出滅盡定」，而「出滅盡定」

時，則與「入滅盡定」時的次序正好相反：「先生意行、次生口行、後生身行」104，

然後從禪定的空間出來，回到凡俗的空間中。但是這時的比丘，已經「脫胎換骨」，

不為凡俗世間所動、所觸及，因為比丘從「滅盡定起」時，得到「不移動觸、無

所有觸、無相觸」三種觸
105。雖然肉身生命仍存活於凡俗世間，但卻不被凡俗世

間所觸及、所纏縛，他們是無事的阿羅漢比丘，行不著世間法106，建立起「無事

比丘行於無事」107的生命空間。所謂「行於無事」，是指行於趨向無為之事，如

當學精進而不懈怠，當學共論律阿毘曇、當學共論漏盡智等，他們是仍在學地的

「人間比丘」的楷模108。 

 

三、「聖樂」的空間 

  佛陀的教誨是要人「離苦得樂」、至「快樂安穩」處。那麼，佛陀的弟子們

在修習的過程中，及修習的結果，獲得什麼樣的快樂呢？他們所要獲致的快樂內

涵與品質是什麼呢？在《阿含經》中，佛陀教導弟子們莫求「欲樂」，修習「聖

樂」。 

（一）莫求欲樂，修習聖樂 

                                                 
103 《長阿含經．第 2 經．遊行經》，T1/1,p26b. 
104 《中阿含經．第 212 經．一切智經》，T1/26,p792a. 
105  同上註。 
106 《中阿含經．第 92 經．青白蓮華喻經》，T1/26,p575a. 
107 《中阿含．第 26 經．瞿尼師經》，T1/26,p456a. 

108 《中阿含經‧》：「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漏盡智通。何以故？諸賢，無事比

丘行於無事時，或有來問漏盡智通。諸賢，若無事比丘行於無事，而不知答漏盡智通者，則致比

丘訶數詰責，此賢無事，何為行無事。所以者何？此賢無事，行於無事，而不知答漏盡智通。若

至眾中，亦致比丘訶數詰責。是故，諸賢，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共論漏盡智通。是時，尊者

大目揵連亦在眾中，尊者大目乾連白曰：尊者舍梨子，但無事比丘行於無事，應學如是法，非謂

人間比丘耶？尊者舍梨子答曰：尊者大目乾連，無事比丘行於無事，尚學如是法，況復人間比丘

耶。」(T1/26,p4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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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告訴比丘們，「莫求欲樂」，因為「欲樂」是「極下賤業，為凡夫行」。

也不要行苦行，苦行亦非「聖行」。這是因為欲樂與苦行，都是會使人產生苦煩、

熱惱、憂慼邪行等「有結」的行為。佛陀告誡弟子離於欲樂與苦行兩邊，則有「中

道」。修習「中道」，就是修習（由正見至正定）「八聖道」，修習「八聖道」，可

以帶來趣於涅槃的「內樂」，也就是「聖樂」。《中阿含經》中云： 

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109 

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樂是聖樂。

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念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
110 

  因此「聖樂」是比丘所可修習的，這是遠離欲樂的離捨之樂，「遊於四禪」

的內在空間之樂，是得到正覺解脫生死之樂。因此《阿含經》將得到「須陀洹、

斯陀洹、阿那含、阿羅漢」的果位，形容為獲得沙門「四樂之報」、「四果之樂」。

把比丘遊於四禪天的快樂，稱為「有此四沙門之樂」111。 

（二）出家與空欲的快樂 

《增壹阿含經》記載，有一年邁梵志，與尊者那伽波羅是少小相識的朋友，

此年邁梵志在一段日子中，家中接連發生意外，他七個勇健的兒子相繼往生；接

著他最得力的十二助手也突然過世；然後是他的四兄弟、他的父母；再來他的兩

位美婦亦死。而他家中的八窖珍寶也不見了。梵志遭此遽變，見到已出家、了無

牽掛的朋友尊者那伽波羅，很羨慕他，認為尊者是「於樂之中最為快樂」，而跟

隨尊者出家，尊者為其說無常法，梵志得阿羅漢112。因此，出家與空欲是「於樂

之中最為快樂」的樂中樂。又例如摩訶迦葉所言：「乞食快樂無比。」
113 

（三）聽佛說法是快樂的事 

凡是經典描述佛陀說法完畢後，皆會以「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結尾。「歡喜奉行」是聽到佛說法後，得到快樂的實踐力量。 

（四）遊於四禪天之樂 

  《阿含經》中對比丘在禪坐入定中，遊於初禪、二禪、三禪，乃至四禪，不

同禪天空間的快樂，《長阿含經》經有生動地描述。 

茲將原文經句以表列形式表之： 

                                                 
109 《中阿含經．第 169 經．拘樓瘦無諍經》，T1/26,p702a. 
110  同上註，p702c. 
111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六經》，T2/125,p653b. 
112 《增壹阿含經．莫畏品第四十一．第二經》．T2/125,p744c. 
113  同上註，p7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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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禪之方法 
身覺受 
之狀況 

身覺受之譬喻 
身覺受之層

次 

初禪天 

捨欲、惡、不善

之法 
有覺有觀 
離、生喜樂 

喜樂遍身 
無不充滿 
潤漬於身 
周遍盈溢 
無不滿溢 

如入巧浴器盛眾藥，以

水漬之，中外俱潤，無

不周遍。 

最初 
現身得樂

二禪天 
無覺無觀 
定、生喜樂 

一心喜樂 
潤漬於身 
周遍盈溢 
無不充滿 

猶如山頂涼泉，水自中

出，不從外來，即此池

中出清淨水，還自浸

漬，無不周遍。 

第二 
現身得樂

三禪天 
捨喜住樂 
起護念樂 

彼身無喜 
以樂潤漬 
周遍盈溢 
無不充滿 

猶如有人沐浴清潔，以

新白疊被覆其身，舉體

清淨。 

第三 
現身得樂

四禪天 
捨喜樂 
不喜不樂 
護念清淨 

身心清淨 
具滿盈溢 
無不周遍 
心無增減 
亦不傾動 
住無愛恚 
無動之地 

譬如密室，內外塗治，

堅閉戶扃，無有風塵，

於內燃燈無觸嬈者，其

燈焰上，恬然不動。 

第四 
現身得樂

由上述表列可知，當比丘進入於初禪天的空間，比丘能感受到全身浸浴在喜

與樂中。這種喜樂，就好比進入藥池浸浴後，洗清病患（離），全身獲得新鮮生

機般（生喜樂）。入於二禪的天空，是比丘自其定心中生出的喜樂，這時身心的

喜樂已非如初禪要借助藥浴而得。由定而生的喜樂，使比丘自身已成為喜悅的泉

源，像山頂涼泉自有源頭。入於三禪天的空間，比丘捨喜住樂、身心無喜之歡欣

踴躍，而是浸澤在純粹之樂中。這修行的大樂，宛如水蓮剛出污泥而未出水，全

身浸潤水中，因此三禪的比丘，涵泳在修行的大樂中，不但自身已是喜悅的泉源，

且水中生蓮蓄勢待發，只等蓮花伸出水面，便可花開見彼岸。入於四禪空間的比

丘，捨離了身心喜歡的覺受，更上層樓，來到了身心清淨的覺受。由於不喜不樂，

故身心清淨，這時心的力量非常強大，心住無愛恚地、不動地。這時的比丘，宛

若剛沐浴完畢，以新的、白色的毛巾覆體之人。也就是說入於四禪的比丘，宛若

「脫胎換骨」，是煥然新生，身心兩方面都是純然地清淨、無染著。他的心燈已

經點燃、明亮而不會被吹熄，再往前修行，就可來到解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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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所述，可知比丘在四禪天的空間中，身心會經歷一連串轉化的過程，並

且每個階段都能體驗到「現身得樂」。綜而言之，經典中對四禪覺受的具體描述

與譬喻，就是在坐禪入定中得到美妙的禪定快樂，正是所謂：「一心獨靜思，服

食妙禪樂。114」 

（五）涅槃是最快樂的空間 

  入涅槃意謂著阿羅漢死後不再生於天上人間的「入滅」狀況。《長阿含經》

中記敘佛陀入涅槃前告訴阿難：「自今以後生死永絕，無有方土措吾身處，此最

後處，更不受有。115」佛陀自言其入涅槃後，生死現象從此永絕，再也不會有生

命現象存在於任何方位土地上，甚至根本不知道死後去了哪裡。就如《別譯雜阿

含經》譬喻陀驃比丘入涅槃之偈： 

「譬如熱鐵，椎打星流，散已尋滅，莫知所至；得正解脫，亦復如是。已

出煩惱，諸欲淤泥，莫能知彼，所趣方所。」116 

涅槃是莫能知彼所趣方所的空間，於《增壹阿含經》中記載：有一梵志，精

通星宿醫藥，又能以髑髏知九十六種眾生死後的去向，包括鳥獸乃至小如蟻子之

蟲。佛陀曾拿數個死人髑髏問此梵志，髑髏生前是男是女？因何病而亡？死後去

向何處？梵志都準確的答出。後來佛陀拿了一具髑髏，梵志完全無法得知其生前

性別，死後去處，梵者向佛陀說： 

「我觀此髑髏，原本亦復非男又復非女，所以然者，我觀此髑髏，亦不見

生亦不見斷，亦不見周旋往來，所以然者，觀八方上下都無音響，我今世

尊，未審此人是誰髑髏？」
117 

佛陀告訴梵志，此是阿羅漢的髑髏。阿羅漢涅槃後，「無終無死，亦無生死，亦

無八方上下所可適處」118。 

 因此阿羅漢死後的歸處，是個神秘的境界，是無終無死，無生無死，亦無八

方上下的境界。然而並非斷滅或消失，《雜阿含經》中記載有一比丘名焰摩迦，

他起惡邪見認為「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即被舍利弗所呵責119。「更

無所有」是斷滅見，羅漢死後的去處，超乎我們能想像的八方上下空間，但並非

                                                 
114 《雜阿含經．第 549 經》，T2/99,p143a. 
115 《長阿含經‧第 2 經‧遊行經》，T1/1,p24b. 
116 《別譯雜阿含經．第 15 經》，T2/100,p378b. 
117 《增壹阿含經．聲聞品第二十八．第 4 經》，T2/125,p651c. 
118  同上註。 
119 《雜阿含經．第 104 經》，T2/99,p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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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而「更無所有」。經典中稱贊「涅槃是比丘善趣」，而這「善趣」的去向，經

典中又以「無畏涅槃城」120來譬喻。所謂「都無所著，已不起世間想，復無恐怖，

以無恐怖，便般涅槃」121。所以「無畏」應是形容涅槃的狀態是「無生死之畏怖」。

而用「城」來形容涅槃的空間。此外，亦如「至滅盡之處，無為涅槃界」122、「滅

盡無為涅槃處」對涅槃用「界」、「處」來形容，「城／界／處」都賦予「涅槃」

一個空間的意象。因此，吾人以神秘空間來描述涅槃的不可說性、神秘性。《增

壹阿含經》亦云： 

有字者是生死之法，無字者是涅槃之法。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終有始；

無字者，無生無死，無終無始。123 

 「涅槃」不能以三界內的生死始終空間來看待，「無」字的空間與境界，只

能以神秘與不可說來形容。但入「無餘涅槃」至少是在三界之內永不現形了。因

此，除了四禪之樂外，最終極之樂是正覺之樂，是解脫生老病死之樂，也就是「生

滅滅矣，寂滅為樂」的涅槃之樂。又《阿含經》中記載世尊說偈云： 

「一切行無常，起者必有滅，無生則無死，此滅最為樂。」
124 

因此，涅槃寂滅是比丘樂中最樂。《增壹阿含經》中云：「涅槃者極為快樂」，可

知這神秘的涅槃空間是「聖樂」的最高峰。在舍利弗入涅槃後，仍是學人的阿難，

心意煩惱，悲傷不已。佛陀就開導阿難，問阿難：「舍利弗比丘入涅槃，是用他

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而入涅槃嗎？」阿難回答：「不也，世尊！舍

利弗不是用他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而入涅槃。我是因為憶起他的深

恩過多，所以愁挹。」由此對話可知，入涅槃、取滅度的是舍利佛的肉身而已，

至於舍利弗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似乎並沒有因肉身消失而不存在。

涅槃是「無生無死」，是否意謂著戒身、定身、慧身、解脫所見身是無生無死？

而這「無生無死」的涅槃空間最是快樂的。「快樂」是一種覺受，涅槃既是極為

快樂的空間，當然不是斷滅的空間，只能說是佛教解脫者神秘的、密契的空間。 

（六）阿羅漢日常生活中的快樂空間 

  「聖樂」的四禪空間，是阿羅漢們所共同能達到、擁有的快樂空間，然而在

日常生活中，什麼是阿羅漢們個別的快樂空間？ 

                                                 
120 《增壹阿含經．五王品第三十三．第 1 經》，T2/125,p682b. 
121 《增壹阿含經．勸請品第十九．第 3 經》，T2/125,p594b. 
122 《增壹阿含經．善惡品第四十七．第 5 經》，T2/125,p782a. 
123 《增壹阿含經．須陀品第三十．第 1 經》，T2/125,p659b. 
124 《增壹阿含經‧莫畏品第四十一‧第 5 經》，T2/125,p74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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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增壹阿含經》及《中阿含經》中，曾記敘舍利弗問前來拜訪他的諸大聲

聞比丘如目連、豎葉、離越、阿難等：「此牛師子園極為快樂，自然天香，流布

四遠，云何當使此園快樂？」各大比丘們紛紛以自己的專長來回答，如阿難以能

「多聞總持」是比丘在此牛師子園的快樂；而離越則以「常在閑靜之處，思惟坐

禪」為在牛師子園中的快樂；阿那律則以能以天眼徹視觀看各類眾生為快樂」；

而迦葉則以行頭陀行為比丘在牛師子園快樂無比的事；目連則以能神通變化為快

樂。最後舍利弗則以若比丘能降伏其心，非心役使比丘，是比丘的快樂。最後他

們一起到世尊所，請問佛陀：「究竟什麼是比丘在牛師子園中真正的快樂呢？」

佛陀告訴諸比丘：「一切悉善。」也就是承認他們每個人以其各自修行的成就為

比丘的快樂。此外，世尊總結說，他認為比丘最大的快樂是在牛師子園中，結跏

跌坐要當「盡有漏為無漏」。125經文說明阿羅漢比丘們的快樂，是來自於他們的

專長；另一方面則說明世尊強調最大的快樂，在於解脫生死。 

 

四、神通的空間：連結聖俗兩界的空間                                                 

（一）神通空間宛若凡俗世間的魔術舞台 

  由於阿羅漢等聖弟子們的聖妙空間，是建立在「坐禪入定」內在禪思空間的

開啟，是比丘個別親證的經驗空間，只能由比丘個人「自知、自覺、自身作證」，

是非普遍性、非凡俗性的經驗空間。因此阿羅漢禪思的內在空間，在凡俗空間上

是虛白空無，無可感知，無可視覺的，是不存在於具體的物質空間中。唯有在四

禪天空間啟修的神通能力，所謂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三明」，加上神足通、

天眼通、他心通，合稱「三明六通」，是阿羅漢可以在凡俗世間展示的神通能力。

此種具有心想事成、自在變化、通達古今時空、眾生心念命運等之神通能力，象

徵著修行者從時空物質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擁有自由無礙廣大生命活動空間，由

於這並非只是修行者獨知獨見的封閉性經驗，它是個可開放性的神奇能力，可以

展示於凡俗空間讓芸芸眾生觀看感知的能力。因此神通能力所展示空間，可謂是

連結聖、俗兩界的空間，宛若在凡俗間搭起的魔術舞台，讓芸芸眾生站在凡俗世

界就可以看見阿羅漢們神奇的超人形象，也暗示著修道者確實擁有神秘的內在

                                                 
125 《增壹阿含經．六重品第三十七．第 3 經》，T2/125,p710c.以及《中阿含經．第 184 經．牛角

娑羅林經》，T1/26,p7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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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妙空間」126；從而產生及引信徒的宗教魅力。 

  例如《增壹阿含經》中，記敘須摩提女請佛至其夫家受食，佛為了度化其信

奉外道的夫家，就命令已證羅漢弟子，各展神足飛去。而眾僧中有一上座比丘君

頭波漢，由於他只得須陀洹果，結使未盡，因此不得神足，不能在虛空飛行。因

此必須是入四禪、斷五下分結的聖者，才能證五神通；若其再證漏盡通，則成羅

漢。反而為眾僧做雜務的使人名「乾荼」，由於他已證五神通，所以能背負「大

釜」這容器在空中飛行127。又釋尊最小弟子均頭沙彌能在空中飛行，是因為此最

小弟子是已證四果羅漢，故具有神足通。 

  由此可知，能展示神通的能力，是向凡俗世間暗示比丘修行境界的超凡入

聖，甚至得阿羅漢的證明。 

（二）共相的神通展示：入涅槃前的神通展示 

  阿羅漢們有著各式各樣展示神通能力的行跡，然最大的神通共相，便是佛陀

的幾個阿羅漢大弟子，如目連、舍利弗、大愛道比丘尼等在入涅槃前的神通展示。

《增壹阿含經》記載目連、舍利弗、大愛道比丘尼欲涅槃時的神通展示，過程相

當類似。 

（1）結跏趺坐 

（2）由初禪 入  二禪 入  三禪 入  四禪 入  空無邊處 入   

識無邊處 入  無所有處 入  非想非非想處 入  火光三昧  

 入  水光三昧 入  入滅盡定 

（3）再從滅盡定起 入 水光三昧 入  火光三昧 入  非想非非想處 

 入  無所有處 入  識無邊處 入  空無邊處 入四禪 入  

三禪 入  二禪 入  初禪 

（4）從初禪起   飛在空中、坐臥經行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126
見丁 敏（1998）〈佛教經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及其語言特色〉，收於《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台北：法鼓，頁50。 

 
127 《增壹阿含經．須陀品第三十．第 3 經》，T2/125,p6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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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下出火、身上出水   作十八變神足變化 

（5）復入初禪，重複（2）的過程 

（6）再進入（3）的過程，然入第四禪後即「從第四禪起，尋時起滅度」128 

由上對經文的分析可知，阿羅漢在入涅槃前，多進行入定的神通展示，他們

結跏趺坐，然後進入「九次第定」往復次第循環。由初禪至滅盡定，再由滅盡定

至初禪，這其中（2）（3）是往返一次的循環，然後再做火水光三昧神通展示。

再來又由初禪起飛在空中，展示十八變神足變化，然後再重複一遍（2）與（3）

的過程，最後在（3）過程中，於四禪中取滅度。因在四禪中比丘修得漏盡通，

故涅槃時由四禪入滅。要有這樣神通展示的儀式，應是阿羅漢入滅前，若只有坐

禪入定、走一趟天界行旅的往返過程，而於回程在四禪入涅槃，則凡俗世間並無

法從其坐禪入定的外相上窺其內在廣大的空間，正是因為他們在禪定過程中，從

初禪出展現神通表演，使凡俗世間知其修行之聖妙處。這對信徒而言，不但增加

其對佛教的信心，也展現佛教的宗教魅力與神秘性，在信仰的宣傳上有其必要性。 

 

參、「世間」空間：凡俗空間的人間面向 

得阿羅漢的比丘們，雖以「空欲」的生活方式和坐禪入定的禪思方式，開拓

建構了超出凡俗的聖妙空間。但只要出定，從禪思的空間出來，他們一樣是行走

於凡俗世間，依舊會和芸芸眾生接觸往來，相牽相連，而譜出不同的生命際遇和

命運軌跡。生而為人，無可避免的他們也是具有血脈肉身、有情有感的人子，即

使他們已證有漏、欲漏、無明漏的究竟解脫，心得自在，但也不可能因成阿羅漢

就變千人一面，失去了個體生命的獨特性，也不可能就變成如草木瓦石般無情無

感。阿羅漢有自身獨特的才能與成就，也有他們個別的命運業報，以及不同的個

性與習性，而這些特點，正是構成羅漢人間性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阿羅漢的命運業報 

佛教認為自所作業，必定受報。所謂「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際會

                                                 
128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 9 經》，T2/125,p640a-641c.以及《增壹阿含經．九眾生居品第

四十四．第 9 經》，T2/125,p7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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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果報還自受」129，「昔自造業，因緣際會，成熟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礙」

130，「凡所作業，非於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受苦樂」131，自身所

造的善惡業，是如影隨形跟著自身，業力像瀑布流水般沖刷著命運，不是人上山

入海，乃至隱形虛空中所能躲掉的。這是生命的律則，因此即使是已證得生死解

脫的阿羅漢，在他尚未入涅槃前，他的生命仍要承受業力的果報。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號稱神通第一的目連，在外出弘法途中，為外道襲擊，打得遍體鱗傷肢節壞

損，全身受巨大的痛苦，而終致死亡。舍利弗在得知目連被打，前往探望目連，

並問目連他不是神通第一，為何不發起神通，以神足飛行逃避外道，目連回答：

「我本所造，行極深重，要索受報，終不可避，非是空中而受此報」，目連認為

這是他前世業力現前，是他無可避免的業報132。且業報現前時「於神字尚不能憶，

況發神通焉」133，可知業力現前，神通無法顯現。在《眾經撰雜譬喻經》中亦記

敘目連因前世與父諍時，心中咒罵其父「撾殺此公骨折快也」134，由意業造罪，

今生雖證阿羅漢且有大神通，仍受骨折之報。 

此外，如迦留陀夷比丘是已得道的阿羅漢，仍冤枉地被人設計暗殺，以利刀

斷頭埋著糞中135。又如，仙道王捨王位出家修行，太子頂髻繼承王位，受二佞臣

蠱惑，惟怕仙道王會返國奪位，遂派人殺死已得阿羅漢果位的仙道王136。 

又如小軍比丘，未出家前曾被獨守空閨的兄嫂屢誘而與之私通，後小軍畏兄

大軍返家知悉醜事殺害自己，遂出家為比丘，其兄返家後，果然四處求索小軍欲

殺害之，不料自己反先遭獵人射殺，大軍死後受毒蛇身四次，終將已證羅漢的小

軍毒囓而死137。 

    又如殺人無數後蒙佛陀度化成阿羅漢的鴦掘魔，當他持缽入城乞食時，城中

居民見到他，都憤恨他從前是殺人魔，紛紛以瓦石丟擲，以刀斫刺。佛陀告訴鴦

掘魔：「汝當忍之，所以然者，此罪乃應永劫受之」138。 

    又如大迦葉的妻子妙賢，在迦葉出家後，依裸形外道出家，由於姿容絕美，

被五百裸形外道更相玷辱行淫；後來由於迦葉救度在佛所出家，證阿羅漢。然而

                                                 
12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六，T23/1442,p657c. 
13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十三，T24/1451,p316c. 
131  同上註。 
132 《增壹阿含．四意斷品第二十六．第 9 經》，T2/125,p639b. 
13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八，T24/1451,pc. 
134 《眾經撰雜譬喻經》卷一，T4/208,p535b. 
135 《十誦律》卷十七，T23/1435,p123a. 
13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五，T23/1442,p873c-882a. 
13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六，T23/1442,p654c-658b. 
138 《增壹阿含經‧力品第三十八‧第 6 經》，T2/125,p72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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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她太漂亮了，在乞食時又被捉入王宮被未生怨王玷辱交通，後因蓮華色女尼

教其當發起神通，她方以神足飛逃出來139。又如《增壹阿含》中記載讖比丘尼已

得阿羅漢，卻被波斯匿王十二年間強行關閉在王宮內與之交通140。 

    由上所述經律之例來看，得阿羅漢果位的比丘，有被外道打死的，有被兒子

殺害，有被賊人暗殺，也有被毒蛇咬死的。而比丘尼阿羅漢雖已離欲、斷欲，卻

不能避免被外在權勢力量所強行虜獲行婬。因此，已得阿羅漢果位的比丘、比丘

尼，他們的生命際遇，並不因出家後就可斬斷過往的紅塵是非恩怨。過去的種種，

並非因得阿羅漢果位，就可一筆勾銷、灰飛煙滅；或是因著自身的神通力，就可

避禍趨福，平安無災難；阿羅漢的生命際遇，還是要依循著自身的因緣果報。 

    此外，阿羅漢的身體仍會遭受病苦。佛陀自己就常患背痛，而智慧第一的舍

利弗臨入涅槃前也「身遇疾病，極為痛苦」，乃至大小便利都要別人代為服侍141。

解空第一的須菩提也曾「身得苦患，甚為沈重」142。可見，出家求道乃至得阿羅

漢果位，並非是身體的仙丹，亦非是護身符。佛法的本意，並不在護佑生命際遇

的平順度厄，而是心的自在解脫，以及盡未來際不再落入此生老病死，憂悲愁苦

的輪迴中。但這一世的生命仍是要隨業受報，只是在受報中，阿羅漢顯現出心得

自在心得解脫的大力量。 

例如舍利弗即言「此身雖有患，但使心無患」143，又目連即使在被外道打得

遍體糜爛之際，並不生憎恨仇對之心，反懺悔自己的業報，而目連、舍利弗在要

入涅槃前，即使身患病苦，亦能展示往返「九次第定」，並現十八變神通，可見

在身體受極大病苦之際，阿羅漢還是擁有極大心念力量，可以操作自己的身體，

做到「身隨心往」的生命氣魄。 

    又如小軍比丘，當他發現自己被劇毒的毒蛇咬到，馬上叫人抬到戶外，因為

不久他就要身肉崩壞，百片潰爛如塵砂散落。但在這樣危急的狀況，舍利弗卻發

現小軍比丘的顏容不異，從外表根本看不出有何異樣，小軍比丘告訴舍利弗，這

是因為他早已「於諸根境界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使我今容色變異？」144，小軍

比丘已證性空無我，面對生死無畏怖，因而顏色不異。而妙賢比丘尼得羅漢後，

被未生怨王關在室中強迫行婬，以神足逃出後，佛問她：「汝受樂否？」妙賢比

                                                 
139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二，T23/1443,p911c-913a. 
140 《增壹阿含經‧善惡品第四十七‧第 7 經》，T2/125,p782c. 
141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二十六‧第 9 經》，T2/125,p640c. 
142 《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第 7 經》，T2/125,p575b. 
143 《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第 7 經》，T2/125,p573a. 
14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六，T23/1442,p6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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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尼答道：「我已離欲，豈容受樂」145，阿羅漢已離婬欲，即使被強迫行婬，亦

不會起婬意樂受。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正因阿羅漢的生命際遇，亦如凡人要受業報，有著個別

不同的生命版本，才顯現出其人間性；但在人間性中，阿羅漢面對生命際遇的反

應，又突顯出其生命品質的尊貴性。 

 

二、阿羅漢的個性與習性 

《大智度論》認為「阿羅漢、辟支佛雖破三毒，氣分不盡，譬如香在器中，

香雖出餘氣仍在。又如積薪燒草木，煙出而灰不盡，這是因火力薄故。至於佛三

毒永盡無餘。」146這是說阿羅漢雖破三毒，但仍有習性在。所謂「如是諸阿羅漢，

雖斷諸使，猶有殘氣」147。阿羅漢既具人身，有其個性與習性，證之阿含、律部，

果有事例。 

例如《阿含經》記敘大迦葉專行頭陀行，當他年事漸高，佛陀體恤他的辛苦，

勸他「汝今年已朽邁，無少壯之意，可受諸長老者衣裳及其飲食」，但大迦葉斷

然拒絕說：「我不從如來教」，迦葉認為他衣弊納衣、乞食是快樂無比的事，也為

後世比丘作典範，讓他們沒有藉口貪名聞利養，佛陀於是讚歎迦葉行頭陀行148。

由此經文可知大迦葉仍有其固執的一面。 

又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中記大哥羅比丘已證阿羅漢，卻喜住於墳

場修行，並用死人瓦缽、著死人服，食家屬祭拜死人之食。因而遭一女子毀謗，

謂其如守屍瞎鳥，後又遭人猜疑詆毀，謂大哥羅比丘食屍肉149。大哥羅比丘雖證

得阿羅漢，卻仍有其特別的習性。 

《五分律》記舍利弗患風痛，為治病故儲放一呵梨勒果，結果被瞿伽離比丘

看到，便在諸比丘前譏評舍利弗，說世尊讚歎舍利弗少欲知足，而今卻私自藏果。

舍利弗聽到這批評，就把藥用之果丟棄，不論諸比丘們勸他：「大德風患所須，

勿棄此藥」，舍利弗還是丟棄了。佛陀聽到便說舍利弗這固執的個性，非但今世

如此，過去生中，當他是隻黑蛇時，就非常固執，寧可投身火中也不願將吐出的

                                                 
145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二，T23/1443,p913a. 
146 《大智度論》卷二，T25/1509,p70c. 
147  同上註，T25/1509,p71a. 
148 《增壹阿含‧莫畏品第四十一‧第 5 經》，T2/125,p746a. 
14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三十六，T23/1442,p825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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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氣收回150。 

《摩訶僧祇律》中敘述有一次佛在王舍城耆闍崛為諸比丘作布薩羯磨時，阿

那律不來，不來的原因是阿那律認為「世尊說清淨是布薩，世間清淨者我即是，

我不去」，於是佛陀罰阿那律不可用天眼爬山上，但阿那律肉眼已壞，所以涉山

嶮道，極苦乃至。到了之後，佛陀問阿羅漢：「阿那律，汝不恭敬布薩，誰當恭

敬？從今日後布薩時盡應來。」151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到阿那律仍有肯定自我，

即不肯參加僧團布薩的個性突顯。 

又例如《摩訶僧祇律》敘述尊者畢陵伽婆蹉天天都要渡恒水乞食，每日他來

到恒水邊，便對恒水水神叫道：「首陀羅！住，我欲過」，水即不流，當他渡過恒

水時，又叫道「首陀羅！汝去」，於是水流如故。水神不高興，向佛陀告狀。佛

陀喚畢陵伽婆蹉來，其承認確有此事。佛陀要畢陵伽婆蹉向水神道歉，畢陵伽婆

蹉就說「我悔過，首陀羅」，恒水水神說：「向首陀羅，今首陀羅，為有何異，而

言悔過？」畢陵伽婆蹉告訴佛陀：「世尊，我當如何？我不憍慢，亦不自大、輕

蔑於人。然我喚和尚、阿闍梨，諸長老比丘時，發聲便成首陀羅」，佛陀於是告

訴諸比丘，畢陵伽婆蹉從五百世來常生婆羅門家，叫喚首陀羅語的習氣不盡。佛

陀又復教誨畢陵伽婆蹉，你已證羅漢，從無始以來的三毒皆能永斷，為何五百世

習氣不能除，畢陵伽婆蹉於是懺悔永不復作152。在這個故事中，吾人可知畢陵伽

婆蹉由於出身婆羅門階層，他有開口閉口就稱他人為「首陀羅」的階級習氣。 

 

三、阿羅漢的有情面 

 （1）「表現在不忍見佛陀入涅槃」，及紛紛追隨佛陀入涅槃。  

在佛陀行將入涅前，佛的二大弟子目連、舍利弗，以及佛陀最後渡化得阿羅漢的

須跋羅比丘，還有佛的姨母大愛道比丘尼，及其弟子五百比丘尼阿羅漢，均言：

「我今不忍見於世尊入般涅槃，我當先入。
153」於是他們紛紛自行入於涅槃，先

佛陀一步離開人間。 

《摩訶僧祇律》記載佛入涅槃後，由大迦葉主持結集經律的集會。大迦葉派

                                                 
150 《五分律》卷二十六，T22/1421,p173c. 
151 《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七，T22/1425,p447c. 
152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T22/1425,p467c-468a. 
153 《別譯雜阿含經‧第 110 經》，T2/100,p413c. 



 65

遣有神通的比丘充當使者，至三十三天、毘沙門天、以及諸大比丘居住的山頭，

傳喚諸大比丘回到世間共相結集，沒有想到所有聽到佛陀已入滅的比丘，都「慘

然不悅」，並回答：「世尊在閻浮提者當往，世尊已般涅泥洹，世間眼滅。」於是

紛紛入火光三昧自我入滅。大迦葉見此情形，擔憂得知消息的羅漢們都自行入涅

「如是世間便空無有福田」，就停止繼續通知其餘大比丘前往結集。154 

 由上述可知，佛陀這麼多的阿羅漢比丘，在得知佛陀入涅槃的前後之際，都

紛紛自行入涅槃離開人間，阿羅漢本可「住劫、過劫、乃至不滅度」155，入涅槃

的原因是知道佛陀入涅槃，「其心不忍」或「慘然不悅」。並覺得佛陀入涅槃「世

間眼滅」，他們留在人間亦已不具意義。 

 涅槃是神秘的空間，佛陀從未明說那是什麼狀況。但可以由經文中得知的

是：入涅槃後，彼此就不再會面了。大迦葉在見佛陀最後身時，有偈云：「大悲

濟群生，從今永不會」156、「我今最後見，永已不復覲」157。這表示大迦葉明白一

旦入涅槃，就永無會面之期，輪迴的止息，也意味著因緣的永斷。雖說阿羅漢已

解脫面對生老病死憂悲愁苦的束縛，然人非瓦石，太上忘情卻非無情，要面對永

不會面的訣別，「慘然不悅」或「不堪忍見」，亦是人是有情眾生的自然表現。 

 再者阿羅漢的慧命是佛陀開啟的，他們能到達解脫的彼岸，也是佛陀的教

誨，所謂「如來救濟我，解脫得應真」，對於佛陀自然會有孺慕、感恩之情。例

如當大迦葉在入定中得知佛陀入滅的訊息，心中先是「慘然不悅」，接著決定前

往佛陀入滅處禮敬佛陀最後一面。雖然路途遙遠，但大迦葉在心中想到「我今往

見世尊最後身，不宜乘神足往，宜應步詣158」，於是大迦葉為了表達對佛陀的禮

敬就不辭辛苦的步行前往，而非用神足前往。這也意味大迦葉是用人間弟子的情

誼身分，而不是用阿羅漢的身分，來表達對佛陀老師的敬意。而在迦葉未到達前，

佛陀荼毘的柴火燒不燃，迦葉來到佛陀棺木前，佛陀從棺木中伸出兩足示意。此

種神話的描述筆法，其實暗寓的是已入涅槃的佛陀也在等待弟子大迦葉的來臨，

也在等待和大迦葉見最後一面，師徒的人間情誼洋溢其間。 

（2）四大阿羅漢弟子住世，是留給人間的深情大禮。 

                                                 
154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T22/1425,p491a. 
155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二十六‧第 9 經》，T2/125,p639c. 
156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T22/1425,p490b. 
157  同註 81，T22/1425,p490b. 
158  同註 81，T22/1425,p4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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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在年向八十，身已垂老將入涅槃前，特別囑咐四大聲聞阿羅弟子大迦

葉、、君屠缽漢、賓頭盧、羅云，不得入涅槃，須待佛法沒盡，乃得入涅槃。其

中佛陀特別指定他的最大弟子大迦葉要留住在世，直到彌勒出世才能取滅入槃

涅。這是因為佛陀認為這四大弟子「堪任遊化、智慧無畫，眾德具足159」佛陀知

道一旦自己入槃涅，和世間就因緣永斷，基於慈悲度眾，佛陀特別選了弟子中最

具智慧德行，又能四處遊化宏揚佛法的住世弘法。這意味著佛陀留下一線和人間

的因緣。這故事所暗寓的意義，不正是佛陀對人間的眷顧，對芸芸眾生的有情大

愛？四大聲聞弟子的住世弘法，可謂佛陀送給世間的深情大禮。 

 

四、阿羅漢的神通力要「入定」才能發起作用 

至於阿羅漢為何不能運用神通力來改變他的生命際遇、因緣果報，除了「神

通不敵業力」這個關鍵因素外，另外，阿羅漢的神通要「入定」時才能發生作用，

如目連遭外道打傷而致死，小軍遭毒蛇咬死之事例中，經典用「若不豫觀，雖阿

羅漢智亦不行」160，「雖阿羅漢，若不豫觀不知其事」161，來解釋兩位得阿羅漢

比丘為何沒有避免悲劇的發生。也就是說阿羅漢要「入定豫觀」，才能事先知道

未來要發生的事而作防備，如果沒有事先在「定中豫觀」，不在定中的阿羅漢，

他的神通智慧是不起作用的。 

又在《增壹阿含》中記敘在一次集會中，佛陀宣稱不再為眾僧說戒，這是因

為「眾中（有）不淨，如來於中說戒，彼人頭破為七分」，所以如來不於眾中說

戒了。目連當時亦在集會之中，想知道究竟在此眾中有誰是毀法之人，而讓佛陀

不說戒。於是目連「入三昧定，遍觀聖眾心中瑕穢」，而發現馬師、滿宿二名比

丘心有瑕穢，行於不淨；目連就出定，將此二比丘趕出集會場162。 

又《中阿含中》記敘佛陀、阿那律分處兩地，佛陀以「他心智」知道阿那律

心中所念，於是就入定，入「如其像定」，也就是進入像阿那律樣子的定中，結

果世尊立刻就找到了阿那律，並來到阿那律面前163。 

    阿羅漢不是神，是人，他的神通是修練來的，因此，「入定」中的阿羅漢才

有神通力，「出定」後的阿羅漢平凡亦如常人無特殊法力，正可顯見阿羅漢人間

                                                 
159 《增壹阿含經‧十不善品第四十八‧第 3 經》，T2/125,p789a. 
16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八，T24/1451,p287b. 
16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六，T23/1442,p656c. 
162 《增壹阿含經‧十不善品第四十八‧第 2 經》，T2/125,p786b. 
163 《中阿含經‧第 74 經‧長壽王品八念經》，T1/26,p5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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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一面。 

肆、結論 

小乘經律中的阿羅漢，他們生命的空間，若以「世間」「出世間」來看待，則他

們是出入於「凡俗世間」「聖妙空間」之間。而能由「凡俗空間」切換建構「聖

妙空間」，是由「空欲」的空間所開啟164。在對身體 心靈的具體修鍊儀式中，進

入「禪思的空間」，其中最關鍵的突破點或切換點，就是「坐禪念定」的儀式，「坐

禪念定」是走出「世間」，進入「出世間」的分節點，提供一條進入「出世間」

聖妙空間的途徑，而這途徑最基本的模式就是「九次第定」禪思空間的開啟。這

「九次第定」的禪思空間，是在坐禪入定的心中用「意行生」的方式，逐層開啟

「四禪八定」的天界行旅。乃至最後進入「滅盡定」，證得聖解脫的最高果位阿

羅漢。「九次第定」開啟的「禪思空間」是出世間的，是四雙八輩聖弟子在入定

中所開出的解脫之路，走在這條路所感到的是喜樂、清淨、寂滅的殊妙覺受，所

以說是聖妙空間。且這聖妙空間對凡俗空間而言，是不具實體空間的，是沒有視

覺意象的165；因此，《阿含經》形容這一修行途徑是「內浴」166，其中的快樂是

「內樂」、是「聖樂」167。因此，「四禪八定」的入定天界行旅，是解脫道的重要

關鍵，不但能覺受諸天之快樂；且若不能現世證漏盡通得阿羅漢果，則因入定的

生命現象已進入「四禪八定」的天界中，死後亦可生於諸天168，得到不落三惡道，

生命可以繼續向上爬昇而至安穩涅槃的保障。且由於能進入天界行旅，阿羅漢聖

弟子為自己開拓了人天相見，兩相往來的生命空間。這意味著阿羅漢聖弟子的生

命空間是無際無涯的如天開闊，最終並進入神秘不可知的涅槃境界中。從這個視

角而言，阿羅漢展現其出世間生命的聖妙性。而展示神通的能力，是向凡俗世間

暗示比丘修行境界的超凡入聖，甚至得阿羅漢的證明。可謂是連結聖、俗兩界的

魔術空間。 

但阿羅漢亦是生於人間，具有血脈肉身的人子，有情有感，有恩當報，有業

當受，佛陀在其姨母大愛道比丘尼涅槃後，恭自抬棺為其荼毘，以報鞠育之恩169；

                                                 
164  《雜阿含經．第 552 經》：「虛空於諸欲，永已不還滿，不復與世間，共言語諍訟。」（T2/99,p144c.） 
165 《增壹阿含經．五戒品第十四．第經》，記述梵志看不到天人，而阿那律卻看的到，原因是資

阿那律有天眼梵志沒有。 T2/125,p580c. 
166  同註 9。 
167 《中阿含經．第 169 經》，T1/26,p.702c. 
168 《雜阿含經．第 564 經》，T2/99,p144a. 
169 《增壹阿含經．》，T2/125,p8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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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連被外道毒打致死之際，尚言「要索受報，終不可避」170；而當佛要入涅槃

時，諸大阿羅漢弟子亦由感念恩情不忍見佛入涅槃，紛紛先後自行入涅槃。而不

同的阿羅漢也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習氣。由這些視角觀之，可見阿羅漢在世間的人

間性。 

    由於阿羅漢在世間又出世間，因此其生命具有聖妙性與人間性的雙重面向。

這雙重面向的結合，構成小乘佛典中阿羅漢的原始風貌。當然對阿羅漢而言，聖

妙性才是其生命的真實出口，但生而為人，阿羅漢亦不失其人間性。和大乘佛教

中皆在他方世界成就的諸佛菩薩`相較之下，阿羅漢代表人間成就解脫的最高聖

者，他們是佛教世界中人而成聖者的典範，而他們人間性的特色，對芸芸眾生而

言，更具可親性。 

阿羅漢的生命具有聖妙性和人間性的雙重特點，或許也是中國歷代以來產生

許多羅漢故事和羅漢畫像的原因吧171！本論文只是就阿羅漢形象探討之初始，阿

羅漢在小乘經律中，仍有許多可由其餘視角觀察論述的地方。另外，阿羅漢在大

乘萌芽後之定義、地位的變化，都將留待未來繼續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170 《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第二十六．第 9 經》，T2/125,p639b. 
171 參見陳清香《羅漢圖像研究》，台北：文津，1995；張火慶〈中國羅漢小說舉例－《二十四尊

得道阿羅漢傳》〉，收於《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學討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3 月 14 日至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