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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49 期【2007 年 2 月】 

 

內觀雜誌第 49 期 

【本期重點】：《法句經》的要義；阿姜曼對地居天、空居天、那伽

等的教導。 

第 49 期內容文摘： 

 

（1）《法句經》的要義 

（2）阿姜曼對地居天、空居天、那伽等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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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經》的要義 
 

林崇安 

 

一、前言 
 

《法句經》是釋尊時期在印度各地流傳的佛法偈頌，支謙（西元

225 年頃）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此乃

始進者之洪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啟曚、辯惑，誘人自立，學之

功微，而所苞者廣。」為了使大眾能正確地瞭解佛法，《法句經》便

是一個重要的入門。釋尊時期的教導歸入十二分教：1 契經（修多羅），

2 應頌，3 記說，4 諷誦（伽他），5 自說（憂陀那），6 因緣，7 譬喻，

8 本事，9 本生，10 方廣，11 希法，12 論議。《法句經》便是屬於此

中的「自說」（憂陀那）。以下先釐清《法句經》的形成以及佛滅後的

編集。 

 

二、《法句經》的形成 
 

釋尊成佛後，先對五比丘傳《轉法輪經》，而後度化了六十賢部

等人。這些證得阿羅漢聖位的弟子們也往印度各地弘法，為了便於傳

法，便開始編集佛陀的教法，將佛陀所教導的經典傳誦出去。最初所

傳誦的第一類經典是偈頌型的自說和諷誦。另一類經典是散文型的契

經，有時在契經的結尾配上應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記

載著，輸波勒迦城的商主圓滿（富樓那）與商人共入大海時，

商人們常誦佛陀所說的偈、經： 

 

彼諸商人，晝夜常誦《嗢拖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

尼之頌》、《眾義》、《經》等，以妙音聲，清朗而誦。圓滿聞已，

而問言曰：汝等善能歌詠。諸商答曰：商主！此非歌詠。圓滿問

曰：是何言辭？商人報曰：是佛所說。（T24, p11b） 

 

此處商人們日夜所常誦的《嗢拖南頌＝憂陀那》就是偈頌型的「自

說」。《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之頌》、《眾義》則是偈頌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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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誦」。《別譯雜阿含經》也記載著： 

 

爾時，尊者阿那律從佛遊行，至彼摩竭提國鬼子母宮。時阿那律

中夜早起，正身端坐，誦《法句偈》及《波羅延》、《大德之偈》，

又復高聲誦習其義及《修多羅》等。（T2, p480c） 

 

此處指出，釋尊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那律尊者，一早起來就誦《法句偈》

等，《法句偈》是屬於偈頌型的「自說」，所誦的《波羅延》、《大德之

偈＝諸上座頌》是屬於偈頌型的「諷誦」。由上可知，釋尊時期的佛

弟子們，包括在家的商人以及出家眾，早上以誦《自說＝嗢拖南＝憂

陀那》等作功課，且以《法句偈》為先。所謂「自說」（憂陀那）是

釋尊生活中感興的偈頌；法句偈是釋尊傳法時即興的偈頌，歸屬「自

說」這一分教。《大毗婆沙論》說： 

 

自說云何？謂諸經中，因憂喜事世尊自說。因喜事者，如佛一時

見野象王，便自頌曰：「象王居曠野，放暢心無憂，智士處閑林，

逍遙志恬寂。」因憂事者，如佛一時見老夫妻，便自頌曰：「少

不修梵行，喪失聖財寶，今如二老鶴，共守一枯池。」（T27, p660a） 

 

這些「自說」很早就已傳出，《雜阿含經》記載著釋尊說《優陀那偈》

之事： 

 

一時，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爾時，世尊說一切《優

陀那偈》已，告尊者阿難：眼無常、苦、變易、異分法。（T2,p52b） 

 

釋尊時期所編集的《法句偈》，由今日南北傳所保存的《法句偈》之

原始共通部分，可以推知其內容從〈雙要品〉到〈婆羅門品〉，共計

26 品，在釋尊晚期已傳誦於印度各地（其情形猶如漢地唐詩三百首

之普受社會大眾歡迎）。 

 

小結：《法句偈》26 品本＝初期集本【A】，是釋尊在世時即開始編集，

在釋尊入滅時已初步成型。 

 

三、佛滅後的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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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滅當年的第一結集，先結集經藏，後結集律藏。結集經藏時，

會中五百阿羅漢致力於編集四阿含，對於小品的《法句偈》、《大德之

偈＝諸上座頌》等，則不歸入此次的會內結集，因為這些偈頌早已傳

誦印度各地，眾所周知。 

佛滅百年時的第二結集，先結集律藏，後結集經藏。結集經藏時，

一方面將四阿含略加調整，一方面將第一結集未編入的自說、諷誦、

本事等短篇的偈、經，編成《雜藏》，稱之為《小部》，如此共成五部

或五阿含。所以，《法句偈》是在第二結集時，才正式納入會內結集。

第二結集參與者下傳後，形成上座系。未參與第二結集者（說有系、

大眾系、犢子系）則大致維持原狀。西元前 251 年頃，阿育王時期有

上座系的第三結集，會後摩哂陀等人將五部或五阿含往南傳到錫蘭等

國，因而歸屬在《小部》中的《法句偈》也就傳到這些國家了。現存

南傳《法句經》，共計 26 品，423 頌，編於南傳大藏經《小部》。 

第三結集時，在印度本土的《法句偈》，內容仍維持《法句偈》

26 品本＝初期集本【A】。到了西元 50 年頃，說有系的法救尊者，在

印度北部另外編集出新的《法句經》，從〈無常品〉到〈梵志品〉，共

計 33 品。《大毘婆沙論》說： 

 

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轉隨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謂集無常

頌立為〈無常品〉，乃至梵志頌立為〈梵志品〉。（T27,p1b） 

 

法救所編集的是《法句偈》33 品本＝中期集本【B】，所編集的偈頌

已擴及「諷誦」，而不只是早期所說的感興型的「自說」。  

西元 200 年頃，在印度另外出現混合型的《法句經》，從〈無常

品〉到〈梵志品〉，共計 39 品。但仍標示為法救所編，此《法句偈》

39 品本＝後期集本【C】，主要是將初期集本 26 品【A】，補入其他

13 品而成，其偈頌也擴及「諷誦」。 

佛滅六百年以後，為了將《法句經》偈頌的來龍去脈交待清楚，

便將因緣、譬喻、本生、本事等相關資料編集進來，而有北傳的《法

句譬喻經》、《出曜經》和南傳的《法句註》。 

小結：西元 50 年頃，在印度的《法句經》有 26 品本＝初期集本

【A】；又有法救所編集的《法句偈》33 品本＝中期集本【B】。西元

200 年頃，在印度北部又有標示為法救所編的《法句偈》39 品本＝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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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集本【C】。 

 

四、《法句經》的義理（選自 26 品） 

 

 初期《法句經》【A】的 26 品是： 

A1 雙要品、A2 放逸品、A3 心意品、A4 華香品、A5 愚闇品、A6  明

哲品、A7 羅漢品、A8 述千品、A9 惡行品、A10 刀仗品、A11  老

耄品、A12 愛身品、A13 世俗品、A14 述佛品、A15 安寧品、A16  好

喜品、A17 忿怒品、A18 塵垢品、A19 奉持品、A20 道行品、A21  廣

衍品、A22 地獄品、A23 象品、A24 愛欲品、A25 沙門品、A26  梵

志品＝婆羅門品。 

今摘錄其中一些偈頌如下 

 

1a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語或行業， 

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 

1b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 

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2a 非真思真實，真實見非真，邪思惟境界，彼不達真實。 

2b 真實思真實，非真知非真，正思惟境界，彼能達真實。 

3a 如蓋屋不密，必為雨漏浸，如是不修心，貪欲必漏入。 

3b 如善密蓋屋，不為雨漏浸，如是善修心，貪欲不漏入。 

04 心若不安定，又不了正法，信心不堅者，智慧不成就。 

5a 愚者雖終身，親近於智人，彼不了佛法，如匙嘗湯味。 

5b 慧者須臾頃，親近於智人，能速解佛法，如舌嘗湯味。 

6a 猶如堅固巖，不為風所搖，毁謗與讚譽，智者不為動。 

6b 亦如一深池，清明而澄淨，智者聞法已，如是心清淨。 

07 彼於戰場上，雖勝百萬人，未若克己者，戰士之最上。 

08 若人壽百歲，不見最上法，不如生一日，得見最上法。 

09 汝若自默然，如一破銅鑼，已得湼槃路，於汝無諍故。 

10 灌溉者引水，箭匠之矯箭，木匠之繩木，善行者自御。 

11 少壯不得財，並不修梵行，如池邊老鷺，無魚而萎滅。 

12 第一將自己，安置於正道，然後教他人，賢者始無過。 

13 自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調御，證難得所依。 

14 莫以利他事，忽於己利益。善知己利者，常專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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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奮起莫放逸！行正法善行。依正法行者，此世他世樂。 

16 此世界盲暝，能得見者少，如鳥脫羅網，鮮有昇天者。 

17 一切惡莫作，一切善應行，自調淨其意，是則諸佛教。 

18 若人歸依佛，歸依法及僧，由於正智慧，得見四聖諦。 

19 苦與苦之因，以及苦之滅，並八支聖道，能令苦寂滅。 

20 此歸依安穩，此歸依無上，如是歸依者，解脫一切苦。 

21 諸佛出現樂，演說正法樂，僧伽和合樂，修士和合樂。 

22 若見他人過，心常易忿者，增長於煩惱；去斷惑遠矣。 

23 虛空無道跡，外道無沙門。眾生喜虛妄，如來無虛妄。 

24 應伐欲稠林，勿伐於樹木。從欲林生怖，當脫欲稠林。 

25 男女欲絲絲，未斷心猶繫；如飲乳犢子，不離於母牛。 

26 喬達摩弟子，常善自醒覺，無論晝與夜，彼常念佛陀。 

27 喬達摩弟子，常善自醒覺，無論晝與夜，彼常念正法。 

28 喬達摩弟子，常善自醒覺，無論晝與夜，彼常念僧眾。 

29 喬達摩弟子，常善自醒覺，無論晝與夜，彼常念於身。 

30 當樂不放逸，善護於自心。自救出難處，如象出泥坑。 

31 若於此世界，降難降愛欲，憂苦自除落，如水滴蓮葉。 

32 不傷深固根，雖伐樹還生。愛欲不斷根，苦生亦復爾。 

33 捨過現未來，而渡於彼岸，心解脫一切，不再受生老。 

34 諸施法施勝；諸味法味勝；諸喜法喜勝；除愛勝諸苦。 

35 雜草害田地，欲望害世人。施與離欲者，故得大果報。 

36 無慧者無定，無定者無慧。兼具定與慧，彼實近湼槃。 

37 自為自保護，自為自依怙。汝應自調御，如商調良馬。 

38 若於此世間，不著善與惡，無憂而清淨，是謂婆羅門。 

39 如月淨無瑕，澄靜而清明，滅於再生欲，是謂婆羅門 

40 若遍知一切：有情死與生，無執善逝佛，是謂婆羅門。 

 

五、結語 
  

 《法句經》的要義不出戒、定、慧三學，並以滅除無明煩惱為修

行的標的；實踐時以清淨當下的自心為要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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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曼對地居天、空居天、那伽等的教導 

說明：本文摘錄自《尊者阿迦曼傳》，並依英譯本略改。地居天和空

居天是居住於地和空的神；那伽是龍蛇類的眾生。 

       （01）當尊著阿姜曼停留在東北的某些城鎮期間，他知道，有時地居

天神會聆聽他在夜晚對弟子們所作的開示，不論地居或空居的天神對

他都有深切的敬意。這些空居的天神們，當他們要下來聆聽他後夜的

說法時，絕不會越過比丘們的茅篷，而會從別的路徑。他們到達的時

候，會右繞尊者阿姜曼三圈，然後他們會禮貌地坐下來，姿勢都一樣。

他們的領導人接著會告訴他，關於他們從那裡來，他們希望聆聽那一

方面的法。 

尊者阿姜曼會在心理上招呼他們，過了一會兒，他就進入默然，適合

的主題會自動浮現，接著開始他的說法，多方面解說法義，令他們滿

足。他們感謝他的說法，並由一個天人發出「沙杜」（善哉）的聲音，

重覆三次，向他致謝。具有天耳者都可以聽到，具有水瓶、鍋、罐聲

的凡夫耳則聽不見。最後，他們會以同樣的方式再右繞他而離去。 

他們告別的方式是那樣地優雅和動人，不是人類所能比得上的，也許

是他們身體的性質柔軟而微妙才造成這些差異。當已經退到遠離寺院

或僧舍的地方，他們就躍升天空，好像棉絮被風吹起一般。即使來聽

法的時候，也是在區外落地，然後恭敬地走向尊者阿姜曼。他們走路

的方式微妙而令人樂見，不像有些人群，這些空居的天神們都會保持

恭敬的沉默，從未製造噪音，當接近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表示敬意。

或許這就是他們殊勝於人的地方吧！當聆聽說法的時候，他們都非常

完美地自律著，從不東張西望，他們從未以自己的虛榮或驕傲來阻撓

開示者的心意。  

（02）尊者阿姜曼通常都會預先接到他們要來拜訪的意願通知，例如

當他們希望中夜來時，他在當天傍晚就知道了。這種情況下，他會取

消比丘們當晚的集會，離開經行禪修的小徑後，他就開始了靜坐禪

修。到了接近約定的時間，他就會從安止定轉入近分定。如果他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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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到達，他會進入安止定隱息一下而後再度轉出。有時候，他們已經

等著了；另有些時候，他們來了，瞬間擠滿了那個區域。有時，當他

們選擇在早上一點或二點，或甚至很少有的三點來時，他在經行和靜

坐禪修後會小睡一會兒，然後在約定的時間起來接待他們。  

（03）在東北，來聽他說法的天神不如在北方那麼多。但也有一些，

當他正為比丘弟子們說法的時候，悄悄地聽著。當尊者阿姜曼知道

了，他會停止說法，解散集會。然後，他開始靜坐禪修，與他們聯繫，

並為他們說法。在他們離去以後，他會繼續自己每天例行的作息，直

到第二天。  

（04）與諸天往來，尤其是對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本身而言，時間的

掌握很準確，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嚴守信用，永遠準時，警誡任何不

遵守約定時間者。這些看不見的眾生的另一項個性就是他們恭敬並服

從他們的領導者，永遠聽從並立即遵循他的命令。通常，地居和空居

的天神們都是跟他們的領導者一起來。  

（05）尊者阿姜曼和這些眾生間的對話是直接透過心意進行的，沒有

人類和動物社會中的語言障礙。這一種溝通的方法更為方便，不需要

語言。心意相互接觸和感覺，每一件事情都了然於心，同樣地比使用

字詞文句更方便，事實上，更有效率。這種心對心的溝通是直接的並

產生預期的結果，而不需浪費精力和時間來選擇傳達正確意思的字

詞。雖然盡其所能，在語文的媒介中還是常有漏洞和不足之處，不論

是口頭的或是書寫的。所以，一個人常易誤解另一個人所用的語言或

詞句，不論他們是如何地小心和仔細。坦白地說，不能希望語言可以

跨越存在於兩顆心意之間的所有溝隙，它不是完美的媒介，心裡要記

得這件事。 

只要心意間不能藉助於直接和最精確的溝通方法，語言的媒介就不可

或缺。當我們必須滿意於語言之餘，我們也不應忘了它不是完美的，

心裡的一切並不能全部變換成語文。語言就是這樣子，不能超越它的

功能和極限。對於尊者阿姜曼而言，心對心的溝通是他的成就之一，

它屬於他而他也能隨意運用它。  

（06）當住止在烏東泰尼城和諾格凱城的山區頂上和附近時，地居和

空居天神偶爾會來拜訪，為了聽法而親近他。他們每兩個星期或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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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次。較早，在他發憤努力的期間，他住在泰國的一個山邊，位於

寮國浪法拉那邦城的西邊。尊者阿姜曼說，在那個山下有一個很大的

那伽城。 

那伽們喜歡晚一點才來，大約晚上十點左右。或許，這是因為他住的

地方距離村子有一段距離，也比較安靜。在其他地方，他們有時來得

更晚。  

那伽王深受尊者阿姜曼所感動，並請他儘可能地久住在那裡，以便他

能夠幫助那伽們。那伽王派遣那伽守衛日夜地保護和守衛著他，他們

並未太接近他，而保持著一段（尊敬的）距離，以便於他們能夠看到

整個區域。  

天神們喜歡比那伽們較晚才來，從午夜到凌晨一、二點，當地方離村

落很遠時，會更晚。只有很少群體習慣於較早來。  

（07）午前吃過飯後，尊者阿姜曼就開始他的經行禪修，他會持續到

中午。然後，在他開始靜坐禪修之前，他將會休息一下子。靜坐持續

約在一個半鐘頭左右，然後他再開始經行禪修。下午四點，他會打掃

寺院區域或者他所住的附近區域。打掃完畢，然後他就洗澡，並繼續

經行禪修直到晚上八或九點─當他要再度靜坐禪修的時候。如果是旱

季或是不下雨的話，他會繼續經行直到很晚，到他要到凸起的小平台

上─那就是他的休息處─就寢之前為止。如果很晚了，他就直接地去

睡覺，但通常他都在十一點左右睡覺，早上三點左右起床。  

如果有一群天神要來聽法，他在下午就會接獲通知。如果他們很晚才

會來，他就早點睡，如果他們午夜左右要來，他就等他們。 

雖然尊者阿姜曼住在遠離人煙的曠野，他經常忙於接見和教導這些看

不見的客人──地居和空居天神和那伽──有時，一個晚上來了許多

群體。這種情況下，他必須排定他們的時間表。幾乎沒有一個晚上會

沒有一個群體來訪。當他住在村落或城鎮附近時，則有更多的人類訪

問者，他會在下午和傍晚接見他們。 

（08）尊者阿姜曼的禪修，不論是初級程度（剎那定）、中級程度（近

行定）或是高級程度（安止定）都是非常特別的。一下子，他的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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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級程度，另一下子又在中級程度，並跑到外面去拾取幾乎無窮盡

種類的訊息和事件。他有時會和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溝通，例如鬼

魂、惡魔、那伽、無數境界的天神。當接待那些親近他而肉眼所看不

見的客人時，他就是運用這種中級程度的禪修。另外有些時候，心意

會自己從身體脫離並遊歷各種微妙的空居天界，從欲界到非常微妙的

高級境界。這些遊歷有時也會帶他到黑暗的境界，那裡有眾生在感受

著他們自己業報的痛苦。  

在描述這些境界時，有時會用到「上」和「下」的字眼，但是必須要

瞭解這些措詞並不意味著垂直的旅遊或是任何高度的變化。它們是指

微妙或粗劣的程度，「上」是微妙程度的增加，「下」是粗劣程度的

增加。相似的比較可見於人類世界中，當我們談到罪犯時，某些人要

服輕微的短暫徒刑，而在同一個牢中，另有一些人則要服重大的長期

徒刑。對兩種犯人之間的區域而言，並沒有「上」或「下」的區別。

從空居天界到黑暗的境界也沒有所謂的垂直旅程。然而，仍有顯著的

差別，在人的世界中，那些在牢裡的和那些在牢外的，都能知道彼此

的一些，至少能夠知道另一個群體真實存在著；那些統稱為鬼和天

的，有著他們自己的世界，不只對我們來說是看不見和不可知，對其

它界也是如此，儘管心意的交叉識流，奔馳穿梭於每個存在的境界。  

這些界之所以看不見和不可知，是因為每個個別的心理能力之故，而

非這些界不存在或不實在。這些境界或許是悲苦的非人境界或人類的

世界，或稱做天人的天堂世界，或稱做梵天的較高級天堂世界。換句

話說，有些人能夠知道他們的存在，甚至遊歷其間，也就是因為他們

個別的心意開發所致。  

（09）尊者阿姜曼在那空番諾城附近，斯里宋卡拉區的沙鳳村一帶，

可能住了三或四個雨期安居，有一年住在卡米牙伊區的惠賽村。他喜

歡惠賽村、卡米牙伊、諾宋和口克克拉一帶，因為它們都是山區。尤

其是在花可固村裡，他說，那裡除了天神之外，還有很多老虎接近他。

天神經常在夜間來聽他說法，而兇猛的大老虎則在他的住處附近自由

地漫步著。 

尊者阿姜曼知道老虎不會攻擊他的弟子們，因為來聽他說法的天神

們，經常守衛著這個區域。他們曾經對他和所有在這個區域的弟子們

提供了他們的保護，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受到傷害。這些天神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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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儘可能地久留在那裡。所以他的警告，意在激勵他的弟子們並給

予他們自信。  

有一個地區被兇猛的老虎騷擾著，牠們經常攻擊村民的黃牛和水牛，

但是當尊者阿姜曼來到並住在這種地區，那裡就不再有任何那樣的攻

擊了，也沒有人知道老虎已經跑到那裡去尋找食物了。 

（10）另一件很奇特的事，就是來拜訪他並接受他教導的天神。天神

的領袖說，自從他到達以後，所有那裡的天神都曾經被一種特別的安

寧和幸福所庇護著。他的慈心輻射光似乎包圍了地上和天空，無法形

容它的力量和神奇。天神的領袖也說，不論他住在那裡，天神們都可

以感受到法的輻射光從他的心靈射出。當他給予比丘和沙彌開示的時

候，他的聲音雷鳴諸方，上、下和四周，從很遠的距離也能聽到。  

當尊者阿姜曼要告訴弟子們天神來訪的事時，大家都很有興趣聽，尤

其是有關和人類相似的群體。他說到一個特別的群體，非常像人類的

社會。鬼和魔可分為兩類，有些是惡性的，有些是善性的。  

尊者阿姜曼在禪修靜坐時，會去訪問鬼國。就像人類一樣，當他們看

到尊者阿姜曼時，也會互相呼叫，魚貫而出地向他敬禮。他會由他們

的領袖陪同著，走過他們的街道，這領袖對他深表敬意。他們的領袖

向他解釋，這些流氓鬼之所以被監禁的原因，是為了防止他們經常騷

擾和妨害他人。他繼續說，人類叫他們「鬼」和「魔」（並把這個名

字和每一件可怕的和討厭的事情聯結起來），實際上，他們只是另一

類的有情眾生罷了，就像住在其他境界的眾生一樣。  

（11）當住在清邁梅平區的那矛村裡作雨期安居時，帝釋天和他的隨

從們經常來拜訪尊者阿姜曼。對這些天神們，尊者阿姜曼常常為他們

宣說無量梵住慈心的法門，因為他們喜歡聆聽這個主題勝過其它的。  

（12）尊者阿姜曼說，人類是佛教的直接擁有者，他們應該以天神和

那伽同樣的精神來尊敬法。人類也許不能模仿這些肉眼所看不見的眾

生們所做的，但是經典裡已經提供了各種表示尊敬的方法。由於人類

的粗心大意，這些方法大部份都被忽略了，因此喪失了他自己的安寧

和快樂。  



 12 

（13）尊者阿姜曼非常善於與各種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們往來，他也

能用各種方式來幫助他們（給予說法或開示，回答問題，迴向功德果

報，追蹤餓鬼的親戚或子孫等），只是他未向他的弟子們顯露他所知

道的一切。  

在他隱居遊行期間，有一陣子，他和三、四個隨身弟子住在清邁的山

洞裡。在第三天晚上，他告訴他們，他在禪相裡看到那座很陡很高的

山頂附近有個大而寬的山洞。這山洞過去曾經是幾位辟支佛的住處。 

山頂上的洞穴一直被地居天神們守護著，任何到那上面去而不心存恭

敬的人，一定會受到處罰。  

他警告比丘們要自制，並不只限於那個洞，它也適用於曠野裡的其他

地方。這是天性，那些地方的天神們喜歡清潔和整齊，包括了文明人

的禮儀。當地居天神看到一個比丘的必需品放得不整齊，或當比丘睡

姿不雅，例如躺著像隻展翅的鷹，或睡覺時喃喃自語，他們經常向尊

者阿姜曼抱怨說，一個比丘比其他世俗人保有著更優秀的形象，因此

當清醒和睡覺的時候，他都必須善加自制，才能成為人神所敬重的典

範。當一個比丘墮落到行為像個在家人，那是沒有什麼利益或尊嚴

的。天神們說這不是惡意的找碴，而是出於善意和希望比丘們無愧於

他們公認的形象和尊嚴。  

有鑑於這項事實，當他在曠野裡隱居時，經常告訴比丘弟子們對於他

們的必需品要求整齊清潔。廁所也必須蓋在適當的位置，不要靠近或

在地居天神住處的方位上，因為他們可能不滿而有害於比丘們。 

（14）尊者阿姜曼在惠看村，那辛奴安和沙口那空城，東口貝區的邦

口科地區附近，過了三次雨期安居。在那裡有對人們和空居天眾開示

的例行時期，但是空居天眾不像他住在清邁時那麼常來，可能是因為

這裡比他在清邁時的住處更接近城鎮。只有在重大的日子，例如摩伽

日、衛塞節、雨期安居的第一天、中間日和最後一日，他們才會定期

來看他。 

（15）由於他的究竟果證，尊者阿姜曼勇敢而自信地宣說法義，包括

他的內觀和他與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的經歷，不在意於相信或不相

信，讚美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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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內觀法義，從各階段和各方面的戒、定、慧，到解脫和涅槃，都

以自信徹底地予以闡釋，它給聽眾準備了他們所能瞭解和奉行的一

切。 

他與空居天、魔、鬼和其他肉眼所看不到的眾生的經歷也被無畏地述

說著，他的聽眾是否有所感動，如何地感動，那就要看他們自己的領

悟力了，那些有著相似性向的人，必定會從他所說的得到較多。  

（16）對尊者阿姜曼來說，必須接待好幾個來請他說法的天神團體，

並沒有什麼不尋常。有一次，他累了而想要休息。當更多的天神團體

前來看他時，他請他們去看他的一個比丘弟子，他也有能力去和他們

溝通。他們去看那個比丘，他應他們所請而給予說法，第二天早上，

那個比丘去見尊者阿姜曼，並告訴他昨晚所發生的事，尊者阿姜曼告

訴他，所發生的事是真的。 

（17）尊者阿姜曼說：「空居天，不像人類，他們的言語是誠實的。

誠實是諸天的首要美德，他們從不說謊或食言。在所有我與他們長久

相處的經驗中，我未曾看到他們之中有一個說謊或食言。只要他們說

好什麼時候要來，他們就一定會來。他們愛惜誠實就像愛護他們的生

命一樣地細心。他們強烈地批評任何背信的行為，如果沒有合理的解

釋，這樣的背信是不會被寬恕的。他們甚至曾經批評我，因為進入深

奧的禪思而超過了約定的時間。在我轉入可以溝通的定境之前，他們

已經等了一陣子。我告訴他們，由於我的身體組成，需要一段休息，

那是不可或缺的，這下他們才瞭解。  

我告訴他們我只不過是一個比丘，而他們則有數百萬，包括從較高的

境界到從地上來的，都來看那一個比丘─我！誰能夠一直讓他們全都

滿意而不疲累？考慮到我的身體組成，他們應該更會寬容這樣無意犯

下的輕微疏忽。如果我要受這樣的批評，那麼我將自得於快樂的安寧

之中，而不自找麻煩來接待他們。他們瞭解了這件事並請求我的原

諒，像這樣的例子經常發生於不太認識我的新來者，那些已經認識我

並充分知道我的身體的，則同情我並準備寬容輕微的遲緩。 

這些天神也會感到不安，因為當他們知道我已經在深禪思中休息，而

為了接待他們才要從禪定中潛出，顯然地，我已經受到許多的打擾

了。我告訴他們，我看重誠實甚於我的生命，甚至有過於諸天對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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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惜。有時我會稍微遲緩接待他們，是因為我忠誠於法義，那遠比

對諸天的誠實更重要。微妙如天神的身體，包括最微妙境界的天神，

而我對於法義的忠誠和心意的微妙，遠比他們更微妙。然而，以前我

從未向他們提起這個，因為我不想吹噓自己的德行。告訴他們這一切

是必要的，讓他們瞭解我的處境和我所保守的法義，使他們不再任性

地批評我。」 

（18）尊者阿姜曼繼續說：「在我告訴他們這一切之後，他們都非常

害怕不善的果報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並要求我的寬恕。我告訴他們，

我從不希望撒播有害的或罪惡的種子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是看得見的

或看不見的，高級的或低級的，人類或動物。我經常擴充我的慈心遍

及各處的眾生。我心裡的每一刻和我身體的每一動作，都是基於絕對

純淨的法，我告訴這些天神，他們只有功德的意念和有情的誠實，這

些是比不上佛陀和聖弟子的美德的，他們都擁有忠誠、法義和心意的

絕對純淨。這個狀況要比任何凡夫所能想像的更為奇妙，甚至遠超過

他正確地理解的能力。認識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親自去證知它。至於我

是否已經達到那項體證，並不是問題。現在有什麼需要吹噓它呢？」  

（19）以上是對於一般人似乎是不可知的事例。這樣的眾生，肉眼所

看不見也無法看見的，但他們確實存在著，究竟的果證也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未曾親自體認它、感受它，對他們來說它就不可能達到了。

但是對於佛陀和他的聖弟子，究竟的果證是可知的，它不是神秘的

事。與肉眼所看不見的眾生溝通，只有對於某些人是未知的，並不是

對於所有的人都是不可知的。在佛陀的時代如此，現在仍然如此。這

些事情對於那些無緣知道的人是未知的，但是對於那些自行具足方便

去認知的人則是可知的，相信或反對這些事情都不會讓它們更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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