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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釋

【離車】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Licchavī，又作利車，離奢，粟唱，隸車，黎昌，律車，梨車毘，離車毘，粟呫

婆，粟呫毘等。毘舍離城剎帝利種之名也。譯曰薄皮。其祖先從一胞肉中生，因有此名。又

譯為貴族豪族等。善見論十謂往昔波羅捺國王夫人懷妊，生一肉團，赤如木槿華。以為恥，

盛之器中，作金薄，朱書波羅捺國王夫人所生，投之江中。有一道士將歸，置之一處，過半

月，一肉分為二片。又過半月，二片各生五胞。又經半月，一片為男，一片為女，男黃金色，

女白銀色。道士見之，以慈心力故，手指自然出乳，乳入子腹，道士號兒為離車子，漢云皮

薄。又言同皮。二子長至十六，牧牛人共立宅舍，以女嫁男，拜男為王，女為夫人。後多生

王子，以三次開廣舍宅故，名毘舍離（毘舍離譯廣嚴）。慧琳音義六曰：「栗舍毘王，豪族

之類，是剎利種系也。又云離車毘童子，上舊名也。」同二十九曰：「梨車毘童子，梵語訛

也。正梵音粟聶毘，唐言貴族公子也。諸經或云離車子是也，聶音昌葉反。」西域記七曰：

「栗呫（昌葉反）婆子，舊言離車子，訛也。」

【二邊】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斷常之二邊(參照:也。見二見)。

【又】一、增益邊，因緣所生之法，若分別推求，則本無自性，眾生不之了固執之以為有，

此名增益邊。二、損滅邊，因緣所生之法，原無自性，然非無因果之功能，眾生不之了，撥

無之以為空，此名損滅邊。見攝大乘論釋一。

【又】一、有邊，邊者邊際，世間一切之事物必假眾緣之和合而生，無有自性，顧雖無自性，

然不得謂為無，此名有邊。二、無邊，世間一切之事物，既無有自性，若無自性，則一切法

皆空，不得謂為有，此名無邊見中論四。

【實性】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真如之異名也。

仁王經(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曰：「諸法實性，清淨平等，非有非無。」

同良賁疏(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  青龍寺翻經講論沙門良賁奉 詔述)曰：「諸法實性

者，諸法性也。」 (賁，音ㄅㄧˋ或ㄈㄣˊ或ㄅㄣ，但隨讀音不同各有不同意義，此不詳

述。)

【圓成實性】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三性之一。空煩惱所知二障而顯之真理。諸法真實之體性也。曰真如、曰實相、

曰法界、曰法性、曰涅槃、皆同體異名也。為圓滿成就諸法功德之實性，故名圓成實性。從

其具德也。

唯識論八曰：「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

【拘睒彌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地名）梵文Kauśambi。西域記曰：「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周

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氣序暑熱，風俗剛強，好學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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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樹福善。」

【優填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Udayana，舊稱優填，于闐。新稱優陀延，鄔陀衍那，嗢陀演那伐蹉。拘睒彌國

王名。譯曰出愛。

西域記五曰：「鄔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

釋迦方誌上曰：「鄔陀衍那王，古優陀延也，唐云出愛。」

瑜伽略纂十六曰：「云出愛王者，即舊言優填王也，正本音言嗢陀演那（此云出）伐蹉（此

云愛）揭剌闍（此云王），云優填者，訛也。」

心地觀經一曰：「于闐王。」

【越祇國七不衰法】 (《佛般泥洹經》卷上)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鷂山(鷂，音ㄧㄠˋ。猛禽名。通稱雀鷹、鷂鷹。似鷹而較小。

背灰褐色，腹白帶赤。善捕小鳥。)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

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

我，寧可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種也，公言：「唯命。」王

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

(音ㄘㄢ，同「湌」、「餐」。)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若(他的)意白佛言：『越祇國大

輕易王，王欲往伐之，寧能得勝不？』」

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

頭面著佛足，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佛

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糴(音ㄉㄧˊ，

買進穀物)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

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

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

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

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名為急疾之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

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勅自守國。』」

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

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

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

不？」

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

佛言：「如是，彼為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

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

「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不？」

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

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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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不？」

曰：「聞其孝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

「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

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

「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不？」

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

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

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

辭。」佛言：「可宜知時！」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屯真陀羅】 (節錄自：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純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純真者，神人之義。陀羅者，緊那羅之訛略。即神人緊那羅。此雖為通釋，而實則純為屯

Druma（樹），真陀羅者 Kinnara 之音譯也。

【迦毘羅婆蘇都】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地名）Kapilavastu，又作迦維，迦維羅閱，迦維羅越，迦毘羅，迦毘羅婆，迦比羅皤

窣都，迦毘羅皤窣都，迦夷羅，迦維羅衛，迦比羅婆修斗，迦隨羅衛，迦尾[打-丁+羅]縛娑

多，劫比羅伐窣堵等。城名。悉多太子之生處。

釋迦譜六曰：「迦維羅閱城，晉言妙德。」

本行集經二十四曰：「迦毘羅婆蘇都，隋言黃頭(黃頭仙人)居處。」

十二遊經曰：「迦維羅越，此言妙德。」

慧苑音義下曰：「迦毘羅城，具云迦比羅皤窣都。言迦比羅者，此云黃色也。皤窣都者，所

依處也。謂上古有黃頭仙人，依此處修道，故因名也。」

百論疏一上曰：「迦夷羅者，云赤澤國也。」

石壁之梵網經疏上曰：「迦夷羅國，正云劫比羅伐窣堵也。此云黃發仙人住處，即是白淨王

等兄弟四人所住之處。本是彼仙住處，因立城名，今為國號耳。」

慧琳音義一曰：「迦維，梵語訛略也，正言劫毘羅伐窣睹城。佛下生之處也。」

西域記六曰：「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毘羅衛，訛也。」

慧琳音義十曰：「迦毘羅衛國，即如來下生之地，淨飯王所治之境界。」

智度論三十三曰：「迦毘羅婆城。」

【釋種】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釋迦之種族也。釋迦種在印度為貴族，古來尊重，後世轉而謂佛弟子。

宗輪論頌曰：「具大智覺慧，釋種真苾芻。」

同述記曰：「釋種者標是佛之種。佛，剎帝利姓，即是釋迦，此翻為能。古仙姓能，能導世

故，能具德能故。」

【波斯匿】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舍衛國之王名，譯曰和悅，又曰月光，新稱缽邏犀那時多 Prasenajit，巴

Pasenadi，玄奘譯作勝軍，義淨譯曰勝光，梵授王之子也。與佛同日生。有部毘奈耶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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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憍薩羅國王勝光王是也。王第二夫人曰末利（譯曰勝鬘，勝鬘經之勝鬘夫人，此王夫人

之女也，母子名同），本為劫比羅城（迦毘羅之城也）婢女，以歸佛之福力為王聘為夫人，

生一子，名惡生 Virnḍhaka，有逆害自立之心，長行大臣諫止之，後王將長行大臣至佛所聽

法，久不出，長行意變，竊引車馬還城，策立惡生太子為王，驅逐大王之二夫人行雨勝鬘。

二夫人詣王所，中途遇王白事，王便令勝鬘還城，自與行雨共向王舍城，城外有一園林，王

停此，令行雨報未生怨王（阿闍世王）。未生怨王聞之大喜，嚴駕自出迎之。時勝光王久不

得食，乞於園主，得蘿菔五顆食之，往水邊過量飲之，因成霍亂，遂仆死。未生怨王後來厚

葬之（見有部毘奈耶雜事八）。

仁王經上曰：「舍衛國主波斯匿王，名曰月光。」

西域記六曰：「如來在世之時，缽羅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

毘奈耶雜事二十曰：「室羅伐城（即舍衛國，又曰憍薩羅國），王名梵授。（中略）其梵授

王告人曰：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我子名曰勝光。」

勝鬘經寶窟上本曰：「波斯匿王者，此翻為和悅。以其情用弘和，故云和悅。又以德接民，

能令萬姓和悅。又翻為月光。如仁王經云月光王。有人言：波斯匿王與佛同日生，佛號日光，

國人言：佛既號日光，當號大王為月光也，因國人稱為月光。若依父母所立名者，字為勝軍。

以其鬥戰無敵不勝，故云勝軍。」

【法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佛於法自在。稱曰法王。

法華經譬喻品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同藥王品曰：「如來是諸法之王。」

維摩經佛國品曰：「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釋迦方誌上曰：「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

維摩經慧遠疏曰：「佛於諸法得勝自在，故名法王。」

【又】（雜名）國王崇奉佛法，亦稱佛王。阿育王經一曰：「八萬四千塔一時俱成，王起塔

已，守護佛法，時諸人民謂為阿育法王。」即其例也。

【又】（職位）元世祖尊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西天佛子。明代因之。西藏封法王者三人。

曰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皆紅教喇嘛也。清代雖無法王之名號。然如青海等處有

諾們罕。即法王之義。

【楊枝】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物名）梵曰憚哆家瑟詫Dantakaṣṭha，譯曰齒木。嚙小枝之頭為細條，用刷牙齒者。楊

枝者義譯也。

寄歸傳一曰：「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音ㄎㄞ。擦、抹)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

禮。（中略）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詫。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詫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

不減八指，大如小指。一頭緩(柔軟；疏鬆)，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中略）齒木名為楊

枝，西國柳樹全稀(疏、不密)，譯者輒傳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陀寺，目自親觀，

既不取信於他，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經梵本，云嚼齒木時矣。」

大日經疏五曰：「彼當取優曇缽羅

註1

或阿說他

註2

木，端直嫞(原意為「懶惰，懶散」，引申

作「柔軟；疏鬆」 )好者，不麤不細劑十二指量，凡一切量法皆用大拇指上節側而相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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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數也。此二木是過去佛菩提樹，若無者當求有乳之木，謂桑穀等。」凡西國請俗人，先

贈齒木及香水等，而祝其人之健康，以表懇請之意，故請佛菩薩亦用楊枝淨水。觀音懺法曰：

「我今具楊枝淨水，惟願大悲哀憐攝受。」毘尼日用切要曰：「取楊枝，律中名曰齒木。楊

有四種，皆可梳齒也：一白楊，葉圓。二青楊，葉長。三赤楊，霜降葉赤。四黃楊木，性堅

緻難長。今咸以柳條當楊枝，柳條垂下，乃小楊也。若無柳處，將何梳齒？須知一切木皆可

梳齒，皆名齒木。但取性和，有苦味者嚼之，不獨謂柳木一種。」【又】梵網經心地品曰：

「不得樗蒲。（中略）爪鏡，蓍草，楊枝，缽盂，髑髏，而作卜筮。」明蕅益梵網經合註六

曰：「楊枝即樟柳神。」

註1:【優曇缽羅】此云瑞應。般泥洹經云：閻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曇缽，有實無華。

優曇缽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施設論云：繞贍部洲有輪王路，廣一踰繕那(又譯

「由旬」，帝王一日行軍之里程也。或云四十里，或云三十里。)。無輪王時，海水

所覆，無能見者。若轉輪王出現於世，大海水減一踰繕那，此輪王路，爾乃出現，金

沙彌布，眾寶莊嚴，旃檀香水以灑其上。轉輪聖王巡幸(指皇帝巡游駕幸)洲渚 (音

ㄓㄨˇ。小洲，水中的小陸地。)，與四種兵俱游此路，此華方生。新云烏曇缽羅。

FROM:【宋，普潤法雲《翻譯名義集》】

註2:【阿說他】（植物）Aśvattha，木名。探玄記二十曰：「阿說他樹，此云無罪樹。

謂遶三匝，能滅罪障，此是菩提樹。」百一羯磨五曰：「阿說他子，菩提樹子是

也。」 FROM:【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法要】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簡約說法之樞要者，即樞要之法義也。

維摩經弟子品曰：「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

心地觀經七曰：「是名為出世法要。」

大日經疏一曰：「於此真言法要，方便修行，得至初地。」

註維摩經五：「什曰：以要言說法，謂簡要之言析繁理也。肇曰：善以約言而舉多義，美其

能得說法之要趣也。」

【又】法會稱曰法要。

【五色】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語）青黃赤白黑為五色。亦曰五正色。亦曰五大色。又緋，紅，紫，綠，琉黃為五間

色。行事鈔資持記下一之一曰：「言上色者總五方正間：青黃赤白黑，五方正色也；緋紅紫

綠琉黃，五方間色也。」各色配方位，則如圖。

五色配方位圖

五正色

青色 東方 綠色

五間色

白色 西方 緋色

赤色 南方 紅色

黑色 北方 紫色

黃色 中央 硫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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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列次】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一、白赤黃青黑（大日經一、三，略出經三，瞿醯經中，大疏六，不空罥索經九所說五色界

道；大疏四所明五佛色，同五所出五色線）。

二、白青黃赤黑（攝真實經下，大集軌所示五佛色，但至黑色彼經作雜，又軌云綠）。

三、白黃赤青黑（大疏六所說受染色，又十六所明五寶色，陀羅尼集經七所明五色界道）。

四、青黃赤白黑（蘇悉地經三所說五色線，大疏十九所明文字色）。

五、白赤(青?)黃黑（陀羅尼集經卷一所出五色界道）。

六、白黃青赤黑（瑜祇經所出五大虛空色）。

七、白黃青赤黑青(?)（大日經一所說併線色）。

八、黃赤白黑青（大疏二十所說五轉也）

見瑜伽學習揵圖。

【粳】 (節錄自:《漢語大詞典》)

音ㄐㄧㄥ。〔《廣韻》古行切，平庚，見。〕

稻之不黏者。今指一種介於秈稻、糯稻之間的晚稻品種，米粒短而粗，米質黏性較強，脹性

小。

明李明珍《本草綱目‧穀一‧粳》：“粳乃穀稻之總名也，有早、中、晚三收。諸《本草》

獨以晚稻為粳者，非矣。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粳。”

魯迅《集外集拾遺‧懷舊》：“如語及米，則竟曰米，不可別粳糯。”

【寶池】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淨土之八功德池也。觀無量壽經曰：「極樂世界寶樹寶地寶池。」

【寶池觀】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觀經所說十六觀中之第五。觀見極樂淨土八功德池之相也。

經曰：「次當想水，想水者，極樂國土有八池水，（中略）是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觀。」

【八功德水】 (陳義孝《佛學常見辭匯》)

　具有八種好處的水，即：

一、澄淨，就是水澄清潔淨，沒有污穢。

二、清冷，就是很清淨涼冷，沒有昏濁煩燥。

三、甘美，就是水的味道，富有甜味。

四、輕軟，就是水的性質，輕浮柔軟。

五、潤澤，就是滋潤滑澤，有益身心。

六、安和，就是安寧和平，沐浴其中，安穩舒適。

七、除患，就是喝了這種水，不但可以止渴，還可以去餓。

八、增益，就是喝了水，或者在水中沐浴，可以增長人們的善根。

上述之八功德水，充滿於極樂世界的七寶池和須彌山與七金山之間的內海中。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八功德水淨諸塵。盥掌去垢心無染。執持禁戒無缺犯。一切眾生

亦如是。」 (案：此為講義作者補充。為僧眾行籌中洗手時所念之偈頌。)

第 6 / 10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12  2013-11-03 

【八水】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印度之八大河也。涅槃經長壽品曰：「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

二名閻魔羅、三名薩羅、四名阿夷羅跋提、五名摩河、六名辛頭、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

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曰：「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三十七道品】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名數）又名三十七品，三十七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道者能通之義，到涅槃道路之資

糧，有三十七種。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是也。

維摩經佛國品曰：「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

自誓三昧經曰：「善權隨時，三十七品具足佛事。」

法界次第中之下曰：「道者能通義，品者品類也。」

案：正果法師注之《佛教基本知識》第一章教理•第四節四諦•四、道諦•(二)道諦差別•

甲、五相差別道•(四)修道•(2)十一道 (第 222頁起) 亦有詳說三十七菩提分法。 

【五根】 (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

　　法界次第云：「五根，謂修行之人，修四念處，觀雖善萌微發，根猶未生。根未生故，

善萌易壞。今修五法，使善根生，故以根為名也。」

一、信　信根，謂信三寶四諦，又謂信於正道及助道法，一切無漏禪定解脫，是名信根。

二、進　精進根，又名勤根。謂修勇猛之善法，又謂既信四念處，正觀及諸助道善法。

倍策精進，勤求不息，是名精進根。

三、念　念根，謂憶念正法。又謂但念正道及諸助道，一心觀想，不令邪妄得入，是名念根。

四、定　定根，謂心止於一境，不散失。又謂攝心正道及諸助道，一心寂定，相應不散，

是名定根。

五、慧　慧根謂思惟真理也。又謂四念處之慧，為定法所攝，內性自照，不從他知，

是名慧根。

【五力】 (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

　　五力者謂信、進、念、定、慧之五根增長，有治五障之勢力也。

止觀輔行問云：「名同於根。何須更立？」答：「善根雖生，惡猶未破，更須修習，令根增

長。根成惡破，復名為力。」

一、信　信力，謂信根增長破諸邪信也，又謂信正道及助道法。若信根增長，則能遮諸煩惱，

不為偏小諸疑所動，故名信力。

二、進　進力，謂精進根增長，能破身之懈怠也。又進行此正道及助道法時，若精進根增長，

則能除身心懈怠，成辦出世之法，是為精進力。

三、念　念力，謂念根增長，能破諸邪念也。又謂念于正道及助道法，若念根增長，則能

破諸邪想，成就一切出世功德，是名念力。

四、定　定力，謂定根增長，能破諸亂想也。又謂攝心正道及助道法，若定根增長，則能

破諸亂想，發諸事理禪定，是名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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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慧　慧力，謂慧根增長，能破三界諸惑也。又謂四念處之慧，照了一切諸法，

若慧根增長，則能除一切邪妄之執，破一切偏小之慧，故名慧力。

【七覺支】 (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

　　七支覺者，又謂之七覺分、七菩提分。法界次第云：「七覺分：覺、即覺了，謂覺了所

修之法，是真是偽也。」分即支分，謂此七種法，各有支派分齊，不相雜亂，故名七覺分，

亦名七覺支。擇進喜三覺分屬慧，除捨定三覺分屬定，念覺分兼屬定慧。故摩訶止觀云：

「修此七覺，即得入道是也。」

一、擇　擇法覺分，以智慧簡擇法之真偽也。又擇謂揀擇，謂用智慧觀察諸法之時，

善能擇別真偽，而不謬取虛偽之法，故名擇法覺分。

二、進　精進覺分，以勇猛之心，離邪行而行真法也。又不雜名精，無間名進，謂修諸道法

之時，善能覺了，不行無益苦行，而於真正法中，常能用心專一，無有間歇，

故名精進覺分。

三、喜　喜覺分，心得善法而生歡喜也。又喜即懽喜，謂心契真法，得懽喜時，善能覺了，

此喜不從顛倒而生，住真法喜，故名喜覺分。

四、除　除覺分，亦名輕安覺支。斷除身心粗重，而身心輕利安適也。又除即斷除，

謂斷除諸見煩惱之時，善能覺了，除去虛偽之法，增長真正善根，故名除覺分。

五、捨　捨覺分，又名行捨覺支。捨諸謬妄一切之法，皆平心坦懷，更不追憶也。此行蘊所

攝捨之心所，故云行捨。又捨即捨離，謂捨離所見念著之境，善能覺了，虛偽

不實，永不追憶，故名捨覺分。

六、定　定覺分，心住一境而不散亂也。又定即禪定，謂發禪定之時，善能覺了諸禪，

不生煩惱妄想，是名定覺分。

七、念　念覺分，常明記定慧而不忘，使定慧均等。又念即思念，謂修諸道法之時，善能覺

了，常使定慧均平。若心昏沉之時，常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分，觀察諸

法，令不昏沉。若心浮動之時，當念用除覺分，除身口之過非；用捨覺分，捨

於觀智；用定覺分，入正禪定，攝其散心，令不浮動，是名念覺分。

總之於此七法，行者之心浮動時，用除、捨、定之三覺支而攝之。若心沉沒時，則用擇法、

精進、喜之三覺支起之。念覺支常念定慧，不可廢退。以此七事，得證無學果。

【八正道】 (明，一如《三藏法數》)

　　﹝出法界次第﹞

　　謂此八法不依偏邪而行，故名為正。復能通至涅槃，故名為道。（梵語涅槃，華言滅

度。）(案：八正道的所緣境，即是見道後的四聖諦如實性。)

〔一、正見〕，謂人修無漏道，見四諦分明，破外道有無等種種邪見，是為正見。

（無漏道者即戒定慧。修此道者，能斷三界有漏生死也。四諦者，苦諦、集諦、滅諦、

道諦也。）

〔二、正思惟〕，謂人見四諦時，正念思惟，觀察籌量，令觀增長，是為正思惟。

〔三、正語〕，謂人以無漏智慧，常攝口業，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是為正語。

〔四、正業〕，謂人以無漏智慧，修攝其心，住於清淨正業，斷除一切邪妄之行，是為正業。

（清淨正業者，謂戒定慧等出世之善業也。）

〔五、正命〕，謂出家之人，當離五種邪命利養，常以乞食自活其命，是為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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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邪命者，一詐現異相，二自說功能，三占相吉凶，四高聲現威，五說所得利以

動人心也。）

〔六、正精進〕，不雜名精，無間名進。謂人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專精，無有間歇，

是名正精進。

〔七、正念〕，謂人思念戒定慧正道及五停心助道之法，堪能進至涅槃，是名正念。

（五停心者，多散眾生數息觀、多貪眾生不淨觀、多瞋眾生慈悲觀、愚癡眾生因緣觀、

多障眾生念佛觀也。）

〔八、正定〕，謂人攝諸散亂，身心寂靜，正住真空之理，決定不移，是名正定。

【大慈大悲】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佛菩薩廣大之慈悲也。與樂為慈。拔苦為悲。

智度論二十七曰：「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中略）菩薩大慈於佛為小，

於二乘為大。此是假名為大，佛大慈大悲，真實最大。」

法華經曰：「大慈大悲，常無懈倦。」

【大慈大悲】 (朱芾煌《法相辭典》)

佛地經論五卷十一頁云：大慈大悲，無瞋、不害、無癡善根以為自性。與樂、拔苦，行相有

異，俱有三種。有情緣等慈是無瞋，悲是不害。慈緣無樂，欲與其樂。悲緣有苦，欲拔其苦。

【三種慈悲】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一眾生緣慈悲，以一慈悲心視十方五道眾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姪，緣之而常思與

樂拔苦之心，名眾生緣慈悲心。此多在凡夫或有學人之未斷煩惱者而起。

二法緣慈悲心，既斷煩惱之三乘聖人達於法空，破吾我之相，破一異之相，滅一異之相之人，

但憐眾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樂，隨其意而拔苦與樂，名法緣慈悲心。

三無緣慈悲，此慈悲惟在諸佛，蓋諸佛之心，不住於有為無為性之中，不住於過去現在未來

世之中，知諸緣不實，顛倒虛妄，故心無所緣，但佛以眾生不知諸法實相，往來五道，心著

諸法，取捨分別，故心無眾生緣，使一切眾生自然獲拔苦與樂之益，名無緣慈悲心。

見：《大智度論》卷二十、《佛地經論》卷五、《涅槃經》。

【勸發】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勸人使發佛道之心也。

【開導】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開蒙而導之以佛道也。

無量壽經下曰：「隨器開導，授與經法。」

【大道心】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梵語菩薩摩訶薩，譯言大道心。求大道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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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文句二曰：「若具存應言菩提薩埵摩訶薩埵，什師嫌煩，略提埵二字。菩提此言道，薩

埵此言心，摩訶此言大，此諸人等皆求廣博大道。又成熟眾生故，道心大道心之氣類也。」

【業行】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業即行，非別義。種類雜多，故重二字。

往生要集中本曰：「諸餘業行，不令雜起。」

【轉輪王】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雜名）梵曰斫迦羅代棘底曷羅闍 Cakravarti-raja，又作遮迦越羅，轉輪聖王，轉輪聖帝，

轉輪王，輪王。此王身具三十二相，即位時，由天感得輪寶，轉其輪寶，而降伏四方，故曰

轉輪王。又飛行空中，故曰飛行皇帝。在增劫，人壽至二萬歲以上，則出世，在滅劫，人壽

自無量歲至八萬歲時乃出世。其輪寶有金銀銅鐵四種。如其次第領四三二一之大洲，即金輪

王為四洲，銀輪王為東西南之三洲，銅輪王為東南之二洲，鐵輪王為南閻浮提之一洲也。

俱舍論十二曰：「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滅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

眾惡漸盛，非大人器，故無輪王。此王由輪旋轉應導，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足中說有

四種，金銀銅鐵輪應別故，如其次第。勝上中下逆次能王，領一二三四洲。（中略）契經云：

若王生在剎帝利種紹灑頂位(灌頂位)，於十五日受齋戒時，沐浴首身，受勝齋戒，升高台殿，

臣僚輔佐。東方忽有金輪寶現，其輪千輻，具足轂輞，眾相圓淨如巧匠成，舒妙光明來應王

所，此王定是金轉輪王。餘轉輪王應知亦爾。」

智度論四曰：「問曰：轉輪聖王有三十二相，菩薩亦有三十二相，有何差別？答曰：菩薩相

者有七事勝轉輪聖王。菩薩相者：一淨好，二分明，三不失處(?)，四具足，五深入，六隨智

慧行不隨世間，七隨遠離。轉輪聖王相不爾。」

【轉輪王七寶千子】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傳說）轉輪王於輪寶之外，具六種之寶，合有七寶，又具足千子。長阿含六卷轉論聖王

修行經曰：「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七主兵寶。

千子具足，勇健雄猛。」

涅槃經十二曰：「即於東方金輪寶，其輪千輻，轂輞具足。（中略）復有象寶，狀白端嚴如

白蓮華。（中略）次有馬寶，其色紺焰，髦尾金色。（中略）次有女寶，形容端正，微妙第

一。（中略）其後不久，於王宮內自然而有寶摩尼珠，純青琉璃，大如人[月*(比/土)] (音ㄅ

ㄧˋ，同「髀」，大腿骨)。（中略）其後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饒財寶，巨富無

量。（中略）其後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謀第一。（中略）七寶成就，

千子具足。」

俱舍論十二曰：「經語輪王出現於世，便有七寶出現世間。其七者何？一者輪寶，二者象寶，

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女寶，六者主藏臣寶，七者主兵臣寶。」

此中長阿含所說之居士寶，涅槃俱舍謂之主藏臣寶。雜譬喻經謂之典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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