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omparative catalog of Ekottara-āgama & Aṅguttaranikāya 
《增壹阿含經》與《增支部》對照表 

 
《增壹阿含經》 《增支部》及其他經典 

序品第一  
十念品第二  
《增壹阿含2.1經》當修念佛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2經》當修念法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3經》當修念僧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4經》當修念施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5經》當修念戒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6經》當修念天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7經》當修念休息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8經》當修念安般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9經》當修念身非常 《增支部》A.1.20. 93-102. 
《增壹阿含2.10經》當修念死 《增支部》A.1.20. 93-102. 
廣演品第三  
《增壹阿含3.1經》當修念佛  
《增壹阿含3.2經》當修念法  
《增壹阿含3.3經》當修念僧  
《增壹阿含3.4經》當修念施  
《增壹阿含3.5經》當修念戒  
《增壹阿含3.6經》當修念天  
《增壹阿含3.7經》當修念休息  
《增壹阿含3.8經》當修念安般  
《增壹阿含3.9經》當修念身非常  
《增壹阿含3.10經》當修念死  
弟子品第四  
《增壹阿含4.1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 1-4. 《相應部》S.2.29./I,63.；《相應部》

S.14.15./II,155-156.；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2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 1-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3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 1-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4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5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 -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6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7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8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9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增壹阿含4.10經》聲聞中第一比丘 《增支部》A.1.14.-4；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a) 
比丘尼品第五  
《增壹阿含5.1經》聲聞中第一比丘尼 《增支部》A.1.14.-5. Pañcamavaggo 第五(比丘尼)品(摩訶波

闍波提瞿曇彌、讖摩等)，《增支部》A.4.176./II,164. ；No.126.
《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cf.A.8.90./IV,347-8. 

《增壹阿含5.2經》聲聞中第一比丘尼 《增支部》A.1.14.-5；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5.3經》聲聞中第一比丘尼 《增支部》A.1.14.-5；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5.4經》聲聞中第一比丘尼 《增支部》A.1.14.-5；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5.5經》聲聞中第一比丘尼 《增支部》A.1.14.-5；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清信士品第六  
《增壹阿含6.1經》第一優婆塞 《增支部》A.1.14.-6；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6.2經》第一優婆塞 《增支部》A.1.14.-6；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6.3經》第一優婆塞 《增支部》A.1.14.-6；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增壹阿含6.4經》第一優婆塞 《增支部》A.1.14.-6；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3c) 
清信女品第七  
《增壹阿含7.1經》第一優婆斯 《增支部》A.1.14. -7；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4a) 
《增壹阿含7.2經》第一優婆斯 《增支部》A.1.14.-7；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4a) 
《增壹阿含7.3經》第一優婆斯 《增支部》A.1.14.-7；No.126.《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4a) 
阿須倫品第八  
《增壹阿含8.1經》阿須倫王  
《增壹阿含8.2經》一人出世 《增支部》A.1.13-1. Ekapuggalavaggo 一人(生於世,多人之

利益)品 
《增壹阿含8.3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8.4經》一人出世 《增支部》A.1.13-6. Ekapuggalavaggo 一人(生於世,多人之

利益)品 
《增壹阿含8.5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8.6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8.7經》一人沒世 《增支部》A.1.13-4. Ekapuggalavaggo 一人(生於世,多人之

利益)品 
《增壹阿含8.8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8.9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8.10經》一人出世 《增支部》A.1.13-5. Ekapuggalavaggo 一人(生於世,多人之

利益)品 
一子品第九  
《增壹阿含9.1經》教訓子 cf.《相應部》S.17.23.Putto 子 (Ekaputtaka 一子 (Ekaputtaka)) 
《增壹阿含9.2經》教訓女 cf.《相應部》S.17.24.Ekadhītu 一女兒 
《增壹阿含9.3經》不見一法疾於心 cf.《相應部》S.12.61.Assutavato 無聞 (1) 
《增壹阿含9.4經》不見一法疾於心 cf.《相應部》S.12.61.Assutavato 無聞 (1) 
《增壹阿含9.5經》惡心墮地獄 《增支部》A.1.5.3. Paṇihita-acchavaggo 向與隱覆之品、《如

是語經》Itiv.20.~21.、《增壹阿含 9.6 經》 
《增壹阿含9.6經》已生善心便生天上 《增支部》A.1.5-4. Paṇihita-acchavaggo 向與隱覆之品、《如

是語經》Itiv.20.~21. 、《增壹阿含 9.5 經》 
《增壹阿含9.7經》一法眩惑世人 《增支部》A.1.1-1. Rūpādivaggo 色等品(婦人之色最能抓緊

男子等) 
《增壹阿含9.8經》一法眩惑世人 《增支部》A.1.1-6. Rūpādivaggo 色等品(婦人之色最能抓緊

男子等) 
《增壹阿含9.9經》莫作亂想 《增支部》A.1.2.1-5. Nīvaraṇappahānavaggo 斷(五)蓋品 
《增壹阿含9.10經》未有欲便不生欲 《增支部》A.1.2.6-10. Nīvaraṇappahānavaggo 斷(五)蓋品，

A.2.12. Āyācanavaggo (有信心者之)希求品，A.4.176./ 
II,164.，S.17.24./II,236. 

護心品第十  
《增壹阿含10.1經》無放逸行 cf. It.23.Ubho atthā 
《增壹阿含10.2經》無放逸行  
《增壹阿含10.3經》觀檀越施主  
《增壹阿含10.4經》施主當云何承事  



《增壹阿含10.5經》平等施  
《增壹阿含10.6經》平等施 cf. It.26.Dāna 
《增壹阿含10.7經》莫畏福報 cf. It.22.Puñña，S.22.96. Gomaya 牛糞；《中阿含 61 經》牛

糞喻經（大正 1.496 中）；《中阿含 138 經》福經（大正 1.645
下）；《增壹阿含 10.7 經》（大正 2.565 中~下），《雜阿含 264
經》 

《增壹阿含10.8經》功德福業  
《增壹阿含10.9經》心行篤信  
《增壹阿含10.10經》一心念佛  
不逮品第十一  
《增壹阿含11.1經》當滅貪欲 It.1.Rāga 
《增壹阿含11.2經》當滅瞋恚 It.2.Dosa 
《增壹阿含11.3經》當滅愚癡 cf. It.3.Moha 
《增壹阿含11.4經》當滅慳貪 cf. It.5.Makkha 
《增壹阿含11.5經》心難降伏 《增支部》A.1.3-9. Akammaniyavaggo (心者,無修)無堪忍品 
《增壹阿含11.6經》心易降伏 《增支部》A.1.3-10. Akammaniyavaggo (心者,無修)無堪忍

品 
《增壹阿含11.7經》生染心作妄語 cf.《相應部》S.17.36.Ratha 五車(Pañcarathasata) 
《增壹阿含11.8經》正使命斷不妄語 cf.《相應部》S.17.28.Chavi 皮 
《增壹阿含11.9經》提婆達兜為惡深

重 
 

《增壹阿含11.10經》提婆達兜為惡深

重 
 

壹入道品第十二  
《增壹阿含12.1經》一入道 《中部》M.10. Satipaṭṭhāna 大念處經，《中阿含 98 經》念

處經(大正 1.582.)、《長部 22 經》大念處經(缺 18~21.) 
《增壹阿含12.2經》當修行慈  
《增壹阿含12.3經》一人出世  
《增壹阿含12.4經》瞻病  
《增壹阿含12.5經》歎譽阿練若者  
《增壹阿含12.6經》乞食不擇貧富  
《增壹阿含12.7經》利養甚重不得道 《增支部》A.4.68. Devadattasuttaṁ提婆達多，

S.17.35.Acirapakkanta 離去不久，S.17.36.Pañcarathasata 五

百車，S.6.12./I,154 (gāthā)，《律藏》《小品》Cv.VII,2.5,
《雜阿含 1064 經》(大正 2.276b)﹐《別譯雜阿含 3 經》《雜

寶藏經》(37)(T4.465.2)(附帶說明提婆達多過去世為利養所

害之因緣)， Vin,II,187-8(Cv.VII,2.5)，Sk(E): Enomoto 1994, 
no.1064 (Saṅghabh 2, pp.71-73; Uv 13.1f.) 

《增壹阿含12.8經》提婆達兜愚人  
《增壹阿含12.9經》利養甚重不至無

為 
 

《增壹阿含12.10經》利養甚重不至無

為 
 

利養品第十三  
《增壹阿含13.1經》利養甚重不至無

為 
 

《增壹阿含13.2經》當滅味欲  
《增壹阿含13.3經》喪子錯亂 M.87. Piyajātikasuttaṁ 愛生經，《中阿含 216 經》愛生經(大



正 1.800.)，No.91.《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大正

1.915.) 
《增壹阿含13.4經》身有病心無病 《相應部》S. 22.1.Nakula (Nakulapitā) 那拘羅父，《雜阿含

107 經》 
《增壹阿含13.5經》二十一結 《中部》M. 7. Vatthūpama 布喻經，《中阿含 93 經》水淨梵

志經(大正 1.575.)，No.51.《佛說梵志計水淨經》(大正

1.843.)、《雜阿含 1185 經》 (大正 2.321.)、《別譯雜阿含 99
經》 (大正 2.408.) 

《增壹阿含13.6經》釋提桓因問法 《相應部》S.11.16. Yajamāna 供犧者，《雜阿含 1224-5 經》，

《別譯雜阿含 52 經》  
《增壹阿含13.7經》須菩提病  
五戒品第十四  
《增壹阿含14.1經》殺生墮落  
《增壹阿含14.2經》不殺生命長  
《增壹阿含14.3經》劫盜墮落 《增支部》A.2.13. 1-2. 
《增壹阿含14.4經》布施得色力 《增支部》A.2.13. 1-2. 
《增壹阿含14.5經》邪婬墮落  
《增壹阿含14.6經》貞潔不婬人天受

福 
 

《增壹阿含14.7經》妄語墮落  
《增壹阿含14.8經》不妄語名德遠聞  
《增壹阿含14.9經》飲酒墮落  
《增壹阿含14.10經》不飲酒聰明  
有無品第十五  
《增壹阿含15.1經》捨有見無見  
《增壹阿含15.2經》捨有見無見 《如是語經》Itiv. 44. 
《增壹阿含15.3經》法施財施 《增支部》A.2.13. 1-2.，《如是語經》Itiv.98. 
《增壹阿含15.4經》法業財業 《增支部》A.2.13. 1-2.，《如是語經》Itiv.98. 
《增壹阿含15.5經》法恩財恩  
《增壹阿含15.6經》愚者二相貌  
《增壹阿含15.7經》智慧與滅盡  
《增壹阿含15.8經》有力與有無畏  
《增壹阿含15.9經》如來與人民無與

等 
 

《增壹阿含15.10經》內思止觀  
火滅品第十六  
《增壹阿含16.1經》如來難遇 cf. 《長老偈》Theragāthā v. 279.；cf.《雜阿含 275 經》 
《增壹阿含16.2經》二涅槃界 《如是語經》Itiv. 44. 
《增壹阿含16.3經》烏喻猪喻  
《增壹阿含16.4經》驢喻牛喻 A.3.81.Samaṇā沙門(增上戒、心、慧學事)，《雜阿含 828 經》 

(大正 2.212b.) 
《增壹阿含16.5經》云何名善不善  
《增壹阿含16.6經》邪正二法  
《增壹阿含16.7經》燭明之法  
《增壹阿含16.8經》忍力思惟力  
《增壹阿含16.9經》天眼見天  
《增壹阿含16.10經》羅雲持戒  
安般品第十七之一  



《增壹阿含17-1.1經》羅雲得道 《中部》M. 62. Rāhulovāda 教誡羅睺羅大經 
安般品第十七之二 ( * 新編經號)  
《增壹阿含17-2.1經》二人出世甚難 《增支部》A.2.6-2. 
*《增壹阿含17-2.2經》二人出世甚難  
*《增壹阿含17-2.3經》二法甚為煩惱  
*《增壹阿含17-2.4經》不貪樂邪見不

善 
 

*《增壹阿含17-2.5經》正見可貪樂 《增支部》A.1.17-9. Dutiyavaggo 第二品 
*《增壹阿含17-2.6經》欲愛無厭 《增支部》A.1.17-10. Dutiyavaggo 第二品，《中阿含 60 經》

四洲經，《佛說頂生王故事經》(大正 1.822b)、《文陀竭王

經》(大正 1.824a)、《增壹阿含 17.7 經》(大正 2.583b)，
Divyāvadāna. pp. 210～226 

*《增壹阿含17-2.7經》云何觀善惡人 cf.《增支部》A.5.31. Sumanā(須摩那)，《中阿含 148 經》何

苦經，《雜阿含 94 經》(大 2.25c) 
*《增壹阿含17-2.8經》善知識法惡知

識法 
M. 113. Sappurisasuttaṁ 善士經，《中阿含 85 經》真人經(大
正 1.561.)、《是法非法經》(大正 1.837.) 

*《增壹阿含17-2.9經》誰能與吾共論

議 
 

*《增壹阿含17-2.10經》提婆達兜慫

恿王子殺父王 
《增支部》A.4.70.Adhammika(國王行)非法 

慚愧品第十八  
《增壹阿含18.1經》慚愧擁護世間 《增支部》A.2.1-9. Hirottapa 慚愧(or Cariyasuttaṁ行為)、

A.2.1-1.Vajja(現世與後世之)罪，《雜阿含 1243 經》(大
2.340a)，No.150.《七處三觀 40 經》(大 2.881b)，《如是語

經》Itiv.42. 
《增壹阿含18.2經》得財恒藏得財喜

施無有厭足 
《增支部》A.2.1.Vajja (現世與後世之)罪 

《增壹阿含18.3經》繼承世尊的法不

繼承財 
《中部》M.3. Dhammadāyāda 法嗣經，《中阿含 88 經》求

法經(大正 1.569.) 
《增壹阿含18.4經》婆羅門夫婦得法

眼淨 
 

《增壹阿含18.5經》提婆達兜慫恿放

醉象 
Vinaya Cv. VII.3.2. 

《增壹阿含18.6經》難陀著妙衣金履 《相應部》S.21.8. Nanda 難陀，《雜阿含 1067 經》 (大正

2.277a)，《雜阿含 5 經》(大正 2.374c) 
《增壹阿含18.7經》難陀比丘欲返俗 cf. DhpA.1.p.115.ff. 
《增壹阿含18.8經》瞿曇彌禮世尊 《增支部》A.2.3.Bālavaggo 愚人品，《增壹阿含 20.7 經》

(大 2.600a) 
《增壹阿含18.9經》誹不謗如來 《增支部》A.2.1-9.Cariyasuttaṁ行為(慚與愧護世) 
《增壹阿含18.10經》獲福獲罪無量 cf.《增支部》A.2.12-6.Khata 連根拔起(2) 
勸請品第十九  
《增壹阿含19.1經》梵天請轉法輪 《相應部》S.6.1. Brahma-āyācana(梵天)勸請，cf. 

D.14.Mahāpadāna-suttanta 大本經 
《增壹阿含19.2經》二事不應親近 《相應部》S.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 轉法輪經

(Tathāgatena vatta 如來所說(1)) 
《增壹阿含19.3經》釋提桓因問法 《中部》M.37.Taṇhāsaṅkhaya 愛盡小經，《雜阿含 505 經》 

(大正 2.133.) 
《增壹阿含19.4經》二人不怕雷電 《增支部》A.2.6-8. Puggalavaggo 人品 



《增壹阿含19.5經》二法無智：不喜

問勝人及貪睡 
 

《增壹阿含19.6經》吝者貧施者富  
《增壹阿含19.7經》生貧賤家與生豪

族家 
 

《增壹阿含19.8經》記說二仙人  
《增壹阿含19.9經》年少與老年 《增支部》A.2.4-7./I,67.，《雜阿含 547 經》 
《增壹阿含19.10經》二人出世難值 cf. A.2.6./I,77. 
《增壹阿含19.11經》闇婆婆利女飯佛 D.16.Mahāparinibbāna 大般涅槃經 
善知識品第二十  
《增壹阿含20.1經》親近善知識莫習

惡 
 

《增壹阿含20.2經》莫親惡知識莫愚

從事 
 

《增壹阿含20.3經》曇摩留支 cf. Divyāvadāna, pp. 246-254. 
《增壹阿含20.4經》師子喻羊喻  
《增壹阿含20.5經》知恩報恩 《增支部》A.2.4./I,61. 
《增壹阿含20.6經》以精進力使彌勒

在後成佛 
No.310.《大寶積經》（四二）彌勤菩薩所問會(大正 11.628)，
Divyāvadāna, .481.；西藏大藏經《慈氏所問品經》 

《增壹阿含20.7經》阿練比丘當修止

觀 
 

《增壹阿含20.8經》阿練比丘當精進

莫懈慢 
 

《增壹阿含20.9經》難與無信者說信

法，與慳者說施法 
 

《增壹阿含20.10經》供養父母及一生

補處菩薩獲大功德 
 

《增壹阿含20.11經》父母恩難報 《增支部》A.2.4-2. Samacittavaggo 等心品，cf. No.141.《佛

說阿遬達經》(大正 2.863a) 
《增壹阿含20.12經》朱利槃特除垢得

道 
 

《增壹阿含20.13經》怨憎離與恩愛集

皆由愛生 
 

三寶品第二十一  
《增壹阿含21.1經》三自歸之德 《增支部》A.4.34. Pasāda(第一)信(信如佛、八支聖道、離

欲、僧伽)，《相應部》S.45.139.Tathāgata 如來，《雜阿含

902-904 經》(大正 2.225c-226a) 
《增壹阿含21.2經》施、平等、思惟

為福業 
cf.《增支部》A.4.32(gāthā) 

《增壹阿含21.3經》三因緣，識來受

胎 
cf.《中部》M.3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ṁ 愛盡大經，《中

阿含 201 經》嗏帝經(大正 1.766.) 
《增壹阿含21.4經》當安三處(信如

來、正法、聖眾) 
《增支部》A.3.75.Samādapetabba 

《增壹阿含21.5經》瞿波離謗舍利弗

目揵連 
《增支部》A.10.89. 拘迦利(謗舍利弗、目犍連)，《相應部》

S.6.10. Kokālika 拘迦利，《雜阿含 1278 經》，《別譯雜阿

含 276 經》，《經集》Sn.3.10. (拘迦利耶經)，大正 No.203.
《雜寶藏經》(28 則)「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 

《增壹阿含21.6經》諸根寂靜、飲食 《增支部》A.3.16. Kataṁ(Apaṇṇakasuttaṁ無缺點的(護諸



知節、不失經行善得快樂 根、食知量、覺寤))，《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 2,17. (CSCD 
Pug.2,77.pg.127) 

《增壹阿含21.7經》風患、痰患、冷

患 
cf.《增支部》A.10.108.Tikicchā醫生(、聖之瀉藥) (1)，No.150.
《七處三觀 45 經》(風大病、熱大病、寒大病)(大正 2.882a) 

《增壹阿含21.8經》三惡行三善行 《如是語經》Itivuttaka，64-65. 
《增壹阿含21.9經》欲.欲味.欲患當捨

離 
《中部》M.13. Mahādukkhakkhandhasuttaṁ 苦蘊大經，《中

阿含 99 經》佛說苦陰經，《苦陰經》(大正 1.84.) 
《增壹阿含21.10經》身.命.財不牢要  
三供養品第二十二  
《增壹阿含22.1經》如來、阿羅漢、

轉輪聖王，世人應供養 
 

《增壹阿含22.2經》於如來、正法、

聖眾種功德，善根不可窮盡 
 

《增壹阿含22.3經》樂痛欲使，苦痛

瞋使，不苦不樂痛癡使 
cf. S.36.3.Pahānena 以斷，《雜阿含 468 經》)(大正 2.119b) 

《增壹阿含22.4經》女人、呪術、邪

見業，覆妙露不妙 
《增支部》A.3.129.Paṭichanna 隱覆(女人、真言、邪見) 

《增壹阿含22.5經》生、死、變易三

有為相 
cf.《增支部》A.3.47.Saṅkhata 有為相(知生、滅、住之異) 

《增壹阿含22.6經》愚人三相 《增支部》A.3.2~9. Lakkhaṇa 相(愚人智人之標識在作

業)etc. 
《增壹阿含22.7經》覺知賢聖禁戒、

賢聖三昧、賢聖智慧，不復受有 
 

《增壹阿含22.8經》少壯、無病、長

壽世人所貪 
《增支部》A.3.39. Madā自負(壯年、無病、活命) 

《增壹阿含22.9經》貪欲、睡眠、調

戲，死後入三惡趣 
cf.《增支部》A.3.127.Anuruddha 阿那律(女人慳吝、嫉妒、

欲貪所纏,死後生惡趣)(1)  
《增壹阿含22.10經》貪欲、飲酒、睡

眠無厭足 
cf.《增支部》A.3.104.Tiṇṇaṁ atitti(睡眠、飲酒、交會)無厭

足 
地主品第二十三  
《增壹阿含23.1經》布施功德計量  
《增壹阿含23.2經》婆拘盧不與他人

說法 
 

《增壹阿含23.3經》精進的二十億耳

尊者 
《增支部》A.6.55. Soṇa(精進第一具壽)守籠那，《中阿含

123 經》沙門二十億經(大正 1.611c)，《雜阿含 254 經》(大
正 2.62b)，《律藏》大品(Mv.5.1.1～30.)Mahavagga 
V,I,I-192，《四分律》卷 39(大正 22.843.)、《五分律》卷 21(大
正 22.145.)等。 

《增壹阿含23.4經》無子長者命終 《相應部》S.3.20. Aputtaka 無子(2)，《雜阿含 1233 經》，﹐

《別譯雜阿含 60 經》 
《增壹阿含23.5經》逆風香亦順風香 《增支部》A.3.79. Gandha 香,《別譯雜阿含 12 經》, No.116

佛說戒德香經, No.117 佛說戒香經, 《本事經》卷六(大正

17.693) 
《增壹阿含23.6經》世尊避提婆達兜  
《增壹阿含23.7經》阿闍世王恒以五

百釜食供給提婆達兜 
《相應部》S.17.36.Ratha(五)車，《增支部》A.4.68. Devadatta
提婆達多，《雜阿含 1064 經》(大正 2.276b)，《別譯雜阿含

3 經》(大正 2.374b) 
《增壹阿含23.8經》三不善根與三善  



根 
《增壹阿含23.9經》等聚.邪聚.不定聚

與善聚.等聚.定聚 
 

《增壹阿含23.10經》三惡想與三善想 It.87.Andhakāra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  
《增壹阿含24.1經》憶彼幢頂，畏怖

自滅 
《相應部》S.11.3. Dhajagga，《雜阿含經》981-983 經，西

藏大藏經《大微妙幢經》 
《增壹阿含24.2經》毘沙鬼故事 《雜阿含 843 經》(大正 2.215b)，《雜阿含 1125 經》(大正

2.298c) 
《增壹阿含24.3經》法王與轉輪聖王  
《增壹阿含24.4經》頗有色不變易

耶？ 
《相應部》S.22.97. Nakhāsikha 指尖 

《增壹阿含24.5經》先與誰說法使得

解脫 
Vinaya, Mahavagga 1.6. 15-20 & 54. 

《增壹阿含24.6經》六齋日 《增支部》A.3.36.Rājā Catumahārājasuttaṁ四大王(天,巡視) 
(1)、A.3.70.Uposathaṅga (牧牛、尼乾、聖者)布薩，《佛說

八關齋經》(大正 1.913a)，《中阿含 202 經》持齋經，《佛說

齋經》(大正 1.910c)，《優陂夷墮舍迦經》(大正 1.912a) 
《增壹阿含24.7經》信、財、持梵行

現在前，善男女獲福無量 
cf.《增支部》A.3.41.Sammukhi(生多福：信、施物、應供養

者)現前 
《增壹阿含24.8經》拘深比丘恒好鬪

訟 
《中部》M.48. Kosambiya 憍賞彌經（初部）; 《中部》M.128. 
Upakkilesiya 隨煩惱經，J.428.Kosambhi-jātaka，Mv.10.2.，
《中阿含 72 經》長壽王本起經，《中阿含 185 經》牛角娑

羅林經，《六度集 1.10 經》(大正 3.5)，《長壽王經》(大正

3.386)，《四分律》43(大正 22.879)，《五分律》24(大正 22.158) 
《增壹阿含24.9經》三結使繫縛眾

生，不能至彼岸 
 

《增壹阿含24.10經》三三昧 《增支部》A.3.163.Samādhi 三摩地 
四諦品第二十五  
《增壹阿含25.1經》當修四諦 《相應部》S. 56. 21. Vijjā明(1)。西藏大藏經《四諦經》 
《增壹阿含25.2經》親近善知識等四

法，多饒益人 
 

《增壹阿含25.3經》如來出世時，有

四未曾有法出現 
《增支部》A.4.127. Abbhatadhammā (Paṭhamatathāgata- 
acchariyasuttaṁ如來--未曾有法(1)) 

《增壹阿含25.4經》擔、持擔人、擔

因緣、捨擔 
《相應部》S.22.22. Bhāra 重擔，《雜阿含 73 經》(大正 2.19a) 

《增壹阿含25.5經》卵生、胎生、濕

生、化生 
 

《增壹阿含25.6經》知與不知與結相

隨，知與不知不與結相隨 
《中部》M.5. Anaṅgaṇa 無穢經，《中阿含 87 經》穢品經(大
正 1.566.)，No.49.《佛說求欲經》(大正 1.839.) 

《增壹阿含25.7經》有果生而似熟，

熟而似生，熟而似熟，生而似生 
《增支部》A.4.105-6. Amba(四種)菴羅(生有熟色等) 

《增壹阿含25.8經》捨戒作白衣行，

如嵐風殺飛鳥 
cf.《相應部》S.17.9.Verambā毘嵐風 

《增壹阿含25.9經》有鳥聲好形醜，

形好聲醜，聲醜形亦醜，形好聲亦好 
 

《增壹阿含25.10經》有雲雷而不雨，

雲雨不雷，亦雨亦雷，亦不雨亦不雷 
《增支部》A.4.102. Valāhaka(四種)雲(鳴不雨,雨不鳴,不鳴

不雨,鳴又雨)(2) ，No.150.《七處三觀 10 經》(大正 2.887b) 



四意斷品第二十六  
《增壹阿含26.1經》住不放逸使諸善

法長大 
cf.《相應部》S.3.17. Appamāda 不放逸(1)，cf.《增支部》

A.4.13.Padhāna(四正)勤 
《增壹阿含26.2經》三十七道品，無

放逸最為第一 
cf.《相應部》S.3.17. Appamāda 不放逸(1)，cf.《增支部》

A.4.13.Padhāna(四正)勤 
《增壹阿含26.3經》三十七道品，無

放逸最為第一 
cf.《相應部》S.3.17. Appamāda 不放逸(1)，cf.《增支部》

A.4.13.Padhāna(四正)勤 
《增壹阿含26.4經》三十七道品，無

放逸最為第一 
cf.《相應部》S.3.17. Appamāda 不放逸(1)，cf.《增支部》

A.4.13.Padhāna(四正)勤 
《增壹阿含26.5經》世間有四種人出

世 
No.127.《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雜阿含 1146 經》、《別

譯雜阿含 69 經》、《集異門足論》九(大正 26.405a)，《人

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 4,19. (CSCD Pug.4,168. 
pg.159~160.)，cf.《相應部》S.3.21. Puggalā諸人，，cf.《增

支部》A.4.85.Tamo-joti 闇趣闇(、闇趣明、明趣闇、明趣明) 
《增壹阿含26.6經》如來肉身衰微 《相應部》S.3.3. Rājā王，《雜阿含 1240 經》，《別譯雜阿含

67 經》 
《增壹阿含26.7經》波斯匿王太后崩 cf.《相應部》S.3.22. Ayyakā 祖母，《雜阿含 1227 經》，《別

譯雜阿含 54 經》，No.122.《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

經》 
《增壹阿含26.8經》四法本末 cf.《增支部》A.4.185. Samaṇasacca 婆羅門真諦(不殺、欲無

常、有無常、無我)，《雜阿含 972 經》(大正 2.251a)，《別

譯雜阿含 206 經》(大正 2.450c) 
《增壹阿含26.9經》舍利弗目揵連取

滅度 
《增支部》A.4.172. Vibhattisuttaṁ(四)類(無礙解) 

《增壹阿含26.10經》婆迦梨身得重患

自殺 
cf.《相應部》S.22.87. Vakkali 跋迦梨，《雜阿含 1265 經》，

M.28. Mahāhatthipadopamasuttaṁ象跡喻大經，《中阿含 30 經》

象跡喻經》，《如是語經》It.92. 
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  
《增壹阿含27.1經》當親近舍利弗、

目犍連比丘 
《中部》M.141. Sacchavibhaṅga 諦分別經，《中阿含 31 經》

分別聖諦經(大正 1.467.)，No. 32.《佛說四諦經》(大正 1.814.) 
《增壹阿含27.2經》分別外道法與正

法的差別 
《中部》M.11. Sīhanāda 師子吼小經，《中阿含 103 經》師

子吼經(大正 1.590.) 
《增壹阿含27.3經》歡喜惠施，手自

布施，發願求報，當獲無窮之福 
《增支部》A.9.20.Velāmasuttaṁ毘羅摩(婆羅門,布施功德之

較量)，《雜阿含 155 經》，No.72.《佛說三歸五戒慈心厭離

功德經》，No.73.《佛說須達經》，No.74.《佛說長者施報經》，

《中阿含 155 經》須達哆經(大正 1.677a) 
《增壹阿含27.4經》如日初出，如來

出世，除去闇冥靡不照明 
 

《增壹阿含27.5經》彌勒菩薩問世尊

菩薩成就幾法 
 

《增壹阿含27.6經》如來出世有四無

所畏 
《增支部》A.4.8. Vesārajja(如來四種)無所畏 

《增壹阿含27.7經》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斯博古明今，在眾中最

為第一 

《增支部》A.4.7. Sobheti 莊嚴(僧團的四眾：聰明.調伏.無
畏.多聞.持法)，《雜阿含 873 經》(大正 2.220c) 

《增壹阿含27.8經》四種金翅鳥 《相應部》S.30.1.Suddhika 品類、S.30.2.Haranti 取、《長阿

含 30 經》世記經(龍鳥品) 
《增壹阿含27.9經》善知識惠施時，

有四事功德 
 



《增壹阿含27.10經》四種人世之福田  
聲聞品第二十八  
《增壹阿含28.1經》勸化王舍城民令

信三寶 
DhpA.1. pp.366.ff. 

《增壹阿含28.2經》四重翳雲.風塵.
烟.阿須倫使日月不得放光 

《增支部》A.4.50. Upakkilesa(日月、沙門之四種)翳 

《增壹阿含28.3經》有三毒心不得善

眠 
《增支部》A.3.34. Hatthakasuttaṁ(阿羅毘)訶哆[王子](問安

樂而寐) 
《增壹阿含28.4經》梵志觀察髑髏知

男女，命終生處 
cf.《長老偈》Thag.vv.181-182 註 

《增壹阿含28.5經》四大廣演之義(辨
認正法律)  

《增支部》A.4.180. Mahāpadesana 四大教法(辨認正法律)，
《大般涅槃經》D.16./II,124-126.(第四誦品第八~十一節)，
《長阿含 2 經》(遊行經) 

《增壹阿含28.6經》世尊跟波斯匿王

說四事緣本 
 

《增壹阿含28.7經》四種沙門出現於

世 
《增支部》A.4.88. Saññojana 結(不動、白蓮、紅蓮、柔軟

沙門)，《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 4,29. (CSCD Pug.4,190. 
pg.173.) 

苦樂品第二十九  
《增壹阿含29.1經》先苦後樂等，四

人出現於世 
 

《增壹阿含29.2經》身樂心不樂等，

四人出現於世 
 

《增壹阿含29.3經》四梵之福 cf.《長阿含 30 經》世記經(閻浮提州品) 
《增壹阿含29.4經》四種食 cf.《相應部》S.12.11.Āhāra 食，cf.《雜阿含 371 經》 
《增壹阿含29.5經》義辯、法辯、辭

辯、應辯 
 

《增壹阿含29.6經》眾生、世界、龍

國、佛國境界不可思議 
《增支部》A.4.77. Acintita(諸佛境界、定境界、業異熟、

世界之思惟)不應思議，《雜阿含 407-408 經》 
《增壹阿含29.7經》四神足 cf.《相應部》S.51.11.Pubbe 前 
《增壹阿含29.8經》緣衣、食、床坐、

醫藥起愛 
cf.《增支部》A.4.9. Taṇhuppāda(衣、食、床座、更好物)渴
愛生起 

《增壹阿含29.9經》四姓出家學道，

無復本姓 
 

《增壹阿含29.10經》四無量心  
須陀品第三十  
《增壹阿含30.1經》世尊問須陀沙彌  
《增壹阿含30.2經》長老比丘在眾

中，向世尊舒脚而睡 
 

《增壹阿含30.3經》阿那邠邸女兒修

摩提 
Mano. Pp.517-518.，DhpA.3.p.465.，No.128.《須摩提女經》，

No.129.《佛說三摩竭經》，No.130.《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

因緣經》 
增上品第三十一  
《增壹阿含31.1經》雖在閑居，倍增

歡喜 
《中部》M.4. Bhayabherava 怖駭經 

《增壹阿含31.2經》優填王問法  
《增壹阿含31.3經》有樂行跡所行愚

惑等四事行跡 
cf. 《增支部》A.4.162.Vitthata(苦遲通行等,四種行)廣說 



《增壹阿含31.4經》五通四梵志避死 Dhp.9.128.偈，No. 131.《佛說婆羅門避死經》 
《增壹阿含31.5經》四園四浴池 cf.《長阿含 30 經》世記經 
《增壹阿含31.6經》四大毒蛇，五人

持刀杖，六怨家 
《相應部》S.35.197. Āsīvisa 毒蛇，《雜阿含 1172 經》 

《增壹阿含31.7經》四種四法  
《增壹阿含31.8經》世尊六年勤苦求

道 
《中部》M.12. Sīhanāda 師子吼大經(pp. 79 f.) 

《增壹阿含31.9經》四法四樂 《相應部》S.1.11.Nandana 歡喜園，cf.《雜阿含 576 經》 (大
正 2.153c) ，cf.《別譯雜阿含 161 經》(大正 2.435a) 

《增壹阿含31.10經》當修無常想  
《增壹阿含31.11經》比丘不許比較勝

劣 
cf. 《相應部》S.16.6.Ovādo 教誡(1)，cf.《雜阿含 1138 經》 
(大正 2.300b) ，cf.《別譯雜阿含 113 經》(大正 2.415a) 

善聚品第三十二  
《增壹阿含32.1經》五根為善聚 《增支部》A.5.2.Vitthata 詳說(有學五力)，《雜阿含 679 經》

(大正 2.186a) 
《增壹阿含32.2經》五蓋為不善聚 《增支部》A.5.52. Rāsi 不善(為五蓋)，cf.《雜阿含 767 經》 

(大正 2.200b)  
《增壹阿含32.3經》承事禮佛有五事

功德 
 

《增壹阿含32.4經》閻羅王問罪 《中部》M.130. Devadūta 天使經、《中阿含 64 經》大使經， 
No.42.《佛說鐵城泥犁經》(大正 1.826c)，No.43.《佛說閻

王五天使者經》(大正 1.828b)，cf.《增支部》A.3.35.Devadūta
天使(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 

《增壹阿含32.5經》自恣受歲 
 

Pravāraṇa (Fragment, Hoernle，p. 36)，《相應部》S.8.7. 
Pavāraṇā自恣，《中阿含 121 經》請請經，No. 61.《佛說受

新歲經》(大正 1.858a) ，No. 62.《佛說新歲經》(大正

1.859a) ，No.63.《佛說解夏經》(大正 1.861b)，《雜阿含 1212
經》，《別譯雜阿含 228 經》，《長老偈》Thag. 1234～1237. 

《增壹阿含32.6經》天子自歸三尊，

投生長者家 
 

《增壹阿含32.7經》除憂之患 《增支部》A.5.50. Nārada(具壽)那羅陀(文荼王夫人死) 
《增壹阿含32.8經》成就五法便得癒

或不得癒 
《增支部》A.5.123.Paṭhama-upaṭṭhākasuttaṁ(成就五法難、

易)看護(1) 
《增壹阿含32.9經》瞻病人成就五法

不得時差或得時差 
《增支部》A.5.124.Dutiya-upaṭṭhākasuttaṁ(成就五法難、易)
看護(2) 

《增壹阿含32.10經》隨時惠施有五功

德 
《增支部》A.5.34. Sīha 師子將軍(布施:受讚揚.受敬仰.增善

名.入眾無畏無赧)，《增壹阿含 52.6 經》(大正 2.826a) 
《增壹阿含32.11經》惠施得五事功德

(施命、施色、安、力、辯 
《增支部》A.5.37.Bhojana 食(施=壽、色、樂、力、辯)，
No.132.《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大正 2.854c)，No.132.施
食獲五福報經(大正 2.855) 

《增壹阿含32.12經》應時之施有五事 《增支部》A.5.36. Kāla 應時之施(施來者.去者.病人.飢荒.
新穀食先供具戒者)，No.150.《七處三觀 15 經》(大正 2.878a) 

五王品第三十三  
《增壹阿含33.1經》五王論五欲何者

最妙 
《相應部》S.3.12. Pañcarājāno 五王，《雜阿含 1149 經》(大
正 2.306) ，《別譯雜阿含 72 經》(大正 2.399b) 

《增壹阿含33.2經》月光長者及其子

尸婆羅的故事 
 

《增壹阿含33.3經》五健丈夫堪任戰 《增支部》A.5.75. Yodhājīvā(五)戰士(1)  



鬪出現於世 
《增壹阿含33.4經》五戰鬪之人出現

於世 
《增支部》A.5.76. Yodhājīva(五)戰士(2) 

《增壹阿含33.5經》掃地之人有五事

不得功德 
 

《增壹阿含33.6經》有人掃偷婆不得

五功德 
 

《增壹阿含33.7經》長期遊行之人有

五艱難 
《增支部》A.5.221. Dīghacārika 長遊行(之五失) (1) 

《增壹阿含33.8經》比丘恒一處止有

五非法 
 

《增壹阿含33.9經》不一處住人有五

功德 
 

《增壹阿含33.10經》寧投入火中不與

女人共相交遊 
《增支部》A.7.68. Aggi 大火堆喻，《中阿含 5 經》木積喻

經 
等見品第三十四  
《增壹阿含34.1經》思惟五陰苦、空、

無我便成道 
《雜阿含 259 經》(大正 2.65b)，S.22.122.Sīla 戒，

S.22.123.Sutavanta 有聞 
《增壹阿含34.2經》波斯匿王之子流

離王集兵攻打釋迦族 
cf. It.83.Cavamāna 

《增壹阿含34.3經》人間於天則是善

處 
 

《增壹阿含34.4經》沙門出家有五毀

辱之法 
 

《增壹阿含34.5經》頻娑羅王的故事 No.133.《頻毘娑羅王詣佛供養經》 
《增壹阿含34.6經》世間五事最不可

得 
cf.《增支部》A.5.48.Ṭhāna(不能得)處(老、病、死、盡、滅) 

《增壹阿含34.7經》五人不可療治  
《增壹阿含34.8經》纏縛之急莫過此

事，魔之所縛復甚於斯 
《相應部》S.11.4. Vepacitti 吠波質底、cf.S.35.207.，《雜阿

含 1110 經》(大正 2.292b)，《雜阿含 1168 經》(大正 2.311c)，
《別譯雜阿含 39 經》(大正 2.386a) 

《增壹阿含34.9經》五陰無欲、無作，

為滅法 
 

《增壹阿含34.10經》何因緣本為城廓

今日已壞，本有人民今日丘荒 
 

邪聚品第三十五  
《增壹阿含35.1經》邪聚者、正聚者

各當以五事知之 
 

《增壹阿含35.2經》如來出現世時必

當為五事 
 

《增壹阿含35.3經》五施不得福，五

施得其福 
 

《增壹阿含35.4經》女人有五力輕慢

夫主 
 

《增壹阿含35.5經》女人有五欲想，

比丘有五可欲想 
 

《增壹阿含35.6經》有五時不應向人

禮 
 



《增壹阿含35.7經》施溫泉浴之福 DhpA.3.pp.232ff.，cf.《相應部》S.7.13.Devahita 提婆比多，

《雜阿含 1181 經》(大正 2.319b)，《別譯雜阿含 95 經》(大
正 2.407b) 

《增壹阿含35.8經》世尊開解不樂修

於梵行之比丘 
No.149.《阿難同學經》(大正 2.874) 

《增壹阿含35.9經》 《相應部》S.8.4.Ānanda 阿難，《雜阿含 1214 經》(大正

2.331a)，《別譯雜阿含 230 經》(大正 2.458a) 
《增壹阿含35.10經》僧迦摩尊者對故

二不動心 
No.134.《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大正 2.457) 

聽法品第三十六  
《增壹阿含36.1經》隨時聽法有五功

德 
《增支部》(A.5.202.)21-2. Dhammassavanasuttaṁ聽法(五
利) 

《增壹阿含36.2經》造作浴室有五功

德 
 

《增壹阿含36.3經》施人楊枝有五功

德 
《增支部》A.5.208. Dantakaṭṭhasuttaṁ (嚼)楊枝(之五利

益)，《四分律》卷第五十九(大正 22.1005 下) 
《增壹阿含36.4經》由殺心故不得乘

車馬、大象，故當起慈心 
 

《增壹阿含36.5經》目連伏二龍王 cf.《相應部》S.40.10.Sakko 帝釋，cf. 《雜阿含 506、988-989
經》，《律藏》〈小品〉Vin. Cv.5.8.，cf.梵 Divy.p.375.,p.401.，
DhpA.3.pp.224ff.，SnA.p.570. 

六重品第三十七  
《增壹阿含37.1經》身語意當行慈等 《增支部》A.6.12.Sārāṇīya(2) 可念(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 

(2) 
《增壹阿含37.2經》佛在阿耨達泉與

五百大比丘眾的故事 
cf.《相應部》S.6.14. Aruṇavatī盧那越提，《大寶積經》密

跡金剛力士會(大正 11.56c) 
《增壹阿含37.3經》在牛角林言志 《中部》M.32. Gosiṅga 牛角林大經，《中阿含 184 經》牛

角婆羅林經(大正 1.736.)、《生經》一六‧比丘各誌經(大正

3.80.) 
《增壹阿含37.4經》呪願有六德  
《增壹阿含37.5經》當念戒德具足 《增支部》A.6.2. Āhuneyya (領受各種神通等)應請(2)，cf. 

《增支部》A.6.37.Dāna(六支具足之)施(施者:施前.正施.施
已意悅；受者:離貪.瞋.癡)，《集異門足論》第十六(大正

26.432b)，《中部》M.32.Gosiṅga 牛角林大經 
《增壹阿含37.6經》誹謗舍利弗尊者 《增支部》A.6.11.Vuttha 可念(現起慈之身.語.意業等)(1)，

DhpA.2.p.178.f.，《中阿含 26 經》獅子吼經 
《增壹阿含37.7經》世尊說第一最空

法 
《雜阿含 335 經》(大正 2.92c)，cf.《增壹阿含 51.8 經》 

《增壹阿含37.8經》意欲何求？有何

行業？著何教？究竟何事？ 
《增支部》A.6.52. Khattiya 剎帝利(等,近行﹑所托﹑思慕﹑

究竟)，《中阿含 149 經》何欲經(大正 1.660c) 
《增壹阿含37.9經》修梵行，離七種

淫相應 
《增支部》A.7.47. Methunā 行婬 

《增壹阿含37.10經》薩遮尼健子與佛

論辯 
《中部》M.35.Cūḷasaccaka 薩遮迦小經，《雜阿含 110 經》 

力品第三十八  
《增壹阿含38.1經》有六凡常之力 《增支部》A.8.27. Bala(小兒啼，婦女瞋等,八種)力(1)，《雜

阿含 692、693 經》(大正 2.188b) 
《增壹阿含38.2經》當思惟無常想  



《增壹阿含38.3經》婆羅門見世尊足

跡具千輻 
《增支部》A.4.36.頭那(婆羅門見世尊足痕具千輻)，《雜阿

含 101 經》(大正 2.28a)，《別譯雜阿含 267 經》(大正 2.467a) 
《增壹阿含38.4經》本為菩薩時思惟

因緣 
《相應部》S.12.65. Nagara 城邑；No.713.《貝多樹下思惟

十二因緣經》、No.714.《緣起聖道經》、No.715.《佛說舊城

喻經》；梵 Nidāna 因緣(Pelliot) or Nagara 城邑(Tripāṭhī) 
《增壹阿含38.5經》阿那律在眾中睡

眠 
 

《增壹阿含38.6經》鴦掘魔的故事 《中部》M.86. Aṅgulimāla 鴦掘摩經，《雜阿含 1077 經》，《別

譯雜阿含 16 經》(大正 2.378.)，No.118.《佛說鴦掘摩經》(大
正 2.508.)、No.119.《鴦崛髻經》(大正 2.510.)、No.120.《央

掘魔羅經》(大正 2.512.)、《增壹阿含 38.6 經》(大正 2.719.)、
《法句經》Dhp.172, 173, 382、《長老偈》Thag.871~873.。
西藏大藏經《利益指鬘經》 

《增壹阿含38.7經》仙吞經 《中部》M.116. Isigili 仙吞經，梵 Mahāvastu, p.357. 
《增壹阿含38.8經》六生物共繫一處 《相應部》S.35.206. Chapāna 六生物，《雜阿含 1171 經》(大

正 2.313a) 
《增壹阿含38.9經》善目辟支佛以右

手挑眼 
 

《增壹阿含38.10經》波斯匿王讚歎佛

有六種功德 
cf.《中部》M.89. Dhammacetiyasuttaṁ 法莊嚴經，《中阿

含 213 經》法莊嚴經(大正 1.795.) 
《增壹阿含38.11經》毘舍離城鬧鬼，

請佛除魅 
DhpA.3.pp.436ff. 

《增壹阿含38.12經》六入染與不染  
等法品第三十九  
《增壹阿含39.1經》比丘成就七法受

樂無窮 
《增支部》A.7.64. Dhammaññū知法，《中阿含 1 經》善法

經，No.27.《佛說七知經》 
《增壹阿含39.2經》佛舉晝度樹喻弟

子出家、修禪、證果 
《增支部》A.7.65. Pāricchattaka(忉利天之)波利闍多伽

(樹)，《中阿含 2 經》晝度樹經，No.28.《佛說園生樹經》 
《增壹阿含39.3經》沒水、出水、到

彼岸喻七種人 
《增支部》A.7.15. Upakūpama，《中阿含 4 經》水喻經，

No.29.《佛說鹹水喻經》 
《增壹阿含39.4經》聖王七法則盜賊

不侵，比丘七法則魔不侵 
《增支部》A.7.63. Nagara 城(喻)，《中阿含 3 經》城喻經 

《增壹阿含 39.5 經》七種神識之住處 《增支部》A.7.41.Viññāṇaṭṭhiti(七)識住 
《增壹阿含39.6經》佛令均頭比丘自

說七覺意而病除 
cf.《相應部》S.46.16.Gilāna 病(3) 

《增壹阿含39.7經》轉輪王出世便有

七寶；如來出世便有七覺意 
《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雜阿含 721 經》，《相應部》S.46.42. 
Cakkavatti(轉輪)、No.38.《佛說輪王七寶經》(大正 1.821a)、
《雜阿含 721 經》(大正 2.194a)，參閱《長部 17 經》

Mahā-Sudassana-Suttanta(大善見王經) 
《增壹阿含39.8經》佛說轉輪聖王七

寶、四神足及命終生天等事 
Cf.D.17.Mahāsudassanasuttaṁ大善見王經，cf.《長阿含 30
經》世記經，cf.No.38.《輪王七寶經》 

《增壹阿含39.9經》天人告訴童真迦

葉，舍有夜煙晝火喻，佛為其解義 
《中部》M.23. Vammikasuttaṁ 蟻垤經，蟻喻經(大正

1.918.)、《雜阿含 1079 經》(大正 2.282.)、《別譯雜阿含 18
經》(大正 2.379.)，cf.《長老偈》Thag.201~202.註，

Sk(S): SHT,II,16-19 (no.163a,d,b,c) Sk(E): Enomoto 1994, 
no.1079 (Abhidh-k-vy 1, p.281; Abhidh-k-bh p.127) 

《增壹阿含39.10經》舍利弗問滿願子

(富樓那)七清淨道 
《中部》M. 24. Rathavinīta 傳車經，《中阿含 9 經》七車經 



七日品第四十之一  
《增壹阿含40.1經》世尊說世界成壞 《增支部》A.7.62. Suriya(太陽) (1-8) & D.27. Aggañña，《中

阿含 8 經》七日經，《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大正 1.811c) 
《增壹阿含40.2經》七不退轉法 《增支部》A.6.19. Maraṇassati (於入息出息間)念死(1)、

A.7.20. Vassakāra 作雨者(大臣)、A.8.73. Maranasati，《長阿

含 2 經》遊行經，《中阿含 142 經》雨勢經，《佛般泥洹經》

(大正 1.160)，《般泥洹經》(大正 1.176)，《大般涅槃經》(大
正 1.191)，說一切有部根本毗柰耶雜事(大正 24.382)，梵

Mahāparinirvāṇa-s. (Waldschmidt 1950、1951) 
《增壹阿含40.3經》七覺意對治貪.瞋.
慢.癡.疑.見.欲七使 

cf.《增支部》A.7.11.Anusaya 隨眠(1)，cf.《增支部》A. 
7.12.Anusaya 隨眠(2) 

《增壹阿含40.4經》七種之人是世間

無上福田 
 

《增壹阿含40.5經》毗羅先七日後命

終將墮落，令出家勤修十念 
 

《增壹阿含40.6經》七法能淨諸有漏

法 
《增支部》A.6.58.Āsava(一切)漏(以律儀斷,則以律儀斷

等)，《中部》M.2. Sabbāsavasuttaṁ 一切漏經，《中阿含

10 經》漏盡經(大正 1.431.)，No.31.《一切流攝守因經》(大
正 1.813.) 

《增壹阿含40.7經》七事得增益功

德，其福不可稱量 
《中阿含 7 經》世間福經 

《增壹阿含40.8經》當修行死想，思

惟死想 
《增支部》8.73.Mamaraṇassati(入息已出息、出息已入息)
念死(1)、A.6.19.Maraṇasati 死(1)，cf. A.8.73.Maraṇasati 死
(1) 

《增壹阿含40.9經》佛為說七裸形梵

志等非是梵行人 
《中部》M.18. Madhupiṇḍika 蜜丸經，《中阿含 115 經》蜜

丸經(大正 1.603.) 
《增壹阿含40.10經》迦栴延廣演佛法

非天、人所能及 
《中部》M.18. Madhupiṇḍika 蜜丸經，《中阿含 115 經》蜜

丸經(大正 1.603.)  
莫畏品第四十一  
《增壹阿含41.1經》摩呵男問須陀洹

尚生恐懼，命終是否墮落 
《相應部》S.55.21. Mahānāma 摩訶男(1)、S.55.22. 
Mahānāma 摩訶男(2)，《雜阿含 930 經》，《別譯雜阿含 155
經》 

《增壹阿含41.2經》一婆羅門七日中

親族死27人，聞法後出家證果 
 

《增壹阿含41.3經》觀七處善，又察

四念處法 
《相應部》S.22.57. Sattaṭṭhāna 七處，《雜阿含 42 經》，大

正 No.150A《佛說七處三觀 1 經》 
《增壹阿含41.4經》舍利弗為北遊比

丘說當修八種道及七種法 
 

《增壹阿含41.5經》佛讚迦葉年邁猶

不捨頭陀，亦讚阿難勝過去諸佛侍者 
 

八難品第四十二  
《增壹阿含42.1經》當求方便，遠離

八難 
《增支部》A.8.29. Akkhaṇa(梵行住有八) 難ㄋ

ㄢˊ，《中阿含

124 經》八難經(大正 1.613a) 
《增壹阿含42.2經》世尊說八大地獄

及所附小地獄之因果 
 

《增壹阿含42.3經》世尊最後的遊行 cf. D.16. Mahāparinibbāna 大般涅槃經，No.135.《佛說力士

移山經》，No.136.《佛說四未曾有法經》，cf.《長阿含 2 經》

遊行經 
《增壹阿含42.4經》大海有八未曾有 《增支部》A.8.19. Asurinda Pahārādasuttaṁ波呵羅(阿修羅



法，如來法中亦有八未曾有法 王,大海、法律有八種希有法)，《中阿含 35 經》阿修羅經(大
正藏 1.475c)，《施設論》(大正藏 26.526c)，《律藏》

Vin.vol.2.237.(CSCD pg.419) 
《增壹阿含42.5經》佛為比丘說天地

大動八因緣 
《增支部》A.8.70. Bhumicāla(八種)地震，《中阿含 36 經》

地動經(大正 1.477b)，《長部》D.16./II,106-109.(三章一 0-
二 0 節)，自說經(Ud.6.1)，《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 

《增壹阿含42.6經》阿那律思惟八大

人念 
《增支部》A.8.30. Anuruddha 阿那律，《中阿含 74 經》八

念(大正 1.540c)，No.46.《佛說阿那律八念經》 
《增壹阿含42.7經》釋尊為比丘說少

欲、知足等八大人念 
《增支部》A.8.69. Parisā(剎帝利眾等,八種)眾，《集異門足

論》(大正 26.442.c)，《長部》D.16./II,109.(三章二一~二三

節) 
《增壹阿含42.8經》阿那邠邸長者平

等施，佛讚歎之，並說施賢聖眾能施

少獲福多 

cf. 《增支部》A.2.4-4.Dakkhiṇeyya 應被供養 

《增壹阿含42.9經》八事行財物惠

施，所獲福報無量 
《增支部》A.8.37. Sappurisa 善士(八種施)(1)，《增支部》，

A.5.147. Asappurisadāna 非善士之施(不慇懃.不恭敬.不親

自.丟棄.不信)，A.5.148. Sappurisadāna 善士之施(信.慇懃.
應時.無執著.不害自他) 

《增壹阿含42.10經》八邪道趣泥犁，

八正道向涅槃 
 

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  
《增壹阿含43.1經》赤馬天子問世界

之邊 
《增支部》A.4.45. Rohitassa 赤馬(天子問世界之邊) (1)，《相

應部》S.2.26.Rohita 赤馬，cf.《雜阿含 1307 經》(大正

2.359a)，cf.《別譯雜阿含 306 經》(大正 2.477a) 
《增壹阿含43.2經》賢聖八關齋法 《增支部》A.8.41. Saṁkhitta 略說(八分成就之)布薩，

A.3.70./I,211. 
《增壹阿含43.3經》漂木不著此彼必

入海，比丘不著此彼必至涅槃 
《相應部》S.35.200. Dārukkhandha 木堆，《雜阿含 1174 經》

(大正 2.314c) 
《增壹阿含43.4經》提婆達兜貪著利

養，失神足 
《中部》M.29. Saropama 心材喻大經 

《增壹阿含43.5經》筏喻，善法猶可

捨，何況非法 
《中部》M.22. Alagaddūpamasuttaṁ 蛇喻經，《中阿含 200
經》阿黎吒經(大正 2.763.) 

《增壹阿含43.6經》牧牛經 《中部》M.34. Gopālaka 牧牛者小經，《雜阿含 1248 經》 (大
正 2.342a) 

《增壹阿含43.7經》阿闍世王問沙門

法 
D.2. Sāmaññaphala 沙門果經，《長阿含 27 經》沙門果經，《寂

志果經》(大正 1.270)；參見《本生經》J.150〈等活本生譚〉 
《增壹阿含43.8經》八風隨世迴轉 《增支部》A.8.5-6. Lokaparivatta 八世間法(利.衰.稱.譏.毀.

譽.樂.苦)(1-2)，Pug.Ch.8.《人施設論》第八 
《增壹阿含43.9經》如來出現不著世

八法，如淤泥出蓮華 
 

《增壹阿含43.10經》八人流轉生死，

不住生死 
cf.《增支部》A.8.59.Aṭṭhpuggala (向預流果等,八種)補特伽

羅(1)，cf.《增支部》A.8.60. Aṭṭhpuggala 向預流果等,八種)
補特伽羅(2) 

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  
《增壹阿含44.1經》九眾生居處 《增支部》A.9.24. Sattāvāsa(九種)有情居，《長部》

D.III,263、D.III,288.、《增壹阿含 44.11 經》(大正 2.769a) 
《增壹阿含44.2經》施主、施物、受

物者各成就三法 
 

《增壹阿含44.3經》惡比丘成就九  



法，終不成道果 
《增壹阿含44.4經》孔雀鳥成就九

法，賢哲比丘亦復成就九法 
 

《增壹阿含44.5經》女人成就九法繫

縛男子 
《增支部》A.8.17-8.bandhana(女人以色.笑.說.歌.啼.儀態.
華果.觸)繫縛(男子) (1-2) 

《增壹阿含44.6經》根本法門經 M.1.Mūlapariyāyasuttaṁ(根本法門經)，《中阿含 106 經》

想經(大正 1.596.)，No.56.《樂想經》(大正 1.851.) 
《增壹阿含44.7經》世尊瞻視病患比

丘，並為說法，比丘遂得三明 
cf. DhpA.1.p.319. 

《增壹阿含44.8經》九種人供之得福 《增支部》A.9.10.Āhuneyya(阿羅漢等,九種補特伽羅)應請 
《增壹阿含44.9經》滿呼王子供佛及

僧，但輕視朱利槃特而不延供 
cf. Mano.p.131.f. 

《增壹阿含44.10經》佛為阿難說善知

識是全梵行人 
cf.《相應部》S.45.2.Upaḍḍha 半、S.3.18. Appamāda (2) 
(Kalyāṇamitta 善友)不放逸(半梵行.全梵行)，《雜阿含 726
經》 (大正 2.195b)，cf.《雜阿含 768 經》 (大正 2.200c)，
《雜阿含 1238 經》；藏 (東北 300, 北京 966) 

《增壹阿含44.11經》佛為釋提桓因說

眾生性行異，想念異 
《增支部》A.9.24.Sattāvāsa(九種)有情居，《長部》D.III,263、
D.III,288. 

馬王品第四十五  
《增壹阿含45.1經》佛開示女人有九

惡，不可繫意於彼 
J.196.Valāhassa-jātaka，cf.《中阿含 136 經》商人求財經 

《增壹阿含45.2經》比丘成就九法於

現法中長大或不長大 
M. 67. Cātumasuttaṁ 車頭聚落經，No.137.《舍利弗摩訶目

連遊四衢經》(大正 2.860a) 
《增壹阿含45.3經》依村落若惡法增

善法減則當離去，若善法增惡法減則

不應遠遊 

《增支部》A.9.6. Sevanā(人.衣.食.坐臥具.村落.國土可與不

可)親近，M.77. Mahāsakuludāyisuttaṁ 善生優陀夷大經，cf.
《中阿含 107 經》林經(上) 

《增壹阿含45.4經》佛托空鉢，佛勉

勵成辦五種之食 
DhpA.3.pp.257ff.，《相應部》S.4.18.Piṇḍa 團食，cf.《雜阿

含 1095 經》(大正 2.288a) 
《增壹阿含45.5經》行慈能生善處，

遠離八難 
《相應部》S.11.22.Dubbaṇṇiya 醜陋，cf.《雜阿含 1107 經》

(大正 2.291a)，cf.《別譯雜阿含 36 經》(大正 2.385a) 
《增壹阿含45.6經》佛讚舍利弗能遊

於空三昧 
Cf.M.151. Piṇḍapātapārisuddhisuttaṁ乞食清淨經，《雜阿含

236 經》（大正 2.57.）、《增壹阿含 45.6 經》(大正 2.773.) 
《增壹阿含45.7經》尸利掘備火坑與

毒食供佛及僧，佛顯神變 
DhpA.1.pp.434ff. 

結禁品第四十六  
《增壹阿含46.1經》有十事功德，如

來為諸比丘制戒 
《增支部》A.10.31. Upālisuttaṁ優波離(十種義趣制學處) 

《增壹阿含46.2經》聖所居之處有十

事 
《增支部》A.10.19-20.Ariyāvāsasuttaṁ(十)聖居(斷五支,成
六支等) (1-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八 (大正 28.588
中)，《瑜伽師地論》(大正 30.385 下)，《雜阿含經》71、
388 經，《長部》等誦經 D.33./III,269. 

《增壹阿含46.3經》如來成就十力能

師子吼，轉無上梵輪而度眾生 
《相應部》S.12.21.Dasabalā十力(1)，《雜阿含 348 經》(大
正 2.98a) 

《增壹阿含46.4經》如來成十力四無

所畏，在眾中能師子吼 
《增支部》A.6.64./ III,417.、A.10.21. Sīhanādasuttaṁ師子(如
來十力)，《無礙解道》Ps.pp.174-176(〈俱存品第九〉力論) 
(CSCD Ps.pg.356-358)，《雜阿含 684 經》(大正 2.186b)，
《雜阿含 701 經》(大正 2.189a)，No.802.《佛說信解智力

經》，No.780.《佛說十力經》，No.781.《佛說佛十力經》，

梵 Daśabala(Pelliot；Stein；Waldschmidt 小經) 



《增壹阿含46.5經》修行十念者，盡

斷一切無明、憍慢，皆悉除盡(原編在

46.10經之後) 

 

《增壹阿含46.6經》比丘入後宮十種

過失 
《增支部》A.10.45.Rājantepurappavesanasuttaṁ入後宮(十
種過失)，《律藏》〈波逸提 83〉Vin.vol.4.pp.159-160.(CSCD 
Vin.vol.4.pp.207-209.) 

《增壹阿含46.7經》國王治世十法  
《增壹阿含46.8經》佛開示一論一義

一演乃至十論十義十演，揀別異學 
《增支部》A.10.27.Paṭhamamahāpañhāsuttaṁ大問(一法至

十法) (1)，《雜阿含 486-489 經》(大正 2.124b-124c) 
《增壹阿含46.9經》修行十想者，便

盡有漏 
《增支部》A.10.56-57. Saññā(不淨想等,十)想(1-2) 

《增壹阿含46.10經》欲心重比丘不能

修十想，佛為說欲有種種不淨 
《增支部》A.10.56-57. Saññā(不淨想等,十)想(1-2) 

善惡品第四十七  
《增壹阿含47.1經》奉行十法生天；

又行十法生惡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 
《增支部》A.10.211.Vīsatiyā dhammehi(自殺生,勸他離殺生

等)二十法，《雜阿含 1056-7 經》(大正 2.275) 
《增壹阿含47.2經》由十惡之本，外

物衰耗，何況內法 
 

《增壹阿含47.3經》佛否認施我獲福

多，餘者獲福少 
 

《增壹阿含47.4經》不論俗事，當論

十事功德 
《增支部》A.10.69.Kathāvatthusuttaṁ(少欲、知足等,十)論
事(1-2) 

《增壹阿含47.5經》佛斥求妙色、妙

觸等非正法，敕當思惟少欲等十事 
 

《增壹阿含47.6經》比丘論王治國界

及國主之勝劣，佛敕當思惟少欲等十

事 

 

《增壹阿含47.7經》比丘論波斯匿王

非法事，佛敕當思惟少欲等十事 
DhpA.1.pp.237f. 

《增壹阿含47.8經》一長者造禪房施

羅云，後轉施僧眾，佛說平等施法 
 

《增壹阿含47.9經》佛為均頭說諸見

之生滅，當住十善，滅六十二見 
 

《增壹阿含47.10經》三惡道、四大部

洲、諸天壽命之長短 
 

十不善品第四十八  
《增壹阿含48.1經》當遠離十惡，修

行正見 
《增支部》A.10.206.Paṭhamasañcetanikasuttaṁ所思(.所作.
所積集之業不受報,則不消滅) (1)，《雜阿含 1047、1048 經》

(大正 2.274a) 
《增壹阿含48.2經》佛於說戒時默

然，目連知二人不淨，將之驅逐 
《自說經》Ud.5.5.，A.8.20.Uposatha 布薩，cf. DhpA.3. 
p.236.，M.37. Cūḷa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ṁ 愛盡小經，《中阿

含 37 經》瞻波經，《律藏》〈小品〉(Cv.9.1.)、《五分律》

卷 28(大正 22.180.)、《恒水經》(大正 1.817a)、《法海經》(大
正 1.817a)、《海八德經》(大正 1.819a) 

《增壹阿含48.3經》彌勒佛三會說法 《中阿含 66 經》說本經，《佛說古來世時經》(大正 1.829b)，
參閱《長老偈》Thag. 910～919，cf. 《增壹阿含 49.7 經》 

《增壹阿含48.4經》佛廣演七佛名

號、種姓、道樹、所化弟子眾、侍者、

壽命 

cf.D.14. Mahāpadānasuttaṁ 大本經，《長阿含 1 經》大本經

(大正 1.1)，《七佛經》(大正 1.150)，《毗婆尸佛經》(大正

1.540) ，《七佛父母姓字經》(大正 1.159) ，《增壹含 48.4



經》(大正 2.790a)，梵 Mahāvadāna-s. (Waldschmidt) 
《增壹阿含48.5經》師子長者別請供

養舍利弗等五百阿羅漢 
cf.Vin.Mv.I,233~238.Sīhasenāpativatthu 

《增壹阿含48.6經》舍利弗入金剛三

昧，惡鬼拳打其頭而墮落 
《自說經》Ud.4.4.，cf.《雜阿含 1330 經》(大正 2.367b)，
cf.《別譯雜阿含 329 經》(大正 2.485a) 

放牛品第四十九  
《增壹阿含49.1經》牧牛十一法，比

丘十一法 
《增支部》A.11.18.Gopālakla 成就十一支之)放牛者，M.33. 
Mahāgopālakasuttaṁ 牧牛者大經，cf.《雜阿含 1249 經》(大
正 2.342c)，《放牛經》(大正 2.546a) 

《增壹阿含49.2經》比丘成就戒等十

一法者，必能有所成長 
 

《增壹阿含49.3經》惡者與惡者相

從，善者與善者相從 
《相應部》S.14.15.Kamma 業 (Caṅkama 經行)，《雜阿含 447
經》(大正 2.115a) 

《增壹阿含49.4經》象舍利弗還俗

後，復出家修行證阿羅漢果 
 

《增壹阿含49.5經》佛說十二因緣甚

深，誡阿難勿輕十二因緣 
《相應部》S.12.2.Vibhaṅga 分別，《雜阿含 298 經》(大正

2.85a)，No.124《緣起經》 
《增壹阿含49.6經》1.翅甯聞法後歸

依。2.施羅見佛三十二相好 
《經集》Sn.3.7.Sela-sutta 施羅經，cf.M.92. Selasuttaṁ 施羅

經 
《增壹阿含49.7經》佛說恆受一食，

能使身體輕便，氣力強盛 
M.65. Bhaddālisuttaṁ 跋陀利經，M.66. Laṭukikopamasuttaṁ 
鶉喻經，《中阿含 194 經》跋陀和利經(大正 1.746.)，《中

阿含 192 經》迦樓烏陀夷經(大正 1.740.) 
《增壹阿含49.8經》佛開演習行沙

門、婆羅門法行之義 
M.39. Mahā-assapurasuttaṁ 馬邑大經，《中阿含 182 經》

馬邑經(大正 1.724.) 
《增壹阿含49.9經》提婆達兜妄自出

家，隨修羅陀學神通，聲名四播 
Vin.Cv.7.3-4.，DhpA.1.p.133. 

《增壹阿含49.10經》修行慈心解脫，

當獲好睡、好醒等十一果報 
《增支部》A.8.1./IV.150. Mettā慈(則可求眠樂、覺樂、不

見惡夢等,八種功德)、A.11.16. Mettā慈(十一種之功德)，
No.138.《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大正 2.861a)。西藏大

藏經《慈觀想經》 
禮三寶品第五十  
《增壹阿含50.1經》當行十一法禮如

來寺 
 

《增壹阿含50.2經》當念十一事，然

後禮法 
 

《增壹阿含50.3經》）當念十一法，然

後禮僧 
 

《增壹阿含50.4經》佛本生為大天轉

輪聖王，見白髮生，便出家 
M.83. Maghadevasuttaṁ 大天木奈林經，《中阿含 67 經》大

天木奈林經(大正 1.511.)，cf.J.9.Makhādeva-jātaka 
《增壹阿含50.5經》世尊說提婆達兜

等四人墮於地獄之果報 
No.139.《佛說四泥犁經》(大正 2.861.) 

《增壹阿含50.6經》佛能明知五趣、

涅槃之因果 
cf.M.12. Mahāsīhanādasuttaṁ 師子吼大經 

《增壹阿含50.7經》雪山大樹依五事

長大，善男女依五事長益 
《增支部》A.5.40.Mahāsālā，cf.《增支部》A.3.48.Pabbata 

《增壹阿含50.8經》茂羅破群與比丘

尼親近，誤謂習淫無罪 
cf. M.21. Kakacūpamasuttaṁ 鋸喻經，《中阿含 193 經》牟

犁破群那經(大正 1.744.) 
《增壹阿含50.9經》佛為生漏梵志說 cf.《增支部》A.4.156.Kappa (成住壞空,四種)劫 



劫數無量，眾生長受苦，當厭離 
《增壹阿含50.10經》以耆闍崛山變

小，喻劫數長遠不可稱計 
 

非常品第五十一  
《增壹阿含51.1經》流轉生死，悲號

涕泣，淚多過恒河水 
《相應部》S.15.3.Assu 淚，《雜阿含 938 經》(大正 2.240c)，
《別譯雜阿含 331 經》(大正 2.486a) 

《增壹阿含51.2經》流轉生死，流血

多過恒河水 
《相應部》S.15.13.Tiṁsamattā約三十，《雜阿含 937 經》(大
正 2.240b)，《別譯雜阿含 330 經》(大正 2.485c) 

《增壹阿含51.3經》當常思惟無常

想，便可斷盡三界諸愛 
 

《增壹阿含51.4經》當求方便，斷五

心弊，除五心結 
《增支部》A.5.205. Cetokhila(於師困惑等,五)心荒蕪、

A.9.71. Cetokhilasuttaṁ(五)心荒蕪、A.10.14. 
Cetokhilasuttaṁ(未斷五)心荒蕪(、未截五心縛)，
D.33./III,238-239.(CSCD pg. 3.0198-199)(《等誦經》第二誦

品一~二 O)，M.16.Cetokhila 心荒蕪經，《中阿含 206 經》

心穢經(大正 1.780.) 
《增壹阿含51.5經》持戒完具，能正

法興隆，命終生天上、人中 
 

《增壹阿含51.6經》寧以火燒鐵錐烙

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 
S.35.194.Ādittena，《雜阿含 241 經》(大正 2.58a)，《中阿

含 5 經》木積喻經 
《增壹阿含51.7經》阿那邠祁長者以

純金誘導四子歸信三寶 
No.140.《阿那邸邠化七子經》(大正 2.862a)，No.453.《佛

說彌勒下生經》(大正 2.421)，cf. 《增壹阿含 44.3 經》 
《增壹阿含51.8經》舍利弗與阿難瞻

視阿那邠祁長者病並說妙法，長者命

終生天 

M.143. Anāthapiṇḍikovādasuttaṁ 教給孤獨經，《中阿含 28
經》教化病經(大正 1.458.)，《雜阿含 1032 經》(大正 2.269.)，
S.55.26. Dussīlya 破戒 

《增壹阿含51.9經》佛為阿那邠祁長

者媳婦善生說婦道 
《增支部》A.7.59.Sattabharitā (七種男子之)妻，No.141.《佛

說阿遬達經》(大正 2.863)，No.142.《佛說玉耶女經》(大
正 2.863)，No.142.《玉耶女經》(大正 2.864)，No.143.《玉

耶經》(大正 2.865) 
《增壹阿含51.10經》當發願生豪貴

家；生卑賤家者，不得出家，反墮惡

趣 

 

大愛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  
《增壹阿含52.1經》大愛道等五百比

丘尼及二沙彌尼先佛滅度 
No.144.《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大正 2.867a)，No.145.《佛

母般泥洹經》(大正 2.869b) 
《增壹阿含52.2經》婆陀比丘尼自憶

宿命，昔日供養六如來 
cf . ThigA. p.63-66 

《增壹阿含52.3經》以鐵城芥子喻生

死長遠 
S.15.6.Sāsapā芥子，《雜阿含 948 經》(大正 2.242b)，《別

譯雜阿含 341 經》(大正 2.487c) 
《增壹阿含52.4經》佛為比丘說生死

劫長，並舉天衣拂大石山為喻 
S.15.5.Pabbata 山，《雜阿含 949 經》(大正 2.242c)，《別譯

雜阿含 342 經》(大正 2.487c) 
《增壹阿含52.5經》隨時聞法有聞所

未聞、已聞能持、除疑、無邪見、解

深法等五功德 

cf.《增壹阿含 36.1 經》 

《增壹阿含52.6經》佛為師子大將說

施主五種功德命終生三十三天，有五

事勝諸天 

《增支部》A.5.34. Sīha 師子將軍(布施:受讚揚.受敬仰.增善

名.入眾無畏無赧)，《增壹阿含 32.10 經》(大正 2.680c) 

《增壹阿含52.7經》佛為波斯匿王說

平等施，但福田有勝劣 
梵 Upāli(Hoernle) 



《增壹阿含52.8經》波斯匿王因殺庶

母百子而悔過，詣世尊前懺悔 
S.3.25.Pabbatūpamā山之比喻，《雜阿含 1147 經》(大正

2.305b)，《別譯雜阿含 70 經》(大正 2.398c) 
《增壹阿含52.9經》佛為波斯匿王析

釋十種夢，並勸王當以法治化 
J.77.Mahāsupina-jātaka，No.146.《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大
正 2.870c)，No.147.《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大正 2.872a)，
No.148.《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大正 2.873a) 

 

▼以下(no.126~151)增壹阿含經之單經 
 
大正藏 no.126 第 2 冊 p.831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1 卷)【宋 法賢譯】(～增壹阿含 4.1~7.3 經) 

大正藏 no.127 第 2 冊 p.834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1 卷)【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增壹阿含 26.5 經) 

大正藏 no.128 第 2 冊 p.835 須摩提女經(1 卷)【吳 支謙譯】(～增壹阿含 30.3 經) 

大正藏 no.128 第 2 冊 p.837 須摩提女經(1 卷)【吳 支謙譯】(～增壹阿含 30.3 經) 

大正藏 no.129 第 2 冊 p.843 佛說三摩竭經(1 卷)【吳 竺律炎譯】(～增壹阿含 30.3 經) 

大正藏 no.130 第 2 冊 p.845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3 卷)【宋 施護譯】(～增壹阿含 30.3 經) 

大正藏 no.131 第 2 冊 p.854 佛說婆羅門避死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增壹阿含 31.4 經) 

大正藏 no.132 第 2 冊 p.854 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32.11 經) 

大正藏 no.132 第 2 冊 p.855 施食獲五福報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32.11 經) 

大正藏 no.133 第 2 冊 p.855 頻毘娑羅王詣佛供養經(1 卷)【西晉 法炬譯】(～增壹阿含 34.5 經) 

大正藏 no.134 第 2 冊 p.857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1 卷)【劉宋 慧簡譯】(～增壹阿含 35.10 經) 

大正藏 no.135 第 2 冊 p.857 佛說力士移山經(1 卷)【西晉 竺法護譯】(～增壹阿含 42.3 經) 

大正藏 no.136 第 2 冊 p.859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1 卷)【西晉 竺法護譯】(～增壹阿含 42.3 經) 

大正藏 no.137 第 2 冊 p.860 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1 卷)【後漢 康孟詳譯】(～增壹阿含 45.2 經) 

大正藏 no.138 第 2 冊 p.861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1 卷)【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增壹阿含 49.10 經) 

大正藏 no.139 第 2 冊 p.861 佛說四泥犁經(1 卷)【東晉 竺曇無蘭譯】(～增壹阿含 50.5 經) 

大正藏 no.140 第 2 冊 p.862 阿那邸邠化七子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增壹阿含 51.7 經) 

大正藏 no.141 第 2 冊 p.863 佛說阿遬達經(1 卷)【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增壹阿含 51.9 經) 

大正藏 no.142 第 2 冊 p.863 佛說玉耶女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51.9 經) 

大正藏 no.142 第 2 冊 p.864 玉耶女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51.9 經) 

大正藏 no.143 第 2 冊 p.865 玉耶經(1 卷)【東晉 竺曇無蘭譯】(～增壹阿含 51.9 經) 

大正藏 no.144 第 2 冊 p.867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1 卷)【西晉 白法祖譯】(～增壹阿含 52.1 經) 

大正藏 no.145 第 2 冊 p.869 佛母般泥洹經(1 卷)【劉宋 慧簡譯】(～增壹阿含 52.1 經) 

大正藏 no.146 第 2 冊 p.870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52.9 經) 

大正藏 no.147 第 2 冊 p.872 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1 卷)【失譯】(～增壹阿含 52.9 經) 

大正藏 no.148 第 2 冊 p.873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1 卷)【東晉 竺曇無蘭譯】(～增壹阿含 52.9 經) 

大正藏 no.149 第 2 冊 p.874 佛說阿難同學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增壹阿含 35.8 經) 

大正藏 no.150 第 2 冊 p.875 Ａ佛說七處三觀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雜阿含 42 經》) 

大正藏 no.150 第 2 冊 p.883 Ｂ佛說九橫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佛說七處三觀經》31 經) 

大正藏 no.151 第 2 冊 p.883 佛說阿含正行經(1 卷)【後漢 安世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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