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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放下！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7.6.10）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佛說黑氏梵志經》，在《大正藏》第

14 冊 967 頁上欄到 968 頁上欄。 

過去，一時佛遊化到尼連禪河邊，在那裡一個月，示現十八種神變，度化迦葉兄弟

三人及千名弟子，之後展轉來到羅閱祇城（也就是王舍城），停留一年，教化國民，為

大眾講法。初成佛道後經過了二年，來到舍衛城，大轉法輪、宣揚法音，開示教導天人

及世間人民。 

當時，香山有一位梵志名叫迦羅，修得四禪，具足五神通，有天眼通能看透遠近、

粗細，有天耳通能遍聞一切音聲，有神足通身能飛行，有他心通能知他人心念，有宿命

通能知他人過去從哪裡來生此世間。他講說經義，感動帝釋、梵天及四天王、鬼神、龍，

以及閻羅王，都前往聽講；他的言語優雅美妙，聲音柔和就像梵音。大家天天來向他請

教，梵志也都不懈怠；名聲遠播，全都來聽講。 

那時，閻羅王坐在其中聽聞經法，淚如雨下，抬頭看一看梵志，更加悲傷、哀歎。 

那時，梵志問閻羅王：「為什麼悲傷哭泣，淚如雨下？」 

閻羅王回答說：「事實歸事實，不能說假話。您現在講經，能言善道，義理非常微

妙，就像是蓮華，又像是明月珠。然而，你的壽命將盡，只剩下七天可活命，恐怕很快

地就要過世，所以我悲傷得無法克制。而您命終後，將墮入地獄，落入我統領的地界中。

我現在回去，專心修法，到時候卻要鞭打您，對您施加五種酷刑。一想到這種情形，心

中就更加傷感，難以言喻。」 

梵志非常驚訝，心中深思，便問閻羅王說：「我已經獲得四禪，成就五神通，四方

之內無與倫比，超越梵天，沒有阻礙。既沒有罪過，為什麼會墮入閻王統領的地獄中？」 

閻羅王說：「您臨命終時，將會遇到仇敵等兇惡的境界現前，因而生起瞋恚、恨意，

想要加害於人，失去原本修行的品德、正義，因此墮入地獄。」 

梵志聽了之後，忽然憂鬱不安、焦急恐懼，不知如何是好，該怎麼辦才能度過這種

危難？因此憂愁哀傷、無所適從，心中非常焦慮，坐立不安，時時發出長聲的歎息。 

帝釋、梵天及四天王等諸神問他：「為什麼這麼焦躁不安、長聲嘆息？」 

梵志回答說：「我只剩下七天就要命終，而且將遇上仇敵來擾亂我的善心，由此緣

故，我恐怕將墮落惡道，所以惶恐不安，無法克制自己。」 

這時，香山有一些善神，常常前往佛的地方請教學習經典，便對梵志說：「佛出生

在世，你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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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回答說：「身為一個凡夫俗子，又怎麼可能知道呢？」 

善神又說：「佛為了救濟三界眾生，度化尚未度化的，讓未解脫的得到解脫，使尚

未得安穩的得到安穩，救脫一切危急困難，令眾生到達永遠寂靜無為之道。您為什麼不

去拜見佛？佛可以讓您脫離困苦危難，長得安寧平靜，與道德相應。」 

梵志聽了之後，非常歡喜，就好像黑夜中遇到了光明。於是兩手各取了一棵梧桐、

合歡這種美麗的花樹，飛到佛所在的地方。還沒到之前，佛對摩夷說：「世尊大慈大悲，

從不曾忘記或捨棄應當度化的眾生。」 

這時，佛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潮水順著岸邊，不曾越過邊際，假使有水神來迴旋擾亂原本的水流， 

佛觀察本性空寂，察覺應當得度的眾生，使得一切得到救濟，究竟沒有過失。」 

於是梵志飛到佛所在的地方，停在虛空中，面向著佛。 

佛對梵志說：「放捨！放捨！」 

梵志回應說：「謹遵世尊的教導。」便放下右手的梧桐樹，種在佛的右邊。 

佛又對梵志說：「放捨！放捨！」 

梵志便放下左手拿的合歡樹，種在佛的左邊。 

佛又說：「放捨！放捨！」 

梵志說：「只有兩棵樹，都已經放下並種在佛的左右兩側，現在我空手站著，還有

什麼可放下的呢？」 

佛對梵志說：「佛不是要你放下手中的東西。佛說要你放捨的是，前面要捨，後面

要捨，中間也要捨，就是一切無執著，這樣才能度過生死種種過患的危難。」 

佛再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你應當放捨根本，也應當放捨枝末，中間沒有處所，這樣才能超越生死的根源。 

體悟內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無所有，外六塵的色、聲、香、味、觸、法就

不會現前，放下六根對六塵的執取，才能早日成就無為解脫。」 

黑氏梵志聽了佛的開示，心裡想：「不見有我，便瞭解心也是無所有，心性本來空

寂。佛能因應眾生的病而給與良藥，讓我蒙蔽的心從此得到開解，正像是盲人得到雙眼，

聾人能聽得到。佛能普令一切眾生悟見真理，真是一切智者；如今有幸已經遇到了佛，

佛的德行真是不可思議、不可思量。」 

梵志隨即從空中下來，頂禮佛足，退到一旁。佛便隨順梵志的心性，為他分別解說，

顯示修行證悟的方法，演說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 

這時，梵志立即證得不退轉，沒有絲毫憂惱，讚歎佛的功德而說了一段偈頌，大意

如下： 

「光明超越日月，智慧就像大海，大慈大悲，十方都歡喜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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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流轉於三界，無數億萬年，對應病因傳授法藥，宣揚佛法辯才無礙。 

雖示現入生死，在世間度化眾生但不隨著業流轉生死，勸化眾生精進修行，罪業與

福德是無人能夠替代的。 

努力勤精進，不要被欲望所危害，降伏、去除五蘊魔、煩惱魔、死魔、天子魔四種

魔，成道沒有障礙。」 

梵志對佛說：「我已迷惑非常久了！祈願您慈悲攝受，讓我能成為沙門！」 

佛就允許。梵志的頭髮自落，袈裟穿在身上，威儀齊整，成為比丘。他到閻羅王那

裡，對閻羅王說：「你本來說我只剩七天的性命，一定墮地獄。現在我已成為沙門，已

具足神通，煩惱已經斷盡，越過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等四流煩惱，種種病惱永遠

消除，就像重重保護的大屋子，一時增壽七七四十九天。種種苦痛已經消除，超越外道

異端法術，自由自在住在世間無數劫。」 

閻羅王回答說：「你仰賴殘餘的福德而能遇到佛。佛對治你的病因傳授法藥，息滅

貪、瞋、癡，神通具足，內外沒有疑惑。假如不是這樣，就會像老鼠遇上狸貓，又像稻

苗遇上旱災，被罪業所牽引；又像魚吞下了鉤餌，墮入地獄中，無有出期。現在能永遠

解脫，我也為你感到很高興。」當他說這些話時，無數人都發菩提心。 

佛說法之後，比丘、菩薩、黑氏梵志、天、龍、鬼神、阿修羅、世間人，大家都非

常歡喜，頂禮佛之後離去。 

這個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反省： 

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常常聽到別人勸我們：「放下！放下！」或許我們暫時

放下了，但隔了不久，卻又提了起來。或許這件事情是放下了，但遇到其他的事卻又放

不下。就這樣，放下一個又提起一個，始終沒有真正放下。佛說「放下」的意思，是希

望我們放下對外境的執著，也要放下內心的牽掛，永遠寂靜安詳，不再起惑造業，那才

是佛的本意。 

另外，如這位黑氏梵志具有四禪、五神通，又沒有什麼過失，以為可以超越梵天，

沒想到閻羅王卻對他說，他將會墮入地獄！原來臨命終時會有逆境現前，是否能安然度

過，這才是真正的大考驗。所以，我們不要太過自信，自以為修行已經足夠了，也沒有

什麼大過失，可以自在往生善處。但最後會遇到什麼考驗還不知道呢？所以，還是要戰

戰兢兢，隨時提醒自己：精進、不要放逸。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佛說黑氏梵志經》（大正 14，967a5-968a3）： 

聞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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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佛遊尼連江水1邊，在彼一月，造十八變，化於迦葉兄弟三人及千弟子，轉遊行2羅

閱祇3城，止頓4一年，教授國民，為其講法。初成佛道竟二年已，乃到舍衛5，興隆道化
6，開度7天人、世間人民。 

時，香山有梵志名曰迦羅，得備四禪，具足五通，徹視、洞聽、身能飛行、自察心念、

知人來生。講說經義，感動釋、梵8及四天王、諸鬼神、龍，并閻羅王，悉往聽之；言

語雅妙，聲和猶梵。日日諮受9不以為懈，音徹于遠，普來歸聽。 

時，閻羅王坐聞經法，淚下如雨，舉目觀視，益用悲歎。 

于時梵志問閻羅王：「何為悲泣，淚下如雨？」 

閻羅答曰：「事當歸實，不可虛言。仁今說經，便10辭利口11，義理甚妙，猶如蓮華，若

明月珠。而命欲盡，餘有七日，恐忽然12過，就於後世；是以悲泣，不能自勝。又仁命

過，墮地獄中，在我部界13。今自14相歸，一心受法，及當取卿拷掠15五毒16。熟思惟此，

遂用增懷17，不可為喻。」 

梵志愕然18，心中沈吟19，報閻羅王曰：「吾獲四禪，成五神通，獨步20四域21，超昇梵天，

                                                      
1 尼連禪河：尼連禪，梵名 Nairañjanā，巴利名 Nerañjarā 或 Nirañjarā。又作希連禪河、尼連禪

那河、尼連然河、泥連河、熙連河、尼連禪江、尼連江水、尼連水。意譯作不樂著河。為恆

河之支流，位於中印度摩揭陀國伽耶城之東方，由南向北流。據《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

卷四載，釋尊出家後，於尼連禪河畔靜坐思惟，修苦行六年。後捨苦行而入此河沐浴，淨身

後接受牧牛女難陀波羅之乳糜供養，尋至此河對岸之畢波羅樹（即菩提樹）下發願而成道，

故此河沿岸頗多釋尊成道之古蹟。（《佛光大辭典》（二），p.1891.2） 
2 遊行：即遍歷修行。巡行各地參禪聞法，或說法教化之謂。（《佛光大辭典》（六），p.5619.1） 
3 王舍城：王舍，梵名 Rājagṛha，巴利名 Rājagaha，音譯曷羅闍姞利呬、羅閱祇。或譯王舍國。

中印度摩羯陀國之都城。（《佛光大辭典》（二），p.1510.3） 
4 止頓：停留。（《漢語大詞典》（五），p.302） 
5 舍衛國：舍衛，梵名 Śrāvastī ，巴利名 Sāvatthī 。為中印度古王國名。又作舍婆提國、室羅

伐國、尸羅跋提國、舍囉婆悉帝國。意譯聞物、聞者、無物不有、多有、豐德、好道。又以

此城多出名人，多產勝物，故稱聞物國。本為北憍薩羅國（梵 Uttara-Kośalā）之都城名，為

別於南憍薩羅國（梵 dakṣiṇa-Kośalā），故以都城代稱。（《佛光大辭典》（四），p.3504.3） 
6 道化：3.以某種教義教化之。（《漢語大詞典》（十），p.1067） 
7 開度：開示度脫。（《漢語大詞典》（十二），p.50） 
8 釋梵：2.帝釋和梵天。佛經中天的名稱。（《漢語大詞典》（十），p.1314） 
9 諮受：請教、承受。（《漢語大詞典》（十一），p.350） 
10 便＝辯【宋】【元】【明】【宮】。（大正 14，967d，n.8） 
11 利口：1.能言善辯。（《漢語大詞典》（二），p.635） 
12 忽然：2.俄頃，一會兒。（《漢語大詞典》（七），p.429） 
13 部界：區域，界域。（《漢語大詞典》（十），p.652） 
14 自＝日【宋】【元】【明】。（大正 14，967d，n.9） 
15 掠（ㄌㄩㄝˋ）：2.拷打，拷問。（《漢語大詞典》（六），p.699） 
16 五毒：2.古代的五種酷刑。（《漢語大詞典》（一），p.365） 
17 懷：11.情意，心意。（《漢語大詞典》（七），p.785） 
18 愕然：驚訝貌。（《漢語大詞典》（七），p.659） 
19 沈吟：亦作“沉吟”。1.深思。3.遲疑，猶豫。（《漢語大詞典》（五），p.997） 
20 獨步：2.謂獨一無二，無與倫比。（《漢語大詞典》（五），p.116） 



佛典故事                                                        放下！放下！ 

5 

不以為礙。既無罪釁22，何因當墮地獄閻界？」 

閻王曰：「仁臨壽終時，當值惡對23，起瞋恚恨，意欲有所害，失本行義24，故趣閻界。」 

梵志聞之，忽然悒25懅26，不知何計，設何方便得濟斯難？愁慼27惘惘28，心懷湯火29，

坐起不安，為長歎息。 

釋、梵、四王諸神問曰：「何為不安，長太息30乎？」 

梵志答曰：「吾命欲盡，餘有七日，且有惡對來亂吾善心，緣是之故，恐歸惡趣。是以

反側31，不能自勝。」 

時，彼香山有諸善神，數詣佛所，諮受經典，謂於梵志：「佛興于世，仁不知乎？」 

梵志答曰：「身沈俗人，安能知之？」 

其神復謂：「佛為一切三界之救，度諸未度，脫未脫，安未安，皆濟危厄32，令至永寂、

無為之道。何不詣佛？可脫憂患，長得恬怕33，道德合同。」 

梵志聞之，欣然踊躍，如冥覩明。兩手各取梧桐、合歡好色華樹，飛到佛所。未到之頃，

佛告摩夷：「世尊大慈，修無極34哀，未曾忘捨應當度者。」 

佛時頌曰： 

「潮水徑順崖35，未曾越故際，儻有水神亂，起犯於故流， 

佛觀於本無，察應當度者，普使得免濟，終無越失耶36。」 

於是梵志飛到佛所，住虛空中，正向歸佛。 

佛告梵志謂黑氏曰：「放捨！放捨！」 

梵志應諾：「如世尊教。」即捨右手梧桐之樹，種佛右面。 

復謂梵志：「放捨！放捨！」 

                                                                                                                                                                      
21 四域：四周界限。指四方之內。（《漢語大詞典》（三），p.589） 
22 釁（ㄒㄧㄣˋ）：3.過失，罪過。（《漢語大詞典》（二），p.759） 
23 對：12.引申為仇敵。15.禍患。（《漢語大詞典》（二），p.1293） 
24 行義：1.品行，道義。（《漢語大詞典》（三），p.916） 
25 悒（ㄧˋ）：1.憂鬱不安。（《漢語大詞典》（七），p.545） 
26 懅（ㄐㄩˋ）：2.焦急，懼怕。（《漢語大詞典》（七），p.761） 
27 愁慼：亦作“愁戚”。憂慮，憂傷。（《漢語大詞典》（七），p. 627） 
28 惘惘：1.遑遽而無所適從。（《漢語大詞典》（七），p.597） 
29 湯火：3.比喻極端焦慮、急迫的心情。（《漢語大詞典》（五），p.1460） 
30 長太息：深長地嘆息。（《漢語大詞典》（十一），p.580） 
31 反側：4.惶恐不安。（《漢語大詞典》（二），p.864） 
32 危厄：危急困窘。（《漢語大詞典》（二），p.520） 
33 怕（ㄅㄛˊ）：同“ 泊 ”。恬靜，淡泊。（《漢語大詞典》（七），p.481） 
34 無極：1.無窮盡，無邊際。（《漢語大詞典》（七），p.136） 
35 崖：2.岸邊。3.邊際，界域。（《漢語大詞典》（三），p.829） 
36 耶：6.助詞。用於句末或句中。表示判斷。晉 王羲之《玄度帖》：“ 玄度 忽腫，至可憂慮。

得其昨書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難耶。”（《漢語大詞典》（八），p.654） 



佛典故事                                                        放下！放下！ 

6 

梵志即捨左手所執合歡之樹，種佛左面。 

佛復重告：「放捨！放捨！」 

梵志白曰：「適37有兩樹，捨佛左右，空手而立，當復何捨？」 

佛告梵志：「佛不謂卿捨手中物。佛曰所捨，令捨其前，亦當捨後，復捨中間，使無處

所，乃度生死眾患之難。」 

佛於是頌曰： 

「仁當捨其本，亦當捨其末，中間無處所，乃度生死原38。 

內無有六入39，外衰不得前，放置於六情40，乃成無為疾。」 

黑氏梵志聞佛所說，心自念言：「不見吾我，則了心無，心者本無。應病與藥，鄙心41開

解，如盲得目，聾者得聽。真為普見，審一切智；今已值佛，德不可訾42。」 

尋即來下，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佛應心本而分別說，顯示道場43，演三脫門44。 

於時輒45住不退轉地，無一憂患，歎佛功德，而說46頌曰： 

「光明踰日月，智慧猶大海，大慈無極哀，十方悉欣戴。 

眾生流三界，無數億萬載，應病授法藥，宣暢大辯才。 

雖現入生死，周旋無往來，勸化令精進，罪福無能代。 

努力勤精進，勿為欲所災47，降衰四魔48除，道成無罣礙49。」 

                                                      
37 適：22.通“ 啻 ”。副詞。但，僅僅。（《漢語大詞典》（十），p.1160） 
38 原＝源【宋】【元】【明】。（大正 14，967d，n.19） 
39 六入：佛教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為內六入，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為外六入；六根、六塵互相涉入，即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而生六識。（《漢語大詞典》（二），p.25） 
40（1）六情：5.猶六根。（《漢語大詞典》（二），p.43） 

（2）六根：1.佛教語。謂眼、耳、鼻、舌、身、意。根為能生之意，眼為視根，耳為聽根，

鼻為嗅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念慮之根。（《漢語大詞典》（二），p.39） 
41 鄙心：1.卑劣的欲念。2.猶言己心。謙詞。（《漢語大詞典》（十），p.676） 
42 訾（ㄗ）：2.衡量，計量。（《漢語大詞典》（十一），p.168） 
43 道場：（一）梵名 bodhi-maṇḍa，又作菩提道場、菩提場。……（三）指成就菩提動機之發心、

修行等。如《維摩經》卷上〈菩薩品〉所說，直心是道場，深心是道場，菩提心是道場，布

施是道場，三明是道場，於一念間知一切法是道場。（《佛光大辭典》（六），pp.5647.3-5648.1） 
44 三解脫門：梵語 trīṇi vimokṣa-mukhāni。指得解脫到涅槃之三種法門。略稱三解脫、三脫門、

三門。即：（一）空門（梵 śūnyatā），觀一切法皆無自性，由因緣和合而生；若能如此通達，

則於諸法而得自在。（二）無相門（梵 animitta），又稱無想門。謂既知一切法空，乃觀男女一

異等相實不可得；若能如此通達諸法無相，即離差別相而得自在。（三）無願門（梵 apraṇihita），

又作無作門、無欲門。謂若知一切法無相，則於三界無所願求；若無願求，則不造作生死之

業；若無生死之業，則無果報之苦而得自在。（《佛光大辭典》（一），p.644.6） 
45 輒：7.副詞。立即，就。（《漢語大詞典》（九），p.1252） 
46 ※案：《大正藏》原作「諸」，今依《高麗藏》並改採通用字「說」（第 20 冊，1131a3）。 
47 災：4.危害。（《漢語大詞典》（七），p.32） 
48 四魔：（一）梵語 catvāro mārāḥ，巴利語 cattāro mārā。指奪取人之身命及慧命之四種魔。（1）

蘊魔（梵 skandha-māra ，巴 khanda-māra），又作陰魔、五陰魔、五蘊魔、五眾魔、身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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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白佛：「我迷已來，其日久矣！願見垂愍，得為沙門！」 

佛即聽之。頭髮自墮，袈裟著身，威儀齊整，成為寂志。往詣閻王，而謂之曰：「卿本

謂我餘命七日，當墮地獄。今為沙門，神通已具，諸漏50已盡，度於四瀆51，眾病永除，

猶大圍屋52，一時增壽七七日。諸苦已消，超外異術53，自在住世，更無數劫。」 

閻王答曰：「仁賴餘福得遇佛。時應病授法，滅婬、怒、癡，神通悉備，內外無疑。設

不爾者，如鼠遭狸，如稻得災，為罪所牽；如魚鉤餌，墮地獄中，無有出期。今已永脫，

相代歡喜。」說是語時，無央54數人皆發道意。 

佛說如是，比丘、菩薩、黑氏寂55志、天、龍、鬼神、阿須倫56、世間人，莫不悅豫57，

                                                                                                                                                                      
色、受、想、行、 識等五蘊積聚而成生死苦果，此生死法能奪慧命。（2）煩惱魔（梵 kleśa-māra ，

巴 kilesa-māra），又作欲魔。即為身中之百八等煩惱，能惱亂眾生心神，奪取慧命，致不能成

就菩提。（3）死魔（梵 mṛtyu-māra ，巴 maccu-māra），能令眾生四大分散，夭喪殞沒，而使

修行人無法續延慧命。（4）天子魔（梵 deva-putra-māra ，巴 deva-putta-māra），又稱他化自

在天子魔、天魔。即欲界第六天之魔王，能害人善事，憎嫉賢聖法，作種種擾亂事，令修行

人不得成就出世善根。上述前三者為內魔，最後者為外魔。（《佛光大辭典》（二），p.1854.1） 
49 罣礙：1.佛教語。謂凡心因迷成障，未能悟脫。2.羈絆，牽掣，障礙。（《漢語大詞典》（八），

p.1021） 
50 漏：梵語 āsrava，巴利語 āsava。流注漏泄之意，煩惱之異稱。煩惱滅盡即稱為漏盡。謂眾生

因為煩惱，常由眼耳等六根門漏泄過患，又於生死中流轉三界，故此煩惱，稱為漏。（《佛光

大辭典》（六），p.5825.3） 
51（1）瀆（ㄉㄨˊ）：2.江河大川。（《漢語大詞典》（六），p.199） 

（2）〔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 4〈13 告車匿被馬品〉（大正 3，506b12-13）： 

以度生、老、病、死四瀆之難。 

（3）案：此處「四瀆」或指「四暴流」。 

（4）參見四暴流：梵語 catvāra oghāḥ。又作四流、四大暴河、四瀑河。暴流（梵 ogha），為煩

惱之異名，以煩惱能使善品流失，猶如洪水使家屋樹木流失。且暴流具有漂激、騰注、

墜溺之義，謂諸煩惱等漂激、騰注、墜溺有情，令其於諸界諸趣諸生，生死流轉。故四

暴流乃指能使善品流失之四類煩惱。即： 

（一）欲暴流（梵 kāma-ogha），指眼、耳、鼻、舌、身相應於色、聲、香、味、觸等五

境而起之識想，即所謂之五欲。 

（二）有暴流（梵 bhava-ogha），指色界、無色界之貪、慢、疑等。 

（三）見暴流（梵 dṛṣṭy-ogha），指錯誤偏邪之思想見解，例如視世界為有邊界或無邊界、

謂世間為有常或無常、臆度如來死後存在或不存在等邪見。 

（四）無明暴流（梵 avidyā-ogha），指與癡相應之煩惱；三界各有五種，合之共為十五種。

（《佛光大辭典》（二），p.1831.1-1831.2） 
52（1）案：「圍屋」，或指「重重保護，不受傷害」的意思。 

（2）參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 3（大正 14b6-10）： 

父還恚之，令行索火。女至人聚，一躇步處一蓮華生。火主曰：「爾遶吾居三匝，以火與

爾。」女即順命，華生陸地圍屋三重；行者住足，靡不雅奇。 
53 異術：亦作“异術”。5.猶言異端邪說。6.指法術。（《漢語大詞典》（七），p.1350） 
54 無央：1.無窮盡。（《漢語大詞典》（七），p.105） 
55 寂＝梵【宋】【元】【明】【宮】。（大正 14，968d，n.1） 
56 阿修羅：梵名 Asura。略稱修羅。為六道之一，八部眾之一，十界之一。又作阿須羅、阿索

羅、阿蘇羅、阿素羅、阿素洛、阿須倫、阿須輪。意譯為非天、非同類、不端正。舊譯不酒、

不飲酒，或係誤譯。阿修羅為印度最古諸神之一，係屬於戰鬥一類之鬼神，經常被視為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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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禮而去。 

 

 

 

                                                                                                                                                                      
而與帝釋天（因陀羅神）爭鬥不休，以致出現了修羅場、修羅戰等名詞。（《佛光大辭典》（四），

p.3651.3） 
57 悅豫：喜悅，愉快。（《漢語大詞典》（七），p.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