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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假如您向一位只受过传统寺院教育的南传上

座部比库谈论“阿含经”“三法印”“十大弟子”

等等，他们也许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许多想当然的北传佛教术语、概念，对于巴利

语系佛教来说竟然完全陌生！ 

 

一、缘起 

编者曾学习北传佛教十多年，之后又接触到南
传上座部佛教，有机会学习巴利三藏及其注解。在
学习的过程中也尝试做一些翻译，选取相关的圣典
及义注译成中文。在学习与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发
现有许多巴利语的专有名词无论在读音上还是在
解释上，都跟以前所学的北传佛教术语有所不同。 

在此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巴利语 sammàsam- 

buddha,北传佛教依梵语 samyak-sambuddha 音译为
“三藐三佛陀”，意译为“正等觉者”“正遍知”。
如北传《大智度论》卷二中说:“云何名三藐三佛陀？

三藐名正，三名遍，佛名知，是名正遍知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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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谓：相对于外道之邪觉，小乘罗汉为正觉；相
对于罗汉之偏觉，菩萨为等觉；相对于菩萨之分觉，
佛为正等觉。 

但是根据巴利语，sammàsambuddha 则应译为
“正自觉者”。1诸经律的义注皆解释为:“正确地、

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为‘正自觉者’。” 

又如巴利语 saïghàdisesa，北传诸律依据梵语
saïghàva÷eùa 音译为“僧伽婆尸沙”，意译为“僧残”。
北传《毗尼母经》卷七中解释:“如人为他所斫，残

有咽喉，名之为残。”谓凡是犯此罪的比丘，不像犯
波罗夷般决定死罪，仍然残留有生命，若能获得清
净僧众为他如法说忏悔除罪之法，此罪方可除灭。 

但是根据巴利语，saïghàdisesa 应音译为“桑喀
地谢沙”，直译为“僧始终”,意谓犯此学处的比库，
对其罪的处理过程自始至终皆须由僧团来执行。 
 

南传和北传佛教有许多名词术语是共通的，这
说明它们都有相同的源头。不过，两千多年的分流，
也造成了大量的名词术语在读音和释义上都存在
着一定的差别。有相当北传佛学基础但又有心学习
上座部佛教和巴利语的华人佛弟子们，不能无视这
些差异性。如果还是继续一厢情愿地把许多北传佛

                                                           
1 英文将这个词翻译为: the Perfectly Self-Enlightened,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the Fully-Enlighten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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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包括《阿含经》、说一切有部等部派）的术语、
概念硬套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上，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且贻笑大方。就好像有些介绍“原始佛教”的书籍
在大谈特谈“三法印”“十大弟子”2等一样。假如
您跟一位只受过传统寺院教育的南传上座部比库
谈论“阿含经”“三法印”“我空法有”“见惑、
思惑”“戒体”“十大弟子”等等，他们也许不明
白您在说什么……。 
 

二、释与译的原则 

基于南北传佛教在许多专有名词读音与义解
方面的差异，同时也为了教学与翻译上的方便，于
是把一些常用的巴利语专有名词汇集起来，再分门
别类进行译释。 

在译“释”词条时，基本上按照两种方法进行： 
第一、从巴利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是古

人（特别是唐代的玄奘大师）已经作出精准翻译且
又符合巴利语源者则采纳之，不合者则重译之。 

第二、直接查阅或引述各种巴利语三藏、义注
及复注，按词条的巴利含义进行译释。 
 
                                                           
2 十大弟子的说法出自北传《维摩诘经·弟子品》和《灌顶经》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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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译”方面，读者还将会发现，在本篇中
对一些人名、地名等巴利语专有名词采用了新的音
译。比如汉传佛教的专有名词“比丘”(梵语 bhikùu

的古音译），今依巴利语 bhikkhu 音译为“比库”；
汉传佛教的“沙弥”(为梵语÷ràmaõeraka 的讹略音
译），今依巴利语 sàmaõera 音译为“沙马内拉”；北
传佛教的“阿罗汉”(梵语 arhant 的古音译)，今依
巴利语 arahant 音译为“阿拉汉”等。 

众所周知，北传佛教的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是从
梵语(Saïskrit)翻译过来的，而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
用的经典语言则是巴利语(Pàëi)。由于这两种语言分
属不同的语支，故本书对这些巴利语专有名词将根
据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进行重新拼译。同时，南传上
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说法时所使用的
马嘎底语(Màgadhã)，这种语言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
都被南传上座部佛弟子们尊奉为佛陀的语言
(Buddhavacana)和圣典语(Pàëi-bhàsà)，受到广泛的学
习与使用。当今，华人圈中对上座部佛教以及巴利
语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编者在此也希望借着对部
分巴利语专有名词采用直接拼读（新音译）的方法，
来帮助诸善人们了解和学习巴利语。当然，由于汉
语读音的局限性，采用中文来拼写巴利语发音也只
是权宜之计。编者更希望见到读者们能够直接用巴
利语来拼读这些专有名词。 

当然，当两种异质文化在碰撞、交流之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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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文化混杂现象在历史上是时有发生的。例如佛教
在传入中国汉地之初，面对着强大的孔孟思想和老
庄哲学，也经历了附会佛教、格义佛教等阶段，直
到南北朝时期才逐渐走向独立，其间经过约四百年
的时间。所谓“附会佛教”，即用儒道的术语、思
想来比附佛教。所谓“格义佛教”，即以老庄等外
教义理来解释佛法。如将“阿罗汉”译释为“真人”，
用“涅槃”配释“无为”，将五戒配释“五常”等
即是其例。 

对照佛教东传汉地这段历史，现阶段的华人上
座部佛教当属哪一种？只要您有心学习传统的南
传上座部佛教，不管您现在的身份是南传还是北
传，我想您都不会喜欢用北传名相来比附南传术
语、用大乘义理来解释上座部佛教吧！ 
 

三、编写旨趣 

编写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给有心学习与
继承上座部佛教传统的华人弟子们一份更符合巴
利语原意的专有名词汇解，帮助大家能够更正确、
更系统地学习和实践上座部所传承的佛陀的教法。 

然而，目前有些学习原始佛教者或学习“阿含”
者有两种倾向：一、南北杂糅，诸家圆融；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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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大乘，打倒北传。这是某些华人信徒的“特色”，
不能将之视同南传上座部佛教。 

本文无意涉及以上任何一种倾向，只想透过译
释巴利语词汇来介绍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对于南北
传在某些名词的音义出现不同之处，则在尊重北传
佛教的前提下列出其差异，有时也略陈其差异之
因。 
 

当然，如果把上座部佛教的专门术语汇集起来
的话，可以编写成一本厚厚的词典。然而，本文并
非辞书，在这里只是收集一些常见的巴利语词汇，
以飨读者。至于收词量，则将会随着不断的编写而
逐渐增加。 
 
 

玛欣德比库 
Mahinda Bhikkhu 

编于缅甸帕奥禅林庄严山寺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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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文对词头的词源学分析以及对词条的释
义，主要参考以下各语言版本的巴利语词典： 

⑴ 《巴利三藏、义注、复注、其他--辞典助读》 
电子版本 1.9.3, Alobha, 中国, 2011 

⑵《パーリ语辞典》(增补改订版)，水野弘元，
日本春秋社，2005年 2 月 

⑶《パーリ语佛教辞典》，云井昭善著，日本山
喜房佛书林，1997 

⑷ OD;[kwfpdef ygVd-Nrefrm tbd"mef (伍候新巴缅词典)，
伍候新编，三藏部署协会，1999 

⑸ wdyd#u ygVd-Nrefrm tbd"mef (三藏巴缅辞典, 21大
册,未编完)，缅甸国家宗教部编，缅甸国家宗教部，
1964-2008 

⑹ Ak'̈bmomqdkif&m taxGaxGA[kokw rmwdumusrf; (佛教
综合知识纲目), pdEÅmrPd OD;cspfarmif编，cifcsdKxGef;书店，2004 

⑺ Pàëi-English Dictionary, T.W.Rhys Davis & 

William Stede, Pàëi Text Society, London, Reprinted 1989 

⑻ Concise Pàëi-English Dictionary, 

A.P.Buddhadatta Mahàthera, The Colombo 

Apothecaries'Co. LTD, Sri Lanka,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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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词条释义中所引用的巴利语原文，为
缅甸第六次结集的罗马字体 CD版(Chaññha 

Saïgàyana CD (version 3), 简称 CSCD)，必要时也参
考巴利圣典协会(P.T.S.)出版的罗马字体版。 

3．为了尊重巴利三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本
文对巴利圣典(Pàëi)及其义注(aññhkathà)的中文翻译
采用直译法，并用“宋体”字标示。凡加上方括号
[ ]者为补注，即编译者在翻译巴利语时根据上下文
的意思而加入的中文。 

4．为了方便读者对读巴利原典，在译文之后
往往附有巴利语原典的出处。对于律藏和论藏，列
出的是第六次结集的缅文版巴利三藏(CSCD)的章
节序号；对于经藏，这些序号则为经号（缅文版与
P.T.S.版基本相同。见下表）。 

5．有些词条的巴利译音或释义与北传佛教（以
汉传佛教为主）有所不同者，则在解释巴利音义之
后，也简要地列出与之相当的梵语古音译和北传释
义。 

对于北传佛教术语的音义，参考了以下各电子
词典： 

⑴《佛学大词典》，丁福保编 
⑵《佛光大辞典》(第 3 版) 
⑶《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必要时也参考“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

出版的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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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凡南北传译音与释义差异较大，并不鼓励
有心学习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弟子继续使用者，则在
其前加提示符“☞”。 

7．本文所引的巴利原典出处，多数使用缩略
语。其缩略语所对应的原典兹举例如下： 
 
·Pr. = Pàràjika 律藏第一册·巴拉基咖 
·Pc. = Pàcittiya 律藏第二册·巴吉帝亚 
·Mv. = Mahàvagga 律藏第三册·大品 
·Cv. = Cåëavagga 律藏第四册·小品 
·Pv. = Parivàra 律藏第五册·附随 
·Pr.A.= Pàràjika-aññhakathà 巴拉基咖的义注 
·Kv.= Kaïkhàvitaraõã 疑惑度脱 
·Sd.ò = Saratthadãpanã ñãkà 心义解疏复注 
·D. = Dãgha-nikàya 长部 
·M. = Majjhima-nikàya 中部 
·S. = Saüyutta-nikàya 相应部 
·A. = Aïguttara-nikàya 增支部 
·Dp. = Dhammapada 法句 
·It. = Itivuttaka 如是语 
·Sn. = Suttanipàta 经集 
·Vmv. = Vimànavatthu 天宫故事 
·Thg. = Theragàthà 长老偈 
·Ap. = Apadàna 传记 
·J. = Jàtaka 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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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i. = Mahàniddesa 大义释 
·Cni. = Cåëaniddesa 小义释 
·Ps. = Patisambhida-magga 无碍解道 
·Dhs. = Dhammasaïgaõã 法集 
·Vbh. = Vibhaïga 分别 
·Pp. = Puggala-pa¤¤ati 人施设 
·Pk.A. = Pa¤capakaraõa- 

aññhakathà 

五论义注 

·Vm. = Visuddhi-magga 清净之道 
·Snp.Dh. = Saddanãtip- 

pakaraõa Dhàtumàlà 

语言导论·词根鬘 

·Prs. = Padaråpasiddhi 句型成就 
·Adhp.ò. = Abhidhànap- 

padãpikà ñãkà 

名称灯复注 

·Mv.108 = Mahàvagga.108 律藏·大品 缅文版 第 108 节  
·D.2.4 长部 第二册 第 4 节 
·A.3.123 增支部 第 3 集 第 123 节 
·Vm.141 清净之道 第 1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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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语汇解 
 

一、佛教 

佛教：巴利语 Buddha-sàsana。sàsana,意为教导、教
说、教法。Buddha-sàsana 即佛陀的教导、佛陀的
教法。 

佛陀的教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 教理之教(pariyatti-sàsana) ——律、经、论

三藏等应当学习的教法义理。 
2. 行道之教(pañipatti-sàsana) ——戒、定、慧

三学等能导向证悟出世间法的禅修实践。 
3. 通达之教(pañivedha-sàsana) ——证悟四种

圣道、四种圣果以及涅槃九种出世间法。 
唯有教理之教的住立，才有行道之教的存

在，因为修行不能偏离三藏，不能违背佛陀的教
导。唯有行道之教的住立，才有通达之教的存在，
因为如果不依照戒定慧禅修，脱离了行道实践，
就不可能证悟任何的出世间法。 
 
三宝：巴利语 Ratanattaya。指佛 (Buddha)、法
(dhamma)、僧(saïgha)三宝。宝(ratana)，以其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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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高价、无比、难见、高贵有情所使用等特性
故，把佛法僧三者喻为宝。 

佛、法、僧三宝是佛教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佛：巴利语 buddha 的古音译，全称“佛陀”。意
为觉者、觉悟者。 

《小诵义注》在解释“佛陀”一词时，给出
了以下种种含义： 

“对一切诸法以无障碍智相、无上解脱已证悟、

已遍修，执取蕴相续所施设的[有情]，或者以一切知

智为足处、执取已证悟诸谛者所施设的有情为佛陀。

如说： 

‘佛陀，即彼跋嘎瓦自成、无师，对前所未闻之

法，自己觉悟诸谛，并于此获得一切知性，及于诸力

自在。’ 

至此乃是依意义解说佛陀。 

若依文字，当知以‘已觉悟者为佛陀；令觉悟者

为佛陀’等方式。对此这样说： 

佛陀者，以何义为佛陀？已觉悟诸谛者为佛陀；

令人们觉悟者为佛陀；以一切知者为佛陀；以已见一

切者为佛陀；以无其他引导者为佛陀；以萌发者为佛

陀；以漏尽者称为佛陀；以无随烦恼者称为佛陀；绝

对离贪者为佛陀；绝对离瞋者为佛陀；绝对离痴者为

佛陀；绝对无烦恼者为佛陀；已至一行道者为佛陀；

已独自证悟无上正自觉者为佛陀；已破除未觉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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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者为佛陀。” 

作为佛弟子行三皈依对象的佛宝，是专指我
们的果德玛佛陀而言。若已行皈依者以行宗教礼
等的方式对待佛陀以外的其他宗教导师或天神，
其对三宝的皈依将自动失效。 
 
法：巴利语 dhamma。源于词根√dhar (保持)。凡
保持各自的本质特性者，皆可称为法。如《法集
义注》解释说： 
ßAttano pana sabhàvaü dhàrentãti dhammà. 

Dhàriyanti và paccayehi, dhàrãyanti và yathàsabhàvatoti 

dhammà.û 

  “保持自己的自性为法；或是被诸缘所维持，或

如其自性被保持着者为法。”(Dhs.A.1) 

“法”有许多含义，且所指的范围极广。有
时指一切存在或现象，例如一切法(sabbadhammà)、
有为法(saïkhatà dhammà)、无为法(asaïkhatadhammà)

等；有时指某些事物或现象，例如色法 (råpa- 

dhamma)、名法(nàmadhamma)、心法(cittadhamma)、
善法(kusaladhamma)、不善法(akusaladhamma)、世
间法(lokiyadhamma)、法处(dhammàyatana)、法所缘
(dhammàrammaõa)、法念处(dhammasatipaññhàna)；有
时专指佛陀的教法，例如正法(saddhamma)、说法
(dhammadesanà)、法施(dhammadàna)等。 

作为佛弟子行三皈依对象的法宝，也含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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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dhàreti)之义。如《长部义注》解释说： 
ßEttha pana adhigatamagge sacchikatanirodhe 

yathànusiññhaü pañipajjamàne catåsu apàyesu 

apatamàne dhàretãti dhammo, so atthato ariyamaggo 

ceva nibbàna¤ca.……Na kevala¤ca ariyamaggo ceva 

nibbàna¤ca, Api ca kho ariyaphalehi saddhiü 

pariyattidhammopi.û 

“在此，以保持已达于道、已证于灭、如教行道

者不堕落四恶趣故为法。依其含义则是指圣道以及涅

槃。……并非只是指圣道和涅槃，也包括圣果和教理

之法。”(D.A.1.250) 

又如《小诵义注》中说： 
“[法只有]一种：道、果与涅槃为法。我们认可：

已修之道及已证之涅槃，由保持不堕苦界、给与最上

安稳，以及离贪之道，只以此义为法。” 

 
僧：巴利语 saïgha。意为团体，也特指由佛教出
家众所组成的修行团体。如《清净之道》中说： 
ßSàvakànaü saïgho sàvakasaïgho, sãladiññhi- 

sàma¤¤atàya saïghàtabhàvamàpanno sàvakasamåhoti 

attho.û  

“诸弟子的僧团为弟子僧团，即是以戒、见的统

一而达成和合状态的弟子团体的意思。”(Vm.155) 

佛教僧团可以分为两种：胜义僧和通俗僧。
胜义僧(paramatthasaïgha)是指由已证悟圣道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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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组成的出家团体。如《小诵义注》中说： 
“具备四种圣道，能住于四种沙门果定的蕴相续

之人，以见、戒组成的团体为僧。” 

通俗僧(sammutisaïgha)是指普通意义上说的
比库僧 (bhikkhusaïgha) 、比库尼僧 (bhikkhunã- 

saïgha)，也即是通过佛陀所指定的方式而出家、
达上之人所组成的修行团体。只要有四位或四位
以上的比库或比库尼所组成的团体，即可谓僧团。 

作为佛弟子行三皈依对象的僧宝，只是指胜
义僧而言。当然，已行皈依者礼敬通俗僧也是没
有过失的。 
 
弟子：巴利语 sàvaka，直译作声闻，意谓通过听
闻佛陀音声言教而修行、证果的弟子。如《清净
之道》中说： 
ßBhagavato ovàdànusàsaniü sakkaccaü suõantã'ti 

sàvakà.û 
“恭敬听闻跋嘎瓦的教诫、教导为声闻。”

(Vm.155) 

依胜义谛，只有证悟道果的圣弟子（四双八
士）才能称为“声闻”；但若依世俗谛，则只要
受了三皈五戒的所有僧俗佛教信徒皆可称为弟
子。 

僧宝是指由跋嘎瓦的圣弟子所组成的团体。
只有佛陀的教法住世时期，才可能有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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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巴利语 Theravàda。thera,意为长老、
上座；vàda,意为说、论、学说、观点。 

上座部佛教因其由印度本土向南传播到斯里
兰卡、缅甸等地，故称为“南传佛教”。又因所
传诵的三藏经典使用巴利语(pàëi-bhàsà)，故又称为
“巴利语系佛教”。 

南传上座部佛教坚持维护佛陀的原本教法，
只相信和崇敬佛、法、僧三宝，传诵与尊奉巴利
语律、经、论三藏，依照八圣道、戒定慧、四念
处等方法禅修，大多数人致力于断除烦恼、解脱
生死、证悟涅槃。 

传统上，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斯里兰卡、
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五个南亚、东南亚
国家，以及中国云南的傣族、布朗族等地区。 
 
大乘：梵语 Mahàyàna3。mahà 意为大，含有伟大、
高贵等义；yàna 为车乘，运载之义。谓能将无量
众生从生死此岸运载至觉悟彼岸，故名“大乘”。 

大乘佛教为佛陀般涅槃五百多年（公元前 1
世纪）之后在印度兴起的一种佛教形式，主张修
行菩萨道，普度众生，并以成就佛果为最终目标。
大乘佛教崇拜许多的诸佛、菩萨、诸天等，受持
                                                           
3 虽然南传上座部佛教普遍用 Mahàyàna (大乘，摩诃衍)来尊称北
传佛教，但是，“大乘”(Mahàyàna)一词在整套巴利三藏及其义
注、复注都不曾出现过，它属于梵语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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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诵大乘经典，并把以前的佛教传统和当时与之
并行的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纪一千多年
（公元 7 世纪）以后，大乘佛教融合婆罗门教-
印度教的鬼神崇拜、咒术信仰等因素，形成“密
乘佛教”或“金刚乘”。 

当大乘佛教流传到中国汉地之后，与中华文
化相结合而形成“汉传佛教”或“汉语系佛教”，
之后又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 

密乘佛教后来流传到西藏，吸收了当地的苯
教信仰而形成“藏传佛教”或“藏语系佛教”，
之后又传到蒙古、尼泊尔、不丹等地。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因为是从印度往北传播
而形成，故合称为“北传佛教”。他们与南传上
座部佛教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语系佛教。 
 
巴利语 (pàëi-bhàsà)：是由佛陀在世时中印度马嘎
塔国(Magadha)一带使用的方言变化而来。南传上
座部佛教相信巴利语是佛陀当年讲经说法时所
使用的马嘎塔口语，故又称为“马嘎底语”
(Màgadhika, Màgadhã)。 

“巴利”(pàëi)一词原意指佛语(Buddha-bhàsà)、
圣典、三藏，用以区分作为解释圣典的文献——
义注(aññhakathà)和复注(ñãkà)。也因如此，记录圣典、
佛语的专用语“马嘎底语”到后来也就逐渐成了
“佛经语”“圣典语”的代名词，即“巴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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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语与梵语(Saïskrit)同属古印度语，但梵
语属于雅语，巴利语属于俗语；梵语是贵族语，
巴利语是民众语(Pràkrit)；梵语是婆罗门教-印度教
的标准语，巴利语则是佛陀及圣弟子们的用语。
佛陀曾禁止僧众们用梵语来统一佛语。 

南传上座部佛教因为使用巴利语传诵三藏
经典，故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二、佛陀 

佛陀：巴利(梵)语 buddha 的古音译。意为觉者、
觉悟者。 

“佛陀”有两种含义： 
1.以解脱究竟智觉悟了一切应了知者，称为

佛陀。 
2.自己无需老师的指导而觉悟了四圣谛，也

能教导其他有情觉悟者，称为佛陀。 
义注中解释说:“凡有任何应了知者，皆以解脱

究竟智觉悟了那一切，故为佛陀。或因为自己觉悟了

四圣谛，也能令其他有情觉悟，以这些理由故为佛陀。

或也教授此义：觉悟诸谛为佛陀，使人觉悟为佛陀。”

(Pr.A.1 / Vm.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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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嘎瓦：巴利语 bhagavà 音译。巴利圣典中通常
用 Bhagavà 来尊称佛陀，是佛陀最常用的德号。 

Bhagavà 有多种含义，意为尊师、功德殊胜、
尊敬、具祥瑞者(bhaga + vant = bhagavant)等。 

1.尊师。诸义注解释说： 
ßBhagavàti garu. Garuü hi loke bhagavà'ti vadanti. 

Aya¤ca sabbaguõavisiññhatàya sabbasattànaü garu, 

tasmà bhagavà'ti veditabbo. Poràõehipi vuttaü - 

`Bhagavàti vacanaü seññhaü, bhagavàti 

vacanamuttamaü; 

Garu gàravayutto so, bhagavà tena vuccatã'ti. 

“跋嘎瓦即尊师，世间上的尊师故说为跋嘎瓦。

又以一切功德殊胜故，是一切有情的尊师，所以当知

为跋嘎瓦。古人也说： 

‘跋嘎瓦之语最胜，跋嘎瓦之语至上； 

尊师与尊敬相应，因此称彼跋嘎瓦。’”(D.A.1.1; 

M.A.1.1; S.A.1.1; A.A.1.1) 

《如是语义注》接着解释说： 

ßSeññhavàcaka¤hi vacanaü seññhaguõasahacaraõato 

seññhanti vuttaü. Atha và vuccatãti vacanaü, attho. Tasmà 

bhagavàti vacanaü seññhanti bhagavàti iminà vacanena 

vacanãyo yo attho, so seññhoti attho. Bhagavàti 
vacanamuttamanti etthàpi eseva nayo. Gàravayuttoti 

garubhàvayutto garuguõayogato, garukaraõaü và 

sàtisayaü arahatãti gàravayutto, gàravàrahoti attho. Ev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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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õavisiññhasattuttamagarugàravàdhivacanametaü 

yadidaü bhagavàti. 

“说最胜之语是因最殊胜的功德以及德行故，称

为‘最殊胜’，又以称谓之义为‘语’，所以‘跋嘎

瓦之语最胜’即跋嘎瓦应以这种称谓来称谓的意思，

他是最殊胜者的意思。‘跋嘎瓦之语至上’在此也是

同样的道理。‘与尊敬相应’是与尊重的素质、尊重

的功德、尊重的理由相应，有充分的资格故为‘与尊

敬相应’，是值得尊敬的意思。如此，功德殊胜、有

情至上的尊师、尊敬的同义词即是跋嘎瓦。”(It.A.) 
2.尊敬。如《大义释》中说： 

ßBhagavàti gàravàdhivacanaü.û 

“跋嘎瓦是尊敬的同义词。”(Mni.84) 

3.诸经律的义注采用语源学的方法解释了
bhagavà 的六种含义： 
ßBhàgyavà bhaggavà yutto, bhagehi ca vibhattavà; 

Bhattavà vantagamano, bhavesu bhagavà tato'ti.û 

“具祥瑞并已破坏，有诸福德和分别； 

亲近及去除诸有，因此故为跋嘎瓦。” 

⑴以具诸祥瑞(bhàgyavà'ti)故为 bhagavà； 
⑵以已破坏(bhaggavà'ti)一切危险故为 bhagavà； 
⑶以有诸福德(bhagà assa santã'ti)故为 bhagavà； 
⑷以分别(vibhattavà'ti)一切法故为 bhagavà； 
⑸以亲近(bhattavà'ti)诸上人法故为 bhagavà； 
⑹以已除去诸有(bhavesu vantagamano'ti)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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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gavà。(Pr.A.1 / Vm.142-4) 

因 bhagavà 一词含有多义，故采用音译。 
☞汉传佛教依梵语 bhagavat 音译为婆伽婆、

婆伽梵、薄伽梵等，意译为世尊、有德、众佑等。 
 
阿拉汉：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arahant 的音译。
意为应当的、值得的、有资格者。 

“阿拉汉”有五种含义： 
1.以已远离(àrakattà)一切烦恼故为 arahaü； 
2.以已杀烦恼敌故(arãnaü hatattà)为 arahaü； 
3.以已破轮回之辐故(arànaü hatattà)为 arahaü； 
4.以有资格(arahattà)受资具等供养故为 arahaü； 
5.以对恶行已无隐秘故(pàpakaraõe rahàbhàvato)

为 arahaü。(Pr.A.1 / Vm.125-130) 
“阿拉汉”是对佛陀的尊称，也可以指一切

的漏尽者 (khãõàsava,断尽烦恼者)，包括诸佛、独
觉佛及阿拉汉弟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 arhat 音译为阿罗汉，谓为
小乘之最高果位。 
 
正自觉者：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sammàsam- 

buddha 的直译。sammà,意为正确地、完全地；sam,

于此作 sàmaü 解，意为自己、亲自；buddha,即佛
陀，意为觉悟者。正自觉者即无需他人教导而自
己正确地觉悟了一切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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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经律的义注说： 
ßSammà sàma¤ca sabbadhammànaü buddhattà pana 

sammàsambuddho'ti.û 

“正确地、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为正自觉

者。” (Pr.A.1 / M.A.1.12 / A.A.1.170 / Vm.132) 

《心义解疏》《大复注》等复注中解释说： 
“其中，正确，即不颠倒。自己，即只是自己，

无需他人引导而成的意思。自觉者，这里的 saü 字是

指自己，应知其意思是指觉悟者。一切诸法，即无余

的所应知诸法。”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myaksambuddha 音译为
三藐三佛陀；意译作正等觉者、正等正觉者、正
遍知。 
 
明行具足：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vijjàcaraõa- 

sampanna 的直译，由 vijjà (明，知识，智慧) + 

caraõa (行，行为，德行) + sampanna (具足者，成
就者)组成。 

“因具足明与行，故为明行具足。”(Vijjàhi pana 

caraõena ca sampannattà vijjàcaraõasampanno.) 

(Vm.133 / Pr.A.1) 
  在此，“明”是指“三明”：宿住明、死生
明和漏尽明；或“八明”：观智、意所成神变及
六神通。 
  “行”有十五种行，即戒律仪、守护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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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食知节量、实行警寤、七种正法（信、惭、愧、
多闻、精进、念、慧）及四种色界禅那。 
  在此，跋嘎瓦以明具足圆满了一切知而住，
以行具足而为大悲者。跋嘎瓦因具足诸明与诸行，
故名“明具足”。 
 
善至：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sugata 的直译，
由 su (善) + gata (已到达，已去)组成。 

“行于善美故，已至美妙处故，正行故，正语故，

为善至。”(Sobhanagamanattà, sundaraü ñhànaü gatattà, 

sammà gatattà, sammà ca gadattà sugato.)(Vm.134 / 

Pr.A.1) 

☞北传佛教多作“善逝”。 
 
世间解：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lokavidå 的直
译，由 loka(世间) + vidå(为 vindati(知道)的完全式)
组成。 

“完全了解世间故，为世间解。”(Sabbathàpi 

viditalokattà pana lokavidå.)(Vm.135 / Pr.A.1) 
跋嘎瓦依自性、依集、依灭、依灭之方便而

完全知道、了知、通达世间，故名“世间解”；
又完全知道行世间 (saïkhàraloka)、有情世间
(sattaloka)和空间世间(okàsaloka)三种世间，故名
“世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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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者：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anuttara 的直译，
由 na (无) + uttara (上，超过)组成。 

“不存在有任何比自己的功德更殊胜者，没有超

过此者，为无上者。”(Attanà pana guõehi visiññhatarassa 

kassaci abhàvato natthi etassa uttaro'ti anuttaro.) 

(Vm.138 / Pr.A.1) 
 
调御丈夫：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purissa- 

dammasàrathi 的意译，由 purissa (男人，丈夫) + 

damma (应调御的，应受训的) + sàrathi (调御者，
驾驭者)组成。 

“能调御应受调御的丈夫，为调御丈夫。”

(Purissadamme sàretã'ti purissadammasàrathi.) 
(Vm.139 / Pr.A.1) 

也可把“无上者”与“调御丈夫”合为一
句，成为“无上调御丈夫”(anuttaro purissadamma 

sàrathi)。 
 
天人导师：佛陀德号之一，为巴利语 satthàdeva- 

manussànaü的直译，由 satthà(导师) + devànaü(诸
天) + manussànaü(诸人)组成。即佛陀是能带领诸
天与诸人度脱生死诸险难的导师。 (Vm.140 / 

Pr.A.1) 
 
如来：对佛陀的尊称，也是佛陀常用的自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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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语 tathàgata 的意译。由 tatha(如，如实，真实) + 

gata(已去，已到达)组成。如诸义注解释说： 
ßTathàya gatotipi tathàgato, tathaü gatotipi tathàgato. 

Gatoti avagato, atãto patto pañipannoti attho.û 

  “已以如实去到为如来，已去到如实为如来。已

去到即已到达，过去已得达、行道之义。”(D.A.1.7) 

ßYaü yathà lokena gataü, tassa tatheva gatattà 

tathàgatoti vuccati.û 

  “凡是世间能到达的，他都已如实地到达故，称

为如来。”(A.A.4.23) 

《增支部》第四集中说： 
“诸比库，对有诸天、魔、梵的世间，有沙门、

婆罗门、天与人的人界，凡所见、所闻、所觉、所知、

所得、所求、心意所思者，这一切皆为如来所证悟，

所以称为‘如来’。 

诸比库，如来证悟无上正自觉之夜，和以无馀依

涅槃界而般涅槃之夜，凡在此期间所说、所谈、所讲，

一切皆是如实，再无其他，所以称为‘如来’。 

诸比库，如来所作如所说，所说如所作。如是，

所作如所说，所说如所作，所以称为‘如来’。 

诸比库，在有诸天、魔、梵的世间，有沙门、婆

罗门、天与人的人界，如来皆能胜而无能胜，是全见

的行自在者，所以称为‘如来’。”(A.4.23 / It.112) 

义注又用八种理由解释“如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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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Tathàgatassàti aññhahi kàraõehi bhagavà tathàgato. 
Tathà àgatoti tathàgato, tathà gatoti tathàgato, 
tathalakkhaõaü àgatoti tathàgato, tathadhamme 
yàthàvato abhisambuddhoti tathàgato, tathadassitàya 
tathàgato, tathavàditàya tathàgato, tathàkàritàya 
tathàgato, abhibhavanaññhena tathàgatoti.û 

“如来者，跋嘎瓦以八种理由为如来：如那样而

来为如来；如那样而行为如来；如相而到达为如来；

如实证悟诸如实法为如来；如实见故为如来；如实说

故为如来；如所作故为如来；以胜利义为如来。” 

1.犹如过去的维巴西等诸佛圆满了三十种巴
拉密、修习了四念处等而来，我们的跋嘎瓦也如
他们那样而来，故名如来。 

2. 犹如过去的维巴西等诸佛刚刚出生时向
北行走了七步，又如过去诸佛以出离舍断欲贪而
行……以阿拉汉道断尽一切烦恼而行等，我们的
跋嘎瓦也如此而行，故名如来。 

3.对于地界的坚硬相、色的变坏相、止的不
散乱相、观的随观相、涅槃的究竟相等等，皆能
以智如实地得达。 

4. 如实证悟了四圣谛、十二缘起等诸如实之
法，故称为如来。 

5.对无量世界、无量众生的色所缘、声所缘
等皆能知能见，对诸众生的所见、所闻、所觉、
所知、所得、所求、心意所思，皆能如实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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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见，故称为如来。 
6.从证悟无上正自觉直到以无馀依涅槃界而

般涅槃的四十五年期间，跋嘎瓦所说的一切法皆
是如实、不违如、不异如的，故称为如来。 

7.跋嘎瓦口中如何说，身体就如何做；身体
如何做，口中就如何说。所作如所说，所说如所
作，故称为如来。 

8.跋嘎瓦以无比的、无量的戒、定、慧、解
脱、解脱知见战胜无量世界的一切众生，故称为
如来。(D.A.1.7) 
 
果德玛：巴利语 Gotama 的音译。我们现在佛陀的
家姓，通常用来指称佛陀。我们现在的教法时期
是果德玛佛陀的教法时期。如《名称灯复注》中
解释： 
ßGotamavaüsassa kapilassa munino sissatàya sakyà 

gotamà, bhagavà pana gotamavaüse uppannattà 

gotamassa munino apaccaü gotamo.û 

  “果德玛种姓咖比喇牟尼的学生为释迦果德玛。

因跋嘎瓦出生于果德玛种姓故，是果德玛牟尼的后

裔，为果德玛。”(Adhp.ò.4) 

☞汉传佛教依梵语 Gautama 音译为乔答摩、
瞿昙等。 
 

释迦牟尼：巴利语 Sakyamuni 的音译。释迦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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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佛陀的族姓，牟尼有智者、圣者、寂默者等义。 
  《天宫故事》的义注解释说： 
ßSakyamunã'ti. Sakyakulappasutatàya sakyo, 

kàyamoneyyàdãhi samannàgatato anavasesassa ca 

¤eyyassa munanato muni càti sakyamuni.û 

“释迦牟尼，热衷于释迦家族故为释迦。以具足

身牟尼行等故，及已了知无余的应知[法]故为牟尼，

即释迦牟尼。”(Vmv.A.886) 

 

七佛：过去曾经出现于世的六位佛陀，以及现在
的果德玛佛(Gotama)并称为七佛。 

过去的六位佛陀分别是： 
1.九十一大劫以前的维巴西佛(Vipassã)； 
2.三十一大劫以前的西奇佛(Sikhi)； 
3.三十一大劫以前的韦沙菩佛(Vessabhu)； 
4.现在贤劫的咖古三塔佛(Kakusandha)； 

5.现在贤劫的果那嘎马那佛(Konàgamana)； 
6.现在贤劫的咖沙巴佛(Kassapa)。 
《长部·大传记经》中说： 
“诸比库，距今九十一劫以前，维巴西跋嘎瓦、

阿拉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诸比库，距今三十一劫以前，西奇跋嘎瓦、阿拉

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诸比库，又于彼三十一劫中，韦沙菩跋嘎瓦、阿

拉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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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比库，于此贤劫中，咖古三塔跋嘎瓦、阿拉汉、

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果那嘎马那跋嘎瓦、阿拉

汉、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咖沙巴跋嘎瓦、阿拉汉、

正自觉者曾出现于世。 

诸比库，于此贤劫中，今我阿拉汉、正自觉者已

出现于世。”(D.2.4) 
 
美德亚：未来佛名，巴利语 Metteyya 的音译，乃
此贤劫(Bhaddakappa)中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
佛陀。犹如我们佛陀的家姓为果德玛，故称果德
玛佛；此为未来佛的家姓，故称美德亚(Metteyyo'ti 

gottaü)(Sn.A.821)。 
《长部·转轮王经》中说： 
“诸比库，在人寿八万岁时，有名为美德亚的跋

嘎瓦将出现于世，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

善至、世间解、无上者、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

跋嘎瓦。”(D.3.107) 
☞汉传佛教依梵语 Maitreya 音译为弥勒、弥

帝隶、梅怛丽耶等。 
 
独觉佛：巴利语 paccekabuddha。由 pañi + eka (单独，
独自) + buddha(觉者，佛陀)组成。在没有佛法的
时期，自己能够无师通达四圣谛，但却不能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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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众生的圣者。如《传记义注》中说： 
 ßPati-ekà visuü sammàsambuddhato visadisà a¤¤e 

asàdhàraõabuddhà paccekabuddhà.û 

“独自的、单独的，与正自觉者不同的、不和

他人共通的觉悟者为独觉佛。”(Ap.A.137) 

《相应部复注》中说： 
ßPaccekaü parehi asàdhàraõatàya visuü 

sayambhu¤àõena saccàni buddhavàti paccekabuddho.û 

“独自的、不和他人共通的、通过单独的、自己

的智慧觉悟诸谛者为独觉佛。”(S.ò.7) 

《增支部义注》中解释： 
ßKappasatasahassàdhikàni dve asaïkhyeyyàni 

pàramiyo påretvà sàmaü pañividdhapaccekabodhi¤àõo 

paccekabuddho nàma.û 

“以两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圆满巴拉密后，自己

通达独觉菩提智者，称为独觉佛。”(A.A.1.174)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atyekabuddha 译作辟支
佛、贝支迦、缘觉等。 
 
 

三、戒律 

律：巴利语 vinaya 的意译，又音译为维那亚。义
注解释为种种方法、特殊方法、调伏、引导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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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引导至殊胜等义。如律注等解释： 
ßVividhavisesanayattà, vinayanato ceva kàyavàcànaü; 

Vinayatthavidåhi ayaü, vinayo vinayoti akkhàto'ti. 

Vividhà hi ettha pa¤cavidha pàtimokkhuddesa 

pàràjikàdi sattàpattikkhandhamàtikà 

vibhaïgàdippabhedà nayà, visesabhåtà ca 

daëhãkammasithilakaraõappayojanà anupa¤¤attinayà, 

kàyikavàcasika ajjhàcàranisedhanato cesa kàyaü 

vàca¤ca vineti, tasmà vividhanayattà visesanayattà 

kàyavàcàna¤ca vinayanato `vinayo'ti akkhàto.û 

“种种.特殊方法故，以及调伏身语故， 

 解此维那亚之义，故说律为维那亚。 

种种，在这里是指五种诵巴帝摩卡、巴拉基咖

等七篇罪母、分别等各种的方法。特殊性是因为有加

紧、放宽约束的随制方法，以及防止身、语的罪行故

为调伏身和语。因此以种种方法故，特殊方法故，调

伏身语故，说为‘维那亚’。”(Pr.A.1; D.A.1; Dhs.A.1) 

诸义注又解释说： 
“调伏为维那亚，即是说令毁坏。”(Vinayatãti 

vinayo, vinàsetãti vuttaü hoti.)(Pr.A.1.8; A.A.8.11) 

“或引导至清净为维那亚。”(Visuddhaü và 

nayatãti vinayo.)(Ps.A.164) 

“或引导至殊胜为维那亚。”(Visiññhaü và 

nayatãti vinayo.)(Mni.A.10; Vbh.A.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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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 (Vinayapiñaka)：乃跋嘎瓦为诸弟子制定的戒
律教诫和生活规则。 

《律藏》按照内容可分为《经分别》《篇章》
《附随》三大部分。分册则编为《巴拉基咖》《巴
吉帝亚》《大品》《小品》和《附随》五大册。 

《经分别》是对比库和比库尼两部戒经——
《巴帝摩卡》的解释，其中解释《比库巴帝摩卡》
的部分称为《大分别》(Mahàvibhaïga); 解释《比
库尼巴帝摩卡》的部分则称为《比库尼分别》
(Bhikkhunãvibhaïga)。 

《篇章》(Khandhaka)又分为《大品》(Mahà- 

vagga)和《小品》(Culla-vagga)两大部分。其内容
把有关达上、诵戒、雨安居、自恣、饮食、衣服、
住所等僧团的生活规则进行分门别类。其中《大
品》有 10 篇,《小品》有 12 篇，共 22篇。 

《附随》(Parivàra)为律藏的附录部分，共分
19章，综合分析讨论律藏前面的内容。 
 
篇：巴利语 khandhaka, 源于 khandha (蕴，聚，积
聚)，意为篇章、章节。 

在《律藏》中，将有关达上、诵戒、雨安居、
自恣等僧团的生活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编集成 22
个部分，总称为《篇章》(Khandhaka)，其中的每
个部分也称为“篇”(khandhaka)。例如有关出家、
达上的部分称为《大篇》(Mahàkhandhaka)；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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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医药的部分称为《药篇》(Bhesajjakkhandhaka)

等。 
☞汉译古律依梵语 skandha 音译为犍度、揵度

等。 
 
义注 (aññhakathà)：aññha,同 attha, 意为义、义理；
kathà,意为论、说。即解释巴利三藏的文献。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承中，律、经、论三
藏圣典称为“巴利”(Pàëi), 对三藏的注解称为“义
注”(aññhakathà),对义注的再解释称为“复注”(ñãkà), 
对复注的再解释称为“再复注”(anuñãkà)。 

其中，《律藏》的义注有《普端严》和《疑
惑度脱》。《经藏》的义注有《吉祥悦意》《破
除疑障》《显扬心义》《满足希求》《胜义光明》
等；论藏的义注有《殊胜义注》《去除愚痴》和
《五论义注》。 
 
比库：巴利语 bhikkhu的音译，有行乞者、穿破衣
者、见怖畏等义。即于跋嘎瓦正法、律中出家并
达上的男子。 

《律藏·巴拉基咖》中解释： 
ßBhikkhå'ti bhikkhako'ti bhikkhu, bhikkhàcariyaü 

ajjhupagato'ti bhikkhu, bhinnapañadharo'ti bhikkhu.û 
“比库者，乞讨者为比库，从事集食行为者为比

库，穿破衣者为比库。”(Pr.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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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之道》中说： 
ßBhikkhå'ti saüsàre bhayaü ikkhaõatàya và 

bhinnapañadharàditàya và evaü laddhavohàro 

saddhàpabbajito kulaputto.û 
“比库者，以见到轮回的怖畏，或以穿破衣等，

获得这样名称的信心出家的良家之子。”(Vm.14) 

ßKilese bhindatãti bhikkhu. Chinnabhinnapañadharotipi 

bhikkhu. Bhikkhanasãlotipi bhikkhu. Saüsàre bhayaü 

ikkhati, ikkhanasãloti và bhikkhu.û 

  “破烦恼为比库；穿破衣者为比库；乞讨行者为

比库；见到轮回的怖畏为比库，或注意戒行者为比

库。”(Snp.Dh.p.369) 

☞汉传佛教依梵语 bhikùu 音译为比丘、苾刍
等，含有破恶、怖魔、乞士等义。其音、义皆与
巴利语有所不同。 

现在使用“比库”指称巴利语传承的佛世比
库僧众及南传上座部比库僧众；而使用“比丘”
“比丘尼”指称源自梵语系统的北传僧尼。 
 
沙马内拉：巴利语sàmaõera的音译。由samaõa(沙
门)加上后缀-era(子孙，后代)组成，意为沙门之子。
是指于跋嘎瓦正法、律中出家、受持十戒之男子。 

《句型成就》中解释说： 
ßSamaõassa upajjhàyassa putto puttaññhàniyattà'ti 

sàmaõero.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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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亲教师的儿子，应处于儿子的地位故为沙

马内拉。”(Prs.372) 
☞汉传佛教依梵语÷ràmaõeraka 音译为沙弥、

室罗摩拏洛迦等。 
附带提一下：汉传佛教把梵语÷ràmaõeraka 讹

略为“沙弥”。如果把“沙弥”转写为巴利语则
为 sàmã。sàmã 意为主人、物主、丈夫。在佛世时
的古印度，奴隶、仆人称他们的主人为“沙弥”，
妇女称她们的丈夫也为“沙弥”。同时,“沙弥尼”
(sàminã)则是女主人、主妇、妻子的意思。因此，
不宜把巴利语 sàmaõera 讹略成“沙弥”。4 
 
同法者：巴利语 sahadhammika。即以诸学为相同
之法、共同之法故，称为同法者。 

佛陀的僧俗弟子可以分为七众：比库
(bhikkhu)、比库尼(bhikkhunã)、在学尼(sikkhamànà)、
沙马内拉(sàmaõera)、沙马内莉(sàmaõerã)、近事男
(upàsaka)和近事女(upàsikà)，称为“七同法者”。
或者把前面五类出家众称为“五同法者”(pa¤ca 

sahadhammikà)。又或者因比库与比库一起行共同
之法、修相同之学故为同法者；比库尼与比库尼
等亦因所学之戒法相同而为同法者。 
                                                           
4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3 云:“旧云沙弥者，言略而音讹。”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7 云:“旧言沙弥者，讹略也。” 
释光述《俱舍论记》卷 14 云:“旧云沙弥，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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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上：为巴利语 upasampadà 的直译，由 upa (上) + 

sampadà (达到，获得)组成，意为达到上位，即达
到称为上位的比库身份。5 

律注《普端严》提到有八种达上的方式： 
1．来吧比库6达上(ehibhikkhåpasampadà)：以

跋嘎瓦说出“来吧！比库”之语而达上。当跋嘎
瓦见到具备成为来吧比库的亲依止缘之人后，从
染色的粪扫衣中伸出金色的右手并说:“来吧，比
库，行梵行以正尽苦边！”就在跋嘎瓦说此语的
同时，那人的在家相即消失，圆顶并衣钵着身，
出家并达上。跋嘎瓦证正觉后的最初时期，只是
以来吧比库达上令诸弟子成为比库。律注中列举
了 1341 位来吧比库。7 
                                                           
5 巴缅辞典译作“具足；到达上等的状态；比库的状态；成为比
库。” 
 ☞此语在北传古律通常被译作“受具足戒”。然而，根据巴利
律藏，佛陀跋嘎瓦并不曾制定一种称为“具足戒”的戒法，巴帝
摩卡等学处也不能称为具足戒。同时，比库的身份只是通过僧团
举行如法甘马等方式获得，而不像五戒、八戒、十戒等通过表白
“我受持离某某学处”之语的方式获得。因此，将巴利语
upasampadà 译作“受具足戒”似有欠妥之处。 
6 来吧比库 (ehibhikkhu)：巴利语 ehi 是 eti(来)的祈使语气，意为
“来吧！”北传古律译作“善来比丘”。 
7 这 1341位来吧比库分别是：初度的五众比库、亚思(Yasa)和他
的 54 位同伴、30 位贤众、1000 位旧髻发外道、与二上首弟子一
起的 250 位遍行者、指鬘长老。律注还列举了律藏没记载的多位
来吧比库，如谢勒 (Sela)婆罗门的 300 随众、马哈咖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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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皈依达上(saraõagamanåpasampadà)：以说
出“我皈依佛”等三语的方式成为比库。 

3．接受教诲达上(ovàdapañiggahaõåpasampadà)：
马哈咖沙巴(Mahàkassapa)长老通过接受跋嘎瓦的
教诲而达上。 

4．问答达上(pa¤habyàkaraõåpasampadà)：七岁
的沙马内拉索巴咖(Sopàka)通过回答跋嘎瓦的十
个有关不净问题而达上。 

5．接受敬重法达上(garudhammapañiggahaõåpa- 

sampadà)：佛陀的姨母马哈巴迦巴帝(Mahàpajàpatã)

通过接受八敬重法(Aññhagarudhamma)而达上。 
6．遣使达上(dåtenåpasampadà)：妓女半咖西

(Aóóhakàsã)的达上方式。 
7．八语达上(aññhavàcikåpasampadà)：比库尼从

比库尼僧以提案为第四，再从比库僧以提案为第
四此八语而达上。 

8．提案为第四的甘马达上(¤atticatutthakamm- 

åpasampadà)：比库的达上方式。(Pr.A.45) 
前面六种只有在佛陀住世时才实行。其中，

第 3-6 是跋嘎瓦专为某个人而特许的达上方式。
当跋嘎瓦制定了提案为第四的甘马达上之后，行
皈依达上即废止不用。(Mv.69) 现在，若有求达

                                                                                                                      
(Mahàkappina)的 1000 随众、住在咖毕喇瓦土的 10000 名良家子、
16000 位巴拉亚尼(Pàràyanika)的婆罗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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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upasampadàpekkha)希望成为比库，只有通过
僧团的如法甘马才能达上。 
 

一名求达上者要成为比库，僧团甘马必须同
时具备五项条件。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条件失坏，
则该求达上者不能成为真正的比库。此五项条件
是： 

1.对象成就(vatthusampatti)：这里的对象是指
求达上者。他必须不是未满二十岁者、最终事的
犯罪者、黄门等十三种不能达上的人。 

2.提案成就(¤attisampatti)：在宣读提案(¤atti)

时，避免了五种过失：没提及对象、没提及僧团、
没提及亲教师、没有提案或最后才读提案。 

3.宣告成就(anussàvanasampatti)：在宣读甘马
语时，避免了五种过失：没提及对象、没提及僧
团、没提及亲教师、缺少宣告或非时宣告。 

4.界成就(sãmàsampatti)：举行甘马的界场避免
了界相破损、无界相、界重叠等十一种失坏。 

5.众成就(parisàsampatti)：参加甘马的合格比
库众达到法定人数。(Kv. / Sd.ñ.2.45) 

☞汉传佛教译作受具足戒、受大戒、近圆等。 
 
达上者：为巴利语 upasampanna 的直译，即已经达
到称为上等状态的比库身份者。如律注解释： 
ßUpasampanno nàma uparibhàvaü samàpanno, 



巴利语汇解 

43 
 

pattoti attho. Bhikkhubhàvo hi uparibhàvo, ta¤cesa 

yathàvuttena kammena samàpannattà `upasampanno'ti 

vuccati.û 

“达上者，名为已达到、得达上位的意思。比库

的身份即是上位，即他已通过如说的甘马达到故，称

为‘达上者’。”(Pr.A.1.45) 

 
未达上者：巴利语 anupasampanna。比库、比库尼
因为已经达到上位，成为僧团的正式成员，故称
为“达上者”。除了比库、比库尼之外，在家人
和其他的出家众皆称为“未达上者”。8 
 

行三皈依：巴利语 tisaraõagamana 的直译。皈依
(saraõa)，又作归依处、庇护所。行三皈依即前往
佛法僧三种皈依处，又作皈依三宝，简称三皈。 

对佛、法、僧三宝生起净信心的男女信众必
须通过行三皈依，才能算是正式成为佛教信徒。
也即是说，佛教徒的身份是通过念诵“我皈依佛，
我皈依法，我皈依僧”三遍，表白自己以佛法僧
三宝为皈依而成立的。行三皈依的巴利原文如
下： 

ß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8 由于现在已经没有上座部比库尼了，自然也就不会有在学尼与
沙马内莉。因此，在上座部佛教地区所说的“未达上者”是指除
了比库之外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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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û 

已行三皈依的在家男众称为近事男(upàsaka)，
女众称为近事女(upàsikà)。 

行三皈依是一切戒法的根本，无论是在家的
五戒、八戒、十戒，还是出家的沙马内拉十戒法，
皆是在念诵三皈依完结时成立的。甚至在佛陀尚
未授权僧团可以通过举行达上甘马接纳新成员之
前，想要在跋嘎瓦正法、律中出家的善男子也是
通过念诵三皈依而达上成为比库的。 
 
戒 (sãla)：有行为、习惯、质量、本性、自然等义，
通常也指道德规范、好质量、良善的行为、佛教
的行为准则等。 
  《清净之道》中解释:“以什么意思为戒呢？以

戒行之义为戒。为何称为戒？正持(samàdhànaü)——

以身业等好习惯的无杂乱性之义；或确持

(upadhàraõaü)——以住立于善法的持续性之义。这两

种意思实是通晓语法者所允许。但也有人以头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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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以清凉义为戒，用如是等方式来解释其义。”

(Vm.7) 
  戒可分为在家戒(gahaññhasãla)和出家戒
(pabbajjasãla)两大类。在家戒包括五戒(pa¤casãla)、
八戒(aññhasãla)和十戒(dasasãla)；出家戒包括沙马内
拉、沙马内莉所受持的十条未达上戒
(anupasampannasãla)、比库戒(bhikkhusãla)和比库尼
戒(bhikkhunisãla)。(Vm.13) 
 
学处 (sikkhàpada)：又译作学足，为“戒”的别
名。sikkhà 意为学、学习、训练；pada 意为足、
处所。学处亦即是学习规则、戒条。《小诵义注》
中说： 
ßSikkhitabbàti sikkhà, pajjate anenàti padaü. Sikkhàya 

padaü sikkhàpadaü, sikkhàya adhigamåpàyoti attho. 

Atha và målaü nissayo patiññhàti vuttaü hoti.û 

“应当学故为学；以此作为足故为足。学之足为

学足，即到达学的方法之义。又或者说为根本、依止、

立足处[为学处]。” 

 
五戒 (pa¤casãla)：在家佛弟子应当受持、遵行的五
项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们依次是：离杀生；
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放逸之因的
诸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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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 (aññhasãla)：全称为“具足八支(条)的伍波萨
他戒法”(aññhaïga samannàgata uposatha-sãla 

dhamma)。是佛陀为在家居士制定的在特定的日子
或时期受持的学处。 

这八戒依次是：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非梵
行；离虚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离非时食；
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妆饰、装扮之
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离高、大床座。 
 
十种学处 (dasa-sikkhàpadàni)：又作十戒，即沙马
内拉、沙马内莉应当受持、遵行的十种行为规则。 

这十种学处依次是：离杀生；离不与取；离
非梵行；离虚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离非
时食；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离妆饰、
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离高、大床
座；离接受金银。 
 
伍波萨他：巴利语 uposatha 的音译。该词源于梵
语 upavasatha。若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
upavasatha 由 upa(近，随) + vas(住) + atha 组成，
直译为“近住”，即在特定的日子里持斋戒的意
思。9 
                                                           
9 ☞该词的佛教梵语被写作 poùadha, posatha 或 upoùadha，所以古
代将之音译为布萨、布洒他、褒洒陀、逋沙他等。若准此，则 poùadha 
= poùa (长养，养育) + dha (净)，有长养、长养净、增长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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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波萨他有三种意思： 
1.一个月当中特定的日期——斋日 
古印度的历法属于太阴历，一年分十二个月，

月份按月亮绕地球运转的周期推算。推算方法是
从每个月圆日的第二天明相出现(aruõuggamana,黎
明)时开始算起，到下一个月圆日的第二天明相出
现为止结束10，约三十天（小月为二十九天）的
时间为一个月。如此，每个月又可分为两个半月：
从月圆日翌日开始到月黑日为“黑月”，从月黑
日翌日开始到月圆日为“白月”。其中，月黑日
与月圆日两天皆称为“十五日”(paõõarasika)。若
遇小月，月黑日也可以在十四日。于是，在每半
个月中，第八日、第十四和第十五日皆称为“伍
波萨他日”或“斋日”(uposatha-divasa)。斋日的
日期约相当于中国夏历的初八、十四、十五、二
十三、廿九与三十日。 

2.在家居士所持守的学处之一——八戒 
自从佛陀在世时开始，在家居士就有于每个

月的斋日来到塔寺，亲近僧团，听闻佛法，受持
八戒的传统。因亲近三宝而住故，称为“具足八

                                                                                                                      
因此，北传的 poùadha 在词、音、义等皆与巴利语 uposatha 有

所不同。 
10 与中国农历不同的是：农历从每月的朔日(初一)算起，而古印
度历则是从十六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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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近住戒法”。11 
3.僧团举行的甘马之一——诵戒 
佛陀规定：比库僧应在每个月的月圆日和月

黑日两天举行伍波萨他。在这一天，共住同一界
内的所有比库僧应齐集界场，举行伍波萨他甘马
(uposatha kamma)，念诵戒本《巴帝摩卡》
(pàtimokkhuddesa)。 
 
巴帝摩卡：巴利语 pàtimokkha 的音译，有上首、
极殊胜、护解脱等义。 

《律藏·大品·诵戒篇》中解释： 
ßPàtimokkha'ti àdimetaü mukhametaü 

pamukhametaü kusalànaü dhammànaü. Tena vuccati 

pàtimokkhan'ti.û 
“巴帝摩卡者，此是最初，此是头首，此是诸

善法之上首，因此称为‘巴帝摩卡’。”(Mv.135) 

律注《疑惑度脱》中说： 
ßPàtimokkhan'ti pa-atimokkhaü atipamokkhaü 

atiseññhaü ati-uttamanti attho.û 

“巴帝摩卡为极殊胜、极上首、极尊、极上之义。” 
《清净之道》中说： 

ßTa¤hi yo naü pàti rakkhati, taü mokkheti mocayati 

                                                           
11 北传佛教也作八关斋戒、八戒斋。只要条件许可，居士可以在
任何时候受持“近住八戒”，而非特定要在斋日才能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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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pàyikàdãhi dukkhehi, tasmà pàtimokkhan'ti vuccati.û 
“若他看护、保护此者，能使他解脱、脱离恶趣

等苦，所以称为护解脱。”(Vm.14) 
巴帝摩卡可分为戒和经籍两种： 
1.戒巴帝摩卡(sãla pàtimokkha)——比库、比库

尼应持守的巴帝摩卡律仪戒。其中，比库巴帝摩
卡共有 227 条，比库尼巴帝摩卡有 311 条。 

2.经籍巴帝摩卡 (gantha pàtimokkha)——僧团
每半月半月应念诵的戒经。有两部戒经，即《比
库巴帝摩卡》和《比库尼巴帝摩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àtimokùa 音译为“波罗提
木叉”等，意为别解脱、从解脱、随顺解脱等，
其音、义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巴拉基咖：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pàràjika 的音
译，直译作他胜，意为已被打败或失败。 

《巴拉基咖》中说： 

 ßPàràjiko hotã'ti seyyathàpi nàma puriso sãsacchinno 

abhabbo tena sasãrabandhanena jãvituü, evameva 

bhikkhu methunaü dhammaü pañisevit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Tena vuccati - pàràjiko hotã'ti.û 

  “是巴拉基咖者，犹如有人的头被砍断了，不可

能再与他的身体连接而活命。同样的，比库从事淫欲

法后，即非沙门、非释迦子了。因此称为是巴拉基咖。”

(Pr.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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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随》中说： 

“所谓‘巴拉基咖’者，请听如实说： 

从正法中死去、失败、堕落和弃绝， 

不与他共住，因此如是说。”(Pv.339) 

☞汉传佛教音译为波罗夷、波罗市迦，也意
译为断头、退没等。 
 
桑喀地谢沙：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saïghàdisesa

的音译，直译作“僧始终”。其由 saïgha (僧伽；
僧团) + àdi (最初；开始；首先) + sesa (残余；剩
下；剩余) 三词组合而成。意谓犯了此一类学处
的比库，对其罪的处理过程自始至终皆须由僧团
来执行。如《巴拉基咖》中解释说： 

“僧始终者，唯有僧团才能对其罪给与别住，给

与退回原本、马那答及出罪，非多人，非一人[所能

作]，以此而说为‘僧始终’。”(Pr.237)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ïghàva÷eùa音译为僧伽婆

尸沙，意译为僧残。其音、义皆与巴利语有别。 
 
马那答：巴利语 mànatta 的音译。意即为了表达对
比库们的敬意，使比库们对他感到满意。乃是僧
团对违犯了“僧始终学处”而想要恢复清净的比
库所作出的处理方式。履行马那答的时间通常为
六夜。 

☞汉传佛教依梵语 mànatva 音译为摩那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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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 (aniyata)：比库学处之一，意为不确定、不
能肯定。是指尚未确定比库所违犯的是属于巴拉
基咖、僧始终或巴吉帝亚三者之中的哪一种罪行
的学处。如《巴拉基咖》中解释说： 
ßAniyato'ti na niyato pàràjikaü và saïghàdisesao và 

pàcittiyaü và.û 
“不定者，即不确定是巴拉基咖、桑喀地谢沙或

巴吉帝亚。”(Pr.450) 

《附随》中说： 
“所谓‘不定’者，请听如实说： 

不定即不确定，乃不确定三者中， 

其中一处之语，称为‘不定’。”(Pv.339) 

 
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nissaggiya pàcittiya 的音译。尼萨耆亚(nissaggiya)，
意为应舍弃的；巴吉帝亚(pàcittiya)，意为令心堕
落。故可译作应舍弃的心堕落、舍心堕。 

《附随》中说： 
“所谓‘尼萨耆亚’者，请听如实说： 

在僧团中间、众人中间或只在一人前， 

舍弃之后再忏悔，因此如是说。”(Pv.339) 

此一类学处共有三十条，是关于衣、敷具、
金钱、钵、药品等物品方面的规定。凡是犯了此
一类学处的比库，应先把违律的物品在僧团中、
在两三众中，或在一人面前舍弃。舍弃之后再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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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其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 naiþsargika pràya÷cittika 音

译为尼萨耆波逸提等，意译为舍堕。 

 

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 pàcittiya 的
音译，意为令心堕落。如义注解释说： 

“令心堕落为巴吉帝亚。”(pàteti cittan’ti 
pàcittiyaü)(Pv.A.339) 

《附随》中说： 
“所谓‘巴吉帝亚’者，请听如实而说： 

令善法堕落，违犯圣道， 

心处于迷妄的状态，因此如是说。” 
这一类学处共有九十二条。违犯的比库需向

另一位比库忏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 pràya÷cittika 音译为波逸

提、波夜提，意译为堕，谓犯此戒而不忏悔者必
堕落地狱故。 
 

应悔过：巴利语 pàñidesanãya 的直译，即比库对所
犯的行为应受到呵责、应当悔过之义。 

《附随》中说： 

“所谓‘应悔过’者，请听如实说： 

比库从非亲戚、难以获得的食物， 

自己接受后食用，称为‘应呵责’。 

在受请食中用餐，有比库尼在那任意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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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阻止而在那吃，称为‘应呵责’。 

去到信心之家，无钱又贫穷； 

无病而在那吃，称为‘应呵责’。 

假如住在林野，有危险有恐怖； 

未告知而在那吃，称为‘应呵责’。”(Pv.339) 

☞北传佛教依梵语 pratide÷anãya音译为波罗提
提舍尼。 
 

应学法 (sekhiya)：比库学处之一。通过学习应当
学习者，故为应学法。(Yàni sikkhitasikkhena, 

sekhiyànãti tàdinà.) 
《附随》中说： 
“所谓‘应学’者，请听如实说： 

对随正直之道而行的学者正在学习的， 

这是最初的行为，以及自制律仪之门， 

没有[其他]学像这样，因此如是说。”(Pv.339) 

这一类学处共有七十五条，主要是关于出家
众行止威仪的规定。假如比库以不恭敬的态度违
犯这类学处，则犯恶作罪。 
 
梵行 (brahmacariya)：意为以最高贵之处的梵天人
的行为，或者是诸梵天人和诸佛的生活方式。 

义注举出十种不同含义的梵行： 
1. 布施(dà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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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veyyàvacce)； 
3. 居士的五学处戒(pa¤casikkhàpadasãle)； 
4.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appama¤¤àsu)； 
5. 避免性生活(methunaviratiyaü)； 
6. 满足于自己的妻子(sadàrasantose)； 
7. 精进(vãriye)； 
8. 八条伍波萨他戒(uposathaïgesu)； 
9. 圣道(ariyamagge)； 
10. 佛教(sàsane)。(D.A.1.190) 

 

上人法 (uttarimanussadhamma)：又作过人法，即超
越常人的能力与证量，包括禅那、解脱、神通、
证果等。如《律藏》中解释： 

“上人法名为禅那、解脱、定、等至、智见、修

道、证果、断烦恼、心离盖、乐空闲处。” 
 
甘马：巴利语 kamma 的音译，意为业、行为、造
作。若以译音出现时，则专指僧团的表决会议。 

☞汉传佛教依梵语 karma 音译为羯磨。 

 
界场：巴利语 sãmà。共住在一所寺院或某一区域
内的僧团为了举行诵戒、达上、入雨安居、自恣
等甘马而设立的特定场所或建筑物。若是陆地上
的界场，必须以石块等标明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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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多以土、木、石、砖等筑成高于
地面的三层平坛，作为传授戒法之处，故称“戒
坛”。其形式、作法等与上座部佛教有较大出入。 
 
瓦萨：巴利语 vassa 的音译，即戒龄、僧龄。比库
每度过一年一度的雨季安居，其戒龄则增加一岁。
因雨季安居的巴利语为 vassa，故比库度过了几个
雨安居，则计算为多少瓦萨。 
  ☞汉传佛教借世俗腊月除夕受岁为腊，故称
僧尼受具足戒后之年数为戒腊。今不用此说。 
 
亲教师 巴利语 upajjhàya 或 upajjhà 意译，又作戒
师。比库对其达上师父、沙马内拉对其出家师父
的尊称。 

巴利语 upajjhàya源自动词 upanijjhàyati（关注，
注意）。有三种含义：1.关注弟子们的大小诸罪
者；2.关心弟子们的苦乐者；3.如父母般关心照顾
诸弟子者。 

如诸义注解释说： 
ßVajjàvajjaü upanijjhàyatã'ti upajjhà.û 

“能关注各种[大小]罪者为亲教师。”

(Mv.A.126) 

ßTattha upajjhàyoti vajjàvajjaü upanijjhàyati hitesitaü 

paccupaññhapetvà ¤àõacakkhunà pekkhatãti upajjhàyo.û 

“其中的亲教师者，能关注各种罪，[为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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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寻求的利益后用智眼看护着为亲教师。”

(Thg.A.14) 

ßSukhadukkhesu upanijjhàyitabbattà 

upajjhàyasaïkhàtehi.û 

“应关注诸苦乐故,称为亲教师。”(A.A.4.61) 
ßUpanijjhàyãyantãti upajjhàyàti àha. `sukhadukkhesu 

upanijjhàyitabbattà'ti, sukhadukkhesu uppannesu 

anussaritabbattàti attho.û 

“关注故说为亲教师。‘应关注诸苦乐故’即应

随念所生起的苦乐故之义。”(A.ò.4.61-64) 

又如佛陀在《律藏·大品》中阐明了亲教师
与弟子之间如父子般的关系： 
ßUpajjhàyo, bhikkhave, saddhivihàrikamhi puttacittaü 

upaññhapessati, saddhivihàriko upajjhàyamhi pitucittaü 

upaññhapessati.û 

 “诸比库，亲教师将以对儿子之心看护弟子，

弟子将以对父亲之心奉侍亲教师。”(Mv.65) 

亲教师的责任是在法律上教授、教导、教诫
其比库和沙马内拉弟子，并且在生活上如父亲般
关心照顾他们，因此，唯有通晓戒律并且达上满
十个瓦萨的长老比库，才有资格做亲教师。 

对于比库来说，只要不还俗，他终生只有一
位亲教师。但对于沙马内拉来说，只要他从另外
一位长老比库处受皈戒并礼请其为亲教师，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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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先亲教师之间的师徒关系自动失效。 
☞汉传佛教依梵语 upàdhyàya 音译为邬波驮

耶，讹略为和尚、和上、和阇等。 
 
老师 (àcariya)：又可音译为阿吒利。即能传授弟
子法义知识及教导正确行为之师。 

律注中说:“能教导正行与行止者为老师。”

(âcàrasamàcàrasikkhàpanakaü àcariyaü.)(Mv.A.77) 

又如阿首咖王(Asoka)问尼格罗塔沙马内拉
(Nigrodha Sàmaõera)说： 

“孩子，什么叫做老师呢？” 

“在此教法中令确立于诸应学之法者，大王。”

(Imasmiü sàsane sikkhitabbakadhammesu patiññhàpetà, 

mahàràjàti.)(Pr.A.1.p.36) 

一位比库有四种老师： 
1.出家时的剃度授亲教师； 
2.达上时的教授师和读甘马师； 
3.教授戒律、佛法、禅修业处等的老师； 
4.依止师。 
汉传佛教依梵语 àcàrya 音译为阿阇梨、阿遮利

耶等。 
 
长老 (thera)：又作上座。一般是指达上满十个瓦
萨或以上的比库。有时相对于瓦萨较小的比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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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瓦萨比库也可称为上座(thera)或较年长者
(vuóóhatara)。满二十个瓦萨或以上的比库称为“大
长老”(mahàthera)。 

诸经义注中，通常用词源学的方法把thera作
thira解释，其意为稳固的、坚固的。如《长部义
注》说： 
ßTherà'ti thirabhàvappattà therakàrakehi guõehi 

samannàgatà.û 

“长老，即已达到稳固的状态，具足作为长老的

诸功德者。”(D.A.1.136) 

《传记义注》说： 
ßIdha panàyaü kàle ca thire ca vattati. Tasmà ciraü kàlaü 

ñhito'ti thero, thiratarasãlàcàramaddavàdiguõàbhiyutto và 

thero'ti vuccati.û 

“在此是依时间和稳固而说。因此以长时间住立

（即受戒已久）为长老，或与更稳固的戒、正行、

柔软等诸功德相应，称为长老。”(Ap.A.140) 

ßCiraü ñhità'ti therà. Atha và thiratarasãlàcàramaddav- 

àdiguõehi yuttà'ti therà. Atha và thiravarasãlasamàdhi- 

pa¤¤àvimuttivimutti¤àõadassanaguõehi yuttà'ti therà. 

Atha và thiratarasaïkhàtapaõãtànuttarasantinibbànam- 

adhigatà'ti therà.û 



巴利语汇解 

59 
 

“长久住立故为长老；又或与更稳固的戒、正行、

柔软等诸功德相应故为长老；又或以稳固的最上戒、

定、慧、解脱、解脱智见诸功德相应故为长老；又或

更稳固地证悟称为殊胜、无上、寂静的涅槃故为长

老。”(Ap.A.5) 

 
下座 (navaka)：直译为新的。相对于瓦萨较大的
比库来说，瓦萨小的比库即是下座。 
 
近事男：巴利语 upàsaka 的直译，即亲近奉侍三宝
的男子。又作净信男、清信士、居士；为已皈依
佛、法、僧的在家男子。女子则称为近事女
(upàsikà)。如《长部义注》中说： 
 ßKasmà upàsako'ti ratanattayaü upàsanato. So hi 

buddhaü upàsatãti upàsako, tathà dhammaü saüghaü.û 

  “为何为近事男呢？近侍三宝故。以他近侍佛陀

为近事男；也如此[近侍]法、僧。”(D.A.1.250) 

☞汉传佛教音译作优婆塞、邬波索迦等。 
 
净人：巴利语 kappiyakàraka，简称 kappiya，意为
使事物成为比库或僧团允许接受和使用的未达上
者。也包括为比库或僧团提供无偿服务者。 
 
贼住者 (theyyasaüvàsako)：以邪恶之心自行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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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衣、示现出家形象或冒充比库者。 
有三种贼住者：形相之贼、共住之贼和俱盗

之贼。这三种贼住者皆不得出家及达上。 
 
衣 (cãvara)：原意为衣、布，特指出家众所披之衣。 
比库有三衣(ticãvara)，即桑喀帝、上衣和下衣。但
沙马内拉只有上衣和下衣，无桑喀帝。 
 
袈裟：巴利语 kàsàya 或 kàsàva 的音译。即僧人所
披之衣。 

“袈裟”原指橘黄色、红黄色、褐色或棕色。
因为出家众所披之衣通常都染成橘黄色或黄褐色
不等，所以，染成这种颜色之衣即称为袈裟衣、
染色衣，或直接称为袈裟。 
 
桑喀帝：巴利语 saïghàñã 的音译。意为重衣、复
衣、重复衣；因须缝制成两重而做，故名。有时
把桑喀帝和上衣重叠在一起披着也合称为“桑喀
帝”。 

☞古音译为僧伽梨、僧伽胝等。 
 
上衣 (uttaràsaïga)：uttara 意为上面的；àsaïga 意为
衣着。即上身披着之衣。 

☞古音译为郁多罗僧、嗢多罗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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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衣 (antaravàsaka)：直译为内衣。antara 意为里面
的，中间的；vàsaka 意为穿着的。穿下衣时围腰
下着如裙，上掩脐轮，下盖双膝。 

☞古音译为安陀会、安怛婆沙等。 
 
齿木 (dantakaññha, dantapoõa)：又作牙枝。佛教僧
人用来刷牙洁齿的细木条。一头削尖可剔牙，另
一头留有纤维可刷牙。其量最长为八指，最短为
四指。 

☞汉传佛教将之讹作“杨枝”。然一切木料
皆可作齿木，并非独用杨柳枝。12 
 
钵：巴利语 patta 的古音译。为僧众行乞资身之器，
比库随身八物之一。其状扁圆形，用以盛食物。
在材质上，跋嘎瓦允许比库使用铁钵(ayopatta)和
陶钵(mattikàpatta)两种。 
 
时限药 (yàvakàlika)：限于明相出现后至日正中时
之间的时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因为以日正中时
为限，只能吃到那时，故称“时限药”。时限药
分为噉食和嚼食两类。如律注解释： 

                                                           
12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1 云:“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

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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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Khàdanãyabhojanãyaü yàva majjhantikasaïkhàto 

kàlo, tàva bhu¤jitabbato yàvakàlikaü.û 

  “嚼食和噉食只是到称为日中的时间，只能吃到

那时，故为时限药。”(Pc.A.256) 
 
噉食 (bhojaniya)：也作主食、正食、软食。律藏
中说:“噉食名为五种食物：饭、面食、炒粮、鱼和

肉。”(Pc.239) 

a.饭(odano) ——由梗米、稻米、大麦、小麦、
黍、粟米、稗子七种谷物的籽实所煮成的饭和粥。 

b.面食(kummàso) ——用大麦(yava)为原料制
成的面食。13 

c.炒粮(sattu) ——由七谷经烘炒而成；也包
括将稻谷炒后所捣成的粉。 

d.鱼(maccho) ——包括鱼鳖虾蟹、贝类等一
切水生动物。 

e.肉(maüsaü) ——禽、兽类的肉、骨、血、
皮、蛋等。 
 
嚼食  (khàdaniya)：也作副食、硬食、不正食。
khàdana, 即咀嚼之义。嚼食是指须经咬嚼的食物，
                                                           
13 对于 ßkummàsaû 一词，律注解释说 ßKummàso nàma yavehi 
katakummàsoû(面食名为用大麦制成的面食)(Pc.A.239)，缅文经律
和辞典也译作 muyomun(大麦包点)，但巴英辞典译为 junket(凝乳
食品)，巴日辞典译为“粥，酸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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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果、植物的块茎类等。 
律藏中说:“嚼食名为除了五种噉食、夜分药、

七日药和终生药之外的其他食物。”(Pc.239) 
除了五类噉食以外，一般上用来当食物食

用的都可以归纳为嚼食。例如：蔬果瓜豆等等。
除此之外，麦片、美禄(Milo)、好力克(Horlic)、
阿华田(Ovaltin)、豆浆、蕃薯汤、可可、巧克力、
奶酪及三合一咖啡也不许在非时服用。根据斯
里兰卡及泰国佛教的传承，不加奶精的纯咖啡
和茶可以在非时服用。 

 
三际清净鱼、肉 (tikoñiparisuddha macchamaüsa)：
佛陀允许比库食用的三种肉类：没有看见、没有
听说以及不怀疑为了自己宰杀的鱼虾、动物之肉。 

跋嘎瓦在《律藏·大品》中说： 
ßAnujànàmi, bhikkhave, tikoñiparisuddhaü maccha- 

maüsaü - adiññhaü assutaü aparisaïkitan'ti.û 

“诸比库，我允许三际清净的鱼、肉：不见，不

闻，不疑。”(Mv.294) 
1.不见(adiññhaü) ——施主所拿来供养的肉，

是比库并没有看见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
鱼虾。 

2.不闻(assutaü) ——所拿来供养的肉，是比
库并没有听说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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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疑(aparisaïkitaü) ——知道这是排除了见
疑、闻疑，以及两者俱非疑的鱼、肉。 

若比库见到人们手里拿着网笼等离开村子走
进山林，第二天进入该村托钵时得到有鱼、肉的
食物，他由于见到而怀疑“这是否是为了比库们
而杀的？”这称为“见疑”而不能接受。若无疑
者则可接受。但若问明这并非为了比库们而杀的
之后则可食用。 

对于“闻疑”则是并没有看见却因听说而起
疑。对于“两者俱非疑”则是既没有看见也没有
听说，但却怀疑是为了比库们而杀的。 

对于这三种清净鱼、肉，在律注的“破僧学
处”中有详细解释。(Pr.A.410) 
 
夜分药 (yàmakàlika)14：允许比库于一天之内饮用
的未煮过的果汁和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苹果汁、
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如跋嘎瓦在《律藏·药
篇》中说： 

“诸比库，我允许八种饮料：芒果汁、蒲桃汁、

有籽香蕉汁、无籽香蕉汁、蜜果汁、葡萄汁、莲藕汁、

雷蒙子汁。诸比库，我允许一切果汁，除了谷果汁。

                                                           
14 夜分药：有人将之讹译为非时浆。巴利语 yàma, 意为夜分。在
此是指从一天的明相出现至第二天明相出现之间约 24 小时的时
段 (一日一夜)，并非仅指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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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比库，允许一切叶汁，除了菜汁15。诸比库，允许

一切花汁，除了蜜花汁。诸比库，允许一切甘蔗汁。”

(Mv.300) 
因为这些饮料可以存放到夜晚的后夜时分，

并必须在翌日明相出现之前饮完，故称“夜分药”。
如律注解释说： 
ßSaddhiü anulomapànehi aññhavidhaü pànaü yàva 

rattiyà pacchimayàmasaïkhàto yàmo, tàva 

paribhu¤jitabbato yàmo kàlo assàti yàmakàlikaü.û 

  “随顺于饮料的和八种饮料一样，只是到夜晚称

为后夜时分的夜分，只能饮用到该夜分之时，故为夜

分药。”(Pc.A.256) 
根据律藏的注解，棕榈果、椰子、菠萝蜜、

面包果、葫芦、冬瓜、胡瓜、南瓜、黄瓜这九种
大果，以及一切瓜豆类皆被视为是随顺于谷类的，
其汁不可用来做夜分药。除此之外，则不存在其
他不许可的果汁。 

夜分药的制作方法是：由沙马内拉或在家人
等未达上者把欲榨成汁的小果等以冷水压挤后，
经过滤而成。滤过了的汁可以加进冷开水、糖或
盐饮用。 

任何经煮过了的蔬菜汁和水果汁皆不可在午

                                                           
15 律注《普端严》解释说：这里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汤。作
为时限药的叶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榨成的汁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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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饮用，因为该汁一旦煮过则成了时限药。不过，
放在太阳下面加温是允许的。 
 
七日药 (sattàhakàlika)：允许比库在七天之内存放
并食用的药。有五种七日药，即：熟酥、生酥、
油、蜂蜜和糖。如律注解释： 
 ßSappiàdi pa¤cavidhaü bhesajjaü sattàhaü 

nidhetabbato sattàho kàlo assàti sattàhakàlikaü.û 

  “熟酥等五种药可以存放七天，以七天的时间故

为七日药。”(Pc.A.256) 
 
终生药 (yàvajãvika)：又作尽寿药。即没有规定食
用期限的药品。此类药一般上是用来治病而不当
食物吃用。如律注解释： 
ßòhapetvà udakaü avasesaü sabbampi yàvajãvaü 

pariharitvà sati paccaye paribhu¤jitabbato 

yàvajãvakan'ti vuccati.û 

“除了水之外的其余一切能终生保存、可在有因

缘时服用的称为终生药。”(Pc.A.256) 
 
作净：巴利语 kappiyaü karoti的直译, 意即“使……
成为许可的”。 

如果比库接到含有种子的水果或瓜豆蔬菜等
的供养时，应先作净后才可食用。可以用下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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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中的一种作净：1.用火损坏，2.用刀损坏，
3.用指甲损坏，4.无种子，5.种子已除去。 
 
明相出现 (aruõuggamana)：又作黎明、破晓；即
天刚亮的时候。时间约在日出前的 30-35 分钟之
间不等。同时，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现
时刻也不同。佛教以明相出现作为日期的更替，
而非午夜 12 点。 

有许多标志可以辨认明相出现，如四周的天
空已由暗黑色转为蓝白色，鸟儿开始唱歌，可以
看清不远处树叶、建筑物等的颜色，不用打手电
筒也可看清道路等。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
现时刻并不相同。 
 
日正中时 (majjhantika samaya)：又作正午，即太阳
正好垂直照射于所在地点的经线上的那一刹那，
日影一偏即为非时 (过午)。不同地区的日正中时
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以中午 12点来计算。同时，
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时也不同。 
 
坐卧处 (senàsana)：由巴利语 sena (= sayana 卧
具；床) + àsana（坐具；座位）组合而成。 

根据经律的上下文， senàsana含有两种意
思。如果指的是住所、住处，则应翻译为“坐卧
处”。如果指的是生活起居的用具，如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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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垫等，则应翻译为“坐卧具”。 
 

善至张手 (sugatavidatthi)：张手(vidatthi)，又作搩
手、拃手。即手掌张开后由拇指到小指（或中指）
两端之间的长度。义注中说：善至张手等于中等
身材之人的三张手，建筑师肘尺的一个半肘长。
但根据泰国的算法，善至的一张手是常人的 1.33

倍。 
若在“张手”之前没有特别加上“善至”，

则是指常人的张手。 
在律藏中较常用到的长度单位是： 
1 寻(vyàma, byàma)= 4 肘(ratana)； 
1 伸手所及(hatthapàsa)= 2.5 肘； 
1 肘=2 张手； 
1 张手=12 指宽(aïgula)； 
1 指宽=7 谷(dha¤¤amàsa)。 

 
林野 (ara¤¤a)：即远离村庄市镇的山林、荒郊、
野外。古音译为阿兰若、阿练若等。 

有住林野习惯的比库则称为“林野住者”
(àra¤¤ika)。 
 

雨安居 (vassa)：在印度、缅甸、泰国等热带国家
一年可以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个季节。根据
佛制戒律，在雨季四个月当中的三个月期间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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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处云游，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度过雨安居，
精进禅修。 

雨安居可以分为“前安居”和“后安居”两
种，皆为期三个月。前安居的时间在每年阳历7
月月圆日的次日至10月的月圆日，约相当于中国
农历的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后安居则再推
迟一个月。 

☞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为安居期 (比印度古历早两个月)，因时值汉地夏
季，故称“结夏”。其时间、做法皆与上座部佛
教有异。 
 
咖提那：巴利语 kañhina 的音译，原意为坚固的、
坚硬的。即为了加强五种功德而作坚固的意思。
古音译作迦絺那。 

佛陀允许僧团在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一个月内 
(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
可安排其中的一天来敷展咖提那衣，故在该天所
敷展之衣也称为咖提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必须在一天之内完
成。这些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
晾干，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喜。 

跋嘎瓦在《律藏·大品·咖提那篇》中说： 
ßAnujànàmi, bhikkhave, vassaüvuññhànaü 

bhikkhånaü kañhinaü attharituü. Atthatakañhinàn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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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bhikkhave, pa¤ca kappissanti - anàmantacàro, 

asamàdànacàro, gaõabhojanaü, yàvadatthacãvaraü, yo 

ca tattha cãvaruppàdo so nesaü bhavissatã'ti. 

Atthatakañhinànaü vo, bhikkhave, imàni pa¤ca 

kappissanti.û 

  “诸比库，我允许已出雨安居的比库们敷展咖提

那[衣]。诸比库，敷展咖提那对你们有五项许可：不

邀请而行；不受持而行；结众食；随意衣；若那里有

衣，他可拥有它。诸比库，敷展咖提那对你们有这五

项许可。”(Mv.306) 

因此，佛陀允许凡圆满度过三个月前雨安居
且参加随喜敷展咖提那衣的比库，在雨安居之后
的五个月之内（从阳历10月月圆日的翌日开始，
直到下一年3月的月圆日为止）可享有五种功德： 

1. 不用邀请而行 (Pc.46) 
2. 不用受持三衣而行 (Np.2) 
3. 结众食 (Pc.32) 
4. 随其意欲而拥有衣 (Np.1) 
5. 他能获得在其安居之处僧团所得到之衣。 

 
 

四、教理 

圣谛：巴利语 ariyasacca, 即圣者的真谛(ariy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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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attà ariyasaccànã'ti attho)。圣(ariya)，意为神圣的、
尊贵的、圣者。谛(sacca)，意为真谛、真理、真
实。 

这四圣谛之所以被称为“圣谛”，《清净之
道》中以四义解释说： 

1.因为是佛陀等圣者所通达，所以称为“圣
谛”。如说:“诸比库，这四种是圣谛。哪四种呢？……

诸比库，这些是四圣谛。这些为诸圣者所通达，所以

称为圣谛。” 

2.又因是圣者的真谛，故为“圣谛”。如《相
应部》中说:“诸比库，在有诸天、魔、梵的世间中，

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的人界，如来是圣者，所以

称为‘圣谛’。”(S.5.1098) 

该经义注说:“由于这些属于圣者所有的，已被

圣者、如来所通达、所宣说，因此以圣者的真谛故，

为‘圣谛’的意思。” 

3.因正觉了这些而成就圣位，故称为“圣谛”。
如说:“诸比库，如实正觉了此四圣谛故，如来称为

‘阿拉汉、正自觉者’。”(S.5.1093) 
4.又因诸圣者皆是真实故为“圣谛”；诸圣

者即是如实、不违如、不异如的意思。如说:“诸

比库，此四圣谛是如实、不违如、不异如，所以称为

‘圣谛’。”(S.5.1097)(Vm.531) 

 
圣谛有四种，称为四圣谛(cattàri ariyasaccà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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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苦圣谛(dukkhaü ariyasaccaü)； 
  2.苦集圣谛(dukkhasamudayaü ariyasaccaü)； 

3.苦灭圣谛(dukkhanirodhaü ariyasaccaü)； 
4.导至苦灭之道圣谛(dukkhanirodhagàminã 

pañipadà ariyasaccaü)。 
四圣谛是佛陀教法的根本，任何的善法皆为

四圣谛所包摄。(M.1.300) 
 
苦圣谛 (dukkhaü ariyasaccaü)：简称苦谛。即揭示
生命本质的真理。 

苦，巴利语dukkha，由du(下劣的)+kha(空无
的)构成。《清净之道》解释说:“此第一谛下劣，

是许多祸害的依处；空无，并没有愚人们所遍计的恒

常、净、乐、我之性。因为下劣故，空无故，称为‘苦’。”
(Vm.530) 

在《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圣谛？

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

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简而言之：

五取蕴即苦。” 

  根据《分别》，苦圣谛是除了渴爱(taõha,属于
贪心所)之外的烦恼、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有
漏善法、有漏善不善法的果报、既非善不善和果
报的唯作法，及一切色法。(81世间心，51世间心
所，28色) (Vbh.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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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集圣谛 (dukkhasamudayaü ariyasaccaü)：简称集
谛。即揭示苦生起的原因之圣谛。 

集，巴利语samudaya，由saü(集合)+u(生起)+ 
aya(原因)构成。《清净之道》解释说:“此第二谛

以有其余诸缘的集合作为苦生起的原因，这样的集合

作为生起苦的原因，称为‘苦之集’”。(Vm.530) 
在经教中，苦集圣谛通常指渴爱(taõha)。如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集圣谛？此爱

是再有，与喜、贪俱，于处处而喜乐，这就是：欲爱、

有爱、无有爱。” 

根据《分别》，苦之因除了渴爱之外，还可
以指一切烦恼、一切不善法、三善根有漏法和一
切有漏善法。(Vbh.206-210) 

 
苦灭圣谛  (dukkhanirodhaü ariyasaccaü)：简称灭
谛。即关于苦的灭尽、渴爱止息的圣谛。 

灭，巴利语nirodha，由ni(没有)+rodha(流浪，
旅行)构成。《清净之道》解释说:“因为在此并没

有被称为轮回流浪的苦的征途，一切之趣已空故；或

已证得[灭]时，那里便没有被称为轮回流浪的苦的征

途；也因与之相反故，称为苦之灭。或作为苦的不生、

灭尽之缘故，为苦之灭。”(Vm.530)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苦灭圣谛？

即是那种爱的无余离、灭、舍弃、舍离、解脱、无

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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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至苦灭之道圣谛 (dukkhanirodhagàminã pañipadà 

ariyasaccaü)：简称道谛。即能够达到灭苦的途径、
方法的圣谛。《清净之道》解释说:“第四谛因为

以彼苦之灭为目标、朝向它而前进故；是到达苦之灭

的行道故，所以称为‘导至苦灭之道’。”(Vm.530)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何谓导至苦灭之

道圣谛？此即八支圣道，这就是：正见、正思惟、正

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缘起：巴利语 pañiccasamuppàda。即凡是存在之法
皆是由诸缘和合生起之义。 

《清净之道》对“缘起”作了几种解释： 
1. 因为现观它能导致利益和快乐，所以值

得智者们了解(paccetuü)它故为“缘”(pañicca)；
生 起 时 是 一 起 (saha) 和 完 全 (sammà) 生 起
(uppajjati)，而非单独，也非无因，故为“起”
(samuppàda)。如此，由缘和生起为“缘起”。 

2. 一起生起为“起”，众缘的和合而非排斥
缘，如此为“缘起”。由此因的组合是它（果）
的缘，此为彼之缘故。 

3. 因的组合面向[果]故为缘，一起生起故说
它为起。此行等的出现是通过无明等一一因故，
说为因的组合，其果是[它们]共同达成、而非缺乏
的意思；又以诸支的和合，互相面向、前往[果]
故称为缘。它们乃是一起、彼此以不分离之法而



巴利语汇解 

75 
 

生起，故说为起。如此，缘和生起为“缘起”。 
4. 因为诸缘互相作为平等和一起的诸法，由

彼而生起此[果]，牟尼如此说为缘。以无明等开始
而说的诸缘，以该缘才有此行等法的生起。若它
们不互相为缘，或互相欠缺时，[果]则不可能生起。
因为诸缘是平等、一起，而非各别各别，也非先
后，由此缘故生起诸法。符合义理、言语善巧的
牟尼如此说故，乃说为缘起。(Vm.577-9) 

佛陀宣说缘起着重在说明导致生命诸苦的原
因。生命不是无因的，也不是由大自在天、上帝
等所创造的，它是由一系列的诸缘和合而产生的。 

在经典中，佛陀通常以十二个环节来解释缘
起（十二缘起支）： 

“诸比库，什么是缘起呢？诸比库，无明缘行，

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

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

悲、苦、忧、恼生起。如此，这整个苦蕴生起。诸比

库，这称为缘起。”(S.2.1) 
 
念处：巴利语 satipaññhàna，由 sati + paññhàna构成。
sati 是念，意即通过它来忆念，或忆念本身，或只
是忆念而为念。念的特相是不飘浮，作用是不忘失，
表现为守护，或面向境界的状态，近因是坚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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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身等念处。犹如石柱般坚固地安住于所缘，又如
门卫般守卫眼门等。(Vm.465) 

义注解释 satipaññhàna 有多义： 
1. 念的行处、范围称为念处(satigocaro 

satipaññhànan'ti vuccati)。 

2. 念的住立、确立、建立、安住、依止、支持
之处为念处。如说:“住立在此为住处。谁住立？念。

念的住处为念处。或精勤之处为住处。”(patiññhàti 

asminti paññhànaü. Kà patiññhàti? Sati. Satiyà paññhànaü 

satipaññhànaü, padhànaü ñhànanti và paññhànaü.) 

3. 念的现起处为念处。如说:“住立为住处，即

现起、出现、跳入后进行的意思。只是念的住处为念

处。又或者以念的皈依处、现起处为住处。如是念和

它的住处为念处。”(paññhàtãti paññhànaü, upaññhàti 

okkanditvà pakkhanditvà pattharitvà pavattatãti attho. 

Satiyeva paññhànaü satipaññhànaü. Atha và saraõaññhena 

sati, upaññhànaññhena paññhànaü. Iti sati ca sà paññhànaü 

càtipi satipaññhànaü.)(D.A.2.373; M.A.1.106) 
念处有四种，即四念处(cattàro satipaññhànà)：身

念处(kàyasatipaññhàna)、受念处(vedanàsatipaññhàna)、
心念处(cittasatipaññhàna)和法念处(dhammasati- 

paññhàna)。因为四念处是侧重在修维巴沙那，是观
智观照的四种所缘，所以又称为身随观



巴利语汇解 

77 
 

(kàyànupassanà)、受随观(vedanànupassanà)、心随观
(cittànupassanà)和法随观(dhammànupassanà)。 
 
觉支：巴利语 sambojjhaïga, 又作正觉支。正觉的
因素或导向正觉的要素称为正觉支。(tassa 

sambodhissa, tassà và sambodhiyà aïgan'ti 

sambojjhaïgaü.) 

有七种正觉支：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
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和舍觉支。 
 
八支圣道：巴利语 aññhaïgika ariyamagga，又作八
圣道分，即圣道的八个要素。道(magga)，即道路；
导向正觉与涅槃的道路为圣道。 

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北传佛教多作“八正道”。 
 
正见 (sammàdiññhi)：见，巴利语 diññhi，即见解、
观点。若加上前缀即为正见，单独使用则专指邪
见。 

正见与智(¤àõa)、慧(pa¤¤à)、明(vijjà)、无痴
(amoha)等同义，为慧根(pa¤¤indriya)心所的异
名。 

正见包括观正见 (vipassanà-sammàdiññhi)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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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magga-sammàdiññhi)两种，但多数是指道正见，
即对四圣谛的智慧。 

如《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见呢？

诸比库，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导至苦灭之

道之智。诸比库，这称为正见。” 

 
正思惟  (sammàsaïkappa)：思惟，即思索、专
注，为寻(vitakka)心所的异名。 

有三种正思惟：出离思惟(nekkhamma- 

saïkappa)、无恚思惟(abyàpàdasaïkappa)、无害思
惟(avihiüsàsaïkappa)。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思惟

呢？出离思惟、无恚思惟、无害思惟。诸比库，这

称为正思惟。” 
 
正语 (sammàvàcà)：正当的言语，即远离四种不正
当的语言：虚妄语(musàvàda)、离间语(pisuõà vàcà)、
粗恶语(pharusà vàcà)、杂秽语(samphappalàpa)。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语呢？

离虚妄语、离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诸比库，

这称为正语。” 

 

正业 (sammàkammanta)：正当的行为，即远离三
种不正当的行为：杀生 (pàõàtipàta)、不与取
(adinnàdàna,偷盗 )、欲邪行 (kàmesu micchàcàra,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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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 
《大念处经》中说:“诸比库，什么是正业呢？

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诸比库，这称为正业。” 

 

正命 (sammà-àjãva)：正当的谋生方式。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命呢？诸

比库，于此，圣弟子舍离邪命，以正命而营生。诸比

库，这称为正命。” 

 
正精进 (sammàvàyàma)：正确的努力、奋斗。正
精进通常指四正勤(cattàro sammappadhànà)。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精进呢？

诸比库，于此，比库为了未生之恶、不善法的不生起，

生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策励心、精勤；为了已

生之恶、不善法的断除，生起意欲、努力、激发精进、

策励心、精勤；为了未生之善法的生起，生起意欲、

努力、激发精进、策励心、精勤；为了已生之善法的

住立、不忘、增长、广大、修习、圆满，生起意欲、

努力、激发精进、策励心、精勤。诸比库，这称为正

精进。” 

 
正念 (sammà sati)：念，即心清楚地了知对象；保
持心对所缘念念分明、不忘失。正念的所缘通常
有四种，即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和
法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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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念呢？诸

比库，于此，比库于身随观身而住，热诚，正知，具

念，调伏世间的贪、忧；于受随观受而住，热诚，正

知，具念，调伏世间的贪、忧；于心随观心而住，热

诚，正知，具念，调伏世间的贪、忧；于法随观法而

住，热诚，正知，具念，调伏世间的贪、忧。诸比库，

这称为正念。” 

 

正定 (sammà samàdhi)：定，即心一境性(ekaggatà)

心所，为心只专注于一个所缘的状态。经典中通
常将正定解释为四种禅那。 

《大念处经》说:“诸比库，什么是正定呢？诸

比库，于此，比库已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

伺，离生喜、乐，成就并住于初禅；寻伺寂止，内洁

净，心专一性，无寻、无伺，定生喜、乐，成就并住

于第二禅；离喜，住于舍，念与正知，以身受乐，正

如圣者们所说的:‘舍、具念、乐住。’成就并住于

第三禅；舍断乐与舍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

苦不乐，舍念清净，成就并住于第四禅。诸比库，这

称为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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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禅修 

业处：巴利语kammaññhàna的直译，字义为“工作
的处所”，即修行的法门，或修行时专注的对象。 

有两大类业处： 
1.止业处(samatha kammaññhàna)，为培育定力的

修行方法，共有四十种业处，属于增上心学。 
2.观业处(vipassanà kammaññhàna)，为培育智慧

的修行方法，又可分为色业处与名业处两部分，
属于增上慧学。 
 
止 (samatha)：意为平静。为心处于平静、安宁、
专一、无烦恼的状态，亦即培育定力的修行方法。
古音译作奢摩他。 

诸经论的义注说： 
ßKàmacchandàdayo paccanãkadhamme sametã'ti 

samatho.û 

“令欲欲等诸敌对法止息为止。”(Ps.A.83) 

在《清净之道》中，把佛陀所教导的修习止
的种种方法归纳为四十种业处：十遍、十不净、
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一想、一差别。 
 
观 (vipassanà)：又音译为维巴沙那。为觉照一切名
色法（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本质，亦即
培育智慧的修行方法。古音译作毗婆舍那、毗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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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那。 
诸经论的义注说： 

ßAniccàdivasena vividhehi àkàrehi dhamme passatã'ti 

vipassanà.û 

“以无常等不同的行相观照诸法为观。”(Ps.A.83) 

在修行观业处时，依据修习世间智直至出世
间智而次第成就的观智可分为十六种，即：名色
识别智、缘摄受智、思惟智、生灭随观智、坏灭
随观智、怖畏现起智、过患随观智、厌离随观智、
欲解脱智、审察随观智、行舍智、随顺智、种姓
智、道智、果智和省察智。 

 
禅那：巴利语 jhàna 的音译。心处于极专注所缘
的状态，或以烧毁了称为敌对法的五盖，称为
禅那。 

《清净之道》中说： 
ßârammaõåpanijjhànato paccanãkajhàpanato và 

jhànaü.û 
“专注所缘故，或烧毁敌对法故为禅那。”

(Vm.75) 

禅那通常依禅支(jhànaïga)分为四种，即： 
1. 初禅(pañhamajhàna)，有五个禅支：寻、伺、

喜、乐和一境性； 
2. 第二禅(dutiyajhàna), 有三个禅支：喜、乐

和一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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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禅(tatiyajhàna)，有两个禅支：乐和一境
性； 

4. 第四禅(catutthajhàna)，有两个禅支：舍和
一境性。 

有时也可将初禅分为“有寻有伺定”和“无
寻有伺定”两种，于是四种禅那可分为五种禅那。 

由于四种无色界定也都只有两个禅支——舍
和一境性——所以有些经典也将其归为第四禅。
若分开来说，则称为“八定”。 
 
八定：巴利语 aññha samàpattiyo。八定包括四种色
界禅那和四种无色界定。四种色界禅那是：初禅、
第二禅、第三禅和第四禅。四种无色界定是：空
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
想处定。 
 
入出息念：巴利语 ànàpànassati的直译，又音译作
阿那巴那念，或被讹略为安般念。ànàpàna 由
assasati(入息)和 passasati(出息)组成，即入出息、
呼吸。sati意为念，即保持心对所缘念念分明、不
忘失。入出息念即保持正念专注于呼吸的修行方
法。 
  修习入出息念可以证得四种色界禅那。 
  ☞北传佛教有时将之称为“数息观”。然而，
根据上座部佛教的教学实践，“数息”只是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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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息念的最初阶段，不能代表整个过程。而且，
入出息念包括了由止到观的完整修法，不能笼统
地称为“观”。 
 
禅相：巴利语 nimitta。nimitta 意为标志、标记、
征兆。禅修时由于专注禅修所缘而生起的影像为
禅相。禅相由心想而生，属于概念法。 
  有三种禅相：遍作相(parikammanimitta)、取相
(uggahanimitta)和似相(pañibhàganimitta)。 
  在三种禅相中，四十种业处都可通过适当的
方法获得遍作相与取相，但只有十遍、十不净、
身至念与入出息念 22 种业处才能获得似相，并且
必须通过专注似相证得近行定与安止定。 
 
不净修法：巴利语 asubha-bhàvanà 的直译。subha

意为清净的、美的；加上表示反义的前缀 a，意
为不清净的。bhàvanà 意为修习、禅修、培育，在
此作名词用，即禅修的方法。不净修法即取身体
的厌恶不净作为禅修所缘的修行方法。 

有两种修习不净的方法： 
1. 有意识的不净业处(savi¤¤àõaka-asubha- 

kammaññhàna)，又作身至念、三十二身分，即思惟
有生命的身体三十二个部分厌恶与不净的禅修业
处。 

2. 无意识的不净业处(avi¤¤àõaka-asu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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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maññhàna),又分为十种，即思惟无生命的身体
（死尸）肿胀腐烂的十种不净相（十不净）。 

修习不净业处能镇伏贪欲，也可以证得初禅。 
  ☞北传佛教依说一切有部等所传的“五停心
观”将不净修法称为“不净观”。“五停心观”
意谓五种停止心之惑障的观法，即不净观、慈悲
观、缘起观、界分别观、数息观。然而，根据上
座部佛教，修习不净业处属于修止而非修观。因
此不能把巴利语 asubha-bhàvanà 讹作“不净观”。 
 
四梵住：巴利语 cattàro-brahmavihàrà，即修习慈、
悲、喜、舍四种梵住。 

《清净之道》中说:“当知以最胜处及以无过失

性而称为梵住。以对诸有情正确地行道故住于最胜。

又如梵天以无过失之心而住，如此与这些相应的禅修

者相当于梵天而住。故以最胜处及以无过失性而称为

梵住。”(Vm.268) 
四梵住又作四无量(catasso-appama¤¤àyo)。由

于修习慈等是对无量的对象而转起，无量的有情
是它们的对象，以所缘无量故为“无量”。(Vm.269) 
  1.祝愿有情幸福快乐为慈(mettà)； 
  2.希望拔除有情之苦为悲(karuõà)； 
  3.随喜有情的成就为喜(mudità)； 
  4.对有情保持中舍平等的态度为舍(upekk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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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修法：巴利语 mettà-bhàvanà 的直译，又作修
慈、培育慈爱。mettà 意为慈、慈爱；bhàvanà 意
为修习、培育。慈心修法即希望一切有情快乐的
修行方法。 
  慈心修法属于四梵住之一，又是四种保护业
处之一。修习慈心能证得色界第三禅。 
  ☞北传佛教依“五停心观”将慈心修法称为
“慈心观”。然而，根据上座部佛教，修习慈心
属于修止而非修观。因此不能把巴利语
mettà-bhàvanà 讹作“慈心观”。 
 
佛随念：巴利语 buddhànussati 的直译。禅修者思
惟佛陀的九种功德:“彼跋嘎瓦亦即是阿拉汉、正自

觉者、明行具足、善至、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

人导师、佛陀、跋嘎瓦。”也可以只忆念佛陀九德
中的其中一项功德，如“阿拉汉，阿拉汉……”。 

此业处因为以佛陀的功德为所缘，只能达到
近行定，不能证得安止。 
 
三相 (tãõi lakkhaõàni)：一切行法（saïkhàra,有为法，
世间法）皆具有的三种本质——无常、苦、无我。 
  1.“以灭尽之义为无常”(aniccaü khayaññhena)

——以即于其处灭尽的本质为无常。以尽法故、
坏法故、离法故、灭法故为无常。 
  2.“以怖畏之义为苦”(dukkhaü bhayaññh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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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有危险故为怖畏。凡无常者，彼即导致怖
畏，犹如《狮子譬喻经》中所说的诸天似的。 

3.“以无实之义为无我”(anattà asàrakaññhena)—
—即不存在“自我、住者、造作者、受者、自在
者”等如此遍计的实在之我。凡无常者即是苦，
它连自己的无常性或受生灭逼迫都不能避免，哪
里还有它的造作者等呢？(Ps.1.31, 48; Vm.695) 

其中，无常、苦是一切行法的本质，而无我
则是一切法（包括有为、无为法）的本质。所以
《法句》中说，一切行无常、一切行是苦、一切
法无我。(Sabbe saïkhàrà aniccà'ti. Sabbe saïkhàrà 

dukkhà'ti. Sabbe dhammà anattà'ti.)(Dp.277-279) 

  ☞北传佛教有“法印”(梵语 dharma-mudrà)

之说，谓小乘经有“三法印”，即以“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项义理印证各种说法之
正邪，或再加“一切行苦”成“四法印”；又谓
大乘经有“一实相印”云云。南传上座部佛教并
无“法印”之说。 
 
 

六、证悟 

出世间：巴利语 lokuttara，为 loka (世间) + uttara (超
出)的组合词，即超出五蕴世间之义。在《无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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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列举了出世间的一系列含义： 
“出世间者，以何义为出世间？度脱世间为出世

间；超越世间为出世间；超出世间为出世间；超脱世

间为出世间；越度世间为出世间……越度、超越世间

而住立为出世间。”(Ps.2.43) 
  出世间法共有九种，称为“九出世间法”(nava- 

lokuttaradhamma)：四种圣道、四种圣果和涅槃。 

 
涅槃：巴利语 nibbàna 的音译，源于动词 nibbàti，
意为火被熄灭、消尽。 

涅槃的梵语为 nirvàõa，即 nir + vàõa。若从词
源学的角度解释，则为爱欲(vàna)的无、离(nir)。
如《长部义注》说： 
ßTato vànato nikkhantanti nibbànaü.û 

“从那爱欲中出离为涅槃。”(D.A.2.64) 

又如在《相应部·六处品》中，遍行外道食
瞻部果者问具寿沙利子说： 
ß`Nibbànaü, nibbànan'ti, àvuso sàriputta, vuccati. 

Katamaü nu kho, àvuso, nibbànan'ti?û 

ßYo kho, àvuso, ràgakkhayo dosakkhayo mohakkhayo 

- idaü vuccati nibbànan'ti.û 

“贤友沙利子，所谓涅槃、涅槃，贤友，什么是

涅槃呢？” 

“贤友，即彼贪已尽、瞋已尽、痴已尽，这称为

涅槃。”(S.4.31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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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应部·无为相应》中，列举了涅槃的
33 种异名：无为(asaïkhata)、终极(anta)、无漏
(anàsava)、真实(sacca)、彼岸(pàra)、巧妙(nipuõa)、
难见(sududdasa)、不老(ajajjara)、恒常(dhuva)、不
溃灭 (apalokita)、不可见 (anidassana)、无迷执
(nippapa¤ca)、寂静 (santa)、不死 (amata)、微妙
(paõãta) 、 吉 祥 (siva) 、 安 稳 (khema) 、 爱 尽
(taõhàkkhayo) 、不可思议 (acchariya) 、未曾有
(abbhuta)、无灾(anãtika)、无灾法(anãtikadhamma)、
涅槃(nibbàna)、无恼害(avyàpajjha)、离(viràga)、清
净(suddhi)、解脱(mutti)、无执著(anàlayo)、洲渚
(dãpa)、庇护所(leõa)、避难所(tàõa)、归依处(saraõa)、
到彼岸(paràyana)。(S.4.377-409) 
 
有馀依涅槃界：巴利语 sa-upàdisesà nibbànadhàtu。

依(upàdi)，即依赖作为过去世渴爱之果报的五蕴。
阿拉汉圣者虽然已断尽烦恼，但在未般涅槃期间，
由于身心尚存，仍须体验苦乐。以其烦恼已完全
寂灭故，称为有馀依涅槃界。 

佛陀在《如是语》中说： 
“诸比库，有两种涅槃界。哪两种呢？有馀依涅

槃界和无馀依涅槃界。 

诸比库，哪种是有馀依涅槃界呢？诸比库，在此，

有比库是阿拉汉、漏尽者，已具足住，应作已作，已

舍重担，得达己利，灭尽有结，正智解脱。但他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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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眼等]五根未坏故，能体验可意、不可意，感受

乐与苦。他的贪已尽、瞋已尽、痴已尽。诸比库，这

称为有馀依涅槃界。”(It.44) 

 
无馀依涅槃界：巴利语 anupàdisesà nibbànadhàtu。
阿拉汉圣者般涅槃后，以诸蕴完全寂灭故，称为
无馀依涅槃界。 

佛陀在《如是语》中说： 
“诸比库，哪种是无馀依涅槃界呢？诸比库，在

此，有比库是阿拉汉、漏尽者，已具足住，应作已作，

已舍重担，得达己利，灭尽有结，正智解脱。诸比库，

在此，他的一切感受已无诸爱乐而成为清凉。诸比库，

这称为无馀依涅槃界。”(It.44) 

 
入流：巴利语 sotàpanna 的直译。又作至流，四种
圣果中的初果。sota, 意为流、河流；àpanna, 意
为已进入、已到达。入流即已进入圣道之流，必
定流向般涅槃。如《增支部·第十集》义注中说： 
ßSotàpannà'ti ariyamaggasotaü àpannà.û 

“入流者，为已进入圣道之流。”(A.A.10.64) 

在《相应部·入流相应》中，收录了佛陀与
沙利子尊者的一段有关“入流”的问答： 

“沙利子，此所谓流、流，沙利子，什么是流呢？” 

“尊者，实乃此八支圣道为流，这就是：正见、

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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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度！沙利子，萨度！沙利子，实乃此八支圣

道为流，这就是：正见……正定。” 

“沙利子，此所谓入流者、入流者，沙利子，什

么是入流者呢？” 

“尊者，若以此八支圣道具足者，这称为入流者。

此具寿[得]如是名、如是姓。” 

“萨度！沙利子，萨度！沙利子，若以此八支圣

道具足者，这称为入流者。此具寿[得]如是名、如是

姓。”(S.5.1001) 
巴利语 sotàpanna 是就圣果位而言的。若就圣

道位而言，巴利语则为 sotàpatti。sota (流) + àpatti (进
入，到达)，中文也译作入流。在圣典中也常作
sotàpatti- phalasacchikiriyàya pañipanna, 直译作“为
现证入流果的已行道者”或“正进入证悟入流果
者”。 

入流圣道能断除最粗的三种结： 
① 执著实有我、我所、灵魂、大我、至上我

存在的“有身见”(sakkàya diññhi,又作身见、我见、
邪见)； 

② 执著相信修持苦行、祭祀、仪式等能够导
向解脱的“戒禁取”(sãlabbattaparàmàsa)； 

③ 对佛法僧、戒定慧、三世因果及缘起的“疑”
(vicikicchà)。 

同时，入流道智也能断除一切强得足以导致投
生至四种恶趣（地狱、畜生、饿鬼、阿苏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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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瞋痴，以及所有尚未产生四种恶趣果报的恶业。
因此，初果入流圣者不可能再堕入四恶趣。对于
漫长的生死旅途来说，入流圣者已经走近了轮回
的终点，他们的未来世将只投生于人界与天界两
种善趣当中，而且次数最多不会超过七次。也即
是说：入流圣者将于不超过七次的生命期间，必
定能得究竟苦边，趣无余依般涅槃，绝不会再有
第八次受生。 

在圣典中常如此描述入流圣者： 
ßTiõõaü saüyojanànaü parikkhayà sotàpanno hoti 

avinipàtadhammo niyato sambodhiparàyaõo'ti.û 

“灭尽三结，成为入流者，不退堕法，必定趣向

正觉。” 

☞汉传佛教依梵语 srota-àpanna 音译作须陀
洹、窣路多阿半那、窣路陀阿钵囊等。 
 
一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二种，为巴利语 sakadàgàmin

的直译。为 sakid (一次) + àgama (来，前来) + in 
(者, …的人)的组合。意为再回来此世间结生一
次。 

《中部·若希望经》的义注说： 
ßSakadàgàmã'ti sakiü àgamanadhammo.û 

“一来者，为回来一次。”(M.A.1.67) 

《人施设》的义注说： 
ßPañisandhivasena sakiü àgacchatã'ti sakadàgàmã.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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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来结生一次者，为一来。”(Pp.A.34) 

《人施设》中说： 
ßKatamo ca puggalo sakadàgàmã? Idhekacco puggalo 

tiõõaü saüyojanànaü parikkhayà, ràgadosamohànaü 

tanuttà sakadàgàmã hoti, sakideva imaü lokaü àgantvà 

dukkhassantaü karoti - ayaü vuccati puggalo 

`sakadàgàmã'.û 

“哪一种人为一来者？于此，有一种人灭尽三

结，贪瞋痴减弱，成为一来者，只来此世间一次即作

苦之终结。这种人称为‘一来’。”(Pp.34) 

一来圣者在初道时已断了有身见、戒禁取、
疑三结，于今又减弱了较粗的欲贪、瞋恚与愚痴，
最多只会再回来此欲界世间受生一次，即尽苦边。
一来圣者偶然还会生起一些较轻的烦恼，但并不
会时常发生，同时它们的困扰力已经很弱。 

☞汉传佛教依梵语 sakçd-àgàmin 音译作斯陀
含、沙羯利陀伽弥等。 
 
不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三种，为巴利语anàgàmin的
直译。为na (不) + àgàma (来，前来) + in (者，…的
人)的组合。意为不再返回欲界受生。 

《五论义注》中说： 
ßAnàgàmã'ti kàmaràga-byàpàdehi akampanãyacittàya 

ca tamhà loka anàvattidhammatàya ca ñhitasabhàvo 

nàma.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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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者，名为对欲贪、瞋恚于心不动摇，以及

决定性不会再从其世间退回来者。”(Pk.A.188) 
圣典中常如此描述不来圣者： 

ßPa¤cannaü orambhàgiyànaü saüyojanànaü 

parikkhayà opapàtiko hoti, tattha parinibbàyã 

anàvattidhammo tasmà lokà.û 

“灭尽五下分结16，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17，

不再从那世间回来。” 

不来圣者因为已断尽了能把有情系缚于欲界
的欲贪与瞋恨两结，所以不会受到欲界的烦恼力
牵引而再投生到欲界。不来圣者若在今生不能够
证悟阿拉汉果，死后只会投生于色界或无色界梵
天，并于其处证般涅槃。 

不来圣者可依其证般涅槃的方式分为五种，
即：中般涅槃(antaràparinibbàyã)、生般涅槃
(upahaccaparinibbàyã)、无行般涅槃
(asaïkhàraparinibbàyã)、有行般涅槃
(sasaïkhàraparinibbàyã)和上流至色究竟(uddhaüsoto 

                                                           
16  五下分结  (pa¤cannaü orambhàgiyànaü saüyojanànaü)：下
分，意即连接到下界的；为投生到欲界之缘的意思。五下分结即
前面所说的三种结，再加上欲贪结和瞋结。不来圣者已断除了这
五种下分结。 
17  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  (opapàtiko assaü tattha 
parinibbàyã)：不来圣者已排除了只会发生于欲界的胎生、卵生和
湿生三种诞生方式，只会化生为梵天人，并在梵天界那里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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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niññhagàmã)五种。 
《清净之道》中说：“修习第三道慧之后，名

为不来者。他依根的差别有中般涅槃、生般涅槃、无

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和上流至色究竟五种，即舍此

[世间]而终结。其中的中般涅槃，即随其所往生于净

居有后，尚未达到中寿即般涅槃者。生般涅槃，即超

过中寿后般涅槃者。无行般涅槃，即以无行、不经努

力而生起上道者。有行般涅槃，即以有行、经努力而

生起上道者。上流至色究竟，即从所生之处起，向上

一直升至色究竟有，于其处般涅槃者。”(Vm.888) 
汉传佛教古音译作阿那含、阿那伽弥等，也

意译为不还。 
 
阿拉汉：巴利语 arahant 的音译。以远离[烦恼]故
为阿拉汉(àrakattà arahaü)。 

《中部·根本法门经》的义注说:“阿拉汉者，

为离烦恼、远烦恼、断烦恼的意思。跋嘎瓦[在《大

马城经》中]曾这样说:‘诸比库，什么样的比库是阿

拉汉呢？远离诸恶、不善法、杂染、再有、悲恼、苦

报、未来的生老死。诸比库，这样的比库是阿拉汉。’”

(M.A.1.8) 

☞汉传佛教依梵语 arhant 音译为“阿罗汉”，
谓为小乘极果。其音、用法皆与上座部佛教有所
不同。更有人将之讹略为“罗汉”，则失去原字
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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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 (sekha, sekkha)：又作有学。通常指已经证得
入流等三种道果的圣者，因他们还必须继续修学
戒定慧三学、八支圣道，故为学人。 
  《增支部》中说:“比库，应学故，称为学人。

学什么呢？学增上戒学，学增上心学，学增上慧学。

比库，应学故，称为学人。”(A.3.86) 
《相应部》中说:“比库，于此，具足有学正

见……具足有学正定。比库，这样才是学人。”(S.5.13) 

有七种学人(satta sekhà)：为证悟入流果之行
道者，入流圣者；为证悟一来果之行道者，一来
圣者；为证悟不来果之行道者，不来圣者；为阿
拉汉之行道者。 

有时把善行凡夫也称为学人。如律注中说：
“凡夫之善者以及七种圣者，以应学三学故为学人。” 

(Pr.A.45) 

 
无学者 (asekha, asekkha)：即阿拉汉圣者。因为阿
拉汉圣者对所应修、所应学之法，皆已圆满，更
无所应学，故称为无学者。 
  律注中说:“已超越诸学法，住立于至上果，从

此再也没有更应当学的漏尽者，称为无学者。”

(Pr.A.45) 

 
漏尽者 (khãõàsava)：即阿拉汉圣者。漏(àsava)，烦
恼的异名。有四种漏：欲漏、有漏、见漏和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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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因为透过阿拉汉道完全地断除了一切漏，故
称为漏尽者。 

《中部·根本法门经》的义注说:“有四种漏：

欲漏……无明漏。这四种漏已被阿拉汉灭尽、舍断、

正断、止息、不可能再生，已被智火烧尽，因此称为

漏尽者。”(M.A.1.8) 

 
俱分解脱者 (ubhatobhàgavimutto)：即已证得四种
无色定的阿拉汉圣者。因他们能依无色定解脱色
法，依圣道解脱不善名法，故名“俱分解脱者”。
但《人施设》中也说已证得八定的阿拉汉圣者为
“俱分解脱者”，即也包括证得四种色界禅那的
阿拉汉。 

在《中部·积嗒山经》中说:“诸比库，哪种

人是俱分解脱者呢？在此，有一种人对那寂静、解脱、

超越于色的无色[定]，他们以[名]身触而住，并以慧

见到后灭尽诸漏。诸比库，这种人称为俱分解脱者。”

(M.2.182) 
该经义注解释说:“其中的俱分解脱者，即以两

分解脱者：以无色定解脱色身，以道[解脱]名身。他

从四种无色定的每一种出定，思惟诸行后证得阿拉汉

有四种，以及从灭[定]出定后证得阿拉汉或不来而成

为五种。但有圣典(《人施设》)对此说:‘哪种人是

俱分解脱者呢？在此，有一种人对八解脱以[名]身触

而住，并以慧见到后灭尽诸漏。’如此，阿毗达摩是



巴利语汇解 

98 
 

依八定证得者来[说]的。”(M.A.2.182) 

 

慧解脱者 (pa¤¤àvimutto)：这是相对于“俱分解脱
者”来说的，即未能证得四种无色定的阿拉汉称
为“慧解脱者”。因此，有五种慧解脱者：没有
禅那的纯观行者、只证得初禅者、证到第二禅者、
证到第三禅者和证到第四禅者，当他们在证悟阿
拉汉时，都属于慧解脱者。但在《人施设》中只
将未能证得禅那的阿拉汉圣者称为慧解脱者。 

《中部·积嗒山经》中说:“诸比库，哪种人

是慧解脱者呢？在此，有一种人对那寂静、解脱、超

越于色的无色[定]，他们未能以[名]身触而住，及以

慧见到后灭尽诸漏。诸比库，这种人称为慧解脱者。”

(M.2.182) 
该经义注解释说:“慧解脱者即通过慧而解脱

者。他是干观者，以及从四种禅那出定后证得阿拉汉

的四种人。以此共有五种。但有圣典(《人施设》)

对此通过排除八定来[解释]。即如说:‘对八解脱乃

未能以[名]身触而住，及以慧见到后灭尽诸漏。这种

人称为慧解脱者。’” 

 
时解脱 (samayavimokkho)：时(samaya)，是指暂时；
暂时性的解脱为“时解脱”，即世间的八种定。
因为成就世间定者只能在入定的时候暂时地镇伏
五盖等烦恼，出定之后，烦恼仍然可能因不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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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而生起，故称为时解脱。 
《无碍解道》中说： 

ßKatamo samayavimokkho? Cattàri ca jhànàni 

catasso aråpasamàpattiyo - ayaü samayavimokkho.û 

“什么是时解脱呢？四种禅那及四种无色定，这

是时解脱。”(Ps.213) 

该经义注说:“入定时为解脱，出定时没解脱，

为时解脱。” 

 

非时解脱 (asamayavimokkho)：并非暂时性的解脱
为“非时解脱”，即证悟九种出世间法。虽然出
世间法也是通过一次次的解脱，但仅一次解脱即
是诸道果的解脱。涅槃是究竟地从一切烦恼中解
脱出来，所以称这九种出世间法为非时解脱。 

《无碍解道》中说： 
 ßKatamo asamayavimokkho? Cattàro ca ariyamaggà, 

cattàri ca sàma¤¤aphalàni, nibbàna¤ca - ayaü asamaya- 

vimokkho.û 

“什么是非时解脱呢？四圣道、四沙门果及涅

槃，这是非时解脱。”(Ps.213) 

该经的义注说:“以正断解脱而究竟解脱故为

圣道，以安息解脱而究竟解脱故为沙门果，以出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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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而究竟解脱故为涅槃，为非时解脱。”18 

 
沙门：巴利语 samaõa 的音译，有时也作 sàma¤¤a 

(samaõa + ya)。《长部义注》解释说： 
“止息诸恶故为沙门。”(samitapàpatàya samaõaü) 

巴利语法书更详细地解释说： 
ßEttha samaõoti sammati santacitto bhavatãti samaõo. 

Kàritavasena pana kilese sameti upasametãti samaõoti 

nibbacanaü daññhabbaü.û 

“这里的沙门即止息，成为寂静心为沙门。又通

                                                           
18 但《人施设》对时解脱和非时解脱又有另外一种解释。论中把
证得八定的有学圣者称为“时解脱者”，把未证得八定的阿拉汉
圣者称为“非时解脱者”。论中说:“什么人是时解脱者？在此，

有一些人能暂时暂时地、一时一时地以[名]身触而住于八解脱，

并以慧见到后灭尽了一些漏。这种人称为时解脱者。 

什么人是非时解脱者？在此，有一些人并不能暂时暂时地、一

时一时地以[名]身触而住于八解脱，但以慧见到后灭尽诸漏。这

种人称为非时解脱者。一切圣人的圣解脱也是非时解脱。”(Pp.1-2) 
该论义注解释说:“在此，得八定的凡夫适合说能以名身触而

住，但此圣典说到:‘灭尽了一些漏。’凡夫不能称为灭尽漏者，

所以不包括他们。得八定的漏尽者也适合说能以名身触而住，但

不能称他们为未灭尽诸漏，所以也不包括他们。故当知这‘时解

脱’只是对入流者、一来者和不来者三种而说的。 

对非时解脱者的解释，当知与前面所说的方法一样。非时解脱

者在此名为纯观行的漏尽者。但纯观行的入流者、一来者、不来

者，及得八定的漏尽者和凡夫并不包括在[时、非时解脱者]这两

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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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让烦恼止息、平息为沙门来显示其词源。”

(Snp.Dh.p.236) 

“沙门”有以下五种意思： 
1.出家人。在古印度，凡是不属于正统婆罗

门的出家人都可以称为“沙门”。包括从事极端折
磨自己的苦行外道、裸体外道，到主张纵欲、享
受的遍行外道(Paribbàjaka)。所以，“沙门”是指一
切追求解脱、过着出家生活的人。 

2.佛教出家人。追随佛陀，在跋嘎瓦的正法、
律中过着出家生活的人，称为“沙门释迦子”
(Samaõa sakyaputtiya)。 

3.佛陀。佛陀通常被称为“沙门果德玛”
(Samaõa Gotama)或“大沙门”(Mahàsamaõo)。 

4.圣道或八支圣道。这是从胜义(paramattha)

的角度来说的。例如《相应部·道相应·第一沙
门经》中说： 

“诸比库，哪些是沙门呢？此乃八支圣道，即正

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

定。诸比库，这称为沙门。诸比库，哪些是沙门果呢？

入流果、一来果、不来果、阿拉汉果。诸比库，这称

为沙门果。”(S.5.35) 

5.四种圣果或圣者。即入流果
(sotàpannaphala)、一来果(sakadàgàmiphala)、不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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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àgàmiphala)、阿拉汉果(arahattaphala)。例如佛陀
《长部·大般涅槃经》中说： 

“苏跋德，若于法律中存在八支圣道者，那里即

存在沙门，那里也存在第二沙门，那里也存在第三沙

门，那里也存在第四沙门。苏跋德，于此法律中存在

八支圣道。苏跋德，只有这里有沙门，这里有第二沙

门，这里有第三沙门，这里有第四沙门，其他学派皆

空无沙门。”(D.2.214) 

 
牟尼：巴利语 muni的音译。有智者、圣者、寂默
者等义。 

1.智者、圣者。牟尼是智慧之义(Munãti. monaü 

vuccati ¤àõaü)，具足智慧的人称为牟尼(tena ¤àõena 

samannàgato muni)。一共有六种牟尼：在家牟尼、
非家牟尼、学人牟尼、无学牟尼、独觉牟尼、牟
尼牟尼。所有这六种牟尼都是已证悟道果的圣者，
所以在此“牟尼”也是圣者的同义词。 

如《义释》中解释说： 
“牟尼，称为智慧的智。凡慧、了知……无痴、

择法、正见，具足这些智者为牟尼、已得智慧者。 

有三种牟尼行：身牟尼行、语牟尼行、意牟尼

行。……具足这三种牟尼行者有六种牟尼：在家牟尼、

非家牟尼、学人牟尼、无学牟尼、独觉牟尼、牟尼牟

尼。哪些是在家牟尼呢？若在家人明显地已知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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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在家牟尼。哪些是非家牟尼呢？若出家人明显

地已知教法，这些是非家牟尼。七学人为学人牟尼。

阿拉汉为无学牟尼。独觉佛为独觉牟尼。牟尼牟尼称

为如来、阿拉汉、正自觉者。”(Mni.14 / Cni.21) 

2.寂默者。如巴利语法书中解释说： 
ßVàcaüyamo tu muni ca.û 

“克制语言者乃是牟尼。”(Adhp.433) 

ßMonamassatthãti muni.û 

“沉默安静者为牟尼。”(Adhp.ò.433) 
 
牟尼行：巴利语 moneyya (muni + õya)。意为牟尼
的状态，牟尼的品行，有智慧者的品行。《长部
义注》中解释： 
ßMoneyyànãti munibhàvakarà moneyyappañipadà 

dhammà.û 

“牟尼行者，牟尼状态之行，牟尼行的行道和诸

法。”(D.A.305) 

巴利圣典中常提及有三种牟尼行：身牟尼行
(kàyamoneyyaü)、语牟尼行(vacãmoneyyaü)和意牟
尼行(manomoneyyaü)。如《增支部·牟尼行经》
说： 

“诸比库，有此三种牟尼行。哪三种呢？身牟尼

行、语牟尼行、意牟尼行。 

诸比库，什么是身牟尼行？在此，诸比库，比库

已离杀生，已离不与取，已离非梵行。诸比库，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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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牟尼行。 

诸比库，什么是语牟尼行？在此，诸比库，比库

已离虚妄语，已离离间语，已离粗恶语，已离杂秽语。

诸比库，这称为语牟尼行。 

诸比库，什么是意牟尼行？在此，诸比库，比库

已尽诸漏，即于现法中，以自己之智证得并成就无漏

的心解脱、慧解脱而住。诸比库，这称为意牟尼行。 

诸比库，乃有此三种牟尼行。 

身牟尼和语牟尼，意牟尼的无漏者； 

牟尼具足牟尼行，说为舍断一切者。”(A.3.123) 

在《义释》中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三种牟尼行： 
“有三种牟尼行：身牟尼行、语牟尼行、意牟尼

行。 

什么是身牟尼行呢？舍断三种身恶行为身牟尼

行，三种身善行为身牟尼行，对身所缘之智为身牟尼

行，遍知身为身牟尼行，遍知俱行之道为身牟尼行，

舍断对身的欲贪为身牟尼行，成就身行灭的第四禅为

身牟尼行。这是身牟尼行。 

什么是语牟尼行呢？舍断四种语恶行为语牟尼

行，四种语善行为语牟尼行，对语所缘之智为语牟尼

行，遍知语为语牟尼行，遍知俱行之道为语牟尼行，

舍断对语的欲贪为语牟尼行，成就语行灭的第二禅为

语牟尼行。这是语牟尼行。 

什么是意牟尼行呢？舍断三种意恶行为意牟尼

行，三种意善行为意牟尼行，对心所缘之智为意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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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遍知心为意牟尼行，遍知俱行之道为意牟尼行，

舍断对心的欲贪为意牟尼行，心行灭的想受灭为意牟

尼行。这是意牟尼行。”(Mni.14 / Cni.21) 

 
 

七、众生 

众生：巴利语 satta，又译作有情。ßsattaû 的原意
为执著、执取。如《清净之道》中说： 

“有情者，以欲贪对色等诸蕴执著、执迷为有情。

如跋嘎瓦这样说：‘拉塔，若对色欲求、贪爱、喜欢、

渴爱、执著、执迷，所以称为有情。若对受……想……

行……识欲求、贪爱、喜欢、渴爱、执著、执迷，所

以称为有情。’(S.3.161)”(Vm.256) 

佛教常用有情表示一切拥有命根的生命。 
 
菩萨：巴利语 bodhisatto音译之略。bodhi, 古音译
作菩提，乃觉悟之义；satta 意为有情，或作执取。
菩萨即追求觉悟的有情，或执取菩提者。 

诸经义注中说： 
ßBodhisattoti paõóitasatto bujjhanakasatto, Bodhi- 

saïkhàtesu và catåsu maggesu satto àsatto 
laggamànaso'ti bodhisatto.û 

“菩萨者，即贤智的有情，觉悟的有情，或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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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菩提的四种道的执取、执著、心追求者为菩萨。”

(D.A.2.17) 
ßDãpaïkarassa hi bhagavato pàdamåle aññhadhamma- 

samodhànena abhinãhàrasamiddhito pabhuti tathàgato 
bodhiyà satto laggo ßpattabbà mayà esàûti 
tadadhigamàya parakkamaü amu¤cantoyeva àgato, 
tasmà bodhisatto'ti vuccati.û  

“在燃灯跋嘎瓦的足下时，因具足八法并成就了

至上愿开始，执取、执著如来的菩提:‘我应证得此！’

为了证悟它而不放弃地努力达成，所以称为菩萨。”

(M.A.1.35; A.A.2.104) 

佛陀在尚未证悟正自觉之前称为菩萨，或者
说菩萨是指必定将证悟佛果的有情。在巴利经典
中，菩萨通常也专指我们的果德玛佛陀自从获得
燃灯佛授记以后，直至在菩提树下觉悟这段漫长
轮回过程中的生命。 

根据上座部佛教，只有获得了佛陀的授记之
后才是真正的菩萨。虽然菩萨有能力在遇到活着
的佛陀时即证悟阿拉汉果，但由于他放弃了断除
烦恼、成为佛弟子的机会，所以仍然还是凡夫，
还是会因为不善业的成熟而投生到畜生、鬼，甚
至地狱等恶趣，就如《本生》中菩萨的故事一样。 
 
凡夫：巴利语 puthujjana，直译作异生。由 puthu(种
种的，各别的) + janana(产生，原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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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义注》解释说:“他实以各种不同种类的

烦恼等为生因、原因故为异生。即如[《大义释》中]

说：‘令各种烦恼产生为异生，未破除各种有身见者

为异生，瞻视各种导师者为异生，未脱离各种趣者为

异生，造作各种不同的行作者为异生，被各种暴流冲

走为异生，被各种不同的热恼所苦恼为异生，被各种

不同的热恼所焚烧为异生，贪染、贪求、缠缚、迷醉、

取著、固执、牵挂、执著各种五欲功德为异生，被各

种五盖覆盖、遮蔽、覆障、遮盖、覆藏、覆蔽为异生。’”

(M.A.1.2) 
  相对于圣者而言，凡是还没有证悟四圣谛者
都称为凡夫。 
 
五趣：巴利语 pa¤cagati。趣(gati)，去、前往之义。
如义注中说：“应随善行、恶行之业而前往故为趣。”

(M.A.1.153) 
五趣是众生投生的五种去处或生存界，即地

狱、畜生、鬼、人和天。其中，地狱、畜生和鬼
界为恶趣(dugati)，人与天为善趣(sugati)。 
 
四生：巴利语 catasso yoniyo。生(yoni)，有起源、
原因、生、胎、子宫等意思。四生即有情获得色
身或出生的方式：卵生(aõóajà yoni)、胎生(jalàbujà 

yoni)、湿生(saüsedajà yoni)和化生(opapàtikà yoni)。 
《中部·大狮子吼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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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子，有此四种生。哪四种呢？卵生、胎生、

湿生、化生。沙利子，哪些是卵生呢？沙利子，那些

破卵壳而出生的有情，沙利子，这称为卵生。沙利子，

哪些是胎生呢？沙利子，那些破胎膜而出生的有情，

沙利子，这称为胎生。沙利子，哪些是湿生呢？沙利

子，那些在腐鱼中出生、在腐尸、馊面食、污水池、

臭水沟里出生的有情，沙利子，这称为湿生。沙利子，

哪些是化生呢？天人、地狱、某一类人和某一类堕恶

趣者，沙利子，这称为化生。沙利子，这就是四种生。”

(M.1.152) 
在这四种生中，从四大王天以上的天人都是

化生，但地居天人四种生都有。人类绝大部分是
胎生，但也可能有其他三种生。对于堕恶趣者，
地狱众生和烧渴饿鬼只是化生，其余的四种生都
有。 
 
非人：巴利语 amanussa，指人类以外的其他有情。
通常指诸天、龙、亚卡、阿苏罗、鬼等，有时也
专指祸害人类的鬼怪。 
 
诸天：巴利语 devatà，为轮回流转中的善趣之一。
其果报比人类殊胜，他们寿命长久，身体清净光
明，能飞行虚空，变化自在，常享胜妙快乐。如
义注说：“通过五欲功德以及各自的威力消遣故为

天。”(Pa¤cahi kàmaguõehi attano attano ànubhàvehi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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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bantãti devà.) (M.A.1.153) 

  在经典中，诸天通常指“六欲天”，即六种
欲界的诸天众。他们由下向上依次为： 

1.四大王天(Càtummahàràjika)； 
2.三十三天(Tàvatiüsa)； 
3.亚马天(Yàma)； 
4.喜足天(Tusita)； 
5.化乐天(Nimmànarati)； 
6.他化自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 

  有时，诸天也包括比六欲天更高级的色界、
无色界梵天，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地居天、空居天
等。 

通过积累布施、持戒等福德善业，命终之后
可投生到天界。成就禅那者死后则可投生到梵天
界。 
 
四大王天：巴利语 Càtummahàràjika, 六欲天中最低
的天界。此天界为四大天王及其眷属所居，故名。
如《无碍解道义注》中说： 

“四大王天：称为持国、增长、广目、古韦拉的

四大王诸天，这即是四大王天。他们住在须弥山的中

间。在那里，有依山而住者，也有依虚空而住者，如

是次第到达轮围山。”(Ps.A.2.30) 

  四大天王分别守护着四方。他们是： 
1.持国天王(Dhataraññha)，守护东方，统领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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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2.增长天王(Viråëhaka)，守护南方，统领瓮睾

鬼； 
3.广目天王(Viråpakkha)，守护西方，统领诸

龙； 
4.韦沙瓦纳天王(Vessavaõa)，守护北方，统领

亚卡。 
此四大天王既守护四方，也保护佛陀及佛弟子

们。 
 
韦沙瓦纳：巴利语 Vessavaõa 的音译，四大天王
中的北方天王，统领亚卡众。据说他的前世是
位婆罗门，因乐善好施而投生为名叫古韦拉
(Kuvera)的天子。后因统辖维萨纳城(Visàõà)而被
称为“韦沙瓦纳”。 

☞北传佛教称之为多闻天王(梵 Vai÷ramaõa,毗
沙门)，并尊奉为财宝神和佛教保护神。 
 
三十三天：巴利语 Tàvatiüsa 的直译。因为此天界
为三十三诸天所居，故名。 

传说在很久以前，马嘎塔国的马吒喇村
(Macalagàma)有一位名叫马喀(Magha)的婆罗门青
年，他和三十二位朋友经常一起做善事、行布施，
死后都投生到天界。因为马喀是他们的首领，所
以成为此天界的天主，其他三十二位朋友分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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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天王。 
《无碍解道义注》中说： 
“三十三个人投生到那里，为三十三天。或只因

为那些诸天而称为三十三天。他们也是有依山而住

者，有依虚空而住者，如是次第到达轮围山。亚马等

天也一样。在一个天世间中，是不存在有诸天次第[居

住却]不到达轮围山的。”(Ps.A.2.30) 
 
沙咖天帝：巴利语 Sakka devànaminda，直译作沙
咖诸天之主。由于他在过去生中曾恭敬(Sakkacca)

行布施，故名“沙咖”；因为他在三十三天诸天
中权力最大而称王，故名“天帝。 

沙咖天帝居住在须弥山顶善见城(Sudassana)

中的最胜殿(Vejayanta)，亦是佛教的护法主神。 
根据《长部·沙咖问经》，有一天，沙咖天

帝见到五种先兆(pa¤ca pubbanimittàni)，知道自己
即将命终，于是带领诸天众前往拜谒跋嘎瓦。在
听闻跋嘎瓦说法之后，他与八万天众皆证得了入
流果。 (D.21) 他还是一位极喜欢轮回的有情
(vaññàbhiratasatta)，他自述下一生将投生到人界，
在天界和人界轮回七次。期间，他将在人界证得
一来道果，然后投生到天界，再次做沙咖天帝。
在做沙咖天帝的那一生死时证得不来道，投生到
无烦天，并依次投生到更高的净居天界，一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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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到色究竟天，如是在净居天一共度过了三万
一千大劫。(D.A.2.369) 

沙咖天帝有好几个名字，如《法句义注》中
说： 
ß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pubbe manussabhåto 

samàno magho nàma màõavo ahosi, tasmà maghavà'ti 

vuccati. 

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pubbe manussabhåto 

samàno pure dànaü adàsi, tasmà purindado'ti vuccati. 

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pubbe manussabhåto 

samàno sakkaccaü dànaü adàsi, tasmà sakko'ti vuccati. 

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pubbe manussabhåto 

samàno àvasathaü adàsi, tasmà vàsavo'ti vuccati. 

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sahassampi atthaü 

muhuttena cinteti, tasmà sahassakkho'ti vuccati. 

Sakkassa, mahàli, devànamindassa sujà nàma 

asuraka¤¤à, pajàpati, tasmà sujampatã'ti vuccati. 

Sakko, mahàli, devànamindo devànaü tàvatiüsànaü 

issariyàdhipaccaü rajjaü kàreti, tasmà devànamindo'ti 

vuccati.û 

“马哈离，沙咖天帝在过去曾是人类时，是名叫

‘马喀’的青年，所以叫做‘马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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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离，沙咖天帝在过去曾是人类时，在城中做

布施，所以叫做‘布林达多’。 

马哈离，沙咖天帝在过去曾是人类时恭敬做布

施，所以叫做‘沙咖’。 

马哈离，沙咖天帝在过去曾是人类时，是名叫‘马

喀’的青年，所以叫做‘马喀瓦’。 

马哈离，沙咖天帝在过去曾是人类时布施住所，

所以叫做‘瓦萨瓦’。 

马哈离，沙咖天帝能于瞬间思考一千件事情，所

以叫做‘千眼’。 

马哈离，沙咖天帝的夫人是名叫‘苏佳’的阿苏

罗女，所以叫做‘苏佳主’。”(Dp.A.30) 

又因为他以金刚(vajira)为武器，并以此打败
阿苏罗众，所以叫做“金刚手”或“执金刚神”
(Vajirapàõi, Vajirahattha)。 

☞汉传佛教将之讹略为帝释、天帝释、释提桓
因。 
 
亚马天：巴利语 Yàma 的音译。yàma 源于动词 yàti 

(行)，以已经行进、前往、到达天界之乐故，名为
“亚马天”(Dibbaü sukhaü yàtà payàtà sampattà'ti 

Yàm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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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音译为夜摩天、焰摩天，意为时分
天、善时天等。 

 

喜足天：巴利语 Tusita 的意译。因为此界天众欢喜、
满足，故名“喜足天”(Tuññhà pahaññhàti Tusità)。 

一切菩萨在成佛之前的最后第二生都会投生
到喜足天。我们的果德玛佛在喜足天时名叫白幢天
子 (Setaketu)。根据斯里兰卡的说法，美德亚
(Metteyya)菩萨现在即居住于喜足天，他将在未来
人寿八万岁时投生到人间，然后觉悟成佛。 

佛陀的生母马哈马亚夫人(Mahàmàyà)死后也
投生到喜足天成为天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 Tuùita 音译为兜率天、兜率
陀天、睹史多天等。 
 

化乐天：巴利语 Nimmànarati 的直译，又称乐变化
天。此天天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出各种妙欲来享
受，故名。(Pakatipañiyattàrammaõato atirekena 

ramitukàmakàle yathàrucite bhoge nimminitvà 

nimminitvà ramantãti nimmànaratã.) 

 
他化自在天：巴利语 Paranimmitavasavatti 的直译。
此界天众自己不能变化出欲乐来享用，但是却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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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受用其他天人化现出来的欲乐目标。(Cittàcàraü 

¤atvà paranimmitesu bhogesu vasaü vattentãti 

paranimmitavasavattã.) 

魔罗(Màra)是他化自在天的天子(devaputta)，因
此有时也把此天界称为魔天。 
 
萨汉巴帝：巴利语 Sahampati 的音译。大梵天人之
名，居于初禅梵天。萨汉巴帝在过去咖沙巴佛时
代，是一位名叫萨哈咖(Sahaka)的三果比库，因精
于初禅，命终后投生至初禅梵天，故名。如《诸
佛史》的义注说： 

“萨汉巴帝者，据说在咖沙巴跋嘎瓦教法时期，

有位名叫‘萨哈咖’的长老，从生起初禅之后不再退

失禅那，寿命终结时投生到初禅地，成为寿長一劫的

大梵天人，故在那里称他为‘萨汉巴帝’。” 

《相应部义注》(S.A.1.172)也有相似的说法。
但在《经集义注》(Sn.A.662)中则说他证得不来果
后投生到净居天。 

萨汉巴帝被认为是此轮围界最崇高的大梵
天神(Jeññhakamahàbrahma)，受到古印度婆罗门教的
普遍礼敬和崇拜。他也是佛教护法主神之一，曾
劝请刚成正自觉而不想说法的佛陀转动法轮
(Mv.8-9; D.2.66-71)。在泰国寺院所供奉的四面四
臂护法神像，据说就是这位大梵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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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称之为娑婆世界主、世主天等。 
 
甘塔拔：巴利语 gandhabba 的音译。天界音乐神，
为东方持国天王之部属。古音译作干闼婆、犍闼
婆、干沓婆等, 意为食香、寻香行、香阴等。 

甘塔拔还有一种意思是作为结生的三项因素
之一。如《中部·大爱尽经》(Mahàtaõhàsaïkhaya 

suttaü)中说： 
“诸比库，三者结合才会入胎。在此，父母结合，

但母亲不在受胎期，甘塔拔不现前，这样不会入胎。

在此，父母结合，母亲在受胎期，但甘塔拔不现前，

这样不会入胎。诸比库，只有父母结合，母亲在受胎

期，和甘塔拔现前，如此三者结合才会入胎。” 

(M.1.408) 

该经义注把“甘塔拔”解释为“去到那里的
有情”(tatråpagasatto)。复注继续解释说： 

“甘塔拔：通过相的出现而指示将去投生之趣而

得名为‘去到’的导致有（再生）之业的发生、转起

为甘塔拔，即正投生到那里的有情，因此说为‘去到

那里的有情’。”(M.ò.1.408)19 

 
                                                           
19 律复注《心义解疏》依巴利语法，把 dha 作 ta 来解释。于是，
ßgandhabbaû 可解释为“去到”(ganta→gandha)+“转起”(abbati) =
甘塔拔(gandhabba)，或者是“要去，应去到”(√gam+tabba→
gantabba→gandh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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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睾鬼：巴利语 kumbhaõóa 的直译。鬼类名，为
南方增长天王所领之鬼众。由于此类鬼众的阴囊
(aõóa)状如瓮形(kumbha)，故得此名。 

古音译作鸠槃荼、恭畔荼等，意为瓮形鬼、
冬瓜鬼。 
 
龙：巴利语 nàga。为身长无足、类似蛇的有情类，
多居住在江河湖海中，有呼云唤雨之神力，为西
方广目天王之部属。有些也守护佛教。 
 
亚卡：巴利语 yakkha 的音译。非人的一种，是地
位比诸天低但又具有诸天威力的一类鬼神，为北
方韦沙瓦纳天王所统领。 

亚卡的种类很多，有些是凶残暴戾、能伤害
人类的恶鬼，有些是依止山川树木而居的树神、
地居天，还有些则是如有大福德、大威势的诸天。
在《中部·小爱行尽经》中，甚至把沙咖天帝也
称为亚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 yakùa 音译为夜叉、药叉等。 
 
阿苏罗：巴利语 asura 的音译，为一种低等的天神。
古印度传说阿苏罗经常与诸天发生战争，被金刚
手天王(Vajirahattha)打败后退居到大海。 

阿苏罗的首领称为阿苏罗王(asurinda)，经典
中较常见的有韦巴吉帝(Vepacitti)、拉胡(Rà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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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拉达(Pahàràda)等。 
还有一种称为堕苦处阿苏罗(vinipàtikàsura)，

他们属于四恶趣之一，住在村落或树林，常受痛
苦煎迫，依赖村民丢弃的食物等维生。 

古音译作阿修罗、阿素洛、阿须伦等，意为
非天、非同类、不端正、不酒等。 
 
人：巴利语manussa，由manas (意，心) + ussa (更
高的，优越的)组成。如义注说:“意增盛故为人。”

(Manaso ussannattà manussà.)(M.A.1.153) 

也即是说：人类能通过勇敢、念力、勤修梵
行等功德培育心意，其心比其他诸趣更加有优势。 

如《增支部》第八集中说： 
“诸比库，瞻部洲人依三处超越北古卢洲人和三

十三天。哪三处呢？勇敢、具念、在此住于梵行。”

(A.8.21) 

于诸趣中，诸天极乐，念不坚固，不利修行；
地狱等恶趣太苦，也不利修行。只有人界苦乐参
半，容易体验苦以及激发精进、坚固其念，所以
在人间容易成就梵行。同时，诸佛与独觉佛只会
出现于此人界，只在此人界住于八支圣道的梵行。 
 
鬼：巴利语 peta，为轮回流转中的苦界、恶趣之
一。 

  许多民族的先民皆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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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也不例外。因此，巴利语 ßpetaû(梵 preta)

一词也作为 pa-ã (先前的，离开的)的过去分词，
有亡者、死者、祖灵等意思，并引申为“鬼”。
如《中部义注》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说：“死后

到达的地方为鬼界。”(Peccabhàvaü pattànaü visayoti 

pettivisayo.) (M.A.1.153) 

然而，根据业果法则，并非人死后皆投生为
鬼，只有所造作的不善业成熟才可能投生为鬼。 

鬼的种类很多，果报的差别也很大，包括拥
有福报、快乐的大力鬼(mahiddhika peta)、时苦时
乐的天宫鬼(vimànapeta)，以及丑陋、饥渴的饿鬼
等等。不过，由于这一类众生大多数都经常遭受
饥饿、口渴及痛苦的折磨，所以被笼统地称为“饿
鬼”。 

在《弥林德问》中提到有四类饿鬼：食吐饿
鬼(vantàsika)、饥渴饿鬼(khuppipàsina)、烧渴饿鬼
(nijjhàmataõhika)和依他施活命鬼
(paradattåpajãvina)。其中，只有第四类依他施活命
鬼才能获得人们以他们的名义布施的食物和回向
的功德。 

犹如畜生类一般，鬼类与人同住在一个世间，
例如山林、荒野、村落、坟场等。 
 
畜生：巴利语 tiracchàna，直译作横生、傍生。如
义注说：“向横拉为横生。” (Tiriyaü a¤chità'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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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cchànà.)意谓此类有情并非如同人和天人般向
高处生长，而是横向生长，故为横生。为轮回流
转中的苦界、恶趣之一。 

畜生即是现在所说的动物，乃由于众生所造
作的不善业成熟而投生。畜生的种类极其繁多，
数量不计其数。从大型的鲸鱼、大象，到微细的
蚊蝇虫蚁，有陆行、水行、空行，有卵生、胎生、
湿生和化生，有无足、两足、四足、多足等等。 

投生到畜生等恶趣者想要再投生为人是很困
难的，因为那里没有法行、正行、善行、福行，
而只是互相吞吃、弱肉强食而已。(M.3.252) 

 
地狱：巴利语 niraya，或作 naraka。苦界、恶趣之
一，为轮回流转中最痛苦、最低劣的生存界。如
义注中说:“以无喜乐义、无乐味处故为地狱。”

(nirati-atthena nirassàdaññhena nirayo.) 
在《本生》等经典中提到有八大地狱(aññha 

mahànirayà)，它们分别是： 

1.复活地狱(Sa¤jãva)，2.黑索地狱(Kàëasutta)，
3.众合地狱(Saïghàta)，4.号叫地狱(Roruva)，5.大号
叫地狱(Mahàroruva)，6.燃烧地狱(Tàpana)、7.大焦
热地狱(Patàpana)，8.无间地狱(Avãci)。(J.530) 

众生由于所造作的不善业成熟而堕落地狱。
在这八大地狱中，所遭受的痛苦一个比一个更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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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其中又以无间地狱最为痛苦。因为堕落无间
地狱的众生将遭受被燃烧、煎煮等痛苦，毫无间
断，故名无间。这八个地狱的每个地狱各有四门，
每一门又各有四个小地狱(ussadaniraya)，如是共有
一百三十六个大小地狱。(16×8+8=136) 

在《相应部》《增支部》《经集》等圣典中，
还提及十种地狱： 

1.阿菩达地狱(Abbuda niraya)，2.尼拉菩达地狱
(Nirabbuda niraya)，3.阿拔拔地狱(Ababa niraya)，4.
阿哈哈地狱(Ahaha niraya)，5.阿嗒嗒地狱(Añaña 

niraya)，6.白睡莲地狱(Kumuda niraya)，7.香莲花地
狱(Sogandhika niraya)，8.青莲花地狱(Uppalaka 

niraya)，9.白莲花地狱(Puõóarãka niraya)，10.红莲花
地狱(Paduma niraya) (S.1.181; A.10.9.9; Sn.3.10) 

不过，义注解释说：其实并没有单独的阿菩
达地狱等，它们都从属于无间大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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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巴利语字母表 

 

注： 
1．巴利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印度早已失传。巴利语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文

字。当这种语言作为“佛语”“圣典语”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

等地时，当地的僧众皆用本国(民族)的字母来拼写巴利语。于是，现

存的巴利语有使用新哈勒文、缅文、泰文、高棉文等字母拼写的版本。

这些版本的巴利语发音大致相同，只是各国(族)的文字书写不同而

已。当上座部佛教传到西方，又出现了以罗马字母拼写的巴利语。本

书所使用的巴利语即是以罗马字母拼写的。 
2．巴利语字母的部分发音与汉语拼音和英语的读音有所不同，有些不能

直接用汉语拼音或英语读音来拼读。例如：巴利语 ka 的读音应以汉

语拼音 ga 来拼读；ta 的读音如汉语拼音的 da；pa 的读音如汉语拼音

的 ba 等。 

3．五组子音之中，有硬音、软音、鼻音。硬音和软音又各有不送气音和

送气音。送气音的发音是在不送气音后再加上 h。例如：khandha = khan 

+ dha 

4．ï 不能单独存在，它在子音 k, kh, g 和 gh 四音前，用作鼻音。例如：

saïgha = saï + gha 

 母    音 子        音 

短
音 

长 音 硬音 软  音 硬
音 无 

气 
送 
气 

无 
气 

送 
气 

鼻 
音 

 
 

喉  音 a à e 

o 

k kh g gh ï  h  
口盖音 i ã c ch j jh ¤  

ü 
 

y 
反舌音    ñ ñh ó óh õ r, ë 
齿  音  t th d dh n l s 
唇  音 u å  p ph b bh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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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 c, ch, j, jh 和¤的子音前为鼻音，也可单独为¤a, ¤i, ¤u, ¤o 等音。 

6．ñ 组是反舌音，即以舌尖顶在上腭发 t, th, d, dh, n 之音。 

7．õ 在 ñ, ñh, ó 和 óh 之前也作为鼻音，或作单独音，但 õ 音不置于语首。

单独音 õ 是在 n 音之前作为 r 和 ñ 群等反舌音时，受到反舌的影响而

变成 õ 音的。 

8．t 组属于齿音，即以舌端置于上腭前面牙齿的齿根所发出的声音，与

英语发音 d, t, n 等相似。 

9．p 组属于唇音，即先闭着上下唇再发出声音，与英语发音 b, p, m 等相

似。 

10．其次，在非组子音中的 y, r, l, s 和 h 发音与英语相同。ë 是 l 的反舌

音，v 相当于英语的 w，所以 va 发音为 wa。 

11．ü 被称为抑制音(niggahãta)。此字可写成§或 ü，也可用鼻音字 ŋ表

示。ü 可用以代替五组中的鼻音，在其他子音前作鼻音，或用于语

尾，但不作单独音置于语首。子音 ü 和 ï 的发音相同。 

12．当子音 y 用于其他子音前面时，则被发音成 i，例如：neyya = neiya; 

seyya = seiya; mayhaü = maihaü 

13．双子音：当一个词中有两个子音连用时，两个子音必须分开发音。

前一个子音随其前面的母音一起发音，后一子音与其后面的母音一

起发音。如：dhamma = dham + ma; saïgha = saï + gha; mettà = met + 

tà; bhikkhu = bhik + khu; rakkhati = rak + kha +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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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巴利语读音对应汉字表 

 
a,à 阿 i,ã 伊 u,å 伍 e 伊

* o 欧 a§ 盎 

ka 咖 ki 积
* ku 古 ke 葛

*
 ko 果 ka§ 冈 

kha 卡 khi 奇
*
 khu 库 khe 柯

*
 kho 扣 kha§ 慷 

ga 嘎 gi 笈
*
 gu 谷 ge 给 go 苟 ga§ 岗 

gha 喀 ghi 契
*
 ghu 枯 ghe 克

*
 gho 抠 gha§ 康 

ca 吒 ci 吉 cu 朱 ce 羯
*
 co 周 ca§ 章 

cha 差 chi 其
*
 chu 楚 che 佉

*
 cho 抽 cha§ 昌 

ja 迦 ji 基 ju 竹 je 揭
*
 jo 舟 ja§ 彰 

jha 叉 jhi 耆 jhu 刍 jhe 伽
*
 jho 绸 jha§ 苌 

¤a 雅
*
 ¤i 匿

*
 ¤u 耨

*
 ¤e 涅

*
 ¤o 若

*
 ¤a§ 酿

*
 

ta 答 ti 帝 tu 都 te 爹
*
 to 多 ta§ 当 

tha 他 thi 提 thu 土 the 铁
*
 tho 陀 tha§ 汤 

da 达 di 地 du 度 de 迭
*
 do 兜 da§ 当 

dha 塔 dhi 底 dhu 荼 dhe 帖
*
 dho 驮 dha§ 嘡 

na 那 ni 尼 nu 奴 ne 内 no 诺 na§ 曩 

pa 巴 pi 毕 pu 补 pe 贝 po 波 pa§ 蚌 

pha 帕 phi 批 phu 普 phe 培 pho 颇 pha§ 磅 

ba 拔 bi 比 bu 布 be 悲 bo 钵 ba§ 帮 

bha 跋 bhi 毗 bhu 菩 bhe 佩 bho 婆 bha§ 邦 

ma 马 mi 弥 mu 木 me 美 mo 摩 ma§ 茫 

ya 亚 yi 夷 yu 郁
*
 ye 耶 yo 优 ya§ 央 

ra 拉
*
 ri 利

*
 ru 卢

*
 re 勒

*
 ro 罗

*
 ra§ 啷

*
 

la 喇 li 离 lu 鲁 le 雷 lo 洛 la§ 郎 

va 瓦 vi 维
*
 vu 乌 ve 韦 vo 斡 va§ 旺 

sa 萨 si 西 su 苏 se 谢
*
 so 索 sa§ 桑 

ëa 腊 ëi 厘 ëu 噜 ëe 嘞 ëo 啰 ëa§ 琅 

ha 哈 hi 希
*
 hu 胡 he 嘿 ho 厚 ha§ 杭 

注： 

1、 本表主要提供给不懂英语发音的读者。懂英语发音者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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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表中的汉字使用普通话（国语）读音拼读。 
3、 由于普通话读音极为有限，表中所列的汉字只是与相对应的巴
利语读音最接近的汉字，有许多并不能视为巴利语的实际读音。 

4、 凡带有*者，表示该巴利语读音在普通话读音中没有相对应的汉
字，表中所列的只是取其近似音的汉字。 

5、 表中的 a, i, u 列只举出短元音，而实际上也包括了长元音。如第
二行：ka, ki, ku, 实际代表了 ka, kà; ki, kã; ku, kå 三组。 

6、 从第 11 行至 15 行的 ta, tha, da, dha, na. 前面 a, i, u 列中的每一
个字皆代表四个读音；如 ta，代表 ña, ñà, ta, tà 四个读音。而后面
e, o 列中的每一个字也皆代表了四个读音；如 no，代表 õo, õº, no, 

nº 四个读音。 

7、 最后一列 a§，也包括了 aï 音；如 ka§, 代表了 kaï, ka§ 两个
读音。 

8、 在音译巴利语时，先从上表中找到罗马字母的巴利语，再以相
对应的汉字拼译出来。例如：pàtimokkha音译成中文为“巴帝摩
卡”。当然，有许多字音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而稍作变化。如：
pàramã 以相对应的汉字拼译出来为“巴拉弥”，但实际音译为“巴
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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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常用巴梵专有名词新旧翻译对照表 

 

本对照表共分四类：一、古梵今巴，二、顺古音译，

三、古意今音，四、古音今意。第一种又分为十类，依

次是：1.诸佛名，2.比库名，3.比库尼名，4.居士名，

5.国王名，6.古国名，7.城市名，8.律学名词，9.天部

众名，10.其他名词。 

 

一、古梵今巴 

 

1．诸佛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bhagavà 跋嘎瓦 bhagavat 薄伽梵,婆伽婆 

Gotama 果德玛 Gautama 乔答摩,瞿昙 

Vipassã 维巴西 Vipa÷yin 毗婆尸,毗钵尸 

Sikhi 西奇 øikhi 尸弃,式弃,式诘 

Vessabhu 韦沙菩 Vi÷vabhå 毗舍浮,毗舍婆 

Kakusandha 咖古三塔 Krakucchandha 拘留孙,拘楼秦 

Konàgamana 果那嘎马那 Kanagamuni 拘那含牟尼 

Kassapa 咖沙巴 Kà÷yapa 迦叶,迦摄波 

Metteyya 美德亚 Maitreya 弥勒,弥帝隶 

 

 

2．比库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bhikkhu 比库 bhikùu 比丘,苾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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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àriputta 沙利子 øàriputra 舍利弗,舍梨子 

Mahàmoggallàna 马哈摩嘎喇那 Mahàmaudgalyàyana 摩诃目犍连 

Mahàkassapa 马哈咖沙巴 Mahàkà÷yapa 摩诃迦叶 

Upàli 伍巴离 Upàli 优波离,优婆离 

Ràhula 拉胡喇 Ràhula 罗睺罗,罗云 

Mahàkaccàna 马哈咖吒那 Mahàkàtyàyana 摩诃迦旃延 

Puõõa Mantàõiputta 本那·满答尼子 Pårõa-Maitrànãputra 富楼那满慈子 

Mahàkoññhita 马哈果提德 Mahàkauùñhila 摩诃俱絺罗 

Mahàkappina 马哈咖比那 Mahàkalpina 摩诃劫宾那 

Anuruddha 阿奴卢塔 Aniruddha 阿那律 

Nanda 难德 Nanda 难陀 

Bàkula, Bakkula 拔古喇 Vakkula,Bakkula 薄拘罗,薄俱罗 

Subhåti 苏菩帝 Subhåti 须菩提 

A¤¤à Koõóa¤¤a 安雅·衮丹雅 âj¤à-Kauõóinya 阿若憍陈如 

Assaji 阿沙基 A÷vajit 阿说示 

Pilindavaccha 毕陵达瓦差 Pilindavatsa 毕陵伽婆蹉 

Gavampati 嘎旺巴帝 Gavà§pati 憍梵波提 

Revata 雷瓦德 Revata 离婆多,离越 

Dabba Mallaputta 达拔·马喇子 Dravya mallaputra 沓婆摩罗子 

Piõóola-bhàradvàja 宾兜喇跋拉德瓦迦 Piõóola-bhàradvàja 宾头卢跋罗堕阇 

Cåëapanthaka 朱腊般他 Cåóapanthaka 周利槃陀伽 

Kàëudàyin 咖噜达夷 Kàlodàyin 迦留陀夷 

Yasa 亚思 Ya÷a, Ya÷oda 耶舍,耶输陀 

Kimbila, Kimila 金比喇 Kamphilla 金毘罗 

Cunda 准德 Cunda 纯陀,准陀 

Subhadda 苏跋德 Subhadra 须跋陀罗 

Devadatta 迭瓦达答 Devadatta 提婆达多,调达 

Udàyã 伍达夷 Udàyã 优陀夷 

Upananda 伍巴难德 Upananda 优波难陀 

Channa 阐那 Chandaka 车匿,阐铎迦 

Mahinda 马兴德 Mahendra 摩哂陀,摩酰陀 

Tissa 帝思 Tiùya 帝须,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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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库尼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bhikkhunã 比库尼 bhikùunã 比丘尼,苾刍尼 

Pajàpatã Gotamã 巴迦巴帝果德弥 Prajàpatã-Gautamã 波阇波提瞿昙弥 

Yasodharà 亚寿塔拉 Ya÷odharà 耶输陀罗 

Khemà 柯玛 Kùemà 差摩,谶摩 

Thullanandà 土喇难达 Sthålànandà 偷兰难陀 

Saïghamittà 桑喀蜜妲 Sa§ghamitrà 僧伽蜜多 

 

4．居士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Citta 吉德 Citra 质多罗 

Ugga 伍格 Ugra 郁伽,郁迦 

Jãvaka 基瓦 Jãvaka 耆婆,耆域 

Jeta 揭德 Jeta 祇陀,逝多 

Visàkhà 维沙卡 Vi÷àkhà 毘舍佉 

Mallikà 玛莉咖 Mallikà 末利,摩利迦 

Khujjuttarà 库竹答拉 Kubjuttarà 久寿多罗 

Uttarànandamàtà 伍答拉难德母 Uttarànandamàtà 郁多罗难陀母 

Sàmàvatã 沙玛瓦帝 Kùemavatã 差摩婆帝 

 

 

5．国王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Bimbisàra 宾比萨拉 Bimbisàra 频婆娑罗,瓶沙王 

Pasenadi 巴谢那地 Prasenajit 波斯匿,钵罗犀那恃多 

Udayana 伍达亚那 Udayana 优填王,邬陀衍那 

Mahànàma 马哈那马 Mahànàma 摩诃男,摩诃那摩 

Vióåóabha 维毒哒跋 Viråóhaka 毗琉璃,毗流勒,维楼黎 

Asoka 阿首咖 A÷oka 阿育王,阿输迦,阿恕伽 

Milinda 弥林德 Milinda 弥兰陀,弥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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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国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Magadha 马嘎塔 Magadha 摩揭陀,摩羯陀,默竭陀 

Kosala 高沙喇 Kau÷ala 憍萨罗,拘萨罗,拘舍罗 

Vajjã 瓦基 Vajjã 跋耆,跋阇,跋祇 

Kàsi 咖西 Kà÷i 迦尸,伽尸,伽奢,伽翅 

Malla 马喇 Malla 末罗,摩罗 

Aïga 盎嘎 Aïga 鸯伽,鸯迦 

Kuru 古卢 Kuru 俱卢,居楼,拘楼 

Cãna 吉那,中国 Cãna 支那,至那,震旦,振旦 

 

 

7．城市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Sàvatthã 沙瓦提 øràvastã 舍卫,室罗筏,室罗伐 

Vesàlã 韦沙离 Vai÷àlã 毗舍离,吠舍厘 

Bàràõasã 巴拉纳西 Vàràõasã 波罗奈斯,婆罗痆斯 

Kosambã 高赏比 Kau÷àmbã 憍赏弥,俱睒弥 

Pàñaliputta 巴嗒厘子 Pàñaliputra 波吒厘子,巴连弗 

Kapilavatthu 咖毕喇瓦土 Kapilavastu 迦毗罗卫,劫比罗伐窣堵 

Lumbinã 伦比尼 Lumbinã 蓝毗尼 

Buddhagayà 布特嘎亚 Buddhagayà 菩提伽耶,佛陀伽耶 

Kusinàra 古西那拉 Ku÷inagara 拘尸那揭罗,拘尸那 

Uruvela 伍卢韦喇 Uruvilvà 优楼频螺,乌卢频螺 

Saïkassa 桑咖沙 Sà§kà÷ya 僧伽施,僧迦尸,僧柯奢 

Takkasilà 答咖西喇 Takùa÷ilà 德叉尸罗,呾叉始罗 

 
 

8．律学名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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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àtimokkha 巴帝摩卡 pràtimokùa 波罗提木叉 

uposatha 伍波萨他,近住 poùadha 布萨,布沙他 

pàràjika 巴拉基咖,他胜 pàràjika 波罗夷,波罗市迦 

saïghàdisesa 桑喀地谢沙,僧始终 sa§ghàva÷eùa 僧伽婆尸沙,僧残 

nissaggiya 
pàcittiya 

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舍心堕 

naiþsargika 
pràya÷cittika 

尼萨耆波逸提,尼萨

耆波夜提,舍堕 

pàcittiya 巴吉帝亚,心堕 pràya÷cittika 波逸提,波夜提 

thullaccaya 土喇吒亚,粗罪 sthålàtyayaþ 偷兰遮,萨偷罗 

kamma 甘马,业,行为 karma 羯磨 

mànatta 马那答 mànatva 摩那埵,摩那垛 

sàmaõera 沙马内拉 ÷ràmaõeraka 沙弥,室罗摩拏洛迦 

sàmaõerã 沙马内莉 ÷ràmaõerikà 沙弥尼,室罗摩拏理迦 

saïghàñã 桑喀帝,重复衣 sa§ghàñã 僧伽梨,僧伽胝 

kañhina 咖提那 kañhina 迦絺那,羯耻那 

 

9．天部众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Yàma 亚马 Yàma 夜摩,耶摩,焰摩,炎摩 

Sakka-devànam-
inda 

沙咖天帝 øakra-devànàm-
indra 

帝释天,释提桓因,释迦提婆

因陀罗 

Vessavaõa 韦沙瓦纳 Vai÷ravaõa 毗沙门,吠室啰末拏,鞞沙门 

gandhabba 甘塔拔 gandharva 干闼婆,干沓婆,健达缚 

yakkha 亚卡 yakùa 夜叉,药叉,悦叉,阅叉,野叉 

garuëa 嘎卢腊 garuóa 迦楼罗,迦留罗,揭路荼 

 

 

10．其他名词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古音译 

arahant 阿拉汉 arhant 阿罗汉,阿罗诃 

pàramã 巴拉密 pàramità 波罗蜜多,播啰弭多 

vipassanà 维巴沙那,观 vipa÷yanà 毗婆舍那,毗钵舍那 

àcariya 阿吒利,老师 àcàrya 阿阇梨,阿遮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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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古音译 

巴利语 音译 梵语 其他古音译 
buddha 佛陀 buddha 佛驮,浮陀,浮屠,浮图 

Sakyamuni 释迦牟尼 øakyamuni 释迦文尼,奢迦夜牟尼 

sakya 释迦 ÷akya 奢迦夜 

muni 牟尼 muni 文尼,茂泥 

dhamma 达摩,法 dharma 达磨,昙磨,驮摩,昙无 

abhidhamma 阿毗达摩 abhidharma 阿毗昙,毗昙,阿鼻达磨 

saïgha, sa§gha 僧,僧团 sa§gha 僧伽,僧佉,僧企耶 

samaõa 沙门 ÷ramaõa 室摩末拏,舍啰磨拏 

ânanda 阿难 ânanda 阿难陀,庆喜 

bodhisatta 菩萨 bodhisattva 菩提萨埵,菩提索多 

bodhi 菩提 bodhi  

namo 那摩,礼敬 namas 南无,南谟,曩谟,纳莫 

jhàna 禅那,禅 dhyàna 驮衍那,持阿那 

samàdhi 三摩地,定 samàdhi 三昧,三摩提 

yoga 瑜伽 yoga 瑜誐,庾伽 

nibbàna 涅槃 nirvàõa 泥洹,泥曰,抳缚南 

parinibbàna 般涅槃,圆寂 parinirvàõa 波利匿缚喃 

sarãra 舍利 ÷arãra 室利罗,设利罗,实利 

cetiya 支提,塔 caitya 支帝,制多,制底耶 

patta 钵 pàtra 钵多罗,钵和罗,钵盂 

kàsàya, kàsàva 袈裟 kàùàya 袈裟野,迦逻沙曳,迦沙 

dhåta 头陀 dhåta 杜荼,杜多,投多,偷多 

Sumeru 须弥 Sumeru 苏迷卢,须弥卢,修迷楼 

Jambu-dãpa 瞻部洲 Jambu-dvãpa 阎浮提,阎浮利,赡部提 

Avanti 阿槃提 Avanti  

maõi 摩尼 maõi 末尼,珠,宝珠 

candana 旃檀 candana 旃檀那,旃陀那,真檀 

gàthà 偈 gàthà 偈陀,伽陀,偈颂 

kappa 劫 kalpa 劫波,劫跛,羯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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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õa 刹那 kùaõa 叉拏 

yojana 由旬 yojana 踰阇那,踰缮那,由延 

asura 阿苏罗 asura 阿修罗,阿素洛,阿须伦 

Yama 阎魔 Yama 夜摩,焰摩,琰摩,阎罗 

Màra 魔, 魔罗 Màra 恶魔 

àgama 阿含 àgama 阿笈摩,阿伽摩,阿鋡暮 

Gaïgà 恒河 Gaïgà 恒迦河,恒伽河,殑伽河 

Veda 吠陀 Veda 吠驮,韦陀,毗陀,鞞陀 

khattiya 刹帝利 kùatriya 刹利 

bràhmaõa 婆罗门 bràhmaõa 婆罗贺摩拏,没啰憾摩 

vessa 吠舍 vai÷ya 吠奢,鞞舍,毗舍 

sudda 首陀罗 ÷ådra 首陀,戍陀罗,戍达罗 

caõóàla 旃陀罗 caõóàla 旃荼罗,栴荼罗,旃提罗 

nigaõñha 尼干陀 nirgrantha 尼干,昵揭烂陀 

 
注： 

一、凡不翻成新音译而随顺古音译者，主要有以下几类名词： 
1．通用不翻：已经成为通用名词，即使没有佛学知识的人也知道

或使用的佛教名词。例如：佛陀、舍利、袈裟等。 
2．共享不翻：有些名词已经为其他学科（如地理学、历史学）所

普遍使用。例如：印度、恒河、吠陀、婆罗门、刹帝利等。 
3．音近不翻：有些名词的古音译与巴利语读音很相近，则可采

用已有的古音译。如：沙门、禅那、三摩地、涅槃等。在采
用已有的古音译时，一般上是选取最接近巴利语读音的，而
不一定选取通用的。如：采用“那摩”，而不用“南无”；采
用“瞻部洲”，而不用“阎浮提”；采用“阿苏罗”，而不用“阿
修罗”等。 

4．北传不翻：北传佛教专有的名词和术语。如：阿含、摩诃衍、
萨婆多、摩诃僧祇、陀罗尼等。 

 
二、若遇到南北传佛教皆有使用但在词义解释上出现较大出入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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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时，则用梵语古音译代表北传的观点，用巴利语新音译代表
南传的观点。例如“阿罗汉”与“阿拉汉”等。同时，现在使
用“比库”指称佛世时的比库僧众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比库
僧众；用“比丘”“比丘尼”指称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地
的北传大乘僧众。 

 
三、有些名词在一般情况下通常采用意译。例如：把“达摩”意译

为“法”，“那摩”意译为“礼敬”，“三摩地”意译为“定”，“般
涅槃”意译为“圆寂”，“支提”意译为“塔”等。 

 
 

三、古意今音 

巴利语 新音译 梵语 北传用语 

sàdhu 萨度 sàdhu 善哉,善成,娑度 

vassa 瓦萨 varùa 戒腊,僧腊,法腊,戒龄 

kuñi 孤邸 kuñi 寮房,僧寮,茅篷,小屋 

paõóaka 般哒咖 paõóaka 黄门,不男,半择迦,般荼迦 

 

 

四、古音今意 

巴利语 意译 梵语 古音译 
sutta 经 sutra 修多罗,素怛缆,苏怛罗 

apadàna 传记 avadàna 阿波陀那,譬喻,出曜 

vinaya 律 vinaya 毗尼,毗奈耶,鼻奈耶 

sãla 戒 ÷ãla 尸罗 

khandhaka 篇,篇章 skandha 犍度,揵度,塞犍陀 

pàñidesanãya 应悔过 pràtide÷anãya 波罗提提舍尼 



 

 137 

dukkaña 恶作 duùkçta 突吉罗,突膝吉栗多 

uttaràsaïga 上衣 uttaràsa§ga 郁多罗僧,嗢多罗僧 

antaravàsaka 下衣 antaravàsa 安陀会,安怛婆沙 

saïkacchikà 覆胸衣 sa§kakùikà 僧祇支,僧却崎 

nivàsana 下裙 nivàsana 涅槃僧,泥嚩些那 

nisãdana 坐具 niùãdana 尼师坛,尼师但那 

paüsukåla 尘堆衣 pàüsukåla 粪扫衣,衲衣,百衲衣 

upajjhàya 亲教师 upàdhyàya 邬波驮耶,和尚,和上 

sikkhamànà 在学尼 ÷ikùamàõà 式叉摩那,式叉摩尼 

upàsaka 近事男 upàsaka 优婆塞,邬波索迦 

upàsikà 近事女 upàsikà 优婆夷,邬波斯迦 

samatha 止 ÷amatha 奢摩他,舍摩他,奢摩陀 

vipassanà 观 vipa÷yanà 毗婆舍那,毗钵舍那 

pa¤¤à 慧,智慧 praj¤à 般若,般罗若,钵剌若 

sotàpattimagga 入流道 srotàpatti-marga 须陀洹道 

sotàpanna 入流 srotàpanna 须陀洹,窣路多阿半那 

sakadàgàmi 一来 sakçdàgàmin 斯陀含,沙羯利陀伽弥 

anàgàmi 不来 anàgàmi 阿那含,阿那伽弥 

pacceka 独觉 pratyeka 辟支,辟支迦,钵罗翳迦 

Aïgulimàla 指鬘 Aïgulimàlya 央掘摩罗,鸯崛利摩罗 

Ajàtasattu 未生怨 Ajàta÷atru 阿阇世,阿阇多设咄路 

ara¤¤a 林野 aranya 阿兰若,阿练若,阿练茹 

ànàpàna 入出息 ànàpàna 安般,阿那般那 

sakkàya diññhi 有身见 satkàya dçùñi 萨迦耶见,萨迦邪见 

puggala 人 pudgala 补特伽罗,富伽罗 

asaïkheyya 无数,不可数 asa§khyeya 阿僧祇,阿僧企耶 

Tàvati§sa 三十三天 Tràyastri§÷a 忉利天,怛唎耶怛唎奢 

Tusita 喜足天 Tuùita 兜率,兜率陀,睹史多 

Gijjha-kåña 鹫峰 Gçdhra-kåña 耆阇崛,姞栗陀罗屈吒 

nigrodha 榕树 nyagrodha 尼拘律,尼拘陀,诺瞿陀 

amba 芒果 àmra 庵婆,庵没罗 

àmalaka 余甘子 àmala, àmalãkà 阿摩勒,阿摩罗,阿末罗 

harãtaka 诃子 harãtaka 诃梨勒,呵利勒,诃梨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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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这一类专有名词，其意译的部分基本上是采用古代已有的意译，
或者是在古代原有的几种意译中选择其与巴利原义或语源最接近
者。对于这一类原本可以采用意译但古人却往往采用音译的专有名
词，在其读音已经改变了的今天，将只使用其意译，而不再考虑所
谓“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或“此无故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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