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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那迦葉的說法









一六  「大德!時，我詣訪不蘭迦葉，詣已，與彼不蘭迦葉互相交談可感銘之語後，

坐於一面。 

 





















坐於一面已，我如是言彼曰：「迦葉!（世間）有種種技能職業（者）。如：調象師、

調馬師、車術師、軍旗手、元帥、戰士、高級武官、象力士、裝甲兵、奴隸出身者、廚

師、理髮師、助浴者、製果者、漂白業、織師、製籠者、陶師、計算師、印相師。如是

世間所知之種種技能職業者」彼等於現世，享受彼等技能職業之成果，以令自己安樂幸

福，令父母安樂幸福，令妻子安樂幸福，令朋友安樂幸福。以此，同沙門、婆羅門行布

施，得尊勝天界安穩之福報。 







迦葉!得見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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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 大德!如是問已，不蘭迦葉如次言我曰：「大王!實然，作者、令作者；斬人、令

斬者；煎烤、令煎烤；悲惱、令悲惱；戰慄、令戰慄；令殺害生命、令取不與者、破墻

串壁而入（他家）者、掠奪者、竊盜者、劫奪者、姦通他妻者、妄語者（自作、教他作）

此等者，無犯何等罪惡。 

 







若有人以尖銳之利刀，將此地上之眾生，作為一肉聚、一肉堆者，由此因緣，無罪

惡、亦無罪惡之果報。 

 







若彼於恆河之南岸，行殺戮又令殺戮；斬人、令斬者；煎烤、令煎烤者，由此因緣，

無罪惡、無罪惡之果報。 

 





若人於恆河之北岸，行布施、令布施；祭祀、令祭祀，由此因緣，無功德、無功德

之果報。 

 





雖因布施、調御、禁戒、實語，由此因緣，無功德、無功德之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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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大德!如是，實問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不蘭迦葉，而答非業（無作用）。 

 







大德!猶如，問菴羅樹之果實，而答以羅孛闍（麵包樹）果。問羅孛闍樹之果實，

而答以菴羅樹果。大德!如是，實問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不蘭迦葉而答以非業。 

 













然，大德!我生起如次之想念：「實如余者，對住我領內之沙門、婆羅門，應如何

想與不愉快焉?」大德!是故我對彼之言說，不稱讚亦不訶責。不稱讚亦不訶責，而我內心

甚抱不滿，不發任何不滿之言，平靜聽彼所說，不敬重此，起座而出。 

 

 

《佛光大辭典》_p4931 

梵名 Purana-kacyapa，巴利名 Purana-kassapa 或 Purana-kassapa。為佛世時六師外道

之一，住於中印度。又作富蘭迦葉、不蘭迦葉、老迦葉、補剌拏迦葉波、布剌拏迦葉波。

略作富蘭那，脯剌拏。「富蘭那」為其字，意譯作滿、究竟；「迦葉」為其母姓，意譯

作龜、飲光、護光。 

據《法句譬喻經》卷三地獄品載，富蘭那迦葉為舍衛國婆羅門師，有五百弟子，曾與佛

陀較量道力，落敗後投水而死；或說其為奴隸之子，常為裸形。 

依《長阿含》卷十七《沙門果經》、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九等所載，其人主張

無因論、無道德論，認為眾生之迷悟等皆無因緣，善惡諸業亦無果報。 

另據巴利文《增支部》（Avguttara-nikaya 6, 57）記載，富蘭那迦葉將人分為六種階

級，即：(一)黑生（巴 kanhabhijati），指屠夫、獵師等操執賤業者。(二)青生（巴 nilabhijati），

指佛教之比丘及業論者、所作論者等。(三)赤生（巴 lohitabhijati），指尼乾子之徒眾。(四)

黃生（巴 haliddabhijati），指在家之裸形者。(五)白生（巴 sukkabhijati），指邪命外道。

(六)最勝白生（巴 parama-sukkabhijati），指難陀跋蹉（巴 Nanda-vaccha），瞿沙商吉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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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Kisa-savkicca）、末伽利瞿舍梨子（巴 Makkhali-gosala）等。 

〔中阿含卷五十七箭毛經、長阿含卷十七沙門果經、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二、卷三十

九、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八、寂志果經、撰集百緣經卷一、蓮華面經卷下、眾許摩訶帝

經卷二、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一、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注維摩詰經卷三、摩訶止觀

卷十上、慧琳音義卷二十六、外道哲學、印度哲學研究卷二〕 

 

 

《雜阿含經》一三八；一三八（八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耶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爾時、有離車名摩訶男，日日遊

行，往詣佛所。時彼離車作是念：若我早詣世尊所者，世尊及我知識比丘皆悉禪思，我

今當詣七菴羅樹阿耆毘外道所。即往詣彼富蘭那迦葉（）住處。時富

蘭那迦葉外道眾主，與五百外道，前後圍遶，高聲嬉戲，論說俗事。 

時富蘭那迦葉，遙見離車摩訶男來，告其眷屬，令寂靜住：「汝等默然！是離車摩訶

男，是沙門瞿曇弟子。此是沙門瞿曇白衣弟子，毘耶離中最為上首，常樂寂靜，讚歎寂

靜。彼所之詣，寂靜之眾，是故汝等應當寂靜」。時摩訶男詣彼眾富蘭那所，與富蘭那共

相問訊，相慰勞已，卻坐一面。 

時摩訶男語富蘭那言：「我聞富蘭那為諸弟子說法：無因無緣眾生有垢，無因無緣眾

生清淨。世有此論，汝為審有此，為是外人相毀之旨，世人所撰？為是法，為非法？頗

有世人共論難問嫌責以不」？富蘭那迦葉言：「實有此論，非世妄傳。我立此論，是如法

論。我說此法，皆是順法，無有世人來共難問而呵責者。所以者何？摩訶男！我如是見，

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有垢，無因無緣眾生清淨」。 

    時摩訶男聞富蘭那所脫，心不喜樂，呵罵已，從坐起去。向世尊所，頭面禮足，卻

坐一面。以向與富蘭那所論事，向佛廣說。佛告離車摩訶男：「彼富蘭那為出意語，不足

記也。如是富蘭 

那，愚癡不辨、不善非因而作是說：無因無緣眾生有垢，無因無緣眾生清淨。所以者何？

有因有緣眾生有垢，有因有緣眾生清淨。 

摩訶男！何因何緣眾生有垢？何因何緣眾生清淨？ 

摩訶男！若色一向是苦，非樂、非隨樂、非樂長養，離樂者，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

著。 

摩訶男！以色非一向是苦，非樂、隨樂、樂所長養，不離樂，是故眾生於色染著，染著

故繫，繫故有惱。 

 摩訶男！若受、想、行、識一向是苦，非樂、非隨樂、非樂長養，離樂者，眾生不

應因此而生樂著。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2#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3#3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3#3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3#3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4#4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39&t=31983312&rr=31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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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訶男，以識非一向是苦，非樂、隨樂、樂所長養，不離樂，是故眾生於識染著，

染著故繫，繫故生惱。 

摩訶男！是名有因有緣眾生有垢。 

摩訶男！何因何緣眾生清淨？ 

摩訶男！若色一向是樂，非苦、非隨苦、非憂苦長養，離苦者，眾生不應因色而生

厭離。 

摩訶男！以色非一向樂，是苦、隨苦、憂苦長養，不離苦，是故眾生厭離於色，厭

故不樂，不樂故解脫。 

摩訶男！若受、想、行、識，一向是樂，非苦、非隨苦、非憂苦長養，離苦者，眾

生不應因識而生厭離。 

摩訶男！以受、想、行、識，非一向樂，是苦、隨苦、憂苦長養、不離苦，是故眾

生厭離於識，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 

摩訶男！是名有因有緣眾生清淨」。 

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而退。 

 

六種階級的人 

巴利文《增支部》（Avguttara-nikaya 6, 57）記載，富蘭那迦葉將人分為六種階級，

即： 

(一)黑生（巴 kanhabhijati），指屠夫、獵師等操執賤業者。 

(二)青生（巴 nilabhijati），指佛教之比丘及業論者、所作論者等。 

(三)赤生（巴 lohitabhijati），指尼乾子之徒眾。 

(四)黃生（巴 haliddabhijati），指在家之裸形者。 

(五)白生（巴 sukkabhijati），指邪命外道。 

(六)最勝白生（巴 parama-sukkabhijati），指難陀跋蹉（巴 Nanda-vaccha），瞿沙商

吉迦（巴 Kisa-savkicca）、末伽利瞿舍梨子（巴 Makkhali-gosala）等。 

 

《增支部》六 集(續)（漢譯第 22 冊〃117）： 

五十七 1 

    一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鷲峰山。爾時，具壽阿難詣世尊之處，至已，問訊世尊，

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阿難，白世尊言： 

 

    二  「大德!富蘭那迦葉施設六生類，[謂]：施設黑生類、施設青生類、施設赤生類、

施設黃生類、施設白生類、施設極白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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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黑生類，[謂]：屠羊者、屠豬者、捕鳥者、捕獸者、

凶暴者、捕魚者、盜賊、殺賊者、獄卒以及其餘一切之殘忍業者。 

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青生類，[謂]：黑信解 2 之比丘以及其餘一切之業因

論者、業果論者。 

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赤 384 生類，[謂]：尼乾提外道，一布者 3。 

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黃生類，[謂]:在家之白衣與裸形之弟子。 

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白生類，[謂]：活命者、女活命者。 

大德!於此中，富蘭那迦葉施設極白生類，[謂]：難陀互茶、吉舍刪吉茶、末迦利瞿

舍梨。大德!富蘭那迦葉施設此等六生類。」 

 

    三  「阿難!一切之世人同意富蘭那迦葉施設此等六生類耶?」 

「大德!不然。」 

「阿難!譬如貧窮無所有之窮困 4 人，取得人所不欲之一[肉]片：「閣下!汝噉食此肉，

而給與代價!」正如是，阿難!富蘭那迦葉施設彼等沙門婆羅門所不同意之此等六生類，宛

如如此之幼稚，不明，不知適用法，同於拙作。阿難!我亦施設六生類，諦聽，善思作意!

我當說。」具壽阿難回答世尊：「大德!唯然。」世尊曰：「阿難!以何等為六生類耶? 

 

    1〃四  阿難!世間有一類，為黑生類而生起黑法。 

2〃阿難!世間亦有一類，為黑生類而生起白法。 

3〃阿難!世間亦有一類，為黑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 

4〃阿難!世間亦有 385 一類，為白生類而生起黑法。 

5〃阿難!世間亦有一類，為白生類生起白法。 

6〃阿難!世間亦有一類，為白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 

 

1〃阿難!云何為黑生類生起黑法耶? 

    五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卑賤之家，生於旃陀羅家、或獵師家、或竹匠家、或車

匠家、或補羯婆家，貧窮而缺乏飲食受用，活命困難且衣食乏少。又，彼乃色惡，形醜，

矮陋，病多，或眼眇、或手殘、或跛者、成半身不遂而不得食、飲、衣、乘、鬘、香、

塗油、臥具、座敷、燈明。彼乃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彼以身行惡行

已，以語行惡行已，以意行惡行已，身壞死後，生於惡處、惡趣。除難、地獄。阿難!如

是為黑生類生起黑法也。 

 

2〃又，阿難!云何為黑生類生起白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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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卑賤之家，[生於]旃陀羅家……乃至……不得……臥具、

座敷、燈明。彼乃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彼以身行善行已，以語行善

行已，以意行善行已，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阿難!如是為黑生類生起白法。 

 

3〃又，阿難!云何為黑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耶? 

七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卑賤之家，[生於]旃陀羅家……乃至……又，彼乃 386 色

惡，形醜，矮陋。彼即剃除鬚髮，披著袈裟，由家出而趣向非家。彼則如是出家而斷五

蓋，以慧衰損心之隨煩惱，心則安住於四念住，如實修七覺支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阿

難!如是為黑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 

 

4〃又，阿難!云何為白生類生起黑法耶? 

八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尊貴之家，生於剎帝利大族之家，或婆羅門大族之家，或

長者大族之家，有大財富，有大受用，有眾多之金銀，有眾多之資生具，有眾多之財穀。

又，彼成就形色端正、眾所樂見、顏容殊妙、最上之容色，且得食、飲、衣、乘、鬘、

香、塗油、臥具、座敷、燈明，彼乃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彼以身行

惡行已，以語行惡行已，以意行惡行已，身壞死後生於惡處、惡趣、險難、地獄。阿難!

如是為自生類生起黑法。 

 

5〃又，阿難!云何為白生類生起白法耶? 

九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尊貴之家，生於剎帝利大族之家……乃至……且得[……]

臥具、座敷、燈明。彼乃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彼以身行妙行已，以

語行善行已，以意行善行已，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阿難!如是為白生類生起白法。 

 

6〃又，阿難!云何為白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耶? 

387 一 O  阿難!世間有一類，生於尊貴之家，生於剎帝利大族之家，或婆羅門大族

之家，或長者大族之家，有大財富，有大受用，有眾多之金銀，有眾多之資生具，有眾

多之財穀。又，彼成就形色端正、眾所樂見、顏容殊妙、最上之容色，且得食、飲、衣、

乘、鬘、香、塗油、臥具、座敷、燈明。彼即剃除鬚髮，披著袈裟，自家而出，趣向非

家。彼則如是出家而斷五蓋，以慧衰損心之隨煩惱，安住於四念住，如實修七覺支生起

非黑非白之涅槃。阿難!如是為自生類生起非黑非白之涅槃。阿難!此等為六種生類。」 

 

註： 

1 《集異門足論》第 16(大正藏 26、4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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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信解」是沙門事。 

3 「一布者」以單一之布片覆蓋陰部。 

4  analiko 應為 analhiko 亦可如暹羅本作 anaddhiyo。 

 

 

《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第 16(大正藏 26、434a)： 

六生類者。云何為六。答： 

一、有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黑法。 

二、有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白法。 

三、有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 

四、有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白法。 

五、有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黑法。 

六、有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 

 

1〃云何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黑法？答：如有一類生貧賤家，謂旃荼羅家，廣說乃至

少飲食家。彼生此家，形容醜陋，人不憙見，眾共訶毀，多分為他作諸事業，故名為「黑」。

如是黑類，行身惡行、行語惡行、行意惡行，由行三種惡行因緣，身壞命終，墮於惡趣。

生地獄中受諸劇苦，是名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黑法。 

2〃云何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白法？答：如有一類生貧賤家。謂旃荼羅家。廣說乃至

少飲食家。彼生此家。形容醜陋。人不憙見。眾共訶毀。多分為他作諸事業。故名為黑。

如是黑類。行身妙行行語妙行行意妙行。由行三種妙行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世

界中受諸妙樂。是名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白法。 

3〃云何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答：如有一類生貧賤家。謂旃荼羅

家。廣說乃至少飲食家。彼生此家。形容醜陋。人不憙見。眾共訶毀。多分為他作諸事

業。故名為黑。 

如是黑類聞有如來為眾宣說如實所證法毘柰耶。便往聽受。既聽受已得淨信心。彼

成如是淨信心故。作是思惟。居家迫迮譬如牢獄。多諸塵穢。出家寬廣猶若虛空。一切

善法因之生長。又作是念。耽著居家。彼尚不能恒修世善。況能盡命精勤修學。純一圓

滿清白梵行。是故我應剃除鬚髮。身被法服正信捨家。出趣非家勤修梵行。既思念已。

便於後時。棄捨親財剃除鬚髮。身被法服正信捨家。出趣非家受持淨戒。精勤守護別解

脫律儀。軌則所行無不具足。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常無毀犯。依斯戒蘊漸次勤

修。乃至證得第四靜慮。由定心故乃至漏盡。證得無漏心慧解脫。廣說乃至不受後有。

是名黑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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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何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白法？答：如有一類生富貴家。請剎帝利大族。或婆羅

門大族。或長者大族。或居士大族。或餘隨一富貴家生。多饒財寶倉庫盈溢。彼生此家。

形容端正。人皆樂見。眾共稱美。故名為白。如是白類。行身妙行行語妙行行意妙行。

由行三種妙行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世界中受諸妙樂。是名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

白法。 

5〃云何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黑法？答：如有一類生富貴家。謂剎帝利大族。或婆羅

門大族。或長者大族。或居士大族。或餘隨一富貴家生。多饒財寶倉庫盈溢。彼生此家。

形容端正。人皆樂見。眾共稱美。故名為白。如是白類。行身惡行行語惡行行意惡行。

由行三種惡行因緣。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地獄中受諸劇苦。是名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

黑法。 

6〃云何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答：如有一類生富貴家。謂剎帝利

大族。或婆羅門大族。或長者大族。或居士大族。或餘隨一富貴家生。多饒財寶倉[2]庫

盈溢。故名為白。如是白類。聞有如來為眾宣說如實所證法毘柰耶。便往聽受。既聽受

已得淨信心。彼成如是淨信心故。作是思惟。居家迫迮譬如牢獄。多諸塵穢。出家寬廣

猶若虛空。一切善法因之生長。又作是念。耽著居家。彼尚不能恒修世善。況能盡命精

勤修學。純一圓滿清白梵行。是故我應剃除鬚髮。身被法服正信捨家。出趣非家勤修梵

行。既思念已。便於後時。棄捨親財剃除鬚髮。身被法服正信捨家。出趣非家受持淨戒。

[3]精勤守護別解脫律儀。軌則所行無不具足。於微小罪具大怖畏。受諸學處常無毀犯。

依斯戒蘊修根律儀。具念正知斷蓋證得四種靜慮。由斯展轉乃至漏盡。得心解脫及慧解

脫。於現法中自證通慧。具足覺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

白生類補特伽羅生起非黑非白涅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