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斷慧命、離正法：佛典中眾生嬈亂修行之研究 

 

摘要 

佛教的修行歷程中會遭遇許許多多的困難，其中有一部分嬈亂便是來自於眾生，

而為何要嬈亂佛教修行人？使得他們遠離佛法，遠離解脫？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本文以佛陀及其弟子在佛典中與魔交手的記載，分析魔施行嬈亂的目的與原因，

以四部《阿含經》與論書為主要的文獻依據。魔在佛典中是他化自在天天主波

旬，屬於天眾是實然存在的眾生，本文認為嬈亂修行的不單只是天魔波旬及魔

軍，還有學習無益佛教定義解脫方法的眾生，這些都會直接間接地使佛教修行人

遠離佛法，或動搖對於佛法的信心，天魔的目的是要讓眾生繼續在輪迴流轉，繼

續在魔的網羅中，無有出期；外道眾生則是彰顯佛教修行方法的殊勝，能夠更直

接地達到解脫，不需要經過極端的苦行，也可以更正確的觀照自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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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佛陀還是一般修行人都會受到魔的干擾，魔對

於解脫是極大的障礙與傷害，讓人無法超脫輪迴，也無法達到佛教認知的最終境

界－涅槃。本文所指的魔限定在佛典之中，所提到的魔眾，《雜阿含經》中魔被

視為是眾生中的一類1，〈魔相應〉中可以看到魔侵擾佛及其弟子的故事2，因此可

知在原始佛教時期魔是輪迴中的眾生，雖然有魔鉤、魔網等詞語，但還是不脫天

魔的範疇3，部派佛教的《大毗婆沙論》對於魔的定義就更為直接：：「問何故名

魔？答斷慧命故。」4 慧命是壽命的一種，是智慧的壽命，慧命衰損的原因是邪

見、魔而不是一般的老病死，由是魔在此產生了新的意義。種類上《阿毘曇八犍

度論》出現了四魔：陰魔、垢魔、死魔、自在天子5，爾後魔的分類在後世也越趨

繁複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將魔分為十種6，本文將集中觀察佛典中眾生如何嬈亂

修行人，甚至使人斷慧命。  

根據佛滅後六百年後《佛本行經》、《佛所行讚》的記載7，佛陀在菩提樹下成

道之前，受到兩次魔的侵擾，一次是三位魔女，一次是波旬親率魔軍，這這可能

是交雜了《雜阿含經・魔相應品》的記述8，從這裡我們可以去思考，魔對於佛教

的意義是什麼？是單純的對於未知事物恐懼的具象化，還是有其積極的哲學及宗

教的意義。佛陀的成就所代表只要有相應的努力便可以獲得解脫輪迴痛苦的機

                                                 
1 如《雜阿含經》卷 1：「我於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與此相同得還

有許多例子，在此不一一列舉，這裡的意思為在天、魔等眾生中。〔劉宋〕求那拔陀羅譯：《雜阿

含經》，(CBETA, T02, no. 99, p. 2c6-7) 
2 印順法師《雜阿含經會編》將漢譯《雜阿含經》配以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的分部，其中關於

魔的記載，集中於〈魔相應〉、〈比丘尼相應〉。 
3 如《雜阿含經》卷 3：「隨魔自在，入魔網中，隨魔所化，魔縛所縛，為魔所牽。」(CBETA, 

T02, no. 99, p. 19b10-11)  
4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2 (CBETA, T27, no. 1545, p. 272b9) 
5 〔姚秦〕僧伽提婆、竺佛念譯：《阿毘曇八犍度論》，(CBETA, T26, no. 1543, p. 916c17-18) 
6《大方廣佛華嚴經》：「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魔。何等為十？所謂：蘊魔，生諸取故；煩惱

魔，恒雜染故；業魔，能障礙故；心魔，起高慢故；死魔，捨生處故；天魔，自憍縱故；善根

魔，恒執取故；三昧魔，久耽味故；善知識魔，起著心故；菩提法智魔，不願捨離故。是為十。

菩薩摩訶薩應作方便，速求遠離。」 
7 見馬鳴著，曇無讖譯：《佛所行讚・破魔品第十三》(CBETA, T04, no. 192, p. 25a15) 
8 《雜阿含經》卷 39，(CBETA, T02, no. 99, pp. 286b22-287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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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入另外一個寂然的境界，這個道路並非平坦順遂，會遇到不少的考驗，魔

的侵擾便是其中之一，從佛陀成道的故事可以知道為了鞏固魔眾的勢力為了鞏固

魔眾的勢力，障礙解脫是魔必然會做的事會做的事，為了要讓修行人繼續在輪迴

中流轉，受到業力因果的報應往復，無法超脫，所以想盡各種方法威逼利誘修行

者使其放棄。。值得注意的是魔只能威逼利誘，不能控制人的意志使他放棄對於

更高境界的追求。。由此可知此可知魔的存在相對是相對是以另一種方式呈現了

佛教對於個體自由意志的肯定，若非自己的選擇則沒有力量可以脅迫。 

《順正理論》作為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之後，繼《大毘婆沙論》之

後，最後一部有系統撰寫的論書，經過與經部思想辯論之後而產生，可以視為有

部的集大成者，這部書依據《阿毘達摩發智論》把把魔分類為四種：天魔、死

魔、煩惱魔、五蘊魔9，在《雜阿含經》中的〈魔相應〉、〈比丘尼相應〉以及佛傳

中侵擾佛的魔，即是天魔。《雜阿含經》為原始佛教的經典，經印順、水野弘元

等學者的研究，確知為最現行最早集結的經典10，自《雜阿含經》到《順正理

論》魔從單一到分殊，從唯一真實存在到含括內心的力量及生命現象，可以發現

這魔的思想，不是一夕之間就出現在佛教體系中，而是逐步的發展成形。 

梁晉源〈佛教治魔方法綜述（上）（下）〉11針對《楞伽經》提到的五十種陰

魔進行分析，並整理對治的方法。黃慧禎的碩士論文《《相應部．魔相應》譯註

與研究》12對於南傳阿含經《相應部‧魔相應》的譯註以及魔在印度思想的發展，

對於掌握原始佛教及其之前的魔思想相當有幫助，並且梳理了漢譯《雜阿含經》

所沒有的篇章，如南傳〈魔相應〉。釋德範〈《雜阿含經》「魔」的探微〉13從經典

                                                 
9〔唐〕玄奘譯：《阿毘達磨發智論》卷 20：「「魔」有四種，謂：煩惱魔、蘊魔、死魔、自在天

魔。應知此中說煩惱魔」(CBETA, T26, no. 1544, p. 1031b13-15) 
10 詳見水野弘元：《佛典成立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7 年 1 月），頁 52-60。印順：《原始

佛教之集成》（新竹縣：正聞出版社，2010 年 9 月），頁 486-487。 
11 梁晉源：〈佛教治魔方法綜述（上）〉《菩提樹》388 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85 年 3 月），

頁 33-37；梁晉源：〈佛教治魔方法綜述（下）〉《菩提樹》389 期（台中：菩提樹雜誌社，1985 年

4 月），頁 26-31。 
12 黃慧禎：《《相應部．魔相應》譯註與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

年） 
13 釋德範：〈《雜阿含經》「魔」的探微〉，《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高雄：道德院，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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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發，認為魔不單純只是邪惡或慾望的象徵，而是有真實存在的可能。

Patricia Eichenbaum Karetzky 在“Māra, Buddhist Deity of Death and Desire”14則針

對四魔分析其來源。在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歸結出魔具有象徵的成分，也不能排

拒魔的實有性，若遭逢魔的考驗也有其對治方法。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處理魔思想的概念發展，處理魔思想形成的各種條件，為

日後開展佛教魔思想史做初步的嘗試。本文的研究起點在於魔從單一到分殊的哲

學意義，以及魔的指涉是否包含 1、超自然力量，2、人世的具體行為，3、邪惡

或慾望的象徵。為了理解這些問題，筆者的研究範圍以《順正理論》為主，參考

說一切有部諸論如《六足論》、《大毗婆沙論》、《發智論》，《俱舍論》雖然被認為

是經部亦有被視為有部的情況，與《順正理論》對讀可以理解所謂的有部正宗如

何，因此《俱舍論》也在本文的參考範圍之內。。魔不單純只是鮮血淋漓的惡

夢，在佛教中他展現出不同於西方宗教的形象，無論是在儀式或是魔論，與其他

宗教都有所不同，而在更深入的宗教比較、文化研究之前，勢必要將佛教自身的

魔思想進行爬梳。 

二、天魔與魔軍 

天魔是他化自在天天主，不同佛出世也有不同的魔障礙正法，釋迦牟尼佛時

是波旬，上一章提過他化自在的意義，也說明了他嬈亂正法的原因，五蘊在《雜

阿含經‧魔相應》中被視為波旬的鐵鉤讓眾生不得自在，妨礙正法也是要讓眾生不

得聽聞解脫的法門，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自身的妙樂，由是波旬障礙的目標是佛教

修行人，以免佛法廣布於世。 

（一）欲令佛陀不住世 

佛典中的記載僅有少數魔的名號被記錄下來如波旬，但從《大毘婆沙論》、

《雜阿含經》中可以看到波旬是有許多眷屬，與他一同妨礙正法，佛陀成道前魔

軍的攻擊即是一例。一般眾生因為自身的習氣在輪迴中流轉，為了要讓眾生更難

                                                 
14 Patricia Eichenbaum Karetzky“Māra, Buddhist Deity of Death and Desire”East and West, Vol. 32, 

No. 1/4 (December 1982), pp. 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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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佛法，進而獲取解脫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讓佛陀不住世，使佛陀無法

親身教導有緣的眾生，讓眾生沒辦法直接的學習解脫的方法。佛教認為學習佛法

需要許多因緣促成，不是隨處可得的事物，《增一阿含經‧八難品》中說到八個難

以修行佛法的環境、條件，若眾生投生在這八難之中，便難以聽聞佛法，學習解

脫的方法15。 

八難就是生於地獄、畜生、餓鬼、長壽天、邊地，或是出生時六根不具、修

行時邪見、以及佛不出世，這八件事是學佛條件不圓滿的狀態，生於惡道的眾生

因為痛苦、愚痴而無法聽聞佛法，長壽天據《大智度論》：「長壽天者，非有想非

無想處，壽八萬大劫。」16論主還特別提到此處「不任得道」《大乘義章》則說明

長壽天不利修行的緣故是因為此處寂靜凡夫便以為此處為涅槃境界，固著此心又

無佛法可依，只能在此等待天福受盡而墮17，以上為投生為非人的四難。《雜阿含

經》、《大般涅槃經》有盲龜浮木的譬喻指稱生而為人以及聽聞佛法的困難度18，

                                                 
15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36〈八難品〉：「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凡夫之人不聞

不知說法時節。比丘當知，有八不聞時節，人不得修行。云何為八？若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

教，得至涅槃、如來之所行，然此眾生在地獄中，不聞不覩，是謂初一難也。若復如來出現世

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畜生中，不聞不覩，是謂第二之難。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說法

教，然此眾生在餓鬼中，不聞不覩，是謂此第三之難也。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

眾生在長壽天上，不聞不覩，是謂第四之難也。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邊

地生，誹謗賢聖，造諸邪業，是謂第五之難。復次，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

眾生於中國，又且六情不完具，亦復不別善惡之法，是謂第六之難也。若復如來出現世時，廣演

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在於中國，雖復六情完具，無所缺漏，然彼眾生心識邪見：無人、無

施、亦無受者，亦無善惡之報，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得阿羅漢

者，自身作證而自遊樂，是謂第七之難也。復次，如來不出現世，亦復不說法使至涅槃者，又此

眾生生在中國，六情完具，堪任受法，聰明高才，聞法則解，修行正見：便有物、有施、有受

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世，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是謂第八之

難。非梵行所修行，是謂，比丘！有此八難，非梵行所修行。」(CBETA, T02, no. 125, p. 747, a8-

b7) 
16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8〈往生品 4〉(CBETA, T25, no. 1509, p. 339, a6-7) 
17《大乘義章》卷 8：「名長壽天。彼天之中寂靜安隱，凡夫生彼，多謂涅槃，保著情深，又無佛

法可依求出，所以是難。問曰：『經說生般涅槃行無行等皆在長壽得涅槃果，云何說言長壽是

難？』釋言：『難者就凡以說。彼生般等，是那含人，生上得滅，是以無過。』」［隋］慧遠：《大

乘義章》(CBETA, T44, no. 1851, p. 629, b16-21)  
18 《雜阿含經》卷 15：「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

人身，甚難於彼。所以者何？彼諸眾生不行其義、不行法、不行善、不行真實，展轉殺害，強者

陵弱，造無量惡故。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東晉〕僧伽提婆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108, c13-19)  

《大般涅槃經》卷 23〈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 10〉：「人身難得如優曇花，我今已得；如來難值

過優曇花，我今已值；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浮木孔。」〔北魏〕曇無讖譯：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498, c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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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四難便是說明投生人道後可能遇到四個不利修行的條件，六根不具即肉體

的殘損，這裡說的特指眼、耳兩個器官，沒有辦法聽聞受持，雖然佛在面前也無

法受持。邪見者拒斥佛法，不信佛法揭示的理論或是其他宗教的法門，這裡所說

的是完全不屬於某個宗教，認為世間道理無因無果也無後世，如此便不可能有所

謂的解脫或是成就，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接受佛法。邊地《大智度論》指出為無佛

法處19，除此 之外這裡的人還誹謗賢聖，造諸惡業，可見邊地不是完全沒有佛

法，而是此處的眾生對於佛法是蔑視的，縱然佛陀出世這裡的人也不會信受奉

行。佛不出世指的就是佛陀已經離世或是尚未降生，縱然六根完具、不具邪見、

不處邊地，如無佛出世則一切都是枉然。可見修行佛法需要非常深厚的福澤因緣

並不是唾手可得，此八難又稱為八無暇，進而衍生出五種自圓滿即五種他圓滿。

筆者以為魔直接或間接的使眾生進入八難的狀態，也使十圓滿缺損。 

佛陀成道之後，波旬曾經勸請佛陀入滅，而不是請佛陀廣轉法輪，與梵天所

為正好相反。佛陀成道之前波旬也率領魔眾攻擊佛陀，意圖阻止佛陀成就，佛陀

的成就對於波旬來說是：「心生大憂苦。」20，佛陀的入滅則是：「唯有魔王喜，

奏樂以自娛。」21，從這兩種情緒的變化可以知道佛陀的成就對於天魔來說是極

不願見到的事，佛陀的涅槃卻是值得慶賀，這與世間眾生的反應大相逕庭，這是

因為佛陀的成就與住世會讓更多的眾生能夠學習解脫的方法，脫離欲界天王的掌

控，這是波旬所不願意見到的22，因此在佛陀即將成道時，派遣魔女、親自率眾

障礙佛陀的修行，《佛所行讚》如此記載： 

 

魔王惕然疑，心口自相語：「曾為雪山女，射魔醯首羅，能令其心變，而 

                                                 
19 《大智度論》卷 67：「若悋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CBETA, T25, no. 1509, p. 532c21-

22) 
20 馬鳴菩薩著，［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CBETA, T04, no. 192, p. 28, b10) 
21 《佛所行讚》卷 5〈大般涅槃品 26〉(CBETA, T04, no. 192, p. 50, a15) 
22 《佛所行讚》卷 3〈破魔品 13〉：「父具以其事，寫情告諸女：『世有大牟尼，身被大誓鎧，執

持大我弓，智慧剛利箭，欲戰伏眾生，破壞我境界。我一旦不如，眾生信於彼，悉歸解脫道，我

土則空虛，譬如人犯戒，其身則空虛。及慧眼未開，我國猶得安，當往壞其志，斷截其橋梁。』」

(CBETA, T04, no. 192, p. 25, a2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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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菩薩。非復以此箭，及天三玉女，所能移其心，令起於愛恚；當更合 

軍眾，以力強逼迫。」作此思惟時，魔軍忽然集，種種各異形，執戟持刀 

劍，戟樹捉金杵，種種戰鬪具。23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波旬在招集魔軍來恫嚇佛陀之前，先以魔女誘惑，再以

自身的大力恐嚇，波旬想要讓佛陀產生愛恚之想，希望佛陀能夠離開金剛座，使

得佛陀的修行前功盡棄，而波旬這樣的作法，先前曾經成功的動搖魔醯首羅，魔

醯首羅即印度教中的濕婆神24，關於雪山女與濕婆的故事散見於十八部《往世

書》中25，雪山女的前世為薩蒂，薩蒂為濕婆的第一任妻子，但是薩蒂的父親達

剎輕視濕婆，某一次宴會濕婆被達剎故意冷落不在受邀之列，薩蒂在質問父親之

後不堪屈辱，最後自焚而亡，爾後轉世成雪山女，濕婆因為薩蒂的死亡而進入雪

山修練最嚴格的苦行，雪山女隨侍在側，最初濕婆不受雪山女的影響，無計可施

的雪山女只好請愛神以箭射入濕婆的心臟激起濕婆對於雪山女的愛欲，最終兩人

結為夫妻，生有室建陀與象神兩子。馬鳴在此引用這個故事可見佛教對於印度教

神祇的看法，縱然魔醯首羅是三千界之主，但還是不如佛陀對於修行的堅持，而

作為苦行者的濕婆無法抵禦愛神的箭，最後放棄了修行，足見苦行對於解脫是沒

有幫助的，大苦行者濕婆還是會升起愛欲、嗔恚，但魔王的誘惑與恐嚇對於佛陀

卻是沒有任何的影響，以致於波旬要招集更多的魔軍來恫嚇佛陀，但是佛陀依然

不為所動，任何意圖針對佛陀的攻擊皆無效甚至反噬自身26，最終佛陀還是在金

剛座上成就，波旬的行動可說是失敗，眾生也得以聽聞佛陀的教導，但波旬並未

放棄障礙佛陀，從《雜阿含經．魔相應》中便可窺知一二。 

                                                 
23 《佛所行讚》卷 3〈破魔品 13〉(CBETA, T04, no. 192, p. 25, c3-12) 
24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21：「摩醯首羅，正云：『摩䤈溼伐羅，言摩䤈者此云大也，溼

伐羅者自在也，謂此大王於大千界中得自在故。』」(CBETA, T54, no. 2128, p. 440, c8) 
25 季羨林主編：《印度古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8 月），頁 171-172。 
26 《佛所行讚》卷 3〈破魔品 13〉：「菩薩默然觀，如看童兒戲，眾魔益忿恚，倍增戰鬪力。抱石

不能舉，舉者不能下，飛矛戟利矟，凝虛而不下，雷震雨大雹，化成五色花，惡龍蛇𠹀毒，化成

香風氣。諸種種形類，欲害菩薩者，不能令傾動，隨事還自傷。」(CBETA, T04, no. 192, p. 26, 

a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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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波旬沒有成功的阻止佛陀成就，卻成功地勸佛入滅，使佛陀無法長久住

世。《大般涅槃經》說到佛陀表示他已經超越生死，可以繼續住世利益眾生，暗

示阿難應該要請佛住世，如《大智度論》所說佛將入涅槃時弟子應勸請佛住世繼

續利益眾生27，但是阿難被魔迷惑，無法完成這個任務，直到因為大地震動心生

恐懼，請問佛陀地震的原因，才了解到佛陀將入滅，進而請佛住世，但已經來不

及了。經中還提到佛陀初成道時，波旬便已勸請入滅，只是佛陀認為四眾教團尚

未成立，外道尚未降伏，因此拒絕入滅，但當四眾教團已經建立，也就沒有拒絕

波旬所請的理由，而弟子也錯失了請佛住世的機會，佛陀只好隨波旬所請示現涅

槃28。佛陀在波旬勸請示寂時，便已捨壽，因為要教導弟子無常之理，因此延壽

三月現身說法，眾生都無盡悲戚，只有波旬歡喜無盡，在天宮彈奏樂器慶祝。這

裡可以看到，波旬並沒有招集魔軍以力量逼迫佛陀入滅，而是相當理性的與佛陀

對話，筆者以為這可能是波旬知道佛陀已經不是尚未證果的菩薩，更何況波旬連

尚未證道的菩薩都無法動搖，更何況是佛陀，因此以佛教教團及教法已經建立為

由，勸請佛陀示寂，也順利達成目標。 

綜上所述，波旬不遺餘力的阻止佛陀成道，勸請入滅，從佛典中可以看到他

這樣做的原因是不要讓眾生學習解脫的方法，維持自身物質、眷屬的豐足，也造

成眾生面臨八難之一的「佛不住世」，直接地造成後世眾生學佛的極大困難，這

也是天子魔對修行最直接的障礙。 

                                                 
27 《大智度論》卷 7：「諸佛欲捨無量壽命入涅槃時，菩薩亦夜三時、晝三時，偏袒右肩，合掌

言：「十方佛土無量諸佛，我某甲請令久住世間，無央數劫度脫一切，利益眾生。」」(CBETA, 

T25, no. 1509, p. 109b10-13) 
28 《大般涅槃經》卷 1：「阿難！四神足人，尚能住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如來今者有大神力，豈

當不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爾時，世尊既開如是可請之門，以語阿難，阿難默然，而不覺知；

世尊乃至慇懃三說，阿難茫然，猶不解悟，不請如來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利益世間諸天人民。所

以者何？其為魔王所迷惑故。爾時，世尊三說此語，猶見阿難心不開悟，即便默然。爾時，魔王

來至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於往昔在尼連

禪河側，勸請世尊入般涅槃，世尊爾時而見答言：『我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猶未具足，又未降伏諸餘外道，所以未應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眾，無不具足，又已

降伏諸餘外道，所為之事皆悉已畢，今者宜應入般涅槃。」于時，魔王如是三請，如來即便答

言：「善哉！我於往昔，在尼連禪河側，已自許汝，以四部眾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

後三月當般涅槃。」是時，魔王聞佛此語，歡喜踊躍，還歸天宮。」(CBETA, T01, no. 7, p. 191, 

b16-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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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擾心所 

 《大般涅槃經》及《長阿含經》都提到阿難在面對佛陀及將入滅時，被魔所

惑以致矇矇不悟，這種精神狀態在佛學的觀點上，是心與心所相應的結果，可見

天魔是有能力創造干擾心所的境象。《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三法品》對心所的

解釋：「心所法，依止於心、繫屬於心，依心而轉、扶助於心」29，據此可以看

到，心所與心相應，不可分割是互相依止的存在，《俱舍論》將心所分為十大地

法、十大善地法、六大煩惱地法、二大不善地法、十小煩惱地法、八不定地法，

共計四十六類心所法，大地法相應一切心、善地法相應一切善心、大煩惱地法相

應一切染污心、不善地法相應一切不善心、小煩惱地法相應無明、不定地法攝前

五類所不攝30。由是人經歷的諸多精神狀態皆為心所與心相應而成，依相應的是

善、不善、染污而有不同的展現。 

魔在佛陀滅度之前有兩個動作，一障蔽阿難、二勸佛入滅，這兩件事的目的

都是一樣的，為了要讓人天導師示寂，使佛法不存於世，眾生便會永生永世的屬

於天魔眷屬。勸佛入滅比較好理解，波旬在《雜阿含經》中就時常使用言語嬈亂

比丘、比丘尼及佛陀，魔女也是如此，魔眾最常使用騷擾眾生的工具是語言，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中記載梵天為了要與佛辯論，認為波旬常與佛作對，應

該能夠遠勝佛陀，因此請波旬上到梵世，但邪不勝正，波旬雖然鼓舌如簧仍然無

法辯駁佛陀31。佛陀的入滅卻還是讓波旬得逞了，如果阿難依照佛陀的指示在第

一次就請佛住世則波旬便功虧一簣，由是阿難被魔障蔽才是波旬行動成功的關

鍵。 

 《中阿含經》提過波旬有造成身體不適的能力，他可以化作細小鑽入肚腹使

                                                 
29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 1536, p. 379, b19-20) 
30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p. 19a07-20c16) 
3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2：「魔與如來恒為怨對必能抗敵，即以神力引置梵世化作欲地而

安處之。爾時彼梵復白佛言：「此處是常乃至廣說。」世尊告曰：「此處非常廣說如上。」魔便白

佛大仙：「應隨梵天所說，勿復違拒當奉行之，若違拒者譬如有人吉祥天神來過其舍，以刀杖等驅

逐令出。亦如有人從高轉墮放捨手足便墜深坑。又如有人從樹端落放捨手足墮必至地故。應奉順

梵天所說。」復白佛言：「仁豈不見我等梵眾圍繞梵天，敬順其言不敢違逆。」佛時告曰：「汝非

梵王亦非梵眾，乃是惡魔，無有恥愧，橫來相擾。」爾時惡魔知佛覺已。心懷愧惱不能自退。梵

以神力令彼還宮。」〔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272c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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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舒服，目犍連曾受其害32。這裡波旬對阿難做的不是造成他身體不適，而是

障蔽其心讓他曚曚不悟，。經文提示的曚曚不悟，與大煩惱地法中的惛沈相似，

《俱舍論》說明：「惛謂惛沈。對法中說：『云何惛沈？謂身重性、心重性，身無

堪任性、心無堪任性，身惛沈性、心惛沈性，是名惛沈。』」33惛沈是一種精神與

肉體的狀態，稱為無堪任性，身心要具堪任性，輕安是唯一的方法，輕安為十大

善地法之一，與惛沈相同有身輕安與新輕安得分別，心輕安為禪定升起的清淨狀

態，在入定或未入定時都可能處於輕安的狀態，身輕安則限定在未入定之時，堪

忍之性與眼等五識相應為身輕安，與意識相應為心輕安。因此惛沈就是與輕安完

全相反的狀態，無論是定或散皆無法清淨，是混屯不清的狀態，惛沈由無明所

攝，無明即宿世的煩惱，在未證道之前無明所攝的惛沈對修行的障礙就會存在，

透過禪定、正行才可以對治。 

阿難這種曚曚不悟的狀態，《長阿含經》中並沒有說明是確切怎樣的做法引

起，但阿難在佛陀入滅時尚未證果34，有餘依涅槃為生死之因已滅但色身仍存，

無餘依涅槃則是連色身都無，由是可以推斷阿難在佛陀入滅前仍沒有進入有餘依

涅槃的境界，雖然多聞第一，卻還是凡夫之身，到佛陀入滅之後經迦葉提點後，

努力精進後才頓悟證果35，凡夫的心所不斷相應的狀態下，五蘊仍起作用，根境

識所產生的現象仍歷歷在目。從經典中來看波旬可以使人身體不適，可以變化外

型，可以宣講亂心，但是不能夠直接控制意識，日後在第一次集結對於迦葉關於

未請佛住世的責難，阿難回答道：「魔蔽我心，是故無言；我非惡心而不答

佛。」36從這個回答來看，魔是可以對心作用，因此波旬對阿難所做的應該是變

                                                 
32 請見第二章第三節 
33 《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 19c8-11) 
34 《大智度論》卷 2：「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集和合僧。大迦葉入禪定，以天眼

觀，今是眾中，誰有煩惱未盡應逐出者！唯有阿難一人不盡，餘九百九十九人諸漏已盡，清淨無

垢。」(CBETA, T25, no. 1509, p. 68a3-7) 
35 《大智度論》卷 2：「是時中間，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其夜坐禪經行，慇懃求道。是阿難

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後夜欲過，疲極偃息，却臥就枕，頭未

至枕，廓然得悟；如電光出，闇者見道。阿難如是入金剛定，破一切諸煩惱山；得三明、六神

通、共解脫，作大力阿羅漢。」(CBETA, T25, no. 1509, p. 69a7-14) 
36 《大智度論》卷 2：「大迦葉復言：「佛問汝：『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

四神足好修，欲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默然不答。問汝至三，汝故默然。汝若答佛：『佛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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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境使得阿難進入惛沈的狀態，這個外境是怎樣的並不清楚，但惛沈與癡所

攝，《俱舍論》解釋癡為：「癡者所謂愚癡，即是無明、無智、無顯。」37癡是根

本煩惱之一，應該置放在第二節煩惱魔來討論，將此視為天魔的嬈亂，是因為筆

者以為阿難的惛沈是因為魔所引起，並非自身無明根本煩惱所致，從動作主使者

的角度來看，便可以理解為何將此視為波旬的嬈亂，而阿難在佛陀之時未曾證

道，但他隨侍佛陀二十五年，從經論中有許多說法的對答是佛陀與阿難完成38，

多聞第一的稱號也看得出阿難對於修行的努力，由是不可以將阿難視為一般的凡

夫，他只是未證果的修行人，之後還是證得阿羅漢果，在這邊的位置應該將他視

同為《雜阿含經・比丘尼相應》中的比丘尼，精進修行卻尚無果位。 

除了讓阿難矇矇不悟，智者大師在清涼山修行時也曾經遭遇魔嬈，《隋天台

智者大師別傳》記載到： 

 

先師（智者大師）捨眾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群

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

可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

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

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軟二緣所不能動。39
 

 

智者大師遇到的魔嬈有兩種，一種是強緣，即各種可怕的事物，想要讓修行人心

生恐懼喪失對佛法的信心，《雜阿含經》中波旬變化的力士、大龍、象都屬於此

類。第二種是軟緣，即俗世的種種因緣羈絆，《雜阿含經》波旬以大財利誘惑佛

陀應屬此類，這兩類考驗若沒有堅定的心智皆是難以度過。智者大師所遭遇的境

                                                 
足好修，應住一劫，若減一劫。』由汝故，令佛世尊早入涅槃，是汝突吉羅罪！」阿難言：「魔蔽

我心，是故無言；我非惡心而不答佛。」」(CBETA, T25, no. 1509, p. 68a25-b3) 
37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4 (CBETA, T29, no. 1558, p. 19c4-5) 
38 例如《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9：「佛告阿難陀言：識若不入胎，得增廣大不？不也。世尊！乃至

廣說。」(CBETA, T29, no. 1558, p. 48b6-8)在《阿含經》中也可以看到相關的紀錄。 
39 〔隋〕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CBETA, T50, no. 2050, p. 193b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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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否如同佛陀一般是天魔波旬所帶的眾生，還是單純為心識的變現？但可知

其目的就是在阻止修行人更進一步的修為，由此也可以確認魔是有能力變化外

境，達到擾亂心智的目標，阿難的矇矇不悟應該就是由此而起，只是智者大師是

在修法的過程，澄明不動可以了知眼前境相，但阿難是在散位，因為根境識的作

用而無法了知眼前或感知的事物是魔的把戲，因而錯失了請佛住世的因緣。 

綜上所述，波旬的嬈亂在經論中還是以修行人為主，對於沒有開始修行的眾

生，因為他們自身無始劫以來的煩惱習氣，以致於自身在輪迴中輪轉難有出期，

在欲界的眾生本在波旬的領域之內，提供他快樂的來源，《雜阿含經・魔相應》

中瞿底泊比丘未免退轉自盡之後，魔眾便在他自殺之處尋找瞿低迦比丘的識神，

目的就是要確認他繼續在欲界中輪迴40，因此筆者以為天魔的嬈亂針對會脫離天

魔羅網的眾生，以求自身資源無虞。 

三、外道 

（一）攻擊三寶 

波旬除了直接現形意圖恐嚇、迷惑修行人，也會進入人體造成不適，《中阿

含經・降魔經》記載目犍連與波旬的對話，起初波旬化身細小進入波旬的口中造

成目犍連肚子不舒服，目犍連因此入定觀察自身腹中的異狀，發現是波旬在其中

作亂，便勸波旬不要造惡以免墮地獄，波旬出來後目犍連便與他說明傷害佛弟子

與佛的果報，原來目犍連在覺礫拘荀如來時是魔名叫惡，而波旬是目犍連的外

甥，在這品經文中可以看到惡魔嬈亂佛、佛弟子的方法，並不是像波旬一般展現

威力、誘惑、宣揚外道，而是策動外道或自己直接攻擊佛、佛弟子 

 

波旬！彼時惡魔便教勅梵志、居士，彼梵志、居士罵詈精進沙門，打破 

責數。彼梵志、居士或以木打，或以石擲，或以杖撾，或傷精進沙門 

                                                 
40 《雜阿含經》卷 39：「佛告比丘：「汝等見瞿低迦比丘周匝遶身黑闇烟起，充滿四方不？」比丘

白佛：「已見，世尊！」佛告比丘：「此是惡魔波旬於瞿低迦善男子身側，周匝求其識神，然比丘

瞿低迦以不住心，執刀自殺。」爾時，世尊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記。」(CBETA, T02, no. 99, p. 

286b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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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或裂壞衣，或破應器。爾時，梵志、居士若有死者，因此緣此，身 

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彼生已，作是念：「我應受此苦，當復 

更受極苦過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進沙門行惡行故。」41 

 

波旬！彼時惡魔復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進沙門便，而不能得。我寧可

化作年少形，手執大杖，住其道邊，打尊者音頭，令破血流污面。』波

旬！覺礫拘荀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後所依村邑遊行，彼於平旦著衣

持鉢，入村乞食，尊者音在後侍從。波旬！爾時，惡魔化作年少形，手執

大杖，住在道邊，擊尊者音頭破血流污面。波旬！尊者音破頭流血已，隨

從覺礫拘荀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後，猶影不離。42 

 

兩段經文說的是惡魔攻擊佛弟子尊者音，音受到惡魔攻擊頭破血流，作惡者也得

到相應的果報墮入地獄受極苦，惡魔也是如此，從受天宮妙樂墮入極為痛苦的地

獄，時間長久不能解脫，不管何種形式的嬈亂，目的都是要讓佛法不要存在，這

與提婆達多出佛身血生身入地獄有相似之處。這裡外道修行人也是魔的操控工

具，使用了「教敕」一詞代表魔在這些人之中具有權威性，不是一般的誘惑，而

是更為強力的命令，而他們也願意接受魔的命令，願意作為魔的臣屬，魔攻擊的

原因除了要讓尊者心生怨懟增長嗔恨煩惱，但這樣的意圖並未成功，佛因此教導

弟子應該要「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43這是修慈的重要機緣，進而

悲、喜、捨都如是觀修，展示了色身的痛苦與無明煩惱是無法相提並論，但色身

往往與煩惱也是無法清楚分割的存在，若沒有禪觀以及適切的教導尊者音可能就

退轉於佛道了。惡魔見外道的攻擊沒有用便自己出手，最後落得生身下地獄的果

報，並不是覺礫拘荀如來將他打入地獄，而是他犯了極大罪以致於受此惡果，充

                                                 
41 〔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30 (CBETA, T01, no. 26, p. 621a23-b2) 
42 《中阿含經》卷 30 (CBETA, T01, no. 26, p. 622a1-10) 
43 《中阿含經》卷 30 (CBETA, T01, no. 26, p. 621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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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體現自業自得的概念，除了暴力相待，魔也會以盛大的供養以圖影響修行 

 

波旬！彼時惡魔復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進沙門便，而不能得。我寧可

教勅梵志、居士，汝等共來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或以奉敬、供

養、禮事精進沙門，儻能起惡心，令我得其便。」波旬！彼梵志、居士為

惡魔所教勅已，即共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爾時，梵志、居士

若有死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上。生已，作是念：

「我應受是樂，當復更受極樂勝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進沙門行善行

故。」44  

 

這裡說明到惡魔策動外道以盛大的供養禮敬沙門，甚至以髮布地，外道接受魔的

命令奉敬精進沙門，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要使修行者在物質上可以完足，而是要讓

修行人升起貪欲，增長無明煩惱，進而退失所學的佛法，〈魔相應〉中三位魔女

引誘釋迦也是基於同樣的目的，但是佛陀已經脫離了五蘊對於愛欲已無渴盼，

《降魔經》中的惡魔針對的目標是精進沙門，也就是尚未證果的修行人，是覺礫

拘荀如來的弟子。雖然惡見外道的目的是為了要讓修行人退失，但還是做了供養

佛法僧的行為，這是有極大的善報，甚至披髮蓋地請精進沙門行走於上，在燃燈

佛授記的故事中儒童佈髮掩泥，得燃燈佛授記，後世得證菩提，號釋迦如來，外

道受惡魔教敕也大行供養，與釋迦前生所為並無二致，在果報上卻僅生於天上，

可能是供養的發心不同，以致於有不同的果報，生於天上若無行持，天福受盡便

會墮入人間甚至惡道。 

（二）邪見 

波旬在〈魔相應〉的變化，除了想要讓佛陀感到恐怖化為蛇、象，還有一類

是化為宣揚外道法門的人物 

                                                 
44 《中阿含經》卷 30 (CBETA, T01, no. 26, p. 621b24-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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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欝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

正覺。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大

修苦行處，  能令得清淨，而今反棄捨，  於此何所求？欲於此求淨，  淨

亦無由得。」爾時，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知

諸修苦行，皆與無義俱，終不獲其利，如弓彈有聲。戒定聞慧道，我已悉

修習，得第一清淨，其淨無有上。」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

我心。」內懷憂慼，即沒不現。45 

  

這段引文中波旬化為少年，質問佛陀為何放棄苦行，反而去追求無法得清靜的佛

法呢？據佛傳的記載佛陀在成道前曾修習苦行，雖證得無色界定但不是正等正覺

的終極目標，因此轉向修習佛法最終在菩提樹下證道46，這裡可以看到佛陀對於

苦行的態度，苦行對於獲得清淨是沒有幫助的，只有戒定慧才能獲得無上清淨，

但波旬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苦行才是獲得真正清淨的法門，苦行在

婆羅門教是相當重要的修行方式，倒懸、禁食都是常見的苦行方法，可以說波旬

提出的是當時普羅大眾對於修行的看法，從《佛本行集經》可以看到苦行的方法

對於身體有相當大的傷害，佛陀行斷食苦行時天眾為免佛陀喪命，意圖運用神力

將食物灌進佛陀的體內47，之後佛陀自悟色身受極大的痛苦，卻還是沒有證得解

脫可見苦行是一條不通的路，進而思維當初證得初禪的禪定方法，認為這可能是

成正覺菩提的道路，而最後證明這條路才是對的48，因此佛陀成道開始說法之

                                                 
45 《雜阿含經》卷 39 (CBETA, T02, no. 99, pp. 287c25-288a10) 
46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CBETA, T03, no. 190, p. 758a15) 
47 《佛本行集經》卷 24〈29 精進苦行品〉：「爾時，彼處忽有諸天隱身不現，來菩薩所，白菩薩

言：『大聖仁者！願莫如是思惟此念，欲得全斷一切不食。所以者何？仁今若欲斷一切食而行行

者，我等諸天，各將一切天味，下來入於仁者毛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又復，仁者！不損

害身。』」(CBETA, T03, no. 190, p. 767a25-b1) 
48 《佛本行集經》卷 25：「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過去世時，求自

利故，受於大苦，或心不喜，或復身心悉皆不喜，如是所受，彼諸沙門及婆羅門，不過此苦。如

我今求自利益故，今受於此身意及心不喜等苦，若復來世有諸沙門及婆羅門，為自利故，所受身

心一切苦時，不過於此。如我今求自利益故身心受苦，唯未證得上人之法，未得知見，未證增

益，更復何道而取菩提？』菩薩更復如是思惟：『我念昔在父王宮內，觀作田時，值一涼冷閻浮樹



15 

 

後，並不要求弟子施行苦行，而是觀察生命現象苦的本質，行為上的約束則在戒

律之中，仍然還是要學習禪定，穩定自身紛亂的心意識。這段經文可以視為佛教

對於當時其他宗教的看法，苦行不能真正的解脫，就算契入無想定還是在三界之

中，並不能夠脫離輪迴，前面說過魔最終的目的是要讓眾生在欲界輪迴，永生永

世提供他快樂。 

四、結語 

 眾生的嬈亂在佛教中並不只是另外一道的眾生，根據佛典可以看到外道也是

嬈亂修行的徒眾。魔的嬈亂應該要擴展為眾生的嬈亂，外道修行人在佛典中雖然

沒有直斥為魔，但是外道的修行方法成為波旬侵擾佛陀的工具，外道徒眾在久遠

以前也曾受魔教敕攻擊佛弟子，都顯示了魔與外道的關係是相當密切，這不單純

是貶斥其他宗教或修行方法，而是展現了佛教對於無益解脫的的方法的看法，對

於不信奉佛教的人而言，受到魔的影響，做出各種惡事增長自身的惡業，最終還

是在輪迴中無有出期。由是本文梳理了佛典中眾生侵擾的事例，重新定義佛典中

魔的侵擾，尚未觸及佛教如何對治魔嬈，與西方宗教的惡魔也可以進行跨域的對

話，因此本文希望能夠提供上述議題的前緣工作。 

 

 

 

 

 

 

 

                                                 
蔭，我見彼已，坐彼蔭下，捨離一切諸欲染心，厭薄一切不善之法，起分別心，樂於寂定而生喜

樂，證得初禪。我今可還念彼禪定，此路應向菩提之道。』菩薩如是思惟念已，如法正觀，一心

而入彼之寂定，望因此道至於菩提。」(CBETA, T03, no. 190, pp. 769c24-770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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